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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晚明《詩經》評點的性質辨證 
 

 

筆者在先前幾章的論述中，直接將孫、鍾、戴三人的《詩經》評點，

定位為以文學角度解讀《詩經》、以文學的眼光說《詩》之作，然而，楊晉

龍先生卻有不同的看法，因此筆者特設此章辨證其性質。  

在《明代詩經學研究》中，楊先生節引《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張

壽林之說，針對張壽林所提到的鍾惺評點「不脫時文之習」一語評曰：「筆

者以為此正是鍾氏之重點，其著作之目的，本『欲令於流覽之際，兼習揣

摩』，『輔導人們應考』。」而由錢謙益諸人責備鍾惺等人的經書評點為「人

心日壞」之禍首，進而推論：「鍾惺等之評點，實與高頭講章之類同意：『便

於啟蒙，有助於舉業也』。至今人所艷稱之『以文學觀評詩』，恐非鍾氏所

重。」又云：  

 

就如同當時對高頭講章的誤解貶抑一樣，評點之書在當時少數自以

為是的學者眼中，地位非常低，但在大眾學子中，恐怕要人手一冊，

以便在其中學習如何作八股文之法或經義之方了。因此評點的本

質，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頭講章式的科舉參考書。⋯⋯評點之

類的書所以暢銷，所以會成為詬責對象，正因為和科舉的關係密切，

與科舉的關係密切，所以觀其書者多，因此纔引發錢、顧一類的嚴

厲詬責，從錢、顧的激烈言詞，可以證明鍾氏的評點在當時的風行

和影響，而這種風行和影響，其實和科舉有分不開的關係。 1 

 

其主張重點有二：一、鍾評《詩經》等著作，「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頭講章式

                                           
1 以上所引參見楊晉龍：《明代詩經學研究》（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1997 年 6 月），頁 292–295。按：筆者在論文中，雖不認同楊先生對晚明《詩經》

評點性質的詮釋，然《明代詩經學研究》博綜群書，內容豐富，自是筆者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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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舉參考書」2，用途為輔導學子應考之用。二、此類書之所以大為風行，

並為錢謙益、顧炎武所指斥，正因其為科舉用書之故。 

之後，張淑惠作《鍾惺的詩經學》亦採楊晉龍先生的新說，云：「然學

者研究以為評點《詩經》，係伯敬為士子提供考試經驗之參考書。」「鍾惺

《詩經》評點之刊刻套印肇因於『八股取士』，為輔導士子應試之作。」
3 

楊晉龍先生將鍾惺《詩經》評點視為如高頭講章類的科舉用書，其說

推翻舊論，令人耳目一新。然而，此新說是否正確？到底如鍾惺《詩經》

評點之類的著作，其性質為何
4？何以會大為風行？錢、顧諸人指斥的原因

何在？與科舉、時文有何干係？本章以下將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加以釐析。 

 

第一節  何謂「不脫時文之習」 

 

 楊晉龍先生的推論乃自張壽林之論而發，我們不妨亦從張壽林所言著

手。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張壽林所撰寫的鍾評提要云： 

                                           
2 何謂「高頭講章」？啟功云：高頭講章的形式是「在木版刻的每頁書面上橫分幾層，

無論什麼書的正文（連注）占最下一層，甚至有的被壓到版面的三分之一的，上邊無

論三層四層，每層各自排列著某方面的資料，從詞句的解釋、典故的原委、故事的背

景，哪句話的精神，哪條道理的講法，哪一章的綜合宗旨，哪一節的部份論點等等，

各自納入某些橫欄中。因此這種書的版面必然是頭重腳輕，頭長身短，俗稱叫做『高

頭講章』。」這種書由於「預先把書中的某字句以至某章節都設想周密、分析細膩」，

「詞藻、典故、原話的意旨、所講的道理」等等，都預備好了，所以頗便於「供作文

章的人去吸取，甚至去抄襲」參啟功：《說八股》（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7 月），

頁 31–32。 

3
 兩條資料分見張淑惠：《鍾惺的詩經學》（臺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0 年 6 月），頁 25、164，其自註皆云參自楊氏《明代詩經學研究》一書。 

4 本章所論的晚明《詩經》評點的性質，乃針對本論文所討論的孫、鍾、戴三部《詩經》

評點而言。由於孫、鍾知名度較高，晚明之後的批評，常以兩人為目標，而未及戴君

恩。但筆者以為三部書性質相近––都是趨近文學觀點說《詩》的，故不妨合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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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考其書，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漢儒之拘牽，蓋惺本文士，又為

竟陵一派之宗主，故其說《詩》，意在品題，與經生說《詩》之株守

門戶，斤斤於名物訓詁者，固自不同。其於經文之旁，加以卷圈，

且各附眉批旁注，以摘發字句，標示語脈。雖不脫時文之習，然其

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不肯剽襲前人，揆之性情，參之義理，頗

能平心靜氣，以玩索詩人之旨。⋯⋯凡若此類，大抵著語無多，而

領會要歸，表章性情，深得詩人之本意，雖平心揣度，不無臆斷之

私，然千慮一失，賢者不免，必謂批點之法，非詁經之體，遂併其

書而廢之，是則未免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議矣。
5 

 

若因上述提要中有「不脫時文之習」語，而逕以此書為科舉用書，似與提

要其它部份所說：「蓋惺本文士，又為竟陵一派之宗主，故其說《詩》，意

在品題」及「其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頗能平心靜氣，以玩索詩人之

旨」云云，強調此書重在「品題」、「玩味」、「玩索」，不太符合。到底「時

文之習」的批評，其意為何？是否專用在時文選本、科舉講章上呢？  

考《四庫全書總目》提及「時文」固有屬科舉用書者，如以下三例： 

一、明‧陳際泰《易經說意》，《總目》云：「際泰本以時文名，故其說經亦  

即用時文之法，中間或有竟作兩比者，自有訓詁以來，一二千年無此  

體例也。」6 

二、明‧沈爾嘉《讀易鏡》，《總目》云：「是書悉依今本次序，每一卦一節， 

列經文於前，列講義於後，而講義高經文一格，全為繕寫時文之式。  

其說皆循文敷衍，別無發揮。經文旁加圈點，講義上綴評語，亦全以  

時文法行之，即其書可知矣。」7 

三、明‧楊鼎熙《禮記敬業》，《總目》云：「是書專為舉業而作，徑以時文 

                                           
5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 7 月），頁 321，〈批點詩

經〉條。 

6
《總目》，卷 8，〈易經類存目二〉，〈易經說意〉條。  

7 同前註，卷 8，〈易經類存目二〉，〈讀易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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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詁經。」8 

由上三例可略窺《總目》中語及「時文」、「時文積習」、「時文之法」字眼  

者，常與科舉用書有關的現象。而此種現象，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中亦然，如：  

一、明‧孫鼎《新編詩義集說》，張壽林評云：「惟其所纂輯皆明人說《詩》 

之書，往往敷衍語氣，為時文之用，尤多迂腐之論，是不免白璧之微 

瑕。」
9  

二、明‧楊于庭《詩經主義》，張壽林評云：「是編推闡詩旨，終不脫時文 

積習，蓋意在為程式制藝之計，固難免明人空疏之弊矣。」
10 

三、明‧何大掄《詩經主意默雷》，張壽林評云：「統觀其書，蓋所以為程 

式制藝之用，⋯⋯以批點時文之法，推求經義，蓋揣摹弋取之書，本 

不為解經而作。」11  

多數的高頭講章，常不免招來如上述之類的批評，此乃因常用來解說時文

的評點方式，施之於高頭講章亦有便利之處，可以「為學者指其精華所在」

12。但若就此以為凡言及「時文之習」、「時文之法」者，皆為高頭講章、

科舉用書，是又不然，在《總目》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有力的反證，

如：  

一、清‧馮李驊、陸浩同編的《左繡》，《總目》云：「上格皆載李驊與浩評 

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矣。」13 

二、明‧陳仁錫編《蘇文奇賞》，《總目》云：「是編取東坡《七集》分體選  

錄，一以時文之法批點之。」14 

                                           
8 同前註，卷 24，〈禮類存目二〉，〈禮記敬業〉條。  
9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 318，〈新編詩義集說〉條。  

10 同前註，頁 320，〈詩經主義〉條。  
11 同前註，頁 326，〈詩經主意默雷〉條。  
12
［清］戴名世、程逢儀〈四書朱子大全凡例〉：「近日講章皆著圈點，所以為學者指其

精華所在也。」［清］戴名世撰，［清］程逢儀輯：《四書朱子大全》（《四庫禁燬書叢

刊》經部第 9 冊，影印康熙四十七年［1708］程逢儀刊本），卷首。  

13
《總目》，卷 21，〈春秋類存目二〉，〈左繡〉條。  



 233

三、明‧潘緯撰《潘象安詩集》，《總目》云：「中閒潁陽許國、嶺南區大相  

二人評語，如批點時文之法，亦非古人體例。」15 

四、明‧閔齊華編《文選瀹註》，《總目》云：「是書以六臣註本刪削舊文， 

分繫於各段之下，復採孫 評語，列於上格。蓋以批點制藝之法施之  

於古人著作也。」
16 

五、舊題明‧鍾惺編《周文歸》，《總目》云：「其書刪節《三禮》、《爾雅》、 

《家語》、《三傳》、《國語》、《楚詞》、《逸周書》共為一編，以時文之  

法評點之。」17 

六、清‧徐文駒編《明文遠》，《總目》云：「是編輯有明一代之文。⋯⋯其  

圈點批語，皆用八比之法。」18 

七、《總目》對於清初以評選古文聞名的林雲銘，評云：「所評註選刻，大  

抵用時藝之法，不能得古文之源本。」又云：「林雲輩以八比法詁《莊  

子》。」19 

所謂「制藝」、「時藝」、「八比」都是八股文的別稱，所以上述提要中所云

「制藝之法」、「時藝之法」、「八比之法」等，皆與「時文之法」同義。然

而《蘇文奇賞》、《潘象安詩集》是別集；《文選瀹註》、《周文歸》、《明文遠》、

林雲銘所評古文，皆為總集；《莊子》則是子書，既非經書，自然與所謂的

「高頭講章式的科舉參考書」無關涉，而《總目》仍用「以時文之法批點

之」、「以批點制藝之法」、「皆用八比之法」、「用時藝之法」等語來加以評

論，可見《總目》使用這些術語，並非專施用於科舉用書上。換言之，提

要中出現「以時文之法批點之」、「以批點制藝之法」、「皆用八比之法」、「用

時藝之法」等字眼時，不能據此逕自斷定所評的對象即為科舉用書。 

                                                                                                                         
14 同前註，卷 174，〈別集類存目一〉，〈蘇文奇賞〉條。  

15 同前註，卷 180，〈別集類存目七〉，〈潘象安詩集〉條。  

16 同前註，卷 191，〈總集類存目一〉，〈文選瀹註〉條。  

17 同前註，卷 193，〈總集類存目三〉，〈周文歸〉條。  

18 同前註，卷 194，〈總集類存目四〉，〈明文遠〉條。  
19 同前註，卷 182，〈別集類存目九〉，〈挹奎樓文集〉條；卷 146，〈道家類〉，〈莊子口

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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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在〈答周 谷論課蒙書〉中，提到周氏所編的古文選本 ，「仍似

不脫時文習氣，與俗下所選《左》《國》《史》《漢》唐宋八家，以及七種八

集之類，究未相遠，恐童幼習慣，專意詞致文采，遂以機心成其機事，而

難於入道耳。」
20周氏所編如何、章學誠所評是否得實，非筆者所關切，

而從這段評論可知章氏所謂的「不脫時文習氣」是針對周氏所評選的古文

選本「專意詞致文采」的現象所做的批評，可見「不脫時文之習」的評論，

不一定要與高頭講章的科舉用書畫上等號。 

再如《左繡》一書，雖是以《左傳》經文為本，但卻非論其經義，而

是論其文章，朱軾（1665–1736）為此書作序云：「《左氏》文章也，非經

傳也。」作者也一再強調「此書單論傳，不論經」，「《左傳》但當論文，不

當論事」，編撰目的在於「專論《左氏》篇法、作意」，「要為初學撥其雲霧，

指其歸趣」，由此可知，此書重點不在經義、史事，而是專為初學論文而作。

例言中又言此書採評點的方式，「傳文于大段落用▎，小段落用 ，斷而另

起者用 ，略讀者用 ●，其于線索關鍵、詞意警妙處或△、或◎、或ｏｏ

ｏｏ、或 ，各就本篇照應，不拘一律。」並將論文法的評語「另

列上方」，避免與杜預註混淆。這樣的論文方式，採解析時文用的評點手法，

而將評語列上方，則似士子備考所讀解說經義的高頭講章，作者似已預見

他所選擇的作法不免招來部份人士的譏評，自云：「或以高頭講說為嫌，弗

惶恤矣！」「或謂：『奈何等《左傳》於時文？』則吾不知之矣！」21這兩

段話，似乎也在為《總目》「竟以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的批評，預作回應。 

清代顧湄反對評點，以為「彊加評跋」會落入「時文蹊徑」22；前面

                                           
20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臺北：漢聲出版社，1972 年影印吳興劉承幹刊本），卷 9。

周 谷，即周震榮，章學誠：〈周 谷別傳〉云：「君諱震榮，字青在，一字 谷，浙  

江嘉善人⋯⋯卒於乾隆五十七年，⋯⋯春秋六十有三。」文見《章氏遺書》，卷 18，

頁 14–19。  

21
《左繡》（《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41 冊，影印清康熙五十九年［1720］刻本），

卷首，〈刻左例言〉、〈讀左卮言〉。  

22
［清］顧湄：〈吳梅村詩集箋注‧凡例〉，《吳梅村詩集箋注》（光緒十年［1884］湖北

官書處重鋟），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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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讀易鏡》提要中的「經文旁加圈點，講義上綴評語，亦全以時文法

行之」語，亦是一證，原來所謂「時文之法」，不過是加圈點、綴評語的現

象而已。倫明論清代周人麒《孟子讀法附記》一書云：「所謂『讀法』，仍

用單點單圈密圈等作標識，行間書眉偶著評語，不出批讀時文習套。」23亦

可作為另一佐證。將圈點、旁批、眉批的手法，名之為「批讀時文習套」，

理由無他，蓋因此種圈評方式，在明、清時最常被應用在評析時文上。  

所以，概括來說，凡採「評點」方式的，皆可能被戴上「時文之法」、

「時文之習」的帽子。而深入來看，因為評點時文，重在分析其寫作技巧，

前人用「時文之法」來評論，或帶有批評其書以評點方式論其文辭的意思，

如前引章學誠批評周氏古文選本「專意詞致文采」即是一例。 

又因時文評選的流行，形成了一套評論、分析時文的眼光和慣用的批

評術語，所以有時候「時文之法」之類的批評，亦帶有這一層更深的指涉

意義。如張鼐（⋯1604⋯）所云看前輩時文佳作要注意的詳略、偏正、開

闔、呼應，起伏、實虛、轉摺、關鎖等等的作文法度
24。章學誠曾言及當

時塾師講授時文必言法度，而法度難以空言，則往往藉比喻以曉學子：「擬

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

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來龍結穴。」這些「間架結構」、

「眉目筋節」、「點睛添毫」、「來龍結穴」等術語、評析文法的思維，慣用

於講說時文上，然「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切古書古文，皆此時文

見解」25，用讀時文的眼光和批評手法來評點其他作品，此即筆者所謂「時

文之法」更深一層的指涉意義。  

 

                                           
23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 923，〈孟子讀法附記十四卷〉條。按：《四庫未

收書輯刊》第肆輯（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 1 月）影印了周人麒此書，為清乾隆

四十九年［1784］保積堂刻本。  
24
［明］張鼐：〈論文三則〉，葉慶炳、邵紅輯：《明代文學批評資料彙編》（臺北：成文

出版社，1981 年 3 月），頁 277。  
25［清］章學誠撰，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6 年 9

月），卷 5，〈古文十弊〉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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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經遭到撻伐之故 

 
如果孫、鍾、戴等晚明《詩經》評點之作，並非科舉用書，而是採用

評點手法論《詩經》文辭、以文學角度說《詩》的作品，那此類著作遭受

錢謙益諸人的撻伐，原因何在呢？  

明清不少士人，本就對書籍施用評點的批評方式，頗不以為然26，時

文選本被視為庸陋之最，而評點卻最常施用於時文選本上，逐漸形成一種

書籍施用評點，將淪為如時文選本般庸陋的印象。明末陳衎（1586？–？）

〈與鄧彰甫〉信中，勸鄧氏去掉書上的批評圈點，因「批評圈點為時套濫

觴，似當速去」27。清初顧湄反對詩文「彊加評跋，致落時文蹊徑」28。二

者反對評點，皆因惟恐評點會使原書染上時文庸陋的氣息。章學誠云：「時

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不可以評選也。」29曾國藩（1811–1872）

言「圈點者，科場時文之陋習也，而今反施之古書」，對古書施用評點頗不

以為然30。晚明以後，小說、戲曲等通俗文學大行其道，李贄、金聖嘆、

毛宗崗、張竹坡等人的評點之作，膾炙人口。而不管時文選本、科舉講章、

小說、戲曲，都是所謂的「俗書」，這些書籍又都是最常使用評點者，故或

譏施用評點的作法為「近俗」31。此皆可見評點這種批評形式，在有些人

眼中，並不入流，施用於一般的詩集、古文，尚且遭議，更何況是經書！

                                           
26 詳參筆者：〈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見本論文〈附錄一〉），文中〈反對評點之

故〉一節裡，筆者曾歸納了明清士人反對評點的原因十一種。  

27
［清］周亮工評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6 冊，影印

清康熙賴古堂刻本），卷 1。  

28
［清］顧湄：〈吳梅村詩集箋注‧凡例〉。  

29
《文史通義校注》，卷 5，〈古文十弊〉之十。  

30
〈經史百家簡編序〉，《曾文正公集》第八冊《文集》（臺北：世界書局，1952 年 7 月），

頁 19。  
31 如《總目》評《說類》一書：「其上細書評語，體例尤為近俗。」卷 132，〈雜家類存

目九〉，〈說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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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認為說經為嚴肅之事，所謂「註解正經，如繪天地、畫日月」32，有

一定的方法、體例，故《總目》責林兆珂《檀弓述註》「經文加以評點，非

先儒訓詁之法」，並言林書將事關經義的一些考證，「轉與論文剩語列在上

方，亦非體例也」33。對於經書，用評點方式「論文」固不可（詳後），關

乎經義的論述，以評點方式呈現亦不可，總而言之，「批點之法，非詁經之

體」
34。  

 除了因評點為時文陋習，不宜施諸聖經之上的原因外，評經將使經書

文本改變，貶經為文，以及評經為自居高明、非聖無法的表現，都是士人

痛斥評經之故，以下分別詳論之。  

 

一、評經將導致文本改變，貶經為文  

 

大雅之士除了認為評點形式不入流，施諸於經書，有所不可外，評點

將改變經書的文本，尤其令衛道人士譁然。  

錢鍾書《管錐編》中，對於評選者常會改易、刪節所選的文本，曾詳

為舉證，自《文選》而下，至明、清的許多出名的選集，皆難脫悍然筆削

之習35，金聖嘆尤為其中最著者36。改易乃不忠於原著，毋需多言；刪節，

亦或為識者所不取。陳衎云：「古人文字，不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

                                           
32
［宋］林堯叟：〈春秋正經全文左傳括例始末句解綱目〉，《音註全文春秋括例始末左傳

句讀直解》（《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18 冊，影印元刻明修本），卷首。   
33
《總目》，卷 24，〈禮類存目二〉，〈檀弓述註〉條。  

34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 321，〈批點詩經〉條。  

35 參錢鍾書：《管錐編》（三）（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 6 月），頁 1067–1069，〈全三

國文〉條。言「古文選本之精審者，亦每削改篇什」，「明、清名選如李攀龍《詩刪》、

陳子龍等《皇明詩選》、沈德潛《別裁》三種、劉大櫆《歷朝詩約選》、王闓運《湘綺

樓詞選》之類，胥奮筆無所顧忌」。「選文較謹嚴，選詩漸放恣，選詞幾欲攘臂而代庖；

一體之中，又斂於古人，而肆於近人」。  

36 按：金聖嘆曾刪去《水滸傳》後半部分，僅存前七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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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苦心脈絡關紐，實暗藏字句之中，稍經裁斲，便索然矣。」37馮班（1602–

1671）亦云：「讀書當讀全書，節抄者不可讀。」38陳衎是就作者而言，指

出刪節是對作者苦心剪裁的破壞；馮班是就讀者而言，認為應讀全書。此

外，如鍾惺、譚元春所評選之《詩歸》為後人所譏，除竟陵的詩學主張，

不為後人認同，其刪節亦被視為一病，故《總目》評《詩歸》「力排選詩惜

群之說，於連篇之詩隨意割裂，古來詩法於是盡亡」39。儘管有些人較寬

鬆，如張之洞可以接受因學文之需，對詩詞文章之類的刪節，然對諸經刪

節，張之洞仍視之為「割截侮經」、不可原諒之事40。  

 刪節、改易，顯然是造成文本的改變，但僅加上眉批、行批、尾評及

諸多圈點符號的評點，仍是改變了文本。清初楊大鶴（⋯1685⋯）云：「近

代選刻詩文，往往細加評點，不但使作者面目成不化之妍媸，亦且使讀者

胸中主先入之意見。」41所謂「使作者面目成不化之妍媸」，即是指圈評與

文本結合，而改變文本原來的面貌，亦即鍾惺所言「於古人本來面目無當」

42。正是由於圈評改變了文本，金聖嘆才會大剌剌地聲明：經他所批的《西

                                           
37［明］陳衎：〈與鄧彰甫〉，《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 1。  
38
［清］馮班：《鈍吟雜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2，

頁 22。  

39
《總目》，卷 193，〈總集類存目三〉，〈詩歸〉條。  

40 張之洞列舉諸評點的讀本，並云：「此類各書，簡絜豁目，初學諷誦，可以開發性靈，

其評點處頗於學為詞章者有益，菁華削瀪，雖嫌刪節，但此乃為學文之用，非史學也。

若閔本《考工記》、《檀弓》、《公》、《穀》、《蘇批孟子》之類，割截侮經，仍不錄。」

《書目答問補正》，頁 338–339，附一〈別錄〉。  

41
［清］楊大鶴：〈箋註劍南詩鈔‧凡例〉。［宋］陸游撰，［清］雷 註釋：《箋註劍南詩

鈔》（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5 年 6 月影印上海掃葉山房民國十九年［1930］石印

本），卷首。  
42
［明］鍾惺：〈再報蔡敬夫〉，《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9 月），

卷 28，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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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記》，「是聖嘆文字，不是《西廂記》文字」43。廖燕亦因此主張文章經

己手評點，「此文雖為他人之文，遂與己之所作無異」44。  

明末沈光裕亦言書籍讓評點寄生後，圈評將改變文本的危機：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圈點，以標新意；

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

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矣。45 

 

沈氏之言透露出即使有些人對評點的態度較寬容，也只能接受將評點應用

在教學啟蒙或賞析輕鬆的小品上，可以「獨得自喜」，至於經制大編應有客

觀的公理，不宜用主觀的評點方式，因為「一用圈點，便成私書」。試問，

傳統、衛道的儒者，怎能容忍孫、鍾、戴等人，用許多士人視為不入流的

評點手法，圈評經書，改變其文本，使經制大編改其面貌，轉為一家之文

字、一人之「私書」呢？  

章學誠從圖書分類的角度，指出經、史經過評點後，其原書性質的改

變：  

 

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

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

史類史史史史得之《史史》、史史之《史子》、史 之《史詩》，豈可

復歸經部史史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

經習史之意史史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

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史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46 

                                           
43
［清］金聖嘆：〈讀第六才子書《西廂記》法〉，第 71 則，《金聖嘆全集》第三冊《貫

華堂第六才子書西廂記》（臺北：長安出版社，1986 年 9 月），卷 2。  
44
［清］廖燕：〈評文說〉，王鎮遠、鄔國平編選：《清代文論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99 年 1 月），頁 400。  
45
［明］沈光裕：〈與友〉，《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 12。 

46
［清］章學誠：〈宗劉〉，章學誠撰，葉瑛校注：《校讎通義校注》（與《文史通義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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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言書經評點，所重已不在原典，而在評選者所加的點識批評。如歸有

光（1506–1571）、茅坤之評《史記》，蘇洵、謝枋得、孫 之評經，章氏

認為皆是「論文」、「品藻」之作，其文本已改變，故以為不當再歸諸正史、

經部，而應「附於文史評之下」。吾人可藉章氏所言，來了解詆斥評經者，

乃因痛惡經書一經評點，即從神聖殿堂上滑落的心理。 

類似的想法與議論，在《總目》中也不乏其證。《總目》認為「說經主

於明義理」47，對清初王源《或庵評春秋三傳》––採評點的手法對《三

傳》「論文」之作48，《總目》評曰：  

 

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

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

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

《春秋》類焉。49 

 

對此書「置經義而論文章」不以為然，並以為應將之歸類為「總集」才是

實符合其實際性質，名符其實的安排。透露出經書評點的「論文」傾向，

將導致「貶經為文」的危機50，這是四庫館臣所不樂見的，故宣告：「聖經

                                                                                                                         

合刊），卷 1。  

47
《總目》，卷首，〈凡例〉：「劉勰有言：『意翻空而易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說經論

史，其理亦然，故說經主於明義理。」  

48 如所評《三傳》之一的《左傳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39 冊，影印清康

熙居業堂刻本），其〈凡例〉即云：「《左氏》之不合經義者，先儒駁之詳矣，玆皆不

論，特論文耳。」又：「評語皆作文竅妙，一篇可旁通千百篇而無窮。」  

49
《總目》，卷 31，〈春秋類存目二〉，〈或庵評春秋三傳〉條。  

50
［清］林紓：〈左傳擷華序〉云蘇轍「《春秋集解》之著，雖因王介甫詆毀《春秋》，故

有此作，余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後始託為解經之說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經之

世，斷不敢貶經為文，使人指目其妄。」《左傳擷華》（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81

年 10 月），卷首。可作為傳統文人認為醉心《左傳》之文，賞其文辭，將導致貶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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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文字之祖，而不可以後人篇法、句法求之。」51 

《總目》又云：「明季說《詩》之家，往往簸弄聰明，變聖經為小品。」

52「變聖經為小品」，正是四庫館臣憂心之所在，這也正是此類顛覆經書性

質的文學評點書籍，遠較科舉用書更易招來衛道人士強烈指責的原因。高

頭講章不過是於經義罕少發明、不入流的解經之作，不過是因作為士子敲

門磚為人所不屑，然而孫、鍾、戴等的評點之作，卻是動搖了聖經的地位

與形象。孰為洪水猛獸？不言可喻。 

 

二、評經為自居高明，非聖無法的表現 
 

評點猶如老師評閱學生的文章，亦如考官批閱考生試卷53，評者和作

者隱然形成尊卑的情勢。自古以來，對批評者就有較高的要求，如曹植

（192–232）〈與楊德祖書〉云：「昔丁敬禮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不能過若人，辭不為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論於淑媛；有龍

淵之利，乃可以議於割斷。」故以「劉季緒才不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

                                                                                                                         

文、為尊經者所不容之證。  

51
《總目》，卷 37，〈四書類存目〉，〈大學本文、大學古本、中庸本文〉條。  

52
 同前註，卷 15，〈詩類一〉，〈毛詩陸疏廣要〉條。 

53
［元］劉貞仁編《類編文選詩義》，所錄《詩》義，為元代科舉考試第一場所試，此書

「題後多有載考官批者，會試皆稱考官批，鄉試則稱初考覆考考官批」（參《續修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頁 316–317。）似在元代考官閱卷已有批點之習。在明代，

考官批點試卷似為常態，如楊慎《升庵詩話》，卷 4，〈邵公批語〉條云：「先太師戊戌

試卷，出舉子蹊逕之外，考官邵公名暉批云：『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於和易之內。』

《歷代詩話續編》（中）（臺北：木鐸出版社，1988 年 7 月），頁 714。譚元春乙卯年

（1615）鄉試落第，在〈奏記蔡清憲公前後箋札‧其三〉感慨：「春又不復第，場卷

點抹皆無，如未以手觸者然。」《譚元春集》，卷 27，頁 756–758。由以上所述，可

見考官批點考卷，為科舉制度所習見。曾國藩〈經史百家簡編序〉云：「前明以《四

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勾股點句之例，蓋猶古者章句之遺意。試官評定甲

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亦點出了科舉評文與評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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掎摭利病」為非54。劉勰《文心雕龍‧知音》亦云：「操千曲而後曉聲，觀

千劍而後識器。」皆強調了欣賞者、評者必須和作者有同樣的素養，甚至

比作者的水準更高，方有資格對作品評騭短長55。然而評點之事，常是大

雅不為，或由二、三流的文人，或由塾師、陋儒操其業，而所評選的對象，

又常是歷代一流的文人佳作，遂常產生由平庸者對高明者的作品下裁斷的

情況，而且裁斷更直接地加諸文本之上，故評點常被視為對原著、原作者

的「不敬」。章學誠反對評點的批評方式，主張當取法摯虞（？–311）、劉

勰等人，批評時「離文而別自為書」，認為此種作法代表著「自存謙牧，不

敢參越前人之書」56，免去評點形式對作者造成不敬。  

錢謙益曾指責時人，「搉史則曄、壽、廬陵折抑為皂隸，評詩則李、杜、

長吉鞭撻如群兒。大言不慚，中風狂走，滔滔不返」57；「孟堅之史、昭明

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隸」 58。所抨擊的對象應是晚明之際，評

史、評詩文諸家，「折抑為皂隸」、「鞭撻如群兒」、「詆訶如蒙僮」、「揮斥如

徒隸」諸評，一則點出評者與原作者尊卑之勢，一則反映了錢氏不滿時人

對前賢一流著作妄肆批評，為古人叫屈的心情。  

張之洞（1837–1909）的看法可作為錢謙益、章學誠之論的補充。張

之洞言讀史時，忌以評點的形式直接書之卷端批評，云：「《史》《漢》之文

法、文筆，原當討究效法，然以後生俗士管見俚語，公然標之簡端，大不

                                           
54
［魏］曹植：〈與楊德祖書〉，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北朝文論選》（北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1996 年 10 月），頁 25–26。  

55 錢鍾書對評者與作者的高下關係有論：「作者鄙夷評者，以為無詩文之才，那得具詩

文之識，其月旦臧否，模糊影響，即免於生盲之捫象、鑑古，亦隔簾之聽琵琶，隔靴

之搔癢疥爾。雖然，必曰身為作者而後可『掎摭利病』為評者，此猶非馬牛犬豕則不

能為獸醫也。」《管錐編》（三），頁 1052，〈全三國文〉條。  
56
《校讎通義‧外篇‧朱子韓文考異原本書後》。   

57
［清］錢謙益：〈答徐巨源書〉，《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9 月），

卷 38，頁 1313。  

58
［清］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年 9 月），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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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認為「若有討論文法處，可別紙記之」。以評點的形式評馬、班的

大作「大不可」，史猶如此，經更慎重了。對於明人對《周禮》《三傳》《孟

子》諸經，「以評點時文之法批之」，張氏認為：「鄙陋侮經，莫甚於此，切

宜痛戒。」59 

 行文至此，我們再來看看顧炎武、錢謙益對孫、鍾及對評經抨擊的言

論。考顧炎武在《日知錄》中對鍾惺的指責著重在其生平行誼之不當上，

言「其罪雖不及李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在評經方面，除在註中節引

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部分內容外，只云鍾惺：「已而評《左傳》、

評《史記》、評《毛詩》。好行小慧，自立新說。天下之士，靡然從之。」60

顧氏對鍾惺評經不滿的原因，論述未詳，由其引錢氏批評鍾惺之論來看，

應是認同錢氏的批評。  

錢謙益作於崇禎九年（1636）的〈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嚴厲指斥

孫 、鍾 惺評經，言九經三史，前人「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

天球大訓，猶懼有隕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規之矩之，猶恐軼

其方員；繩之墨之，猶恐偭其平直。妄而肆論議焉，其誰敢？」而「評騭

之滋多也，論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

並接著指責孫氏評《尚書》、評《詩經》，鍾評《左傳》等作法，為「非聖

無法」、「侮聖人之言」：  

 

史之評《書》也，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

〈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

彼將操金椎以穀之。又何怪史史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

而揮斥如徒隸史史 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

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鍾

誤以大隧之中為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為敘事之語，遂抹之曰：

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

                                           
59
［清］張之洞：《輶軒語‧讀史忌批評文章》，《張文襄公全集》（北京：中國書店，1990

年 10 月影印民國十四年［1928］刊本］，卷 304，頁 21。  

60
《原抄本日知錄》，卷 20，〈鍾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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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已傎史史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為金科

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

可視為細故史史
61 

 

錢謙益拈出鍾評《左傳》中的一例，以譏鍾惺句讀不析、文理不通，還妄

敢評經。而孫氏之評《書》，於〈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度，罔遊于逸，罔淫于樂，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忽成，百志

惟熙。⋯⋯」一段眉評：「亦漸排」，言其用排比句法。於〈車攻〉詩「之

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後評云：「囂囂字，終覺與無聲

相礙。大抵此四句，微屬痕 。」
62以〈車攻〉中「囂囂」兩字和此詩結

尾的「有聞無聲」衝突，「微屬痕 」透露出他對詩句的貶意，孫氏在此兩

處都針對經書的文辭而發。 

錢氏在順治十一年（1654）之際所作〈賴古堂文選序〉中，有與〈葛

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類似的指責，他指出百年以來，經學之繆有三：  

 

一曰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瞽

說，則會稽季氏本為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託之賈逵，《詩傳》

儗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為之魁；三曰侮經之繆，訶《虞

書》為俳偶，摘《雅》、《頌》為重複，非聖無法，則，，史氏 為

之魁。
63 

 

所謂「訶《虞書》為俳偶，摘《雅》、《頌》為重複」，所言乃指孫 對《尚

書》、《詩經》文辭的批評，錢氏重申此為「非聖無法」、「侮經」之舉。此

處雖未言及鍾惺，然如鍾評〈邶風‧谷風〉「昔育恐育鞠」句，以朱色旁批：

「句太拙。」想當然爾，亦是錢氏所深惡痛絕的。  

                                           
61
［清］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又，文中對鍾評《左傳》不滿的批評，又

見於《初學集》，卷 83，〈讀左傳隨筆〉，措辭相近，不贅引。  
62 見《孫月峰批評書經》，卷 1，頁 9 及《孫月峰批評詩經》，卷 2，頁 13。  
63
［清］錢謙益：〈賴古堂文選序〉，《有學集》，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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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錢、顧的批評，他們不滿孫、鍾評經是事實，但卻看不到孫 、

鍾惺之書近於高頭講章，所以才招來他們指斥的現象。細思錢氏之論，他

強調《詩》《書》為孔子所刪述，應「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豈容後

人「僭而加評騭」？正如筆者所說，評點形式是對原著、原作者的不敬，

孫、鍾自居高明，凌駕孔子之上，聖人所刪述的經書，孫、鍾卻恣意批評

經書前後「相礙」、「微屬痕 」、「俳偶」、「重複」，任意進退聖人、聖經，

是可忍孰不可忍？基於尊經的心情，所以，錢謙益憤怒的指斥孫氏「尼父

之刪述，彼將操金椎以穀之」、「非聖無法」。  

經書只可受尊奉，不可被議論、被批評，這是衛道的儒者長久以來的

堅持，不獨錢謙益而已。韓愈〈薦士〉詩云：「周詩三百篇，雅麗理訓誥。

曾經聖人手，議論安敢到。」64四庫館臣在《總目》卷一〈經部總敘〉中，

也開宗明義的宣告：「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

其贊述。」聖人刪定的經書，無容後人議論，《總目》所能討論的，後代詁

經之說而已。或問毛先舒（1620–1688）：「論詩者多尚含蓄，惡訐露，然

〈鶉奔〉、〈相鼠〉、〈巧言〉、〈巷伯〉以及〈板〉、〈蕩〉之篇，其指何絞而

辭何迫，夫非三百之遺音耶？」毛氏答曰：「古經之傳，豈能優劣！」65聖

經是不容指斥、議論得失的，所謂「古經之傳，豈能優劣」的尊經心態，

韓愈、錢謙益、毛先舒都如出一轍。  

 

第三節  《詩經》評本的版刻與評語 

 

「套版」技術盛行於明末，後世所流傳的朱、墨二色的鍾惺《詩經》

初評本，及朱、墨、黛三色的《詩經》再評本，以及戴君恩《讀風臆評》，

                                           
64
［唐］韓愈：〈薦士〉，《韓愈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8 月），頁 88。〈薦  

士〉詩為元和元年（806）作。  

65
［清］毛先舒：《詩辯坻‧自敘》，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6 月），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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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凌濛初、閔齊伋兩家用「套版」技術印成的「套印本」66。以下將透

過《詩經》評點本的版刻情形，來考察孫、鍾、戴等《詩經》評本的性質。 

所謂套版印刷，「就是將一頁書的不同內容（正文、評注、圈點）分別

刻在幾塊版式大小相同的書版上，將每塊書版各塗一種顏色，印刷時，首

先固定書版和紙的位置，然後在同一張紙上逐版單獨加印的一種印刷方

法。由於在印刷時，必須使各版內容部位密切吻合，故稱之為『套版』或

『套印』」67。  

閔齊伋於所印《閔氏分次春秋左傳》朱墨套印本〈凡例〉中云：  

 

舊刻凡有批評圈點者，俱就原板墨印，蓺林厭之。今另刻一板，經

傳用墨，批評以朱，校讎不啻三五，而錢刀之靡，非所計矣！置之

帳中，當不無心賞。其初學課業，無取批評，則有墨本在。68 

 

從閔氏所言，我們可約略得知套印的盛行和評點之間的關係，為了使批評

圈點與原來的文本有所區隔，故另刻一版，施以朱色，觀之賞心悅目，但

所費不貲。「初學課業，無取批評，則有墨本在」，則點出此書不是一般初

學的讀本、兔園策之類。此書韓敬的序署「萬曆丙辰」，時為萬曆四十四年。

                                           
66 《讀風臆評》由於卷末有閔齊伋的跋語，可確定為閔氏所刊。關於鍾評《詩經》初、

再評本之異及各種版本問題，參筆者：〈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見本論文〈附

錄二〉）。初評朱墨套印本有凌濛初、凌杜若之序，應為凌氏所刊；而三色套印本無直

接線索可以為證，或以為凌氏刊，或以為閔氏刊。晚明套印大盛，吳興閔、凌二家為

最，兩家居同邑、生同時，所刻之書版式、風格趨近，且兩家從事套印的出版事業，

有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相兼互採，若無序跋等充份的證據，要分辨孰為閔氏所

刊，孰為凌氏所刊，實為不易（參〈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一文註釋 28、

29 所言，文繁不贅引）。所以筆者在本節中，將凌、閔二氏的套印本合併討論。  

67 參趙芹、戴南海：〈淺述明末浙江閔、凌二氏的刻書情況〉，《西北大學學報》1996 年

第 1 期，頁 80–83。  

68
《閔氏分次春秋左傳》（明萬曆四十四年［1616］吳興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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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王重民推斷，閔氏從事套印的出版，正是開始於四十四年之際69。三、

四年後閔氏又印成朱墨印本《史記鈔》，陳繼儒為序云：「吳興硃評書錯出，

無問貧富好醜，垂涎購之。」70可見其書之精美，甫一推出，即令時人為

之側目。筆者曾考察鍾惺《詩經》初評本成書、刊印的時間，大約在萬曆

四十一至四十四年左右71，正是凌、閔剛從事套印時的出版品。  

由於套印的印刷過程較費周張，故套印本較單色印本的成本高，套印

越多色，所費就愈多，故葉德輝言多色套印本雖「斑斕彩色，娛目怡情，

能使讀者精神為之一振。然刻一書而用數書之費，非有巨資大力，不克成

功」72。  

明末的套印出版，尤以凌、閔二家為最，不僅所出版的套印本的種類、

數量可觀，其紙張、印刷尤其精美，傅增湘讚其套印本：「字體方整，朱墨

套板，或兼用黃、藍、紫各色，白棉紙精印，行疏幅廣，光采炫爛，書面

簽題，率用紬絹，朱書標名，頗為悅目」，「版刻精麗，足娛老眼」73。 

 沈津在討論明代中葉後的書價問題時，以當時的俸祿來作比較，認為

當時的書價是昂貴的，「對於買書來說，就是做官人家，也要量力而行。一

位七品芝麻官的每月薪俸，僅能買幾部平常之書而已」74。而套印本「刻

                                           
69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年），頁 23，〈春秋左傳〉

條，云：「余不知閔氏用朱墨版首刻何書，始在何年？此本似較早。」頁 40，〈孟子〉

條又云：「閔氏朱墨套印蓋始於萬曆四十四年。」  

70 引自《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史部》（一）（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1993

年 1 月），頁 26。  

71 詳見筆者：〈鍾惺《詩經》評點成書時間考––辨證《鍾惺年譜》一誤〉，《經學研究

論叢》第十輯（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2 年 3 月），頁 75–84。  
72
《書林清話》（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8 年 4 月），卷 8，〈顏色套印書，始於明季，

盛於清道咸以後〉條。  
73 傅增湘：〈涉園陶氏藏明季閔凌二家朱墨本書書後〉，《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9 年），〈附錄二〉，頁 1102–1103。  

74 沈津：〈明代坊刻圖書之流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 年第 1 期（1996 年 6

月），頁 101–118。  



 248

一書而用數書之費」，書價定是一般書籍的數倍，依此來看，恐怕一部套印

本，就足以耗盡七品官一個月的月薪。  

書價既昂貴，科舉用書只是敲門磚，旋生旋滅，販售的對象又是一般

財力有限的莘莘學子，為求暢銷定要把成本壓低，方能普及，人手一冊，

是故在印刷方面是不可能求精緻的。所以，就流傳的科舉用書看來，大半

都是在有限的篇幅中，擠滿了密密麻麻的文字。而凌、閔所印的《讀風臆

評》、鍾惺《詩》評是朱墨本或三色套印本，書價之貴可想而知。而且「行

疏幅廣」––如朱墨、三色本的鍾評，半葉只有八行，每行十八字；朱墨

本的戴評，半葉九行，行十九字，皆只錄經文及圈評，刊落訓詁
75，也未

輯錄《詩經大全》等足供學子了解《詩》義的注疏，大大不同於一般的科

舉講章。 

又，經筆者統計，《孫月峰先生批評詩經》中，《詩經》三百零五首詩  

中，孫 未下任何一句評語的詩篇，共計：〈國風〉四十二首、〈小雅〉八

首，〈周頌〉三首。鍾惺《詩經》初評本未下評語的，共計：〈國風〉三十

首，〈小雅〉二十八首，〈大雅〉九首，〈頌〉詩二十五首。戴君恩《讀風臆

評》僅錄〈國風〉，〈雅〉、〈頌〉全無，且所錄〈國風〉一百六十篇中，亦

有六十六篇未下評語。  

去除有目無辭的〈南陔〉六首，《詩經》以三百零五篇計，作成三書未

下評語的統計表如下：  

 
 國  風  小  雅    大  雅  頌   總   計  佔全書比率

孫評   42    8     0    3   53    17% 
鍾評     30    28     9    25   92    30% 
戴評     66    74    31    40   211    69% 

 

觀三人之評，有許多的詩篇皆未下評語，若此為科舉講章類的參考書，豈

孫氏未評的百分之十七、鍾惺未評的百分三十，及戴氏未評的〈雅〉、〈頌〉、

                                           
75 戴君恩《讀風臆評》雖節錄朱熹論〈風〉詩全詩大意、詩旨的句子，但從戴君恩自序

可知，《臆評》正是要以胸臆之見，突破《朱傳》之舊說為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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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評的二百十一首，皆是不考的範圍76？再以鍾惺《詩經》初評本來考察，

其餘百分之七十有評的詩篇，鍾惺僅下一句評語的，亦不勝其數，如〈采

蘋〉，只在「有齊季女」旁批「筆法」；如〈甘棠〉，只在「勿翦勿拜」旁批

「字法」；如〈邶風‧式微〉，只眉批「重言悲甚」。所批鑑賞成份多，多言

字法、句法，隨興而發，常是簡短數語，不關經義，所以並不能滿足參加

科舉考試、寫作八股文者，要了解詩旨、掌握詩意、熟悉朱注，以便發揮

經義的需求。 

且黃道周（1585–1646）說鍾評「以《詩》為活物，不事訓詁」，言其

書「如老泉評《孟》、疊山品《檀弓》」77，《總目》言《讀風臆評》「於經

義固了不相關」，章學誠說孫 之《詩經》評，為「論文」、「品藻」之作 78，

在在都指出孫、鍾、戴之作評賞、論文的性質。由此看來，縱使有學子具

有財力買得起貴重的套印本，然而，想藉著閱讀孫、鍾、戴的評點本以求

金榜高中，恐怕是緣木求魚了。  

 

第四節  《詩經》評點與詩教、詩義 
  

在楊晉龍先生的論說中，又述及鍾評中有分析詩旨，論及詩教、詩義  

者，類似高頭講章的詮解。如〈江有汜〉鍾批：「悔者，善惡之關而教化之

始也，在 人尤難，在婦人之妒者又難之難。」〈氓〉詩批：「婦人合不以

正，未有不見輕于夫者。」以為其對〈氓〉詩的詮解不過為朱子《詩》解

的註腳，實未背離《朱傳》，故言鍾評「未脫離詩教之立場，實不能以純文

學釋之」。又指出鍾評也偶或論及訓詁，如〈大雅‧公劉〉「何以舟之，維

玉及瑤」，鍾批：「『舟』字訓作佩，古字自有此解。《考工記》多有之，蓋

                                           
76
［明］曹安：《讕言長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5，嘗言因科舉出題趨向

之故，致使士子讀《詩》，不讀〈變風〉、〈變雅〉。然以鍾惺《詩經》初評本來看，〈風〉

詩未下評語的三十首，遍及十五〈國風〉，可見與不讀〈變風〉、〈變雅〉無關。  

77
［明］黃道周：〈例言〉，《詩經琅玕》（人瑞堂刊本），卷首。  

78
﹝清﹞章學誠：〈宗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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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前語。」云云。故強調吾人看待鍾評，「不能謂其全不重訓詁」79。  

 此為楊先生看書細心之處，能注意到一般人所忽略之處。筆者綜觀孫、

鍾、戴三書，確實如其所說，偶或及於詩旨、詩教、訓詁。尤其是詩旨部

份，最為明顯，孫 評本每篇前冠以〈小序〉首句；戴評節錄《詩集傳》

關乎詩旨者於每篇經文末；鍾評曾對三十篇〈風〉詩，以簡短的語句約略

點出詩意。鍾、戴之評，是以《朱傳》為認識基礎，罕引其它經說，而孫

評則除《朱傳》外，也略及《詩序》、《毛傳》、《鄭箋》得失之辨證。若三

人之評皆為以文學觀點說《詩》之作，吾人如何來解釋這種現象呢？  

 在本論文第二章〈評點概說〉中，筆者強調詩話與詩集、詩選的評點

近似之處，尤其是傾向賞鑑路線非偏重學文、實用性質的詩集、詩選評點，

與詩話最為相近。我們不妨從詩話的一些現象來比較、類推。  

許學夷（1563–1633）曾批評：「宋人詩話，種種不能殫述，然率多紀

事，間雜他議論，無益詩道。」80梁章鉅亦言：「今《四庫》所錄，自《六

一詩話》以下二十餘家，求其實係教人作詩之言，則不可多得。」81許學

夷、梁章鉅的批評，歷來的許多詩話作者，想必心裡不服，因為詩話原來

就不是純粹為「教人作詩」而作。《六一詩話》是第一部詩話，歐陽修自言

此書是「集以資閒談」82。許顗對詩話的內容和作用如此說明：「詩話者，

辨句法，備古今，記盛德，錄異事，正訛誤也。」83以上兩人所言，只有

「辨句法」一端，是較純粹的文學屬性、有助於作詩的。然而在一般人的

印象中，詩話的屬性仍是文學的，在圖書分類中，也被歸入「詩文評」裡，

此豈非舉其大端而言之？吾人又豈能嘵嘵爭辯詩話存在著許多與詩評無關

                                           
79
《明代詩經學研究》，頁 296–299。  

80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年 2 月），

卷 35，頁 335。  

81
［清］梁章鉅：《退庵隨筆》，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9 年 6 月），頁 1989。  

82
［宋］歐陽修：《六一詩話》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清］何文煥輯：

《歷代詩話》（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5 月），頁 264。  

83
［宋］許顗：《彥周詩話》，《歷代詩話》，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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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說？孫、鍾、戴諸評，和多數的詩話比較起來，還算較少旁涉，如此

看來，雖鍾惺諸人之作，偶或間及經義等，並非「純粹」以文學角度說《詩》，

然其書明顯地以詩法分析、欣賞為重，就其大端而言，說是以文學角度說

《詩》亦無妨。  

在以文學角度說《詩》的過程中，詩旨的判斷本就關乎文學的表現。

如《朱傳》常將許多〈風〉詩，就男女關係立論、視為淫奔之作，在朱熹

的認定裡，這些都是直述其事、用賦的手法寫成的，故解〈氓〉詩云：「此

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而戴君恩則認為這類〈風〉

詩用「以客代主」的手法，或如寓言，別有寄託，則是以為全篇皆用比的

手法。其解〈氓〉詩言：「詩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殆有托而鳴者耳，

勿作棄婦辭看。」認為「氓之蚩蚩，何必非〈離騷〉之怨？」
84
由上述〈氓〉

詩之例，比較朱、戴之說，可見詩旨的陳述、辨正，在以文學說《詩》過

程中，有時有不可或缺的必要性。 

關於詩教，固為經學家所著意的，然而並非經學家的專利，文以載道、

以詩文輔助教化的觀念，歷來的創作者或批評者，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實

踐著這樣的信仰。故譚元春評〈悲憤詩〉欣賞蔡琰才情之餘，對蔡琰為胡

騎所獲，在胡中十二年、生二子的遭遇，不免嘆息：「一副經史胸中，一雙

古今明眼，作此辱事。」鍾惺評詩中「薄志節兮念死難」句：「文姬辱於胡，

只是畏死。前云『欲死不能得』，猶是飾詞，此句卻露出真情。」85責蔡琰

畏死、志節有虧。又評無名氏〈折楊柳歌辭〉：「腹中愁不樂，願作郎馬鞭，

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邊。」鍾評：「此辭若出女兒，則不可誦。婦人有此

語，入《三百篇》，猶當為正風。」86於此皆可見鍾惺在《詩歸》中，很自

然的用所處的禮教標準，來對詩中角色、行為做道德上的價值批判。有了

這些對照的認識，吾人應可了解，儘管鍾評非傳統解經之作，非如經學家

解經常以詩教為念，而當認定〈氓〉詩的女主角淫奔、有違禮義，不免痛

                                           
84
《剩言》，卷 9，頁 5。  

85
《古詩歸》，卷 4，〈漢二〉。譚評見第一首〈悲憤詩〉詩末總，鍾評見第二首〈悲憤詩〉

句下批。  
86
《古詩歸》，卷 14，〈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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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批評之故。  

評點原就不如箋註嚴謹，較像詩話率意且隨興，也像詩話所論龐雜。

故本非重在辨正詩旨的，亦或偶而為之；本非意在訓詁的，興到之時，亦

聊作解人。如鍾、譚合評的《詩歸》，以解析詩法為重，然蘇伯玉妻〈盤中

詩〉「當從中央周四角」，鍾云：「四角，角字當音『鹿』，《漢書注》角里之

角，亦此音。今人不得其讀，作『 』字寫者誤矣！」 87辨其字音，還引

及唐顏師古《漢書注》，衡諸全書，可說是罕見之例。對杜甫〈課伐木〉詩

「爾曹輕執熱」句，鍾評：「考亭解《詩》『誰能執熱？逝不以濯』，『執』

字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豈便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云

熱不可解，此古文用字奧處。濯即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杜詩屢用執熱

字，皆作實用，是一證據，附記於此焉。」88釋義、訓詁本非《詩歸》所

重，以這麼長的篇幅，辨正「執熱」二字之意，在《詩歸》中可謂特例。

甚至鍾惺《詩經》初、再評本，於〈大雅‧桑柔〉「誰能執熱，逝不以濯」

句，皆未解「執熱」二字89，於此更可見《詩歸》於此釋「執熱」之特別。 

若連《詩歸》都不乏訓詁之例了，對孫、鍾、戴三評，偶及訓詁者，

吾人當更能以平常心等閒視之。同理，見孫評駁《朱傳》釋「執熱」為「手

持熱物」之解，言：「當暑，即是執熱，熱氣盈身，如執之然。解作執熱物，

覺拙。」90等偶或訓詁、釋義處，也不必因此而疑其為科舉用書。更何況

鍾惺諸人之評，涉及訓詁之處本不多，尤其是戴評，微乎其微。在訓詁方

面如此薄弱，又何以能提供士子備考之需呢？  

                                           
87
《古詩歸》，卷 4，〈漢二〉。按：《漢書》卷 72，〈王貢兩龔鮑傳〉提及「四皓」：「漢興  

有園公、綺里季、夏黃公、角里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  

天下之定也。」四皓的稱謂，「角里」之「角」字寫法、讀音，後世皆有爭議。焦竑

云角里之「角」，音祿，作「 」寫者誤，其說與鍾惺同。［明］焦竑：《俗書刊誤》（《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頁 6。  

88
《唐詩歸》，卷 19，〈盛唐十四〉。  

89 初評本全章無評，再評本針對全章眉批：「寫出衰世君臣。」皆未就「執熱」二字作

解。  
90
《孫月峰先生批評詩經》，卷 3，〈大雅‧桑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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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說晚明許多的解《詩》者，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看重個體本心的

具足，崇尚「以我觀書」的態度，是故看待「以意逆志」時，質疑詩人之

志終不可求，更強調作為讀者的「意」，強調讀者的自主性。所以戴君恩在

〈讀風臆評自敘〉中，倡言欲以「臆」破「尺尺寸寸，傳習維謹」之習，

又釋孟子的「以意逆志」之「意」為「臆」，指讀者憑自己的感動、胸臆之

體會去讀《詩》，「蔑舍紫陽，以臆讀，以臆評，以臆點」。然而，我們又必

須認識到，所有的批評都有所謂的「前理解」存在。鍾惺諸人儘管相較於

其它傳統的解經之作，較能突破舊說的束縛，批判《朱傳》，跳脫傳統解經

的範疇，用不同的視角讀《詩》，但何嘗又能全然一空依傍，毫無憑據的對

《詩經》做出批評？歷史上的解經傳統、漢宋學不同的主張，對比興、寄

託的崇尚⋯⋯等等，都是所謂的前理解，也在孫、鍾、戴三人進行批評時，

或明顯或潛在的產生了作用，其中，《朱傳》的影響尤其顯著。  

《朱傳》是元明以來，官方所定的科舉用書，也是孫、鍾、戴三人所

熟悉的，不管贊不贊同朱子「淫詩說」、駁《詩序》的見解，處在晚明漢宋

學興替、質疑《朱傳》的氛圍中，都會對當時關切的這些論題加以思考、

做出回應、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們會看到孫 常斟酌於〈小序〉、毛、

鄭、朱子之間，三人對「淫詩」的論題也有所發揮，或用道德、禮教，對

詩中的人物進行批判，或用〈離騷〉香草美人、詩文比興的傳統，來修正

「淫詩」的詩旨。從三人針對《朱傳》而發的相關言論中，也印證了《朱

傳》的影響。  

筆者認為，這些解經的傳統、漢宋學不同的主張，前人在詩文創作及

批評上對比興、寄託的崇尚等等，這些歷史積累下來的點滴，都是鍾惺諸

人無法全然迴避的「前理解」，更何況雖「專為論文，然意義不明，則文法

之妙，亦不出」91，這正是三人的《詩經》評點，偶會涉及詩旨、詩教、

詩義之故。  

 

                                           
91
［清］孫濩孫：〈孫氏家塾檀弓論文十則〉，《檀弓論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  

第 102 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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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晚明文人的閱讀傾向 
 

在前面幾章，我們已從前人的言論中，釐清了所謂的「時文之習」、「時

文批點之法」的批評，乃指稱慣用於時文選本上的「評點」形式而言，而

不見得是指其為科舉用書。也介紹了明、清之際對「評點」的批評形式一

些負面的看法，更進一步指出，錢謙益、顧炎武、四庫館臣等，所以詆斥

鍾惺諸人之作，不是因其為科舉用書，而是由於鍾惺諸人用一般視為卑陋

的評點形式論文，改變經書的文本，貶經為文，撼動了經書作為聖經的性

質。在錢謙益諸人看來，評經諸人是自居高明、訾議經書，非聖無法。再

藉由書價的昂貴，凌、閔套印本非一般學子所能負擔，且鍾惺諸評行幅疏

朗、評語稀落，許多詩篇無評，有評語的大都就賞鑑而發等等現象，來說

明其與科舉講章之殊異。並解釋了晚明《詩經》評點諸作中，偶或論及詩

旨、詩教、詩義之故，因為詩旨等或與以文學說《詩》相關，且評點本就

常旁涉，率意而無所不談，更何況三人的評點都有所謂的「前理解」存在，

故並不能因偶或論及詩旨、詩教、詩義等，而認為三人的評點之作為科舉

講章之屬。  

如果是作為科舉用書，因而大為暢銷，這是很容易理解的。前文筆者

既推翻了孫、鍾、戴之作為科舉用書的看法，而認定其為「論文」之作，

然而，非科舉用書，何以能廣受讀者的歡迎呢92？要先說明的是，雖同是

運用評點的手法，同為評經、論文之作，但依各評選者的動機差異，評經

的面貌有別，目的也不一樣。如前所述及的《左繡》，重在教導學子作文，

直是把《左傳》當作一本古文選本，對寫作技巧的分析精微、詳細，對學

子習文是有所助益的，頗具實用目的。鍾評與之相較，大不相同，評語簡

略、隨性，無所不談，近於詩話。雖說古人、特別是復古派的信徒，常以

為《詩經》是詩歌之祖，在評論中對《詩經》的寫作技巧讚賞有佳，常以

                                           
92 鍾惺在清初即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而據筆者：〈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的

考察，在明清之際，其傳世版本仍有八、九種之多，可知當時書價雖昂貴，但其銷售

量仍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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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詩要法《三百篇》云云，如孫 即屬強烈復古主張者，所以其評本，

就較偏重於解析《詩經》的寫作技巧，字法、句法、篇法等的點明，向《詩

經》「求法」的企圖很明顯。然就鍾評《詩經》評點來看，雖詩篇技巧的分

析、鑑賞亦是評點主要的重點，但並不似孫評那般刻意地點明詩法。鍾評

顯得較隨興而發，意到筆隨，有時又如野馬脫韁，旁及其他。且《詩經》

多為四言，四言體非時人創作所常用的體裁93，若把鍾評視為指導學習詩

歌創作的入門書，不但過於昂貴，且似遠不及元明以來論詩格、詩法之作

及方回《瀛奎律髓》及鍾、譚合評的《詩歸》等詩歌評點的選集，對學習

作詩的助益來得直接、來得大。  

 對經義的闡發罕少，於科舉無益，對作詩的直接幫助也有限，評語寥

落，此種不算有用而書價又昂貴的書，何以能暢銷？與當時的學術風氣、

及孫、鍾的知名度等都不無關係94，再者，明中、晚期的社會，對小品文、

小說等「閒書」而言，若能等同沃土，自亦能滋養如孫、鍾、戴評點之類

的著作。  

 除了經制大編、科舉用書不得不讀外，明人的閱讀也很重視趣味、自

娛，所以類似《快書》、《廣快書》、《清睡閣快書》、《文娛》等書才會紛紛

問世，此皆為明人追求閱讀樂趣的反映。鍾惺說：「每用讀書作詩文為習苦

銷閒之具。」95孫 曾云：  

 

                                           
93 明代復古派有「擬詩經體」的四言詩創作，前七子中，擬《詩經》作品，以李夢陽  

十五首、王廷相十六首最多。但簡錦松先生據兩人詩集統計，李夢陽共有詩 2183 首，

「詩經體」之作，不過佔 0．6%；王廷相共計 1257 首，「詩經體」之作，只佔 1．3%，

遠遜於其五七古、律、絕，動輒二、三百首之量。「擬詩經體」的數量佔其詩作的總

比率，甚為寥寥。參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89 年 2

月），頁 191，〈表四〉及頁 219–227〈擬詩經〉一節。即以鍾惺為例，標校本《隱秀

軒集》共收鍾惺詩 745 首，而四言詩僅 17 首，僅佔所有詩作的 2%左右。  

94 受歡迎之故，筆者在本論文第三章論〈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及第五章末節論

〈鍾評的影響與評價〉處都略有交代。  

95
［明］鍾惺：〈與蔡敬夫〉，《隱秀軒集》，卷 28，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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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短篇》二卷，清江敖先生所輯，⋯⋯當夫煩躁未能釋，或倦

未得睡，或小惡，撫几讀之，何讓啜苦茗、嚙海錯、摩娑墨竹、玩

瓶中花、盆間石也。
96 

 

將閱讀等同於「啜苦茗、嚙海錯、摩娑墨竹、玩瓶中花、盆間石」，此乃抱

著休閒、玩賞的心情閱讀類似小品的短篇古文。孫 又言「弄筆期悅心，

展卷取適意」97，不管是執筆寫作，或閱讀，都暫將「經國之大業」、「不

朽之盛事」的包袱暫擱一邊，唯求悅心與適意。  

郭紹虞云：「明人於文，確是專攻。任何書籍，都用文學眼光讀之。」

98明人常從經制大編中，看出文學的趣味來。如王廷相（1474–1544）云：

「《論語》、《易繫》、《老子》、〈檀弓〉，簡而義盡；〈典〉、〈謨〉、〈雅〉、〈頌〉，

古而不迫；《孟子》、《莊子》、左丘明，可謂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99所

舉大都是向來視為義理之作的書籍。如何喬新選錄《左傳》但取其「尤可

愛者」題為《左傳擷英》，加以批點100。陸雲龍則以「披覽令人心目俱快」、

「句調靈雋」、「奇快可喜」為標準，選輯了《五經提奇》、《公穀提奇》101。

皆同鍾惺諸人一樣，在重「趣」的氛圍下，以文學鑑賞的眼光，將儒家原

以義理為重的經典文學化、小品化。 

喬衍琯先生在〈套色印本〉一文中指出：「綜觀明清兩代套色印本，在

數量上也許要不下千種，遍及四部，然實以評點詩文佔極大多數。」遺憾

未能發揮「套色的實用功效」，「絕大多數套色印成的書籍，旨在觀賞而已」，

                                           
96
［明］孫 ：〈題古文短篇〉，《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 3。  

97
［明］孫 ：〈齊王孫宴坐齋〉，同前註，卷 1。  

98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年 7 月），頁 729。  

99
《王氏家藏集》，卷 27，〈與郭介夫〉。引自《明詩話全編》（二）（南京：江蘇古籍出

版社，1997 年 12 月），頁 2043–2044。  

100
［明］何喬新：〈春秋左傳擷英序〉，《何文肅公文集》（臺北：偉文圖書公司，1976

年 5 月影印，《明代論著叢刊》本）。  

101 參袁震宇、劉明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明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年 12 月），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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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的結語又言：  

 

 套色印刷，在我國印刷史和圖書史上，真是大放異彩，可惜一直未

能充分用套印的特色，去印刷些有俾實用的圖書，如《本草》、《營

造法式》等。而祇印些評點本詩文，以供文士把玩，是很可惜的事。

不過留下一些看來賞心悅目的書，總不失為圖書中的藝術品。102 

 

實用的定義，每個人的體會有所出入，若說供學文之用的詩文評點本是不

實用的，那行幅疏朗、評語簡短、隨興而發又昂貴的鍾評、戴評更不實用

了。不實用的書，出版者卻費上許多多心力去刊印，讀者卻掏出重金、垂

涎購之，這就是晚明的浪漫。  

 《總目》說鍾惺諸人評經是「變聖經為小品」，既是「小品」，在把玩

之際，消煩解悶，展卷怡神、滌煩袪倦，賞心悅目⋯⋯，對晚明許多人而

言，其用足矣。 

 

 

 

 

 

 

 

 

 

 

 

 

 

                                           
102 喬衍琯：〈套色印本〉，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編輯委員會編：《古籍鑑定與維護

研習會專集》（臺北：中國圖館學會，1985 年 6 月），頁 224–241。  



 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