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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學術視野下的「十三經」論述研究 

楊晉龍 

〔摘 要〕 

本文從傳播擴散的研究角度入手，以「十三經」為搜索詞，進入 12 個大型資

料庫搜尋明代士人涉及「十三經」的言論與論著，並將獲得的 197 筆資料，透過

內容分析的方式，探討「十三經」和「十三經註疏」兩個概念，在明代流衍、擴

散並落實的狀況。考知 早提出「十三經」者為洪武年間的趙俶； 早說明《十

三經》內涵者是宣德年間的胡儼； 早提出《十三經註疏》者是永樂年間的鄧夢

文； 先將《十三經註疏》概念落實為叢書者是正德四年開雕的正德本；符合現

代認知的《十三經註疏》是嘉靖十三年開雕的李元陽版。明人使用「十三經」意

涵有三：經書數目概念；整體叢書概念；《十三經註疏》的代稱。「十三經註疏」

意涵有二：《十三經註疏》各書的註疏、一整套叢書。並考證「十三經」之詞

早出現在宋仁宗之前；「十三經註疏」出現在宋理宗時代。所得成果有助於對「十

三經」及其衍生概念與明代經學內涵認知的了解。對明代經學研究者提供許多有

效資訊，對清代經學研究者亦有所幫助，並有助於相關研究者更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十三經、十三經註疏、經學史、傳播擴散、宋學、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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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成長生活在相對重視傳統中國文化，同時教育普及率幾達百分之百，大學錄

取率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臺灣社會群眾，只要接受過九年以上的國民義務教育，在

較為正常情況下，「十三經」這個名詞及其指涉的內容、意義，應該都屬於耳熟

能詳的普通名詞。進入大學就讀，若是隸屬中文的相關科系，或者經常上互聯網

搜尋中國傳統文化的訊息，那麼《十三經註疏》當該也是經常接觸到的詞彙，如

此看來「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的概念，似乎都是個古老傳統的存在。然而

就歷史的角度來說，無論「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的概念，並不像多數臺灣

一般群眾與某些中文相關系所師生認知那樣：從古以來就理所當然的存在，並具

備代表儒家思想精神及儒家恆久經典性質的地位。事實上今日認知的「十三經」

或「十三經註疏」，無論思想概念或具體落實，出現在歷史上的時段， 早並沒

有早於十二世紀。1就今天的研究成果及一般性的了解而言，亦即至少在南宋之前，

就不曾普遍性的存在，即使有 多也僅是某些個別零星的提及而已。至於泛稱性

質且內含相當模糊的「十三經」或「十三經」概念，大約在八百年前左右的南宋

時期方才出現，至於今日認知明確的「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概念，大約落

實在四百年前左右的明代萬曆年間。但這些觀點或主張在學術研究上，並沒有完

全達成普遍共識，是以歷史狀況到底如何？至今依然還有某些爭論，就學術求真

的基本要求而論，自然就有確實探求，以便證實或證偽的必要。 

「十三經」相關問題的討論，至少需要面對兩個必須解決的議題：一是「十

三經」概念形成與落實的問題；一是「十三經註疏」形成與落實的問題，「十三

經註疏」的問題，當然是從《十三經》衍伸而出現。就實際的層面來看，無論「十

三經」或「十三經註疏」，除了有「概念」與「落實」的問題之外，同時也有「同

名異實」或「同名異指」的問題，這是也是必須確實釐清的問題。就一般邏輯性

的了解，必然是先有「十三經」的概念，纔能落實為「十三經」書籍的結集；必

須在「十三經」書籍結集落實的前提下，纔會有《十三經》意義下單獨之「註」

與「註疏」一類概念的出現；接著在這個《十三經》「註疏」概念落實的前提下，

終纔會出現將《十三經》各經「註疏」彙集在一起的經、註、疏合刻叢書，這

                                                 
1 此處行文原本過於粗疏，感謝審查學者指正，下文相同狀況，皆謹依審查學者之指正而

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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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叢書也就是今日一般認知意義下的《十三經註疏》。可知「十三經」和「十三

經註疏」均含括了兩個不同的內容：一是屬於一種寬鬆性用法的泛稱。指的是缺

乏整體集合性意義，僅僅只是用來指稱各經或各經加總的數量而已，這可以用「十

三經」與「《十三經》註疏」指稱。一是屬於一種特指性用法的專稱。指的是具

備整體集合性意義，特別用來指稱叢書性質的專著，這可以用《十三經》和《十

三經註疏》指稱。「十三經」、「《十三經》註疏」與《十三經》、《十三經註

疏》的出現、發展、形成，涉及經學史與版本學等範圍的學術問題，包括經學概

念的衍化落實，以及諸經「註疏」版本來源與發展等等內容的相關議題。由於近

年來相關古籍重現、網路公開與影印傳世的影響，諸經「註疏」版本方面問題的

討論與研究，因而大有進展，同時也出現許多相當優異的研究成果。2關於「十三

經」概念出現發展的問題，雖然也出現有許多相關的討論，不過在部分問題上依

然還未能完全形成共識。 

「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的概念與內涵，自是奠基在《五經》概念下，

逐步擴充而形成。就「經的名數」或「經目」而論，由漢代的「五經」變為「十

三經」，增加了兩倍多，這中間必然涉及到原本不屬於「經」之列的書籍，何以

能夠身分轉換而成為具備「神聖經典」地位之「經」的問題，其中又以《孟子》

地位的變化影響 大，3是以這個變化當然不會僅僅只是「數量」多寡變化的意義

而已，「數量」上的變化，實際表現了儒家學者與官方學術等整體學界，關於經

典概念內涵的轉換問題，因此也就具有相當實際且重要的經學史意義。4大約從明

                                                 
2 今日認知下《十三經注疏》版本源流的討論，稍舉部分論著明之。如：長沢規矩也：〈注

疏本考〉，《書誌学論考：安井先生頌寿記念》（東京：松雲堂書店，1937 年），頁 3-52；

長沢規矩也著，蕭志強譯：〈十三經注疏版本略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4

期（2000 年 12 月），頁 49-55。屈萬里先生：〈十三經注疏版本述略〉，《書傭論學集》（臺

北：臺灣開明書店，1969 年），頁 216-236。李致忠：〈十三經注疏版刻略考〉，《文獻》

2008 年第 4 期，頁 21-31。王鍔：〈八行本《禮記正義》傳本考〉，《古籍整理研究學刊》

2001 年第 6 期，頁 57-62。張麗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13 年）。李霖：〈讀汪紹楹〈阮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經學研究論叢》第 21 輯

（2014 年 4 月），頁 41-65。 
3 此問題可參考杜中新、竇秀艷：〈孝治與《孝經》入十三經〉，《中州大學學報》2002 年第

4 期，頁 28-29。程蘇東：〈《孟子》升經考——兼論兩宋正經與兼經制度〉，《中華文史論

叢》2010 年第 3 期，頁 137-167 等討論。 
4 「經」的數量當然不是單純的僅是數目上的問題，同時還涉及經學史的問題。但即使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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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始，就有學者論及這個問題，5民國以來更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討論這個

問題，並且已有不少相關的優秀成果，6這些成果理所當然成為本文寫作參考的基

礎材料，同時更由於討論議題的相似性，因此在構思或文獻的應用上，自然有許

多重疊之處，尤其是程蘇東（1986-）的相關研究成果，7更有頗多與本文相近之處，

這在進行實際研究之前，自有必要先做說明，以免有掠美之虞。 

傳統涉及「十三經」相關問題的討論者， 具代表性的言論，當是生存活動

                                                                                                                             
就數量多寡的稱呼而論，就可以是私人一時的認定或泛說，也可以是官方制度性的標準

認定，這兩者的意義與價值不同，私人的寬泛性稱呼，不具備嚴格經學史發展的意義與

價值，最多也只能當作輔助性的資料看待，只有官方制度性的標準認定，方具備經學史

研討的意義與功能。例如清朝馬榮祖（1686-1761）回答乾隆元年（1736）「博學鴻詞科」

〈經解問〉考題時，就認為：六經、五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皆歴代所分

之名。至五經五緯為十經，六經六緯為十二經，往往後人贋作。」［清］馬榮祖：《力本

文集．經解》，劉俊文總策畫：《中國基本古籍庫》（北京：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2006 年），卷 1，總頁 3。以下簡稱「《古籍庫》本」。關於此問題，程蘇東：〈「經目」釋

論——以經學史為論域〉，《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9 卷第 6 期（2012 年

11 月），頁 41-48。有更為詳細的研究說明，可參閱。 
5 例如：［明］胡儼（1361-1443）作於宣德 9 年（1434）的〈重修尊經閣記〉，［明］康河

修、［明］董天錫纂：《（嘉靖）贛州府志．藝文》，劉俊文總策畫：《中國方志庫》（北京：

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 年），卷 11，總頁 683-685。下稱「《方志庫》本」。

［明］梁斗輝（1567-1606）：〈十三經緯自序〉，［清］朱彝尊：《經義考．羣經》，《文淵

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年），卷 250，頁 11-12。下

稱「《四庫》本」。清代則乾隆元年「博學鴻詞科」之〈經解問〉，即要求針對此問題作答，

［清］乾隆帝（1711-1799）：《御製文初集．經解問》（《四庫》本），卷 14，頁 1-2 等等。 
6 「十三經」形成過程的討論，在一般概論、導論、通論及經學史等教科書類型的書籍，

以及專文討論的狀況，程蘇東：〈再論「十三經」的形成與《十三經注疏》的結集〉，《國

學研究》第 25 卷（2010 年 6 月），頁 257-299，以及舒大剛：〈《十三經》：儒家經典體系

形成的歷史考察〉，《社會科學研究》2011 年第 4 期，頁 113-121 等兩文，有比較詳密的

分析，非常值得參考。 
7 程蘇東之文，如：〈再論「十三經」的形成與《十三經注疏》的結集〉、〈「經目」釋論——

以經學史為論域〉等兩文。再者學位論文：《從六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北

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論文，2011 年），觀其〈提要〉「本文以歷代『經目』

的演變為中心，梳理其從『六藝』至『四書五經』、『十三經』的具體演變過程」的寫作

宗旨，則亦當有與本文相關涉之處，唯該書並未出版，且網路資料庫亦無收錄者，是以

無法參閱，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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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1613-1682）之論： 

 

自漢以來，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立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禮》、

《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並《孝經》、

《論語》、《爾雅》。宋時程朱諸大儒出，始取《禮記》中之〈大學〉、

〈中庸〉，及進《孟子》以配《論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

三經」之名始立。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

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禮》、

《儀禮》、《禮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歧注，

皆漢人。《易》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論語》則

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梁》則范

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

今通謂之疏。8 

 

顧炎武這段發言，因為有論有證，雖然其內容還有部分可以再斟酌，但確實成為

後世討論「十三經」成立議題時， 基本的權威性發言。民國以來「十三經」相

關問題的討論，除「十三經」形成的討論外，比較多的是關於《十三經》各經註

疏及《十三經註疏》等版本問題的探求。至於集合「《十三經》註疏」成為《十三

經註疏》叢書形式者， 早乃是刊刻於明代正德 4 年（1509）至嘉靖 4 年（1525）

之間，缺《儀禮註疏》的正德本；9完全合乎今日認知的《十三經註疏》叢書概念

者， 早是完成於嘉靖 15 年至 18 年（1536-1539）之間，由李元陽（1497-1580）

和江以達（1502-1550）刊刻的嘉靖本，10這方面學界大致上已取得共識。但關於

                                                 
8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錄．十三經註疏》（臺北：臺灣明倫書局，

1979 年），頁 518-519。 
9 正德本的問題，可參考程蘇東：〈「元刻明修本」《十三經註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文

獻》2013 年第 2 期，頁 22-36。 
10 嘉靖本《十三經注疏》的研究與相關問題，可參考陶曉婷：〈李元陽本《十三經注疏》

研究述論〉，《文教資料》2015 年第 35 期，頁 57-59。另有李均洋：〈斯波文庫藏李元陽

隆慶二年重修本《十三經注疏》及《文選》文獻的數字化整理研究〉，《第五屆中國古籍

數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首都師範大學，2015 年）一文，或者相關，惜

筆者未見，難以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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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或討論經學史，必然觸及的「十三經」成立於何時的問題？雖然有不少學者，

或專文討論，或在「經學史」、「儒學史」、「經學概論」、「國學導讀」、「經學通論」……

等教科書中，表達各自的意見，但至今卻依然無法取得比較一致性的共識。根據

舒大剛（1959-）歸納整理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十三經」概念或落實成立於何時？

學者們至少有：唐代說、宋初說、南宋說、籠統宋代說、明代說、清代說等六種

不同的主張。11可見關於這個問題，即使經過現代學者百年來的關注研討，依然還

是處於各說各話的階段，是以還有繼續討論的空間。 

經學史的研究至少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入手：新義創發的研究角度、義理

實踐的研究角度和傳播擴散的研究角度。現在一般經學史的研究，大致以「新義

創發的研究角度」為主軸，筆者因此在寫作博士學位論文時，遂轉而從傳播擴散

的角度進行研究。博士論文研究的重心是明代《詩經》學傳播流衍擴散的狀況，

於是觸及了「《詩經》漢學」與「《詩經》宋學」流衍、落實與消長等傳播發展

的問題，因此被後世歸入「漢學」系統的「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在明代發

展的狀況，理所當然的成為論文必須處理的問題，透過相關文獻的歸納，因而觀

察到明代「漢學」發展落實的狀況是：「文徵明以前還只是言論上的崇漢學，許

誥以後，則著作紛紛出現，詩經學多元發展的現象，於焉展開。而其中許誥和顧

璘、顧璘和呂柟、呂柟和何景明，何景明和楊慎、楊慎和李元陽等等均有來往，

可能也因此互相影響，於是崇重漢學已不再是孤立的一、二人之事，雖然貌似鬆

散，且未形成任何正式集團，但這樣的互通聲氣、相互支援；對整個漢學的推動，

其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12當時雖然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在博論中並未更進一步

的申論，經過近二十年的觀察，還有拜讀前賢學者的相關論著，發現當初注意到

的「十三經」在明代傳播流衍落實的相關討論，雖然有些論文觸及，但至今依然

沒有徹底解決，因此擬訂此一研究，以便更進一步的探討，或者可以對此問題，

提供比較接近或可信的答案。「十三經」在明代流衍傳播落實的問題，所以特別

值得關注探討，主要在於這個問題關涉到經學史上「漢學」與「宋學」發展融合

的問題，尤其是關涉到明代以後經學發展上「漢學」與「宋學」消長，以及清代

                                                 
11 舒大剛：〈《十三經》：儒家經典體系形成的歷史考察〉，頁 108-109。 
12 楊晉龍：《明代詩經學研究》（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7 年），頁

260。此問題程蘇東有比筆者更進一步的探討，同時還推論李元陽刊刻《十三經注疏》

可能受到楊慎的影響，這個討論頗值得參考。見程蘇東：〈再論「十三經」的形成與《十

三經注疏》的結集〉，頁 28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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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與明代經學關係的問題，這類問題當然都是必須注意甚至無法忽視的重要問

題，可見此議題在經學史的研究上確實值得認真討論。就設計本文預計的研究成

效而論，主要是希望透過此一研究，可以對諸如：「十三經」概念的形成與落實、

「漢學」與「宋學」的消長、清代經學與明代經學的關聯性等等，某些至今未能

確實解決或猶可商榷的問題，提供部分較為客觀可信的答案，因而有助於諸問題

的釐清，這同時也是寫作本文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本文旨在探討「十三經」及其衍生的概念在明代傳播、流衍，並因而引發對

《十三經》「註疏」的重視，且 終落實為彙刻成套《十三經註疏》叢書的狀況。

研究的進行，除參考吸收前賢相關研究成果外，並以「十三經」為搜索詞，透過

網路資料庫搜尋篩選，以取得需要的文獻資料，若文字不清或有闕漏者，則回查

紙本校正，再進行分析討論。本文使用的資料庫：《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

庫》、13《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14《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
15《古今圖書集成》、16《愛如生數據庫》（《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方志庫》、

《明代日用類書》、《中國譜牒庫》、《歷代別集庫》）、17《雕龍中日古籍全文

資料庫》。18這些資料庫收錄的書籍固然不少，然而相對於整個明代估計約有 3 萬

5 千種左右的文獻，19必然有小巫與大巫之差別，是以本文的研究僅能歸類為較為

粗疏的初步研究探討而已。至於明代現存善本書目版本的查詢，則透過臺北國家

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20以及日本《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21進

                                                 
13 陳郁夫：《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索資料庫》，網址：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14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索系統》（臺北：中央研究院，1984-2016 年），

簡稱「《漢籍庫》本」。 
15 迪志文化出版公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年），簡稱「《四庫》本」。 
16 陳郁夫：《古今圖書集成仿真版》（臺北：東吳大學、國立故宮博物院，2001 年）。 
17 劉俊文總策畫：《愛如生數據庫》（北京：愛如生數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2013 年），

其中《中國基本古籍庫》簡稱「《古籍庫》本」；《中國方志庫》簡稱「《方志庫》本」；《中

國譜牒庫》簡稱「《譜牒庫》本」。 
18 袁林、中島敏夫：《雕龍中日古籍全文資料庫》，網址：http://hunteq.com/ancientc/ancientkm# 

kmtop。 
19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年），頁 43。 
20 國家圖書館：《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址：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0。 
21 高田時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數據庫》，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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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詢確認。22研究進行的程序，首先將針對「十三經」一詞出現的時段進行溯源，

釐清明代之前「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出現的情況；其次依照時間先後，探

討明代「十三經」及「十三經註疏」兩個概念，在明代文獻中出現的狀況，以見

這兩個概念在明代傳播、流衍的情形；接著論證「十三經」及「十三經註疏」概

念在明代落實的狀況； 後統合研究成果，並分析本文在學術研究上的意義與功

能。 

二、明代之前文獻中的「十三經」考述 

「十三經」和「十三經註疏」詞彙出現的時間，學者之間的爭議一直存在，

至今依然猶未能取得一致性的共識。觀察歷來學者討論之際徵引的文獻，則大致

均以下列五位學者之論為主要依據，其中尤其以周密（1232-1298）提到賈似道

（1213-1275）的門客廖瑩中（？-1275），曾經準備刊刻「十三經註疏節」而未成

一事，23 常被學者引述。此外還包括有：趙希弁（約 1210-1249 前後）、24王應

麟（1223-1296）、25岳浚（1296-1377）、26戴良（1317-1383）。27然除此之外，

                                                                                                                             
detail。 

22 由於網路資料庫搜尋上的方便性，因而讀者若對徵引的文字有疑慮，很容易就能夠查

對，且由於本文使用的基本文獻甚多，為節省篇幅，是以本文來自資料庫的文獻資料，

僅註明作者、篇名或書名、卷次等基本資料。 
23 ［宋］周密：《癸辛雜識後集．賈廖刋書》（《四庫》本）云：「廖羣玉諸書，……《九經》

本最佳，……又有《三禮節》、《左傳節》、《諸史要畧》及建寧所開《文選》諸書，其後

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異矣。」

（頁 30-31）因有《三禮節》、《左傳節》，故書名或循例亦當是《十三經注疏節》。 
24 ［宋］趙希弁：《郡齋讀書志附志．經類》（《四庫》本），卷 5 上，頁 1-5。有介紹「石

室十三經」之文，這裡的「十三經」是各經加總數目意義下的指稱，並非叢書性質的指

稱。 
25 ［宋］王應麟：《玉海．藝文．宋朝石經》（《四庫》本），卷 43，頁 15。亦有「石室十

三經」之名，這也是各經加總數目意義下的指稱，或僅是過錄趙希弁之文而已。 
26 原題［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例．音釋》（《四庫》本），頁 19。「有經文兩字同而音

義有異者，《周禮》之『施舍』與《左傳》之『施舍』，音義有不同。……至舍字則二經

皆去聲也。」《自注》云：「《左傳》本不可以言經，今從俗所謂汴本《十三經》，建本《十

一經》稱之。」張政烺（1912-2005）以為今傳本《刊正九經三傳沿革例》作者是岳浚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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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十三經」相關詞彙出現的文獻，還有完成於乾隆 36 年（1770）的《僊遊縣

志》中記載茅知至（約 1010-1050 前後）著有《十三經旁訓》；28彭大翼（1552-1643）

《山堂肆考》徵引有高承（約 1078-1085 前後）《事物紀原》所謂：「五經之内，

分《周禮》、《儀禮》、《禮記》為七經，而七經之外，又益以《孝經》、《論

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于是有

十經焉。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焉。以《詩》、《易》、《書》、《三禮》、

《春秋三傳》，加《孝經》、《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焉」之

文。29貝瓊（1314-1379）提到王立中在至正 25 年（1365）「購求『十三經註疏』

等書於中吳巨姓家」的事實。30這大約是當今所能見到有「十三經」一詞出現的相

關文獻。 

前述文獻的記載如若盡皆可信，則數目性質的「十三經」一詞，在茅知至生

存時段的 11 世紀初葉（宋仁宗）之前當該已經出現，否則不可能出現叢書性質的

《十三經》。即使從 保守的角度言，叢書性質的《十三經》，至遲在茅知至生

存時段的 11 世紀初葉就已經出現，所以十四世紀初葉（元仁宗）的岳浚會有所謂

「汴本《十三經》」的稱謂，但此時所謂「十三經」包括那些經典？是否「同名

                                                                                                                             
是岳珂。見氏著：〈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例》〉，《張政烺文史論集》（北京：

中華書局，2004 年），頁 166-188。頁 178 云：「元初，有岳浚字仲遠者，即刊《九經三

傳》者也。」岳浚的事蹟，見初修於 1589 年，後由胡觀瀾（約 1730-1797 前後）為總裁

續修，事蹟止於 1725 年的［清］阮升基增修、［清］甯楷增纂：《（嘉慶）增修宜興縣舊

志．人物志》（《方志庫》本），卷 8，總頁 1359-1360。 
27 ［元］戴良：《九靈山房集．鄞遊稿．一經齋記》（《四庫》本），卷 20，頁 2。云：「世

有四經、五經，以至六經、九經、十三經之名。」這當該也是各經加總數目意義下的指

稱。 
28 ［清］王椿修、［清］葉和侃纂：《（乾隆）僊遊縣志．人物志六．儒林．宋》（《方志庫》

本），卷 38，總頁 767。 
29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文學．經術》（《四庫》本），卷 121，頁 1。又見［清］王

士禎（1634-1711）等編：《御定淵鑑類函．文學部一．經典總載四．十三經》（《四庫》

本），卷 192，頁 13；［清］章藻功（約 1680-1722 前後）：《思綺堂文集．題王方若夢十

三本梅花書屋圖序》（《古籍庫》本），卷 7，總頁 498。 
30 ［明］貝瓊：《清江文集．松江府儒學藏書記》（《四庫》本），卷 4，頁 15-16。又見明代

顧清（1460-1528）編成於正德七年（1512）的《（正德）松江府志．學校》（《方志庫》

本），卷 12，總頁 521；［明］楊樞（？-1555）：《淞故述》（《古籍庫》本），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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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實」或「同名異指」？現在並無法確實了解。僅就可見的文獻而論，則現代認

知意義下叢書性質的《十三經》，至遲在高承生存時段的 11 世紀下半葉（宋神宗）

之前就已經出現，即使是高承首創而非抄錄，則至遲也出現在 11 世紀下半葉。周

密的陳述若不是追述，而是史實紀錄，那麼《十三經》諸經數目加總的「《十三

經》註疏」，在廖瑩中生存時段的 13 世紀中葉（宋理宗）之前，當該就已經出現，

至遲也不會晚於 13世紀中葉廖瑩中生存的時段，31是以王立中可在 14世紀中葉（元

順帝）的中吳巨姓家中購得「《十三經》註疏」。 

就前述可見文獻的歸納，在明代之前數目性質的「十三經」一詞，至遲在 11

世紀初葉（宋仁宗）就已經存在，叢書性質的《十三經》至遲在 11 世紀初葉（宋

仁宗）就已經出現。至於符合現代認知意義的叢書性質《十三經》，至遲在 11 世

紀下半葉（宋神宗）出現；符合現代認知意義的《十三經》諸經註疏數目加總「《十

三經》註疏」，至遲在 13 世紀中葉（宋理宗）出現。這是歸納當今所見文獻後的

結果。 

三、「十三經」在明代的言論述論 

建立於 14 世紀中葉（1368），滅亡於 17 世紀中葉（1644）的明朝，學術上

承繼元朝尊崇程朱理學而加劇，尤其是建國 50 年之後，在明成祖（1360-1424，

1402-1424 在位）永樂 15 年（1417）頒發《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於六

部、兩京國子監以及天下郡縣學，做為科考經文內容解說的標準答案之後，於是

《四書》、《五經》和「性理」成為明代學術界普遍重視的概念與常用詞，在《四

書》、《五經》和「性理」籠罩下的明代學術，被後世歸類為「宋學」的範圍，

這是指以程朱理學解說為中心的一套學問，一般「宋學」者自認為這套學問重視

的義理內涵，有別於以漢唐經學專門解說為中心的所謂「漢學」，即所謂「訓詁」

之學。明代多數學術群眾在此崇重「宋學」的氛圍下，於是主動將那類被歸入「漢

學」的經學專著，排除在「必讀」書目之外。如此學術氣氛下，以「漢學」為中

心而融合「宋學」的「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在整個明代學術社群受到關

                                                 
31 周密在此段紀載中提到廖瑩中曾計畫刊刻這些書，「皆未及入梓，而國事異矣！」「國事

異」當然是指廖瑩中依附的賈似道戰敗貶官被殺，廖瑩中在 1275 年服毒自殺，導致無

法繼續刊刻書籍之事，當非指周密自身面對的宋朝滅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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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狀況如何？由於這個狀況關涉到清代學術社群何以崇重「漢學」的問題？就

經學史的研究而言，當該具有值得重視的理由。要了解明代學術社群關注的狀況，

當然無法像現代社會一樣，設計問卷進行田野調查，但明代士人固然已經煙消霧

滅，卻也有不少著作存世，透過這些存世著作內容的閱讀了解，當該也可以獲得

需要的訊息，雖然作者寫作之際也可能有言不由衷的掩飾之論，但相對於話出如

風的口頭言說，可信度當該更高，因此本文所得成果的信度與效度，或者可能較

田野調查所得資訊可靠。 

明人存留的著作，自以詩文集為多，除此之外，諸如：史書、類書、制書、

專著、出版等等，都可能蘊藏相關的訊息。就文獻記載表現的內涵本質而論，大

致可以將這些文本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屬於純粹言論層次的表述。指在沒有擁有、

認知實體書籍前提下的發言，或者行文之際提及、討論、或批評之類。如：洪武 6

年（1373）趙俶（1307-1387）面見明太祖（1328-1398）時，所謂「請以正定《十

三經》，頒示天下」，這類思想觀點或主張的發言屬之。第二類屬於落實層次的

表現。指實際刊刻、收藏、徵引，還有在擁有或確認書籍存在前提下的書評、序

跋之類。如：錢謙益（1582-1664）在崇禎 12 年（1639）為毛晉（1599-1659）寫

〈新刻十三經註疏序〉（見下文）；以及科舉「程文」，如「擬進十三經註疏表」

之類，32這些發言都有實際書籍做為依據，這類即屬於落實層次的發言。再如：購

書充實學宮、學宮藏書、公私目錄著錄或直接刊刻等等，屬於有效落實層次。以

下即分別從：純粹言論、落實發言、實質落實等三方面，觀察「十三經」和「十

三經註疏」在明代出現、流衍、落實的大致狀況。本節先討論「純粹言論」與「落

實發言」等兩項「言論層次」的表現；下節再探討「實質落實」層次的情況。 

本文為了較清楚展現證據，下文將以涉及者生存時段的先後為準，透過列表，

將諸家相關涉之言如實呈現，然後再擇要申述。如此做法或不免有「附錄」當「正

文」之譏，然論文本以實證呈現為主，雖可推論但必須以有效實證為根據，是以

此種呈現方式，固然增加篇幅，然較之作者自由篩選，僅取其中部分言論為據，

進行擴充式討論者，本文繁瑣備舉的舉證方式，對於論述的可靠性，或者還有增

強功能的作用。「表格」中「性質」一欄 1、2、3、4 等數字的內涵，謹說明如下：

                                                 
32 ［清］陳夢雷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經學部．藝文二》，陳郁夫：《古今圖書集

成仿真版》，卷 362，頁 36-38。下文徵引《古今圖書集成》之文，皆出此本，故僅標明

卷數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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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數目分列意義的「十三經」。「2」指整體概念意義的《十三經》。「3」

指數目分列意義的「《十三經》註疏」。「4」指整體概念意義的《十三經註疏》。

「立場」指發言者對「漢唐之學」抱持的是「肯定的接受」或「否定的拒絕」之

態度，至於不置可否者則用「無」表示。關於言論涉及的「性質」與「立場」的

判斷，即以徵引文本內容之表述為斷；「立場」的判斷係根據當事者是否出現反

對批評《十三經》之言而判斷之，未出言批評者歸入「接受」之列，再者僅在陳

述過程提及《十三經》，或者認定主張的《十三經》內容與今日認知者不同，因

為無法根據文本的表述了解判斷當事者之實際主張云何？因此將其列入無法判斷

的「無」。33以下謹依此規則而分判之。 

明代觸及「十三經」的言論 

當事者 生存時段 主要內容 文獻出處 性質 立場

趙俶 1307-1387 請以正定「十三經」頒示天

下。 

〔清〕萬斯同《明史．趙俶傳》

（《古籍庫》本），卷 137，總頁

2315。 

1 接受

王禕 1321-1372 琬琰刻文字，後先「十三經」。《王忠文集．長安雜詩十首》

（《四庫》本），卷 2，頁 10。 

1 接受

胡儼 1361-1443 「七經」者，於《易》、《書》、

《詩》、（《禮》）、《春秋》，而

益以《孝經》、《論語》；至於

「十三經」，則於七經而加以

六緯也。（宣德 9 年 1434）34

〔明〕胡儼〈重修尊經閣記〉，

〔明〕康河修、〔明〕董天錫纂

《（嘉靖）贛州府志．藝文》（《方

志庫》本 ），卷 11 ，總 頁

683-685。 

2 無

丘濬 1421-1495 「《十三經》註疏」板本，尚

存於福州府學。（成化 23 年

《大學衍義補．治國平天下之

要．備規制．圖籍之儲》（《四

3 接受

                                                 
33 本表格之「判斷」標準原本標示不清，此因審查學者之指正而改寫，感謝審查學者之指

正。 
34 此篇原文作：「夫經者，常行之典，所以載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法言大訓存焉，曰：《易》、《書》、《詩》、《禮》、《樂》，此《五經》之見於《白虎通》者；

曰：《易》、《書》、《詩》、《禮》、《春秋》，此《五經》之見於〈藝文志〉者；其見於〈經

解〉者，曰：《易》、《書》、《詩》、《禮》、《樂》、《春秋》為《六經》；曰：《七經》者，

於《易》、《書》、《詩》、《春秋》，而益以《孝經》、《論語》；至於《十三經》，則於《七

經》而加以《六緯》也。」其中論及「七經」顯然漏掉《禮》，是以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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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 庫》本），卷 94，頁 22。 

鄧球 1439-？ 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

今人視之如何？ 

《閑適劇談．志英論》（《古籍

庫》本），卷 2，總頁 105。 

3 接受

王鏊 1450-1524 漢儒之說……今猶見於「《十

三經》註疏」，幸閩中尚有其

板。 

《震澤長語．經傳》（《四庫》

本），卷上，頁 1。 

3 接受

楊廉 1452-1525 「《十三經》註疏」多紙，不可

易得。 

《楊文恪公文集．與劉文煥》

（《古籍庫》本），卷 47，總頁

336-337。 

3 接受

祝允明 1460-1526 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

之，當自有得。 

《懷星堂集．答張天賦秀才書》

（《四庫》本），卷 12，頁 24。 

3 接受

一端者，莫大乎《十三經》，莫

備乎《十九史》。 

《懷星堂集．斐齋記》（《四庫》

本），卷 28，頁 9。 

2 接受

湛若水 1466-1560 《大學古本》者……載在漢儒

「十三經」之中。 

《格物通．立敎興化下》（《四庫》

本），卷 48，頁 11。 

2 接受

於《十三經》得《大學》古本

焉。 

《湛甘泉先生文集．古大學測

序》（《古籍庫》本），卷 17，總

頁 180。 

2 接受

錢琦 1467-1542 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

承漢註來，學者不可廢。 

〔明〕錢琦《錢子語測．法語

篇》，〔明〕王完編《百陵學山》

（《漢籍庫》本），頁 6。 

3 接受

呂柟 1479-1542 讀經者，不可不讀《十三經註

疏》，其書皆漢儒所作，其源流

皆自孔門。 

《涇野子内篇．太學語》（《四庫》

本），卷 23，頁 1。 

4 接受

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于

《十三經註疏》中。（嘉靖 15

年 1536） 

〔明〕呂柟〈楊復儀禮圖序〉，

〔清〕朱彝尊《經義考．楊氏復

儀禮圖》（《四庫》本），卷 132，

頁 22-23。 

4 接受

蔡芳 1480-1530

前後 

嘗校《十三經註疏》。 〔明〕朱東光修、〔明〕侯一元

纂《（隆慶）平陽縣志．宦業》

（《方志庫》本），總頁 96。 

4 無

張邦奇 1484-1544 取「《十三經》註疏」讀之，……

讀之竟歲，怎一言可取，則已

《張邦奇集．環碧堂集．與聞

提學》（《古籍庫》本），卷 2，

3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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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朱先生所收拾。 總頁 423。 

黃佐 1490-1566 問：「《十三經註疏》，訓詁謬且

贅矣！宋儒出而盡廢之可

乎？」曰：「訓詁之學與聖經俱

者也。」 

黃佐《庸言．著述》（《古籍庫》

本），卷 9，總頁 122。 

4 接受

《十三經註疏》刻於閩者，獨

缺《儀禮》，……嘉靖五年

（1526）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刻

於山東，以板送監。 

《南廱志．經籍考．經類》（《古

籍 庫 》 本 ）， 卷 18 ， 總 頁

373-374。 

4 接受

豐坊 1492-1563 於《十三經》自為訓詁，多所

發明。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

藝苑巵言六》（《四庫》本），卷

149，頁 25。 

2 無

陳建 1497-1567 督學江以達命校《十三經註

疏》成，代作〈上十三經註疏〉

奏稿 

〔清〕金光祖纂修《（康熙）廣

東通志．人物上．陳建》（《方

志庫》本），卷 16，總頁 5011。 

4 接受

李舜臣 1499-1559 旁通《十三經》，壯歲謝歸，

讀漢儒《註疏》。 

〔清〕趙祥星修、〔清〕錢江纂

《（康熙）山東通志．人物》（《方

志庫》本），卷 42，總頁 2435。 

2 接受

薛應旂 1500-1574 學者讀經，但當以《爾雅》辨

釋字義，屏去訓詁……《爾雅》

列於《十三經》者，蓋有謂也。

《方山先生文錄．書國風鄭衞篇

後》（《古籍庫》本），卷 6，總

頁 60。 

4 接受

《十三經》之註疏，駁而不醇；

《二十一史》之記載，文而不

理。 

《薛子庸語．古之第一》（《古籍

庫》本），卷 1，總頁 2。 

4 否定

林懋和 1502-1583？ 年四十（嘉靖20年1541），……

乃閉戸徧觀之，盡通《十三經》

百家之言。 

〔明〕陳鳴鶴《東越文苑．明

東越文苑列傳第六》（《古籍庫》

本），卷 6，總頁 68。 

4 接受

田汝成 1503-1557 《十三經註疏》：《易》、《書》、

《毛詩》、《左氏》、《公羊傳》、

《穀梁集解》、《儀禮》、《周

禮》、《禮記》、《孝經》、《論

語》、《孟子》、《爾雅》。（嘉靖

22 年 1543） 

《田叔禾小集．策浙江癸卯科

第三塲應試諸生》（《古籍庫》

本），卷 10，總頁 127。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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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俊 1506-1573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

《三禮》、《春秋》、《三傳》為

九經，又益以《孝經》、《論語》、

《孟子》、《爾雅》四家，總為

《十三經》，而孔穎達、邢昺諸

人，為之作《正義》，謂之《十

三經註疏》，今有刻行本。 

《四友齋叢説．經一》（《古籍庫》

本），卷 1，總頁 1。 

4 接受

丁巳年（嘉靖 36 年 1557）……

朱文石為國子司業，余與趙大

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

三經註疏》，此書監中雖有舊

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

模糊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

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至

漫滅，所關亦不為小，諸公皆

以為是。 

《四友齋叢説．經三》（《古籍庫》

本），卷 3，總頁 14。 

4 接受

唐順之 1507-1560 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

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

究覽。 

〔明〕李開先〈荊川唐都御史

傳〉，〔明〕焦竑《國朝獻徵錄．

都察院十．巡撫四》（《古籍庫》

本），卷 63，總頁 2369。 

4 接受

李中谿使來，……辱寄到《十

三經註疏》，此大惠也。僕於此

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

《荊川集．答江五坡提學書》

（《古籍庫》本），卷 5，總頁 89。 

4 接受

錢舜民 1530 前後 嘗從人假《十三經》、《廿一

史》，讀盡即能記憶。 

〔明〕牛若麟修《（崇禎）吳縣

志．人物》（《古籍庫》本），卷

48，總頁 3693。 

4 接受

盧翰 1510-1575

前後 

《十三經》：《易》、《書》、

《詩》、《春秋》、《論語》、《孝

經》、《中庸》、《大學》、《孟

子》、《爾雅》、《禮記》、《周

禮》、《儀禮》。 

《掌中宇宙．崇道篇》（《古籍

庫》本），卷 8，總頁 92。 

2 無

閔文振 1520-1550

前後 

明年（丁酉）夏，……蘭莊以

校《十三經註疏》，赴臬司召，

迄冬廼還。（嘉靖 16 年 1537）

〔明〕蔣濂〈敘刻寧德縣志後〉，

〔明〕閔文振纂修《（嘉靖）寧

德縣志》（《方志庫》本），總頁

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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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古今釋經之書……今傳世者，

漢魏以來，見《十三經註疏》，

僅十七家。（嘉靖 17 年 1538）

〔明〕閔文振〈五經蠡測序〉，

〔清〕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

成．經籍典．經學部．彙考五》，

卷 315，頁 44-46。 

4 無

王樵 1521-1599 王司寇樵……生平酷信朱紫

陽，宦遊夜半，輒冓燈起讀

書，取舊刺書其背，積成帙，

强半《十三經註疏》及《性理

大全》也。 

〔明〕丁元薦《西山日記．正

學》（《古籍庫》本），卷上，總

頁 41。 

4 接受

陳耀文 1524-1605

前後 

夫《爾雅》者，……列在《十

三經》中，非僻書也。 

《正楊．龍生九子》（《四庫》

本），卷 4，頁 68。 

2 接受

耿定向 1524-1597 定向於書雅所好，……獨收

「十三經」石刻一部。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羅

楊耿夏王鄧劉列傳》（《古籍庫》

本），卷 77，總頁 514。 

1 無

范大澈 1524-1610 十三經者：《易》、《詩》、《書》、

《周禮》、《儀禮》、《禮記》，

公羊、穀梁、左氏《三傳》，《孝

經》、《論語》、《爾雅》、《孟子》

也。 

《范氏碑帖紀證．石經孟子十

四卷》，《四明叢書》（《漢籍庫》

本），頁 6。 

2 無

汪道昆 1525-1593 《十三經》故有注，《春秋》

居其三，三者以傳當經，自《左

氏》始。 

《太函集．左傳節文注略引》

（《古籍庫》本），卷 26，總頁

290。 

3 無

王世貞 1526-1590 「十三經」就如登石，除却中

郎更有誰？ 

《弇州續稿．詹東圖進士以所刻

石書見示為成二絕贈之》（《四

庫》本），卷 22，頁 27。 

1 無

凌儒 1530-1608

前後 

是書自《十三經》、《二十一

史》，三墳二酉，四部九流以

及百家，悉囊括刃解。（萬曆

23 年 1595） 

〔明〕凌儒〈山堂肆考序〉，〔明〕

彭大翼《山堂肆考》（《四庫》

本），頁 2。 

4 接受

王圻 1529-1612 自列聖以及今上……詔重修

《十三經註疏》及《二十一

史》。 

《王侍御類稿．道統考總序》

（《古籍庫》本），卷 4，總頁

66。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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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祿 1532-1605 唐「《十三經》註疏」，唯主戴

聖，聖本多錯簡，無闕文。 

〈大學石經古本序引〉，〔明〕

王完編《百陵學山．大學石經

古本旁釋》（《漢籍庫》本），頁

3。 

3 無

袁黃 1533-1606 自宋以後，學者之尊宋也亦太

過，至正嘉之際而盡變其

説……甚或刻木為人，以像朱

子，偶有相尤，輒引榷而擊

之。……愚意謂宜取《十三經

註疏》與《四書、五經大全》，

並頒於學官。 

《遊藝塾續文規．繆》（《古籍

庫》本），卷 9，總頁 123。 

4 接受

盛訥 1534-1595 丙戌（萬曆 14 年 1586）春……

管國子監司業事，校刊《十三

經註疏》。 

〔明〕王家屏〈嘉議大夫吏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

部尚書盛公訥神道碑〉，〔明〕

焦竑《國朝獻徵錄．吏部三》

（《古籍庫》本），卷 26，總頁

963。 

4 無

呂坤 1536-1618 《十三經註疏》、《二十一

史》，此謂全書。 

《呻吟語．外篇．物理》（《古

籍庫》本），卷 6，總頁 158。 

4 接受

沈懋孝 1537-1612 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註疏》

進呈御覽，詔禮部刊行，頒布

天下。因喜躍田間，謂自漢來，

必且與宋儒傳義，並行今之

世。 

《長水先生文鈔．周易古註疏

輯序》（《古籍庫》本），總頁 63。 

 

4 接受

今者《十三經註疏》頒布士林，

使人人深惟而詳說之，泝六經

而衷孔子，發宋經儒先生之所

未有者 

《長水先生文鈔．漢儒專經名家

源派考》（《古籍庫》本），總頁

101。 

4 接受

邵穆生 1537-1617 翁之腹笥蠧而神，尚期食三茅

三藏，及其家《十三經》之疏

文。 

〔明〕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

邵虎菴像贊》（《古籍庫》本），

卷 15，總頁 218。 

4 接受

焦竑 1540-1620 唐定《註疏》，始為《十三經》，

宋改《九經》，國朝罷《周官》、

《儀禮》、《孝經》、《春秋三傳》

《國史經籍志．經類．經總解》

（《古籍庫》本），卷 2，總頁 39。 

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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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而以《四子》、《五經》

制詔頒行之。 

《學》《庸》，皆子思所作，至

唐定「《十三經》註疏」，多妄

為改竄，今人不見石經，遂以

唐為古本，其實非也。 

《焦氏澹園集．崇正堂答問》

（《古籍庫》本），卷 47，總頁

411。 

3 接受

韓邦憲 1541-1575 暇日與同儕購《十三經註疏》、

《二十一史》，沉潛玩索。 

〔明〕趙鏜〈衢州府知府韓公

邦憲墓志銘〉，〔明〕焦竑《國

朝獻徵錄．浙江二》（《古籍庫》

本），卷 85，總頁 3091。 

4 接受

尤究心《六經》，於漢儒諸解，

咸會而通之，常讎正《十三

經》、《史記》、《文選》諸書。

〔明〕童佩《童子鳴集．故中順

大夫衢州府知府湖南韓公行狀》

（《古籍庫》本），卷 6，總頁 59。 

2 無

凌堯倫 1541-1598 嘗預纂修《十三經註疏》，多

較讎功。 

〔明〕鮑應鰲《瑞芝山房集．

奉政大夫金華府同知虛樓凌公

行狀》（《古籍庫》本），卷 10，

總頁 147。 

4 無

陳第 1541-1617 《爾雅》原在《十三經》之數，

故附於此。 

《世善堂藏書目錄．經類》（《古

籍庫》本），卷上，總頁 7。 

2 無

孫鑛 1543-1613 愚意但取《十三經註》，益之以

《汲冢周書》……可為五車一

笈。 

《居業次編．與呂甥玉繩論詩文

書（其五）》（《古籍庫》本），卷

3，總頁 100。 

4 接受

至四十四（萬曆 14 年 1586）

家居，乃盡屏諸書……又二年

始讀《國語》，又進之《十三

經》，乃大有悟，蓋文章之法盡

於經矣。……愚甚欲刻《十三

經註》，懷之十餘年……未有應

者，然八經已有刻，惟《公》、

《穀》、《語》、《孟》、《孝經》，

尚待價耳。……愚嘗思得《十

三經句解》置案上，甚快，奈

今世無其全部。……汪司馬《周

《居業次編．與余君房論文書》

（《古籍庫》本），卷 3，總頁 71、

總頁 94-96。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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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註約》……終是偏枯，若用

以貫串百家，良不易，須合《十

三經》，乃可也。……韓文姿果

佳，蓋皆規模《十三經》來。

王煒 1545-1621 吾鄉有莊先生者，能誦《十三

經註疏》、《性理大全》，無一

字遺；《通鑑》、《廿一史》皆

得上口。 

《鴻逸堂稿．王銘非文稿序》

（《古籍庫》本），卷 4，總頁

63。 

4 接受

于慎行 1545-1608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

字……今關中郡學有「十三

經」石刻，非其舊矣。 

《穀山筆塵．典籍》（《古籍庫》

本），卷 7，總頁 48-49。 

1 無

馮時可 1546-1619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

儒之訓亡矣。 

《雨航雜錄》（《古籍庫》本），

卷上，總頁 3。 

4 否定

錢良輔 1550-1582

前後 

凡《十三經》、《二十一史》……

口誦而心惟之……靡所不記

憶。 

〔明〕何三畏《雲間志略．錢

孝廉傅巖公傳》（《古籍庫》

本），卷 21，總頁 353。 

2 無

趙南星 1550-1627 誠欲以為身心，則此二書（《三

字經》、《女兒經》）者，可以

當《十三經》矣！ 

《趙忠毅公詩文集．教家二書

序》（《古籍庫》本），卷 7，總

頁 95。 

2 接受

胡應麟 1551-1602 自《十三經》、《二十一史》……

以及百家，莫不囊括刃解。 

〔明〕汪道昆《太函集．少室

山房四藁序》（《古籍庫》本），

卷 26，總頁 288-289。 

4 接受

猿洞賓 1550 前後 泫然於《十三經疏》，三洞四

輔之未閱，吾師乎吾師乎！ 

〔明〕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

書猿洞賓傳後》（《古籍庫》

本），卷 21，總頁 299。 

4 接受

陳懿典 1554-1638 今聖明特命成均，重校《十三

經註疏》，正望學者，由漢魏緒

言，尋殷周遺意，而勿徒守章

句于宋儒耳。 

《陳學士先生初集．尚書來青堂

選義序》（《古籍庫》本），卷 2，

總頁 37。 

4 接受

陛下罷《貞觀政要》而講《禮

經》，又詔刋《十三經註疏》，

頒舉業正式於天下，天下亦稍

稍洒心易慮，期以應通經學古

《陳學士先生初集．擬明學術正

人心疏》（《古籍庫》本），卷 20，

總頁 382。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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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詔。 

《爾雅》一書，列于《十三經》

之中，儒者又從而註且疏之，

夫亦以釋經之用，其重不減于

經。……訓詁盛于漢唐，註疏

何啻繭絲，自程朱之學行，而

註疏詘；自陸子靜、王伯安之

學興，而傳註又若詘，然而註

疏之傳，終不盡澌滅也。 

《陳學士先生初集．重刻埤雅廣

要序》（《古籍庫》本），卷 3，

總頁 55。 

2 接受

魏學禮 1555-1635

前後 

以歲貢（萬曆 3 年 1575）除潤

州訓導，擢國子學正，詔刻《十

三經註疏》，委以較仇。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魏

同知學禮》（《古籍庫》本），丁

集卷 8，總頁 2273。 

4 無

孫鵬初 1556-1617 嘗而因以櫽括《十三經疏》

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

〔明〕湯顯祖《玉茗堂全集．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古籍庫》

本），卷 4，總頁 34。 

4 接受

張一棟 1557-1620

前後 

由新興令改遷國子助教，與祭

酒楊起元刻《十三經》、《二十

一史》，進呈，陞南計部。 

〔清〕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

成．文學典．文學總部．列傳

九十九．明》，卷 111，頁 29-30。 

4 無

吳御 1561-1573

前後 

歷福州府教授，纂修《八閩通

志》，校刋《十三經註疏》等

書。 

〔明〕呂昌期修、〔明〕俞炳然

纂《（萬曆）續修嚴州府志．人

物志二．鄉達列傳下》（《方志

庫》本），卷 14，總頁 1407。 

4 無

葉秉敬 1562-1627 不盡窮《十三經》不足以閎詩

之作用。 

《敬君詩話．詩學》，〔清〕薛

雪《一瓢詩話》（《古籍庫》本），

總頁 20。 

2 接受

張介賓 1563-1642 《内經》之生全民命，豈殺於

《十三經》之啟植民心。 

《類經．自序》（《四庫》本），

〈自序〉，頁 1。 

2 接受

趙維寰 1563-1643 夫經之有十三也，《六經》外，

益以《公》、《穀》、《周禮》、《孝

經》、《論》、《孟》、《爾雅》諸

篇，其說自漢儒始也……宋儒

段摘毛舉，師其說而倒戈

焉。……今天子雅意右文，取

《雪廬焚餘稿．經史策》（《古

籍庫》本），卷 7，總頁 77-78。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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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二十一史》，揭

日月行宇宙。（萬曆 28 年 1600

順天鄉試卷） 

顧起元 1565-1628 今《十三經註疏》國子監刊

本，乃《易》、《書》、《詩》、《禮

記》、《周禮》、《儀禮》、《左氏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

《論語》、《孝經》、《孟子》、《爾

雅》也。 

《説略．典述上》（《古籍庫》

本），卷 12，總頁 180。 

4 無

唐汝詢 1565-1630

後 

五歲失明，從其兄，耳受《十

三經》、《二十一史》，輒上口

如流。 

〔明〕黄居中《千頃齋初集．和

可賦亭歌贈唐仲言．引》（《古籍

庫》本），卷 3，總頁 10。 

2 無

梁斗輝 1567-1606 以《易》、《書》、《詩》、《三禮》、

《三傳》，加《孝經》、《論語》、

《孟子》、《爾雅》謂之《十三

經》，羣聖心法始大備。顧世

皆左袒宋儒，以關閩濂洛，居

然洙泗遺音，獨不思起烈熖，

而躋之石渠、天祿、蘭臺、虎

觀者，伊誰力乎？ 

〔明〕梁斗輝《十三經緯．自

序》，〔清〕朱彝尊《經義考．羣

經》（《四庫》本），卷 250，頁

11-12。 

4 接受

手疏《十三經》，憮然發韶箾；

云何入精微，曾受雷與雹。（順

治 2 年 1645） 

〔明〕陶汝鼐《榮木堂合集．贈

梁翁詩有序（乙酉）》（《古籍庫》

本），卷 2，總頁 26。 

2 無

謝肇淛 1567-1624 《說文》太略而《海篇》太繁，

沈約《韻書》疏漏益多，惟當

以《十三經》、《二十一史》，

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 

《五雜組．事部一》（《古籍庫》

本），卷 13，總頁 228。 

4 接受

袁宏道 1568-1610 尊經閣……中有《廿一史》、

《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

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

《袁中郎全集．答梅客生》（《古

籍庫》本），卷 23，總頁 206。 

4 無

張鼐 1570？-1629 此經（《孝經》）原在古「十三

經」之數，而今日《六經》缺

而為五，即此政可補其缺。 

《寳日堂初集．陳常論》（《古

籍庫》本），卷 8，總頁 151。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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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偉 1571-1641 凡《十三經》、《二十一史》、

性理百家諸書，無不手錄成

帙。 

〔明〕管紹寧《賜誠堂文集．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紹興府知府

震原王公墓誌銘》（《古籍庫》

本），卷 13，總頁 86。 

4 接受

馮夢龍 1574-1646 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為

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

經》、《五經》。 

《古今小説．滕大尹鬼斷家私》

（《古籍庫》本），卷 10，總頁

90。 

2 接受

張師繹 1575-1632 《三傳》列《十三經》已久，《國

語》名為「外傳」。 

《月鹿堂文集．春秋經傳畧敘》

（《古籍庫》本），卷 1，總頁 5。 

1 接受

顧大韶 1576-1635

後 

（錢謙益）于《十三經註疏》

猶未能熟，……讀書人恐不如

是。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顧

仲恭》（《古籍庫》本），卷 5，

總頁 52。 

4 接受

鄒觀光 1580 進士 諸士子自所治經書訓詁家

言，及帖括時藝外，試問經有

能舉《十三經註疏》之凡以對

者否？試問史有能舉《二十一

史》之凡以對者否？ 

〔明〕鄒觀光〈雲夢縣儒學藏

書記〉，〔清〕黃宗羲編《明文

海．學校》（《四庫》本），卷 365，

頁 32。 

4 接受

張一儒 1600 前後 有博通《二十一史》，淹貫《一

十三經》之語。 

〔清〕黄桂修《（康熙）太平府

志．人物》（《方志庫》本）卷

40，總頁 2823。 

4 接受

黃奐 1600 前後 於《廿一史》有《史疑》，於

《十三經》有《經問》，皆前

輩所未發。 

〔明〕戴澳《杜曲集．敘黃玄

龍嶺上詩（己巳年）》（《古籍庫》

本）卷 7，總頁 149。 

2 無

周詩雅 1602 前後 如天之有日月星宿焉，如載籍

之有《十三經》，而書畫之有

鳥跡大小翮焉。 

〔明〕周詩雅〈古詩準小序〉，

〔清〕黃宗羲編《明文海．著

述》（《四庫》本），卷 226，頁

2。 

2 接受

葉紹袁 1589-1648 崇禎元年戊辰（1628）四十

歲。余在六館，同年同郡及他

相識，託余印《十三經》、《二

十一史》，大都二十餘金，便

可印兩部矣。余代人印去甚

多，而自不能印一本，歸官

《葉天寥自撰年譜．崇禎元年

戊辰》（《譜牒庫》本），總頁 41。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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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無他恨，此可恨耳！ 

饒陞 1590-1670

前後 

工古文辭，熟《十三經註疏》。〔清〕曾國藩修《（光緒）江西

通志．人物．建昌府》（《方志

庫》本），卷 84，總頁 13188。 

4 無

衷晦若 1600-1640

前後 

治《十三經》、《二十一史》，

句乙而字遴之。 

〔明〕萬時華《溉園集初集．

衷晦若選藝序》（《古籍庫》

本），卷 1，總頁 8。 

4 無

鄒石梯 1600-1640

前後 

鄒子浸潤《十三經》中。 〔明〕曾異《紡授堂集．敘鄒

石梯引經釋義》（《古籍庫》

本），卷 1，總頁 108。 

2 接受

蔣德璟 1593-1646 余友黃君幼玄（黄道周）精《十

三經》言。 

〔明〕蔣德璟〈五經蠡言序〉，

〔清〕黃宗羲編《明文海．著述》

（《四庫》本），卷 226，頁 2。 

2 接受

倪元璐 1593-1644 聞萊陽諸生趙金鼐，年十八，

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

有都通《十三經》者。 

《倪文貞奏疏．議復積分疏》

（《古籍庫》本），卷 5，總頁 25。 

2 接受

絳州選貢，辛全通《五經》，有

孝行，出家儲《十三經》、《二

十一史》授之。（崇禎 9年 1636）

〔清〕倪會鼎《倪文正公年譜．

崇禎九年丙子》（《譜牒庫》本），

卷 2，總頁 91。 

4 接受

茅元儀 1594-1640 學士家以訓詁為《十三經》，其

病遂至亡經。 

《石民四十集．醫論序》（《古籍

庫》本），卷 12，總頁 61。 

2 否定

《十三經》者：《易》、《詩》、

《書》、《論語》、《孝經》、《爾

雅》、《春秋》三《傳》、《周禮》、

《儀禮》、戴《禮》、《孟子》也。

茅子曰，均非也。夫《孟子》

傳也，何以經？《爾雅》……

亦傳也，何以經？……至于《註

疏》則難言之矣，漢唐諸儒拮

据而存之，即存之未必盡合也

《石民四十集．六經論》（《古籍

庫》本），卷 39，總頁 197-198。 

1 否定

國初士子，每言「十四經」，而

常習者五。今定為《十三經》，

常習者《五經》，此昭代所定

《暇老齋雜記》（《古籍庫》本），

卷 14，總頁 64。 

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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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崇禎朝

禮部 

 國家隆尚經學，典制定以《四

書》《五經》取士，如日中天，

而《孝經》旅列於《十三經註

疏》中，以資誦說。（崇禎 8

年 1635） 

〔明〕陳子壯〈禮部覆表章孝

經疏〉，〔明〕呂維祺《孝經大

全．表章通考》（《古籍庫》本），

卷 19，總頁 107。 

4 無

周鳳翔 1600？-1644 我國家以《五經》取士，而列

《十三經》於黌序，固約諸士

之博取約守，習其數，觀其

變，以求諸道，一洗漢唐諸

儒，支離解散之弊，使煜然如

日月之經天。 

〔明〕周鳳翔〈正經學策〉，〔明〕

周時雍輯《興朝治略．殉節遺

謨．正經學策》（《漢籍庫》本），

卷 10，頁 71。 

4 接受

潘之淙 1600 前後 論訓詁者，周公《爾雅》、劉

熙《釋名》、揚雄《方言》、曹

憲《博雅》、張楫《廣雅》、陸

德明《釋文》、陸佃《新義》、

顧野王《玉篇》、朱子《十三

經註疏》，皆是也。 

潘之淙《書法離鈎．四學》（《四

庫》本），卷 1，頁 4。 

4 無

范汝梓 1604 進士 汝梓幼敏悟，日記萬言，能背

誦《十三經註疏》。 

〔清〕蔣學鏞《甬上先賢傳．

范汝梓》，《四明叢書》（《漢籍

庫》本），卷 9，頁 21。 

4 接受

祁熊佳 1600-1640

前後 

文皇帝登極，命諸儒臣彙輯

《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

諸書，頒行天下，一時儒者，

皆棄詩賦歌辭之學，而知有聖

賢性命之書。 

〔明〕祁熊佳〈四書續經學攷

序〉，〔清〕朱彝尊《經義考．

四書》（《四庫》本），卷 259，

頁 7。 

4 接受

金光辰 1600-1665

前後 

恭遇聖明開天，求賢若渴，亟

掄眞材，既命輯《小學》，以振

醒群矇，又修明《十三經》、《二

十一史》而表章百代。（崇禎 8

年 1635） 

《金雙巖中丞集．為聖明特新拔

貢之典多士忭際思皇之盛微臣

監臨事竣恭報上聞事》（《古籍

庫》本），總頁 15。 

4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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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溥 1602-1641 成祖命諸臣集《四書五經大全》

以訓天下，而《十三經註疏》

復整櫛懸設，蓋不讀《註疏》，

無以知經學之淵流，不讀《大

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成

弘以來，學者尊尚《大全》，兼

通《註疏》，等為閒書，久而講

說滋煩，人便剽記，淪棄《大

全》，亦復不論。 

《七錄齋詩文合集．五經註疏大

全合纂序》（《古籍庫》本），卷

2，總頁 19。 

4 接受

方以智 1611-1671 《爾雅》之始於〈釋詁〉，而

統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

博而約哉！（崇禎 14 年 1641）

《浮山集．文集前編．曼寓艸

中．通雅序》（《古籍庫》本），

卷 5，總頁 75。 

2 無

錢棻 1620-1690

前後 

國家廓九經為十三，綦美備

矣。但《周》、《儀》皆禮；《公》、

《穀》皆傳。《爾雅》而經，

則《方言》、《釋名》、《白虎通》

之屬，盡可經也。……唐氏《正

義》，蕪累寔繁，宋儒數十百

家，無慮皆訓詁已矣，吾不欲

觀之矣。 

《蕭林初集．蕭林藏書記．經

部一．十三經》（《古籍庫》本），

卷 7，總頁 53。 

1 否定

董説 1620-1686 他原是書生出身，做了國王，

便鎮日作風華事業，造起十三

宮配着《十三經》。 

《西遊補．萬鏡臺行者重歸；

葛藟宮悟空自救》（《古籍庫》

本），第 10 回，總頁 33。 

2 無

劉城 1650 前後 密之近著《離經小辨》，是《十

三經》註疏也。 

《嶧桐文集．方密之易義序》

（《古籍庫》本），卷 3，總頁

40。 

3 接受

 

上表總共收錄 91 位明代文人、士子、官僚等的 109 條資訊。發言或行文提及「十

三經」者，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當以成長生存並學成於元代的趙俶和王禕為先，

至於成長並學成於明代的士人中， 早的當是胡儼。但胡儼說的「十三經」卻是

「《易》、《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等「七經」加「六緯」，

顯然和今日認知的「十三經」不同。至於趙俶和王禕所稱的「十三經」，指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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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今日也無法了解，故推論當是比較傾向數目意義而非整體性的意義。胡儼

之後超過半個世紀的成化 23 年（1487），丘濬纔再次提到「十三經」，接著比丘濬

晚 18 年出生的鄧球，也提到「十三經」；小丘濬 30 歲的王鏊，則提出與丘濬大致

相同的主張。王鏊生存時段相近的楊廉、祝允明、湛若水、錢琦等等，則都從正

面肯定角度提及「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根據諸人行文判斷，「十三經」此

時應該已被普遍承認為叢書性質的《十三經》，爾後除少數特例，如指「十三經」

石刻，或張鼐、張師繹、茅元儀、錢棻等特殊用法之類外，大致在明代「十三經」

為整體一套的《十三經》概念，應該自胡儼時代開始就已經相當落實，即使通俗

小說，如馮夢龍《古今小説》、董說《西遊補》等，也都在小說中出現《十三經》

詞彙。至於「十三經註疏」的概念，雖福州府學已在正德 4 年（1509）開雕《十

三經註疏》，35且在嘉靖 4 年（1525）刻竣，湛若水和錢琦當有機會知道此事，但

似乎還沒有明確統合為一體的叢書型《十三經註疏》的概念，依然還處於「《十三

經》註疏」的階段。行文中明確看出統合為一體《十三經註疏》概念者，當是從

呂柟開始，呂柟創作於嘉靖 15 年（1536）的楊復《儀禮圖》之〈序〉，明白提及

《儀禮圖》存「于《十三經註疏》中」，這顯然是正德版《十三經註疏》的內容，

從而可知呂柟呈顯的是統合為一部叢書的《十三經註疏》概念。從現有掌握的資

料來看，在行文中視《十三經註疏》為一部叢書概念者，當從呂柟開端。呂柟之

後屬於從正面角度提及「十三經註疏」者，大致均抱持與呂柟相近的概念，亦即

從行文來看則 16 世紀上半葉，「十三經註疏」落實為一部叢書的《十三經》概念，

應該已經成為多數士人的共識，是以袁黃所謂「自宋以後，學者之尊宋也亦太過，

至正嘉之際而盡變其説」之論，確有值得參考的價值。當然不是說從此就沒有雜

音，因為這僅是從可見文獻觀察到的結果而已，連「十三經」包括那些經典，甚

至還有不同的認知或主張，例如活動於嘉靖、萬曆之際的盧翰，就說《十三經》

是「《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孟子》、《爾

雅》、《禮記》、《周禮》、《儀禮》。」毋怪顧起元要特別強調「今《十三經註疏》國

子監刊本，乃《易》、《書》、《詩》、《禮記》、《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

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雖然還存在許多雜

音，但這並不妨礙《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在明代不同階段，從數目性質的

                                                 
35 「正德本《十三經注疏》」開雕於福州府學，係程蘇東考證所得，見程蘇東：〈「元刻明

修本」《十三經註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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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概念，演化成為一部整體「叢書」性質概念的事實。 

《十三經》成為一部叢書的概念，大致上並沒有引發所謂「宋學」者的注意，

因為這個概念可以自我解讀為「十三部」經書的數量，這對「宋學」並不構成威

脅。但《十三經註疏》顯然無法解讀為純粹經籍數量的意義，因為其中牽涉許多

與「宋學」並不相同甚至不同的解說，例如《毛詩序》與朱熹《詩集傳》「詩柄」

有關「淫詩」的衝突之類，這當然引發「宋學」者的注意與擔心。就現有文獻資

料來看，首先發言攻擊否定《十三經註疏》的是呂柟同時代的張邦奇，張邦奇是

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刊刻《二十一史》時，負責校勘《史記》的官員，張邦奇說

自己讀畢《十三經註疏》後，發現精采部分都已被朱熹選取，亦即《十三經註疏》

的精華已被融入朱熹的著作中，因此不需要再閱讀《十三經註疏》。張邦奇的發

言如果不是誇飾性的作文，則他應是歷史上首位閱畢整套《十三經註疏》的學者。

接著是年輕張邦奇 16 歲的薛應旂，從批判的角度說「《十三經》之註疏，駁而不

醇。」張邦奇死後兩年纔出生的馮時可，從經學發展的角度發言，認為《十三經

註疏》的出現，乃是導致西漢經說消亡的主要因素。這似乎是推崇「經今文學」，

批判「經古文學」的先聲。張邦奇死後半個世紀出生的茅元儀，則立基在「經」

的本質上發言，因而認為《十三經》除《五經》之外，像《孟子》、《爾雅》等

等都不是經，並以為漢唐學者的《註疏》，「未必盡合」經典，這是全面性否定

《十三經註疏》的經學地位與價值。少茅元儀二十幾歲的錢棻，抱持和茅元儀相

同的觀點，以為「《爾雅》而經，則《方言》、《釋名》、《白虎通》之屬，盡

可經也。」並批評說：「唐氏《正義》，蕪累寔繁，宋儒數十百家，無慮皆訓詁

已矣，吾不欲觀之矣。」以為《十三經註疏》「蕪累寔繁」且僅是訓詁而已，因

此不值一觀。錢棻從訓詁角度否定《十三經註疏》，這和黃佐從「訓詁之學與聖

經俱者也」的角度肯定《十三經註疏》剛好相反。這類反對或否定《十三經註疏》

「漢唐之學」的發言，人數似乎不多，但在時間上卻具有連續性，大致從正德本

《十三經註疏》出現後即開始，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可見此股反對力量長期存

在。 

雖然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在行文中直接表示或默認接受漢唐之學的有 69 條，

否定漢唐之學的僅 6 條，未表達立場的陳述性發言有 34 條。明確或默認支持《十

三經註疏》漢唐之學的發言，較之否定者高出 10 倍以上，比率相當懸殊，但這應

該與本文設定選取的條件相關，若變換選取的標準，所得結果必然不同。是以並

不能因此而認定《十三經註疏》代表的漢唐之學，在明代的聲勢已經勝過甚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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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程朱宋學的結論。就明代經學的學習群眾而論，確實有相當數量支持肯定《十

三經註疏》者，但質疑反對的聲音也從未間斷，可知抱持質疑甚至否定其價值者，

應該也是大有人在。以搜尋的資料庫而論，那類「不置可否」甚至「懶得發言」

等「沉默大眾」的著作數量，遠遠超過發言支持或反對者，因此支持者超越反對

者 10 倍以上的懸殊比例，固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但不應該過度誇大其證據效能。 

明代士人使用「十三經」和「十三經註疏」這兩個詞彙，根據前述蒐集資料

的歸納分析，大致上可以了解明代士人在使用「十三經註疏」一詞時，指涉的內

涵有二：一是指涉 13 部經書每一部經書註疏的加總而言，本文用「《十三經》註

疏」表述此一總數指稱的概念，例如張邦奇、焦竑之類；一是指涉將 13 部經書註

疏統合為一個整體的叢書意義而言，本文用「《十三經註疏》」表述此一概念。

至於使用「十三經」之際，指涉的內涵大致有三：一是 13 部經書數目加總的總數

指稱概念，如石經之類，本文以「十三經」指稱此一用法；二是統合 13 部經書為

一個整體的叢書概念，本文用「《十三經》」指稱此種用法；三是指稱前述「《十

三經註疏》」的整體性《十三經註疏》概念，36這個整體「《十三經註疏》」概念

的用法，一般都與《二十一史》並列，如稱美朝廷或皇帝刊刻「《十三經》、《二

十一史》」之類，此時的《十三經》即是《十三經註疏》，像金光辰所謂「恭遇

聖明開天……又修明《十三經》、《二十一史》而表章百代」；或是一般行文像

史可法（1601-1645）「斗酒綜觀《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之類，37都

是用「十三經」替代《十三經註疏》。 

以上即根據文獻中「純粹言論」與「落實發言」的內容，進行歸納、統合、

分析的初步結果，以下即進入落實性狀況的考察與分析。 

四、「十三經」概念在明代落實的考徵 

無論「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若僅在言論上討論，雖然有思想上的價

值，但缺乏實際的成果，則對要求「致用實踐」的經學而言，價值終究不大，亦

即缺乏經學史價值的意義。就實質的歷史表現來說，「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

                                                 
36 此段說明的敘述原本頗有模糊不清之病，感謝審查學者之指正，因得以改寫得較為清晰

可讀。 
37 張承宗：〈「廿一史」與「十三經」〉，《蘇州文博論叢》總第 2 輯（2011 年 12 月），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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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確實在明代正式落實，並且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有效落實，尤其是「十

三經註疏」，從概念發展落實到分指各書，再由分指各書落實到整體意義的《十

三經註疏》；再由叢書概念落實到《十三經註疏》的刊刻誕生，這在經學史的發

展上，當該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事蹟。但從清初的顧炎武開始，主要是從學術

專業研究角度入手，批評明代官書與刻書者，不重視版本和遺忘漢唐之學，清朝

官方，尤其是乾隆朝受此影響，因而順勢批評，於是在乾隆朝以後，終至於形成

一種專門討伐明代經學的堅強勢力，導致抹煞明代在「漢唐經學」承繼流衍上的

經學史意義，成為一般學習者的成見，這種成見進入民國以後依然繼續存在，明

代經學在「漢學」承繼上的價值，即使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依然也還不是

多數學者的普遍性認知，因而還有許多相關研究的學者，幾乎完全不知道程朱「宋

學」發達以後，漢唐之學的重視與研究，發端於明朝的事實。然而即使從顧炎武

等詬病的「版本」與「校勘」的角度研究，若能從「創始者難工，踵事者易密」

或「創始者難工，繼事者易密」的基本道理入手，38則此種刻意遺忘明朝創始之功，

並不斷增強汙衊誇大其失誤的表現，不免有過於偏執之嫌。刊刻書籍的失誤固然

需要指出，但因其某些失誤而刻意抹煞其創始之功，不免不夠厚道，且有攘人之

善以誇己之能之嫌。 

經學史的研究目的本就與版本學或校勘學不同，39從版本學、校勘學或專門學

術研究的角度而論，刊刻眾多訛誤滿篇的俗惡經學書籍，確實有必要指明訛誤所

在，但用強烈字眼詬責「惡行」，恐並無需要。且若從經學傳播史的角度觀察，

書坊不斷刊刻校勘不精的經書，豈非表示市場的需求殷切，因而證實當時經學的

學習熱絡狀況嗎？40從而可以了解從版本學、校勘學及專門學者等角度詬病譴責明

                                                 
38 ［清］永瑢等編，王伯祥斷句：《四庫全書總目．東坡年譜提要》（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卷 59，頁 536；〈東坡詩集註提要〉，卷 154，頁 1327；〈成都文類提要〉，卷 187，

頁 1699 等處。 
39 例如張璉關於明代政府出版書籍及文化政策問題的討論，對於《十三經注疏》刻版的來

源與存毀的狀況，非常用心的考察討論，但對於《十三經注疏》集結成書的意義，則完

全沒有觸及。張璉：《明代中央政府出版與文化政策之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

2006 年），頁 36-48。 
40 屈萬里先生在 1976 年 3 月發表的〈晚明書業的惡風〉中，除針對此惡劣現象的說明與

批判外，同時還非常睿智的分析道：「但，從另一方面來說，那些情形，可以說明了那

時的圖書，銷路很好，所以才有爭著出版的現象。這現象是不是顯示著那時的讀書人較

以前增多了？或者顯示著民間的經濟力量頗為富饒？」《屈萬里先生文存》（臺北：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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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經學的負面訊息，若轉從經學傳播落實的角度來看，卻正是相當值得注意的正

面訊息。許多經學史的研究者，缺乏經學傳播落實與經學專業研究間研究重心差

別的認識，因此很容易接受顧炎武一類「惡明者」的說詞，導致失去多元思路與

角度的判斷能力與要求，於是隨著版本學者等的腳步起舞，這種狀況放在研究多

元化的學術環境中，恐怕大有深思的必要。本文探討明代士人如何將概念式的「十

三經」及其衍生的「十三經註疏」概念，有效的落實成為具體《十三經》和《十

三經註疏》相關書籍層面的問題，即是從經學傳播史角度進行的研究，希望透過

這些實證的資訊，或者可以有助於加深對明代經學傳播史的認知，擺脫完全接受

版本學及專業研究角度下，因而產生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單一偏頗。 

明代「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概念的落實，若從傳播的層面考慮，則大

致可從：刊刻書籍、科舉程文、序跋書寫、專書寫作、閱讀徵引、書籍收藏等六

個方面考察。科舉程文是針對已經存在事物的想像性書寫，就書籍進呈程文的書

寫，相當於一般文士書寫的序跋，因為兩者寫作的重點，主要都在正面的褒美、

優點的闡述和功能的誇飾等等，只不過科舉程文大致是以韻文的方式呈現，一般

序跋的文體比較自由，一般序跋還可以加入某些善意的批評提醒之類而已。專書

寫作、閱讀徵引和書籍收藏，以及序跋和程文等，當然都是在刊刻書籍之後，應

運而出現的落實狀況，從這些方面的表現，就可以比較有效的回答「十三經」與

「十三經註疏」概念，在明代實際落實情況如何的問題。以下即利用表格的方式，

將蒐集到的相關資料，依照性質分別列出，並加入必要的說明。首先列出直接以

「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為書名的叢書與專書，進行觀察分析。 

明代以《十三經》為書名的專書41 

編著者 書名 出版時間 

福州府學 十三經註疏 正德 4 年（1509）至嘉靖 4 年（1525） 

李元陽 十三經註疏 嘉靖 13 年（1534）至 15 年（1536） 

鄭賓 十三經註疏考 嘉靖（1522-1566）年間 

                                                                                                                             
出版事業公司，1985 年），第 3 冊，頁 1002。 

41 以下諸善本書目與出版時間，均係以「十三經」為搜索詞，搜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與《日本所藏中文古籍數據庫》兩個網頁而得，最後一本戈棨之書，現藏北京國家圖書

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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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十三經註疏補錄 隆慶 2 年（1568）後 

黃喬棟 十三經傳習錄 隆慶萬曆（1567-1605）年間 

黃道月 十三經註删 萬曆 18 年（1590）之前（未脫稿） 

北京國子監 十三經註疏42 萬曆 14 年（1586）至 21 年（1593） 

陳深 十三經解詁 萬曆 29 年（1601） 

吳勉學 十三經 萬曆（1573-1620）年間 

郭正域 十三經補註 萬曆（1573-1620）年間 

劉焀 十三經衍義 萬曆（1573-1620）年間 

陳尚賓 十三經通考 萬曆 48 年（1620） 

梁斗輝 十三經繹 天啟 7 年（1627） 

毛晉 十三經註疏 崇禎元年（1628）至 12 年（1639） 

金蟠 十三經古注 崇禎 12 年（1639） 

羅萬藻 十三經類語 崇禎 13 年（1640） 

何兆聖 十三經序論選 崇禎 13 年（1640） 

熊雷 十三經註疏評畧 崇禎（1628-1644）年間 

張溥 十三經註疏纂 崇禎（1628-1644）年間 

田有年 十三經纂注 崇禎（1628-1644）年間 

戈棨 十三經 抄本 

 

福州府學刊刻的正德本《十三經註疏》收錄的書籍，固然缺少現行《十三經註疏》

中的《儀禮註疏》，但卻是經學出現在中國之後，首次落實「十三經註疏」成為一

部叢書的重要發展，這個從概念演化成為具體事實的過程，就如同懷胎 280 天後

的生產一樣，似乎理所當然卻是大不容易。如果沒有正德本《十三經註疏》引發

學者們的注意、重視與不滿意，因而促成陳鳳梧（1475-1534）在嘉靖 5 年（1526）

重刻《儀禮註疏》；再在李元陽與江以達的合作下，刊刻出歷史上第一部具有現代

意義的叢書型《十三經註疏》，並引發後續刊刻《十三經註疏》與編輯、探論《十

                                                 
42 北監本《十三經注疏》參與校勘並列名於諸書者有：韓世能（1528-1598）、王祖嫡

（1531-1592）、盛訥（1534-1595）、曾朝節（1534-1604）、黄鳳翔（1538-1614）、田一儁

（1540-1591）、劉元震（1540-1620）、李長春（1545-1604）、楊起元（1547-1599）、劉應

秋（1547-1620）、蕭良有（1549-1602）、周應賓（1554-1626）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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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相關書籍的反響，加深學者對《十三經》等各方面的關注與探討，因而嚴

重影響經學史爾後的發展。從「事後諸葛」的逆推角度來看經學史的發展，如果

不是正德本與李元陽版《十三經註疏》的開創性出版，那麼「漢唐之學」後來的

發展，必然受到嚴重影響，明代中葉以後整個經學史的面目，應該與今日認知的

大不相同，甚至清代「樸學」或「乾嘉學術」是否能出現，恐怕就很難預測了。

是以從經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正德時代的官方學者促成叢書概念《十三經註疏》

的落實刊刻，當是經學史上非常值得重視且必須重視的大事，即使至今還沒有學

者針對正德本《十三經註疏》刊刻後產生的效應，對經學史發展的影響等等，進

行研究探討，但正德本對爾後較著名的李元陽版、北京國子監版、毛晉版，甚至

乾隆時期武英殿版、嘉慶時期阮元版等等《十三經註疏》刻版，在概念上與實質

上確實有引導促成的功能，應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明代直接以「十三經」為書名標題的著作，從著作完成的時間來看，大致可

確認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正德本影響下的成果，直接影響者如李元陽版接受正德

本落實叢書概念為具體成書的作為；間接影響者如北監版與毛晉版，以及眾多的

研究著作。從隆慶以後崇禎之前，「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相關書籍的不斷

出現，更可以見到「十三經」等類概念，落實並受到某些士子承認與發揚的狀況，

許多士子關注「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的實況，對書籍的需求自然增加，在

官方書籍不易獲得，以及有需求就會有供應的市場規則下，於是觸發了具有市場

敏感度者的注意，這或者就是促成毛晉及其他諸人陸續刊刻《十三經註疏》類型

專書的原因，從而也就可以證明「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概念，不僅在明代

已經落實為實體的實際狀況，同時也可用以證明與《十三經註疏》相依存的「漢

學」，在明代興起並發展的實情。 

「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概念的落實表現，除卻書籍刊刻的實際證據外，

科舉程文的「擬題」創作，文士針對「十三經」相關書籍而寫的序跋，這些都是

針對出版的書籍發言，自也可用以證明「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概念實際落

實的狀況。明代現存涉及「十三經」概念落實的程文與序跋狀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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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十三經》科舉程文 

擬作者 生存時段 題名 文獻出處 

黃洪憲 1541-1602 重刊十三經註疏序（館課）《碧山學士集》（《古籍庫》本），卷 21，

總頁 318-319。43 

段為袞 1585-1640 前後 擬國子監儒臣奉敕校刊十

三經註疏成進呈表 

《搶榆館集》卷 344 

馬士奇 1600-1644 前後 擬奉旨恭進十三經註疏表

（崇禎六年 1633） 

《澹寧居文集》（《古籍庫》本），卷 2，

總頁 41-43。 

張維機 1600-1644 前後 擬刻十三經註疏序 《清署小草》卷 245 

徐籀 1610-1670 前後 擬進十三經註疏表 《亦史徐先生吾丘集》46 

佚名 不明 擬進十三經註疏表 〔清〕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

經學部．藝文二》，卷 362，頁 36-38。 

 

這類科舉程文的擬題，或者是為參加科舉考試而預作練習的擬寫；或者是參加科

舉考試時的答卷，內容主要在闡述《十三經註疏》的正面評價，因為這類寫作必

須先有一個承認實體書籍存在的預想，因此可以視為《十三經註疏》概念實際落

實的證據。 

本文蒐集到 早的程文是黃洪憲的館課擬寫，依照黃洪憲出生時間推測，這

篇館課稿當是在李元陽版《十三經註疏》出版後寫成，至於其他幾篇，根據作者

                                                 
43 「館課」係庶吉士等根據館師或閣師所出之試題作答的文章，性質與科舉考試程式之文、

範文等有別，但因僅此一條資料，且也是屬於官方考試的性質，因此放在一起討論。感

謝成功大學侯美珍教授的指證提醒。關於明代「館課」的相關資訊，可參考連文萍：〈明

代翰林院的詩歌館課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年 12 月），頁 231-260；以

及張婷婷：《明代翰林館課卷研究》（天津：南開大學歷史學院博士論文，2014 年），頁

2 等的相關討論。 
44 ［明］段為袞著，［明］劉文琦選：《搶榆館集．擬國子監儒臣奉敕校刊十三經註疏成進

呈表》（［明］萬曆 47 年序刊本），卷 3，頁 24-29。此書原藏日本內閣文庫，臺北中研院

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有影印本。 
45 ［明］張維機：《清署小草．擬刻十三經註疏序》（［明］崇禎 4 年刊本），卷 2，頁 1-3。

此書原藏日本內閣文庫，臺北漢學研究中心有影印本。 
46 ［明］徐籀：《亦史徐先生吾丘集．擬進十三經註疏表》（［清］順治 18 年刊本），頁 1-4。

此書原藏日本內閣文庫，臺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有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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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時段推估，當也是在《十三經註疏》成為實體書籍之後擬寫。不過科舉程文

主要還是針對官方刊刻的書籍發言，因此這些程文出現的時間，合理的推估應是

在萬曆時期北監版刊刻後的書寫，出現如此集中的擬寫標題，很可能在當時某一

級的科舉考試，曾以朝廷《十三經註疏》之事做為考題，因而纔會有這許多擬作

的程文出現。如果猜測屬實的話，則寫作此類擬題的程文應該不少，這類考題的

擬寫與流通傳播，當然都是從正面肯定及經學價值等方向入手，因而不僅可為《十

三經註疏》實體概念落實的證據，同時也可做為討論明代「漢學」傳播的基本資

料，可惜本文能蒐集到的文獻並不多，無法更進一步的探討。 

科舉程文之外，以《十三經註疏》實體書籍為對象書寫序跋，無論是否確實

擁有書籍，都必然先有一個實體書籍內涵的基本認知，這類書寫包括兩類：一是

擁有實際閱讀的經驗性書寫，一是未有閱讀經驗的想像性書寫。經驗性書寫固然

相當有價值，然而想像性書寫完全憑藉想像，因而可以確實了解「十三經註疏」

在一般士子印象中的內涵及功能，是以這類發言對經學發展的探討，具有相當大

的證據功能，因此其經學上的價值並不比經驗性的書寫為低。明代士人針對公、

私《十三經註疏》書寫的序跋，本文所知的篇章如下表： 

明代涉及《十三經註疏》的序跋 

作者 題名 寫作時間 文獻出處 

焦竑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

孝經跋語 

萬曆 14 年（1586） 《焦氏澹園集》（《古籍庫》本），

卷 22，總頁 160。 

陶望齡 國子監奉旨刋十三經註疏先進

孝經跋 

萬曆 14 年（1586） 《歇菴集》（《古籍庫》本），卷

19，總頁 396。 

黃鳳翔 進禮經註疏 萬曆 17 年（1589） 《田亭草》（《古籍庫》本），卷 1，

總頁 3。 

吳中行 重刊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 22 年（1594） 《賜餘堂集》卷 447 

劉應秋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 22 年（1594） 《劉大司成文集》卷 548 

林承芳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 22 年（1594） 〔清〕屈大均《廣東文選》（《古

                                                 
47 ［明］吳中行：《賜餘堂集．重刊十三經註疏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

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年），第 157 册，卷 4，頁 27。 
48 ［明］劉應秋：《劉大司成文集．重刻十三經註疏序》，《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北京：

北京出版社，2005 年），第 73 册，卷 5，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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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庫》本），卷 8，總頁 214-215。

陳懿典 十三經註疏 萬曆 22 年（1594） 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古

籍庫》本），卷 25，總頁 467-468。

黃輝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 22 年（1594） 〔清〕黃宗羲《明文海．序六》

（《古籍庫》本），卷 215，總頁

2049。 

陳繼儒 十三經註疏 萬曆 22 年（1594） 《白石樵真稿》卷 1049 

鄧宗齡 重刻十三經註疏敘 萬曆 22 年（1594） 《吹劍齋集》卷 250 

葉向高 進十三經註疏疏 萬曆 22 年（1594） 《蒼霞草》（《古籍庫》本），卷

12，總頁 209-210。 

陶望齡 十三經註疏序 萬曆 22 年（1594） 《歇庵集》（《古籍庫》本），卷

19，總頁 392-393。 

閻煖 十三經繹序 天啟 7 年（1627） 〔明〕梁斗輝《十三經繹》51 

雷起龍 十三經繹跋 天啟 7 年（1627） 〔明〕梁斗輝《十三經繹》 

楊芝瑞 十三經繹跋 天啟 7 年（1627） 〔明〕梁斗輝《十三經繹》 

錢謙益 （毛晉）新刻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2 年（1639） 《牧齋初學集》（《古籍庫》本），

卷 28，總頁 253-254。 

任濬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3 年（1640） 〔清〕孫廷銓《顏山雜記．附錄》

（《古籍庫》本），卷 4，總頁

51-52。 

凌義渠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凌忠介公集》（《古籍庫》本），

卷 6，總頁 63。 

張國維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明〕毛晉編刻《十三經註疏》

52 

盧世㴶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明〕毛晉編刻《十三經註疏》

                                                 
49 ［明］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十三經註疏》，《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北京：北京出

版社，2005 年），第 66 册，卷 10，頁 201。 
50 ［明］鄧宗齡：《吹劍齋集》（明刊本），卷 2，頁 3-4。此書原藏日本尊經閣文庫，臺北

漢學研究中心有影印本。 
51 閻煖、雷起龍、楊芝瑞等文，均見［明］梁斗輝：《十三經繹》（［明］天啟 7 年刻本），

原書藏臺北國家圖書館，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有微捲。 
52 張國維、盧世㴶、陳函煇、張能鱗、張鳳翮、蔣文運等諸文，係從《古籍與特藏文獻資

源》與《日本所藏中文古籍數據庫》兩網站搜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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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函煇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明〕毛晉編刻《十三經註疏》

張能鱗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明〕毛晉編刻《十三經註疏》

張鳳翮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明〕毛晉編刻《十三經註疏》

蔣文運 （毛晉）十三經註疏序 崇禎 14 年（1641） 〔明〕毛晉編刻《十三經註疏》

 

這些序跋無論是針對公家或私人刊刻的實體書發言，表述的內容重點，當然也是

從正面角度發言，主要的目的同樣都是集中讚美、表揚及行銷等的功能。所謂「行

銷」包括書籍和學術內容，這兩方面實際上是二而一的議題，因為學術內容有價

值，因此值得閱讀研討；既然值得閱讀研討，當然就應該購買或擁有。其中焦竑、

陶望齡、黃鳳翔、葉向高、劉應秋等 6 篇書寫屬於官方文章，主要是針對朝廷或

皇帝發言，其他標題未見有「進」者，或者是私人的寫作，除了明確錄入特定書

籍者外，並不清楚寫作對象。不過就概念落實狀況的考求而言，即使不清楚寫作

對象，但卻也可證明《十三經註疏》作為實體書的概念，確實在這些作者的寫作

中，獲得具體有效的落實。 

序跋與程文之外，能夠證明《十三經註疏》實體概念的存在，以及具備傳播

功能者，自然是私人藏書與公共藏書。私人藏書除自家閱讀之外，或者還可以借

給他人閱讀，這自然也能達成傳播的功能。至於公家藏書，本就是準備提供隸屬

該機構的成員閱讀，具備的傳播功能更大，既然會主動或被動閱讀實體書籍，除

可證明《十三經註疏》概念的有效落實外，同時也具備傳播宣揚《十三經註疏》

的功能。本文蒐集到的收藏《十三經註疏》的個人與機構如下表： 

明代稱名收藏《十三經註疏》的資訊 

收藏者 收藏時間 文獻出處 

松陽縣儒學 嘉靖 7 年（1528） 佚名〈建松陽縣儒學刻祭器書籍目錄序〉，〔明〕魏良弼《水

洲文集．附錄》（《古籍庫》本），卷 6，總頁 63。 

嘉定府學 嘉靖 23 年（1544） 〔明〕趙正學〈嘉定州學儲書碑〉，〔清〕文良修、〔清〕

陳堯采纂《（同治）嘉定府志．藝文志二》（《方志庫》本），

卷 44，總頁 2025-2029。 

高子俊 嘉靖 36 年（1557）之前 〔明〕沈鍊《青霞集．答高子俊書》（《四庫》本），卷 11，

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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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順之 嘉靖 39 年（1560）之前 《荆川集．答江五坡提學書》（《四庫》本），卷 5，頁 9-13。

奉化縣學 嘉靖 39 年（1560）之前 〔明〕周希哲修、〔明〕張時徹纂《（嘉靖）寧波府志．學

校》（《方志庫》本），卷 7，總頁 744。 

象山縣學 嘉靖 39 年（1560）之前 〔明〕周希哲修、〔明〕張時徹纂《（嘉靖）寧波府志．學

校》（《方志庫》本），卷 7，總頁 760。 

鄞縣學 嘉靖 39 年（1560）之前 〔明〕周希哲修、〔明〕張時徹纂《（嘉靖）寧波府志．學

校》（《方志庫》本），卷 7，總頁 779。 

寧波府學 嘉靖 39 年（1560）之前 〔明〕周希哲修、〔明〕張時徹纂《（嘉靖）寧波府志．學

校》（《方志庫》本），卷 7，總頁 794。 

晁氏寳文堂 萬曆 4 年（1576）之前 〔明〕晁瑮《晁氏寳文堂書目．諸經總錄》（《古籍庫》本），

總頁 1。 

安吉州學 萬曆 4 年（1576）之前 〔明〕栗祁《（萬曆）湖州府志．學校》（《古籍庫》本），

卷 12，總頁 241。 

長興縣學 萬曆 4 年（1576）之前 〔明〕栗祁《（萬曆）湖州府志．學校》（《古籍庫》本），

卷 12，總頁 249。 

湖州府學 萬曆 4 年（1576）之前 〔明〕栗祁《（萬曆）湖州府志．學校》（《古籍庫》本），

卷 12，總頁 252。 

歸安縣學 萬曆 4 年（1576）之前 〔明〕栗祁《（萬曆）湖州府志．學校》（《古籍庫》本），

卷 12，總頁 255。 

龍游縣學 萬曆 4 年（1576） 〔明〕萬廷謙修、〔明〕曹聞禮纂《（萬曆）龍游縣志．

建置》（《方志庫》本），卷 2，總頁 27。 

新昌縣學 萬曆 7 年（1579）之前 〔明〕田琯纂修《（萬曆）新昌縣志．學校志．典籍》（《方

志庫》本），卷 7，總頁 258。 

興化縣學 萬曆 18 年（1590）之前 〔明〕歐陽東鳳修、〔明〕嚴錡纂《（萬曆）興化縣新志．

人事之紀》（《方志庫》本），卷 3，總頁 130。 

王世貞 萬曆 18 年（1590）之前 《弇州四部稿．鄖陽藏書記》（《四庫》本），卷 77，頁 7-8。

當塗儒學 萬曆 33 年（1605） 〔明〕劉斯原〈當塗儒學尊經閣藏書記〉，〔清〕黄桂修、

〔清〕宋驤纂《（康熙）太平府志．藝文三》（《方志庫》

本），卷 37，總頁 2271-2273。 

内閣藏書 萬曆 33 年（1605）之前 〔明〕孫能傳《内閣藏書目錄．經部》（《古籍庫》本），

卷 2，總頁 13。 

傅梅 萬曆 38 年（1610） 《嵩書．嵩陽留書記》（《古籍庫》本），卷 22，總頁

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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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愚 萬曆 40 年（1612）之前 《酌中志．先監遺事紀略》（《古籍庫》本），卷 7，總頁

26-27。 

平湖縣學 萬曆 40 年（1612） 〔明〕程楷修、〔明〕楊儁卿纂《（天啓）平湖縣志．禮

樂志．書籍》（《方志庫》本），卷 7，總頁 437。 

劉維藩 萬曆年間（1573-1520） 〔明〕徐允祿《思勉齋集．劉价伯傳》（《古籍庫》本），

卷 9，總頁 131-132。 

孫慎行 崇禎 2 年（1629） 《玄晏齋集．文昌閣記》（《古籍庫》本），卷 1，總頁 15-17。

張師繹 崇禎 5 年（1632）之前 《月鹿堂文集．學園記》（《古籍庫》本），卷 7，總頁 97。

蔚州縣學 崇禎 8 年（1635）之前 〔明〕來臨纂修《（崇禎）蔚州志．學較．國朝頒藏書籍》

（《方志庫》本），卷 3，總頁 133。 

 

私人藏書固然可以證明實體書概念的落實與傳播，然而私人藏書的影響終究有

限， 能體現概念據實化後傳播功能者，當然以公家藏書為功較大。松陽縣儒學

收藏的《十三經註疏》當該是正德本，嘉定府學以後的藏書，或者是李元陽本，

但也可能是正德本。奉化縣學和寧波府學都是官方頒發，這時候北監版並未出現，

因此可能是正德本或李元陽版，至於朝廷頒給蔚州縣學的《十三經》，實際上是《十

三經註疏》，因為朝廷僅刊刻《十三經註疏》，並未刊刻過白文版的《十三經》。從

這些朝廷頒給書籍的記載，可知明朝官方刊刻的《十三經註疏》，曾經頒賜給當時

所有的學校，沈懋孝所謂「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註疏》，進呈御覽，詔禮部刊

行，頒布天下。」顯然不是誇飾之言。朝廷此一作為對《十三經註疏》概念具實

化的落實及流衍擴散，確實帶來相當重大的影響促進功能，同時也在刊刻行為承

認《十三經註疏》地位之外，更進一步鞏固《十三經註疏》的地位，這應是很清

楚的結果。 

考察「十三經」與「十三經註疏」概念具體落實及傳播擴散表現的狀況，

能夠證明具體落實的堅強證據，自是實際的閱讀和徵引，此類行為同樣也具備有

傳播及宣揚的功能。就搜尋所得則明代士人閱讀、引述《十三經註疏》的實際表

現狀況，大致如下表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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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稱名閱讀、徵引《十三經註疏》資訊 

徵引者 生存時段 徵引實際 文獻出處 

鄧夢文 1390-1424

前後 

「《十三經》註疏」：「豐多故」下有「也」

字，……今從《註疏》。（永樂 22 年 1424）

《八卦餘生．雜卦傳》（《古籍庫》

本），卷 18，總頁 259。 

程文德 1497-1559 先生十五歲……十峰公取《十三經註

疏》，……令先生博習焉。（正德 6 年 1511）

〔明〕姜寶《松谿程先生年譜．

正德六年辛未》（《譜牒庫》本），

總頁 15。 

張甘節 1498-1551 庚寅……謫福建布政司添註照磨，公閉門却

掃，考訂《十三經註疏》。（嘉靖 9 年 1530）

〔明〕瞿景淳《瞿文懿公集．明

故中順大夫知襄陽府張公墓誌

銘》（《古籍庫》本），卷 8，總頁

70。 

鄭曉 1499-1566 丁丑，封君令閲《十三經註疏》。（正德 12 年

1517） 

〔明〕鄭履淳《鄭端簡公年譜》

（《譜牒庫》本），卷 1，總頁 5。

何良俊 1506-1573 古里語云：「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駁

馬。」又諺云「上山斫檀，榽橀先殫」，此二

條殊為古雅，……見《十三經註疏》中，《註

疏》中如此類尚多。 

《四友齋叢説．考文》（《古籍庫》

本），卷 36，總頁 208。 

李先芳 1510-1594 歸田之暇，莊誦朱《註》，并考東萊《讀詩記》

及《十三經註疏》、《大全》諸家，採其近理

易簡者，羅緝成帙。（隆慶 4 年 1570） 

《讀詩私記．原序》（《四庫》

本），〈原序〉，頁 1。 

陳士元 1516-1597 予讀《十三經註疏》及秦漢晉唐書所載經語，

有與今文異者，輒私識之，輯十一卷。 

〔明〕陳士元〈五經異文自序〉，

〔清〕朱彝尊《經義考．羣經》

（《四庫》本），卷 248，頁 10。

陳禹謨 1548-1618 今上右文，允儒臣請，校刻《十三經》，凡十

一載始竣，余從計偕購歸，喜得刊誤而訂疑

也。 

〔明〕陳禹謨〈四書經言枝自

序〉，〔清〕陳夢雷等《古今圖書

集成．經籍典．四書部．彙考

三》，卷 294，頁 7-10。 

周應賓 1554-1625 許叔重《説文》……所引《論語》、《詩》、《書》，

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註

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 

〔明〕周應賓〈九經考異自序〉，

〔清〕朱彝尊《經義考．群經》

（《四庫》本），卷 249，頁 9-10。

郭正域 1554-1612 考得《十三經．儀禮》内〈聘禮〉一節有

曰……。 

《合併黃離草．益藩册封疏》

（《古籍庫》本），卷 1，總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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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瑴 1585-1643 是集多得之《十三經註疏》及《二十一史》

書志……諸大部所援引。 

《古微書．古微書畧例》（《四庫》

本），〈畧例〉，頁 2。 

 

這十一條資料並非明代士人徵引《十三經註疏》相關內容為說的全部證據，由於

本文探討的重心在「十三經註疏」，因此不錄未明言《十三經註疏》者，故僅錄入

這幾條明白指稱《十三經註疏》的閱讀與徵引的實際案例。 

首先鄧夢文在永樂 22 年完成的書籍中，就明白徵引《十三經註疏》為說，這

當是明代士人 先使用「十三經註疏」一詞者，鄧夢文使用的或者是「《十三經》

註疏」概念的表述，當然也可能是鄧夢文個人已經有《十三經註疏》整體叢書觀

的認知，但因為當時並未出現一部《十三經註疏》叢書的實體書籍，因此這個可

能性雖存在，但數目意義的可能性應該更高。鄧夢文以下的讀者，程文德在正德 6

年、鄭曉在正德 12 年，都曾被要求閱讀《十三經註疏》，由此可見《十三經註疏》

為一體的概念，當時已經被接受。不過也有另一個可能，亦即由於正德本已陸續

刊刻，程文德等人閱讀的經書，可能是當時號稱《十三經註疏》，卻依然還在陸

續刊刻中的正德本《十三經註疏》單本。但考其行文語氣，若不是後人追述補充，

則當時似乎已經有成套《十三經註疏》叢書的概念。不過即使不是整套《十三經

註疏》實體書的概念，僅僅是根據單本《註疏》的想像，同樣可用以說明《十三

經註疏》概念具體落實，確實在明代興起而落實的實證。 

以上即是站在肯定接受前提下，以搜尋文獻所得相關資料，比較明確的考察

明代「十三經」和「十三經註疏」等概念，從純粹的思想觀點，落實在實際的知

識學習與學術研究上的狀況。透過前述以《十三經》為書名的專書及《十三經註

疏》叢書的著作刊刻，還有科舉程文的擬寫、序跋文的書寫、收藏的狀況、徵引

的表現、實際的閱讀等等，當可以有效地證明《十三經註疏》成套叢書概念在明

代落實的狀況。就本節蒐錄的文獻而論，至少在永樂年間就已經出現有《十三經

註疏》落實為叢書的概念，但因當時並未出現成套《十三經註疏》實體書，則應

該還僅是個概念性的思考，或者正因為這種概念性思考的引導與影響，形成後代

整合《十三經》的《註疏》成為叢書型一部書的先聲。 

觀察永樂年間到明朝滅亡，五項總共 88 筆資料的內容，可看出《十三經註疏》

概念落實的狀況，以萬曆以後具備實證價值資料的數量較多，從而可證《十三經

註疏》概念的落實過程，係從永樂年間興起，直到萬曆年間方才落實，此時應該

已成為較為普遍的觀點。所以用「較為普遍」而並非普遍，主要是當時還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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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音，並不適合使用具備「徹底」意義的「普遍」一詞。 

五、結論 

「十三經」及其衍生的「十三經註疏」等兩個概念，從詞彙的出現到實體書

籍的刊刻出版，必然有一個「成名」或「正名」的過程。這個過程中 主要的重

心，就在於創造並建構「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新的身分標籤，使「十三經

或「十三經註疏」」成為理所當然具有實質意義和價值的存在。在建構身分的過

程中，為了正當化新身分的意義與價值，愛好者或宣揚者必然要強調與社會上既

存相關概念的相容性與差異性：相容因此不是需要消滅的異端，差異所以具備存

在的價值。然而此種強調必然會引發某些既存勢力感覺或產生威脅的疑慮，於是

懷有疑慮者不免就要利用本身具有的群體力量，或者視而不見的藐視，或者汙名

化的排斥。例如：馮時可、茅元儀、錢棻等的發言，即是有意汙名化的表徵。至

於視而不見的藐視現象，主要表現在平常的討論或分類中，將「十三經」或「十

三經註疏」詞彙排除在外，具體的方式是或者不納入討論，或者不加分類。例如：

劉節（約 1480-1550 前後）編於嘉靖 15 年（1536）的《南安府志》，在其〈藝文

志．經類〉中已完整收錄《十三經註疏》所有 13 部書，卻僅以單書的型態著錄，

不用「十三經註疏」的名稱。再如高儒成書於嘉靖 19 年（1540）的《百川書志》，

詳列《十三經註疏》每一部書的著者、註者與疏者，同樣未見「十三經註疏」之

名。朱睦㮮（1518-1587）成於隆慶 4 年（1570）的《萬卷堂書目》，狀況和高儒

相同。再以明代可考的 405 家書坊為例，除北直隸金臺汪諒曾刻《孝經註疏》外，

其他 404 家都沒有單刻《十三經註疏》任一部書的紀錄；53又如經由網路資料庫搜

尋明代現存的 29 種日用類書，54涉及儒家經典的敘述，僅有「五經」、「六經」、

「七經」、「九經」、「十四經」，55卻未見「十三經」。這些即是一種不納入討

                                                 
53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臺北：花木蘭文化出版社，2008 年），頁 35-112。 
54 此指《愛如生數據庫》收錄的《明代日用類書》而言。 
55 「十四經」的問題，非本文討論的議題，不過茅元儀（1594-1640）曾說：「國初士子，

每言『十四經』，而常習者『五』。今定為《十三經》，常習者《五經》，此昭代所定也。」

見［明］茅元儀：《暇老齋雜記》卷十四。可見明初士子存在有「十四經」的概念。且

生活於明末 17 世紀的茅元儀，說出「常習者《五經》」的觀察之言，可知明代士子的經

書學習，還是以《五經》為常態。關於「十四經」相關問題的討論，可參閱程蘇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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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加分類的藐視表現，這些有意或無意的作為，實際上就成為或表現「十三

經註疏」及其衍生的概念，在建構新身分之際遭遇的有形或無形的阻礙。 

觀察發言汙名化「十三經註疏」的錢棻，生存活動的時段，已經接近明朝覆

亡，由此可見「十三經註疏」概念身分在明代的建立過程，即使在萬曆朝以後，

已經受到官方正式的接受與關注，56但並沒有受到全面性的接受，是以藐視、排斥、

反對的力量繼續存在，因此「十三經註疏」的概念固然已經具體落實，且在明代

學術界及官方立足，但這時恐怕也只是處於「特殊性」存在的狀態，並非全面取

得承認，是以和「十三經註疏」相依存的「漢學」，面臨的命運自然也就相同，

這也就是筆者在探討明代的《詩經》傳播史之後，總合討論「宋學」與「漢學」

的消長之際，會有「由於功令及從小就接受朱《傳》的『先入為主』及『利益取

向』的影響，朱《傳》的偏愛者，自國初到亡國，均保持相當龐大的數量，雖從

其自身而言有盛衰，但相對於漢學，則始終為盛。漢學由於非利祿所主，雖有不

少愛好者，卻難以和朱《傳》對比」結論之故。57 

「十三經」及其衍生的概念，相對於「五經」、「六經」、「七經」、「九

經」、「十四經」等指稱，實是一個相當後起的概念，相對於「五經」、「六經」、

「七經」、「九經」等一類的詞彙，一直是屬於特殊的存在，如果以《中國基本

古籍庫》為對象，考察明清兩代這些相關詞彙出現的狀況，獲得的結果即如下表： 

明清兩代著述中「十三經」詞彙出現頻率表 

資料庫 中國基本古籍庫 

區分 明代 清代 

四書 4280 筆（21.73） 13480 筆（7.05） 

                                                                                                                             
宋以來「十四經」說考論〉，《史學月刊》2010 年第 10 期，頁 42-48。 

56 「十三經」一詞，就其在明代官方書籍中出現的頻率而論，例如清人龍文彬（1824-1893）

編輯的《明會要》（《古籍庫》本）中，除趙俶的「正定《十三經》」外，沒有第二個案

例。［清］張廷玉等：《明史》（《四庫》本）僅增加〈豐坊傳〉、〈黃鳳翔傳〉等 2 條而已。

黃彰健等整理：《明實錄》（《漢籍庫》本）則在萬曆十六年三月辛亥日首次出現「十三

經注疏」之詞；其次則在萬曆十七年七月戊辰日、萬曆十九年十月壬子日、萬曆二十二

年十一月甲午日等，此後即未再出現。不過這 4 次的出現，即足以表明朝廷支持「十三

經」的身分與價值。 
57 楊晉龍：《明代詩經學研究》，頁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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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 6581 筆（33.41） 21844 筆（12.99） 

六經 9312 筆（47.27） 16785 筆（8.78） 

七經 275 筆（1.40） 1537 筆（0.80） 

九經 1149 筆（5.83） 5404 筆（2.83） 

十三經 197 筆（1.00） 1912 筆（1.00） 

 

明代 常出現的是「六經」，出現的頻率是「十三經」的 47.27 倍；其次是「五經」，

為「十三經」的 33.41 倍。號稱「漢學」興盛的清代，「十三經」出現的頻率固然

是明代的 9.71 倍，但「五經」和「六經」出現的頻率，依然是「十三經」的 12.99

倍及 8.78 倍。這種情況當然與科舉考試相關，因為科舉考試主要還是「五經」，在

「利益取向」的「經濟理性」指導選擇下，自然會有張溥所謂「尊尚《大全》，兼

通《註疏》等為閒書」的情況出現；以及何喬新（1427-1502）「弱冠，嘗讀《儀禮

註疏》而愛之，58方研究其奧旨，尋以科舉之學中輟」的情形。亦即在科舉考試獲

取功名為先的思考影響下，「十三經」及其衍生的概念，在明代雖已經落實為實體，

但依然只能是個「特殊」的存在，即使到明代滅亡前夕也是如此。這同時可以在

許多「傳記類」寫作中，發現作傳者特別強調傳主閱讀《十三經註疏》，甚至參與

校讐之事也要特別指明，顯示關乎「十三經」的相關事務，既重要也很特殊，因

此需要特別的強調與表明，只有「特殊性存在」的事務，方才需要如此特別的呈

現，所以「十三經」相關的概念，對明朝人而言，即使到萬曆崇禎年間，恐怕都

還不是「普遍存在」而是「特殊存在」。至於和「十三經註疏」具有依存關係的「漢

學」，當然也是如此，自然無法與普遍存在的「宋學」具備「等量級」或「等價級」

的抗衡關係，這即是明代學術史或經學史的實際。 

說明「十三經」及其衍生概念，在明代一直都屬於「特殊存在」的狀況之後，

接著統整本文前述資料的分析成果，則大致可以有下述幾項結果： 

（一）根據現存文獻考察，實際內容不知的數目性質「十三經」，在宋仁宗

之前就已存在；實際內容不知的叢書性質《十三經》，在宋仁宗時代出現。符合

現代認知意義的叢書性質《十三經》，在宋神宗時代出現；符合現代認知意義的

數目加總性質「《十三經》註疏」，在宋英宗時代出現。 

                                                 
58 何喬新「弱冠」若確實指 20 歲，即正統 11 年（1446），距離陳鳳梧嘉靖 5 年（1526）

刻成《儀禮注疏》有 80 年之遙。這當可證明《十三經注疏》單一個別書籍，在明代流

傳不絕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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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 91 位文人、士子、官僚等著作在「純粹言論」與「落實發言」之

際，提及「十三經」的 109 條資訊分析，明代 早提及「十三經」的是洪武年間

的趙俶和王禕，其次是宣德年間的胡儼；趙俶和王禕所言「十三經」包括的經典

不明，唯當是數目性質的「十三經」；明確指涉叢書性質《十三經》及經典者，

是宣德年間的胡儼，但其包括的經典與現代不同，符合現代認知意義《十三經》

內容者是嘉靖年間的田汝成和何良俊。 先提出「十三經註疏」者係成化年間的

丘濬與鄧球，當時並未有整套叢書型《十三經註疏》，故其指涉只能是個別經書

的「《十三經》註疏」概念。明確指涉叢書型《十三經註疏》概念的是嘉靖年間

的呂柟。 早以《十三經》替代《十三經註疏》者可能是嘉靖年間的錢舜民；明

確以《十三經》替代《十三經註疏》者，當是嘉靖年間的薛應旂。總體而言，明

代的「十三經註疏」有二個意涵：一是《十三經》各書的註疏，即「《十三經》

註疏」；一是整套叢書意義的《十三經註疏》。「十三經」則有三個用意：一是

經書數目概念的「十三經」；二是整體叢書概念的《十三經》；三是《十三經註

疏》的代稱。雖然本文搜尋所得的資料，承認接受《十三經》或《十三經註疏》

者的數量遠大於否定者，但不表達意見的沉默者更多，此種文獻資料上贊成遠勝

反對的狀況，並不能過度解釋，因為會有較多人發言，很可能是因為限定使用「十

三經」為搜尋條件限制之故，如果更換選取的規則，就可能完全不同。 

（三）在以肯定落實做為基本前提的認知下，根據：「以《十三經》為書名

的專書」、「《十三經註疏》的科舉程文」、「《十三經註疏》的序跋」、「稱

名收藏《十三經註疏》的實況」、「稱名閱讀或徵引《十三經註疏》的表現」等 5

項 88 筆文獻資料的整理分析。可知永樂年間的鄧夢文已經有《十三經註疏》的概

念，同時根據程文德和鄭曉在正德年間被要求閱讀《十三經註疏》的狀況，則或

可推知當正德本《十三經註疏》開雕之前，就是 16 世紀初的弘治、正德年間，當

時各經單行的註疏本，或者一直在市面流傳，遂引發集成一書以便閱讀的需求，

亦即可以推測當時或者叢書型《十三經註疏》的概念已經成熟，終於促成正德本

《十三經註疏》的刊刻。同時還對於組合成套《十三經註疏》的經典及對象，關

心認同者已經達成共識，因而纔會認定必須補上漢代鄭玄（127-200）註和唐代賈

公彥（650 前後）疏的《儀禮註疏》，方才是一部完整的《十三經註疏》套書。根

據這些具備實證性的肯定性資料，可知在萬曆以後《十三經註疏》概念，確實已

落實成為較具普遍的概念，這類概念形成並落實以後，經由出版和文本的流通傳

播，於是逐漸深入人心，終至於成為許多學者認知承認的概念。雖然在小說中也



 

明代學術視野下的「十三經」論述研究 117 

 
 

出現「十三經」之詞，但卻未見到《十三經註疏》，可見《十三經註疏》雖然在

萬曆以後，透過朝廷刊刻頒發的肯定，因而增強一般群眾認知的機會，但應該還

是限制在士人的層面。 

（四）統合前述明代士人「言詞述論」與「落實的證據」等兩項，總共 197

筆資料分析討論的結果，就明代「十三經」及其衍生的概念而論：明代 早提出

「十三經」的是洪武年間的趙俶，用的應是數目意義的概念； 早說明《十三經》

內涵經典的是宣德年間的胡儼，運用的是叢書意義的概念。 早提出《十三經註

疏》概念的是永樂年間的鄧夢文，使用的可能是數目意義的「《十三經》註疏」。

先落實《十三經註疏》為一套叢書的是正德 4 年（1509）到嘉靖 4 年（1525）

刊刻的正德本《十三經註疏》；完全符合現代認知的《十三經註疏》是刊刻於嘉

靖 13 年（1534）到 15 年（1536）完成的李元陽版；完全符合現代任認知的官方

《十三經註疏》是北京國子監在萬曆 14 年（1586）到 21 年（1593）刊刻的北監

版。明代士人使用「十三經」的意涵有三：經書數目概念；整體叢書概念；《十

三經註疏》的代稱。至於「十三經註疏」的意涵則有二：《十三經》各書的註疏、

整套叢書的意義。 

（五）本文立基於傳播擴散的角度，設定搜尋條件，透過 12 個大型網路資料

庫的搜尋，以獲得研究需要的資料，經由這些實證資料的歸納分析，大致了解「十

三經」及其衍生的概念，在明代傳播、流衍及落實的狀況。所得研究成果對「十

三經」及其衍生概念內涵及發展落實的狀況，以及明代涉及「十三經」討論的士

人及其發言內容，還有在「漢學」與「宋學」態度上的選擇等等，提供了一些較

為實證性的參考答案，這對於明代與清代經學史的研究，當有某些正面的助益功

能。 



 

118  文與哲．第二十九期 

 
 

引用文獻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1984-2016

年。 

王士禎等編：《御定淵鑑類函》，《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

出版公司，2007 年，下稱「《四庫》本」。 

王椿修、葉和侃纂：《（乾隆）僊遊縣志》（《方志庫》本）。 

王應麟：《玉海》（《四庫》本）。 

王鍔：〈八行本《禮記正義》傳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6 期，2001 年，頁

57-62。 

永瑢等編，王伯祥斷句：《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吳中行：《賜餘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7 年，第 157 册。 

李均洋：〈斯波文庫藏李元陽隆慶二年重修本《十三經注疏》及《文選》文獻的數

字化整理研究〉，《第五屆中國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首

都師範大學，2015 年） 

李致忠：〈十三經注疏版刻略考〉，《文獻》第 4 期，2008 年，頁 21-31。 

李霖：〈讀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經學研究論叢》第 21 輯，2014

年 4 月，頁 41-65。 

杜中新、竇秀艷：〈孝治與《孝經》入十三經〉，《中州大學學報》第 4 期，2002

年，頁 28-29。 

貝瓊：《清江文集》（《四庫》本）。 

阮升基增修、甯楷增纂：《（嘉慶）增修宜興縣舊志》（《方志庫》本）。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四庫》本）。 

屈萬里：〈十三經註疏版本述略〉，《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 年，

頁 216-236。 

      ：〈晚明書業的惡風〉，《屈萬里先生文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年，第 3 冊。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四庫》本）。 

長沢規矩也：《書誌学論考：安井先生頌寿記念》，東京：松雲堂書店，1937 年。 

          著，蕭志強譯：〈十三經注疏版本略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明代學術視野下的「十三經」論述研究 119 

 
 

卷第 4 期，2000 年 12 月，頁 49-55。 

段為袞著，劉文琦選：《搶榆館集》（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 47 年序刊本）。 

胡儼〈重修尊經閣記〉，康河修、董天錫纂：《（嘉靖）贛州府志》（《方志庫》本）。 

茅元儀：《暇老齋雜記》（《古籍庫》本）。 

徐籀：《亦史徐先生吾丘集》（日本內閣文庫藏順治 18 年刊本）。 

袁林、中島敏夫：《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http://hunteq.com/ancientc/ancientkm# 

kmtop。 

馬榮祖：《力本文集》（《古籍庫》本）。 

高田時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detail。 

乾隆帝：《御製文初集》（《四庫》本）。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0。 

張廷玉等：《明史》（《四庫》本）。 

張承宗：〈「廿一史」與「十三經」〉，《蘇州文博論叢》第 2 輯，2011 年 12 月，頁

63-64。 

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

書局，2004 年。 

張婷婷：《明代翰林館課卷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4 年。 

張維機：《清署小草》（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 4 年刊本）。 

張璉：《明代中央政府出版與文化政策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梁斗輝：〈十三經緯自序〉，朱彝尊：《經義考》（《四庫》本）。 

      ：《十三經繹》（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天啟 7 年刻本）。 

章藻功：《思綺堂文集》（《古籍庫》本）。 

連文萍：〈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231-260。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 

      ：《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陳郁夫：《古今圖書集成仿真版》，臺北：東吳大學、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年。 

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成》，陳郁夫：《古今圖書集成仿真版》。 



 

120  文與哲．第二十九期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

第 66 冊。 

陶曉婷：〈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研究述論〉，《文教資料》第 35 期，2015 年，

頁 57-59。 

彭大翼：《山堂肆考》（《四庫》本）。 

程蘇東：〈《孟子》升經考—兼論兩宋正經與兼經制度〉，《中華文史論叢》第 3 期，

2010 年，頁 137-167。 

      ：〈再論「十三經」的形成與《十三經注疏》的結集〉，《國學研究》第 25

卷，2010 年 6 月，頁 257-299。 

      ：〈南宋以來「十四經」說考論〉，《史學月刊》第 10 期，2010 年，頁 42-48。 

      ：《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

代文學博士論文，2011 年。 

      ：〈「經目」釋論——以經學史為論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49 卷第 6 期，2012 年 11 月，頁 41-48。 

      ：〈「元刻明修本」《十三經註疏》修補匯印地點考辨〉，《文獻》第 2 期，2013

年，頁 22-36。 

舒大剛：〈《十三經》：儒家經典體系形成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研究》第 4 期，

2011 年，頁 113-121。 

黃彰健等整理：《明實錄》（《漢籍庫》本）。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楊樞：《淞故述》（《古籍庫》本）。 

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四庫》本）。 

劉俊文總策畫：《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 年，

下稱「《方志庫》本」。 

            ：《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 年，

下稱「《古籍庫》本」。 

            ：《中國譜牒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 年，

下稱「《譜牒庫》本」。 

           ：《愛如生數據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2013

年。 

劉應秋：《劉大司成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明代學術視野下的「十三經」論述研究 121 

 
 

2005 年，第 73 冊。 

鄧宗齡：《吹劍齋集》（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刊本）。 

龍文彬編：《明會要》（《古籍庫》本）。 

戴良：《九靈山房集》（《四庫》本）。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 

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9 年。 

顧清編纂：《（正德）松江府志》（《方志庫》本）。 

 



 

122  文與哲．第二十九期 

 
 

A Study on the Discourses of 
Shisanjing under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s of Ming Dynasty 

Yang, Chin-lung 

[Abstrac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study on Ming discourse concerning 

Shisanjing 十三經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To implement 

the aforesaid intention, an exploration of academic databases is the fundamental 

modeling method: “Shisanjing” is utilized as the search term for 12 authoritative 

databases in order to acquire sufficient data on the sayings and writings of Ming literati 

related to “Shisanjing.” By analyzing the obtained 197 resul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of the idea of “Shisanjing” and “Shisanjing zhushu 十三經註疏”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re rendered intelligible. Important results of this textual resear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first scholar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hisanjing” 

was Zhao Chu 趙俶 who did so during the Hongwu reign 洪武 (1368-1398); (2) the 

first scholar to exp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orpus of Shisanjing was Hu Yan 胡儼 who 

did so during the Xuande reign 宣德(1426-1435); (3) the first scholar to suggest the 

compilation of Shisanjing zhushu was Deng Meng-wen 鄧夢文 who did so during the 

Yongle reign 永樂(1403-1424); (4) the earliest materialization of Shisanjing zhushu as a 

book series is the Zhengdeben 正德本, the woodblock engraving of which was begun in 

the 4th year of the Zhengde reign (1509); (5) the edition that tallies most closely with 

contemporary cognition of Shisanjing zhushu is the Li Yuan-yang edition 李元陽版, the 

woodblock engraving of which had commenced by the 13th year of the Jiajing reign 

(1534). For Ming literati, the term “Shisanjing” possessed three connotations: as the 

numer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t was a complete corpus, and an abbrev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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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sanjing zhushu: the term “Shisanjing zhushu” possessed two connotations: the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f each volume of Shisanjing zhushu, and as a complete 

book series.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textual research employed in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the term “Shisanjing” appeared before the reign of Emperor Renzong of 

Song 宋仁宗(1022-1063), as the term “Shisanjing zhushu” appear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Lizong of Song 宋理宗(1205-1264). The results of the textual analysi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derivatives of the conception of 

“Shisanjing”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scholars of Ming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suggests research method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Shisanjing (The Thirteen Classics) , Shisanjing zhushu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irteen Classics) ,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Song Study, Ha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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