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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尚書》學 

    清代既為經學復盛時代，諸經考解均有新疏，《尚書》亦不例外，如甘鵬雲

曰： 

      《尚書》學之衰，至明代而極矣。迨至清代，窮經好古之士特多，風氣 

始為之一變。如王船山、朱長孺、閻百詩、毛西河、胡朏明、徐位山諸 

人，其最著者也。但諸人說經，實事求是，雖於漢學為近，然仍漢宋兼 

采，無所專主。至惠松厓、江艮庭、段懋堂、王西莊、孫伯淵諸家出， 

始專尊漢學，一以馬、鄭為宗。而孫氏之書，學者尤推尊之。1 

    梁啟超亦云：「清初學者對於《尚書》第一件功勞，是把東晉《偽古文尚書》

和《偽孔安國傳》宣告死刑。」2又云：「《偽孔傳》通行之後，漢儒傳注一概亡

佚，沒有一部完書可為憑藉。怎麼辦呢？乾隆中葉的學者，費了不少的勞力，

著成三部書：一是江艮庭(聲)的《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莊(鳴盛)的

《尚書後案》三十卷，一是孫淵如(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江、

孫、王三家都是絕對的墨守漢學，非漢儒之說一字不錄。」3又云：「總括起來，

清儒之於《尚書》學，成績總算不壞。頭一件功勞，是把東晉偽古文打倒了，

撥開無限雲霧，剩下真的二十八篇，也經許多人費很大的勞力，解釋明白了十

之六七。」4 

    蓋《尚書》是五經之中文字、篇目、真偽、傳承、作者等問題最複雜，爭

議最多的一部經書。自秦火之後，先秦之《書》為之中斷，秦遺博士伏生口授

二十八篇《尚書》於齊魯之間，傳弟子歐陽生及夏侯勝、夏侯建，武帝時此三

家皆立學官，是為今文《尚書》。另外，景帝時，魯恭王壞孔宅，於孔壁獲得古

                                                 
1 參見甘鵬雲〈清尚書學流派三則〉，《經學源流考》卷之二，頁 78-79。 
2參見梁啟超〈清代學者整理舊學之總成績(一)〉，《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里仁書局，1995
年 2月)，頁 255。 
3 同上注，頁 255-256。 
4 同上注，頁 258。 



 198

文《尚書》，後為孔安國所得，考諸今文《尚書》，尚多十六篇。然此真古文《尚

書》未列於學官。其後，成帝時又有張霸偽造《書序》及百篇《尚書》，號為「百

兩篇」，但當時即被識破。真古文《尚書》後亡於西晉，至東晉時，豫章內史梅

賾獻上真偽雜揉的五十八篇《尚書》，並附列偽託孔安國作注之孔《傳》。扣除

與今文《尚書》同者，其中二十五篇出於偽造，此即偽古文《尚書》，而梅書所

載之孔安國《傳》，即所謂偽孔《傳》。梅書當時未遭識破，至唐代孔穎達更編

入《五經正義》，遂成為《尚書》定本。其後，宋代吳棫、朱熹始疑其書，明代

梅鷟著《尚書考異》加以質疑，然皆未竟全功。直至清代，閻若璩《尚書古文

疏證》收羅條列一百二十八條證據，力證梅賾書中之二十五篇乃偽《古文》，才

釐清此一問題。陳夢家稱此「實在是有清三百年中考證學上的一件大事」5
。其

後，惠棟亦著《古文尚書考》，對於《古文尚書》的真偽、流傳，作出不少重要

考述。因此，清代學者在《尚書》的流傳、篇目、作者、真偽等外部問題上，

作出極重要的貢獻。 

    排除了二十五篇偽古文之後，清代學者乃針對今文二十八篇作內部的文字

經義研究，各種注疏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舉其要者，如江聲《尚書集注音

疏》、王鳴盛《尚書後案》、段玉裁《古文尚書撰異》、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

等，均是一時之選，而多以漢人經注為主，大致排除蔡沈《書集傳》等宋人之

作的註解。劉起釪總論清代《尚書》學云： 

      代表清代《尚書》學的，是閰若璩及其同時的胡渭所開創的研究。在閻 

若璩推翻偽古文並在其學風影響下的許多學者繼續完成了對這一偽古文 

的徹底疑辨之後，就由吳派、皖派等展開了清學對偽孔本中所保存今文 

二十八篇的科學研究，形成了卓有成就的清代《尚書》學，以至在它成 

就的基礎上產生了近代現代新的《尚書》研究。6 

                                                 
5 參見陳夢家《尚書通論》(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1 年 5月)，頁 127。 
6 參見劉起釪〈清代對《尚書》的考辨研究〉，《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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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身為考據學大師，對《尚書》的內、外部問題亦頗留意，其《文集》

及《經考》、《經考附錄》中收錄〈尚書今文古文考〉、〈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今文尚書〉、〈逸書十六篇〉、〈中古文〉、〈逸書武成〉、〈贗孔安國書傳〉等不

少單篇文章，探究《尚書》之篇章、流傳、真偽等外部問題。至於經文考釋部

分，則有《尚書義考》二卷，據其書義例，原定《虞夏書》四篇，《商書》五篇，

《周書》十九篇，惜最後只成《虞書》一篇(二卷)。其書義例甚詳明，對於經文

訓詁，不但廣採漢人傳注，對於宋人訓解也擇善選取，再加以按語折衷其義，

足見其「不專主一家，實事求是」的解經態度，此其與江、王、孫等氏之書最

大之區別。李開評論東原《尚書義考》有兩大特色：一是區分漢、宋，儘量兼

古文和今文《尚書》三家說，漢儒注釋，力致無一遺漏。二是針對《尚書》古

解古注缺乏，戴震努力建設自己的注釋體系，他的基本思路是從語言文字入手，

從今文《尚書》的原著出發，「以詞通道」，作出他本人的、合乎古義的解釋，

並以自己的解釋為判別標準來區分今古文義7。然而，因其書僅成〈堯典〉二卷，

故學術影響不及王、孫等書，惟其部分考釋內容甚見精善，頗值得參考。 

戴震另有《書補傳》一書，秦蕙田《五禮通考‧觀象受時》卷三、卷五曾

多次引用《書補傳》，可見其書確曾存在，今已亡佚。考洪榜《戴先生行狀》記

東原入都事云：「時大司寇秦文恭公方為少宗伯，編纂《五禮通考》之書，延先

生邸舍，就與商榷，其所采摭先生各經之說甚多。」8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

記東原三十三歲初入都之事，亦以是年與秦蕙田講論《五禮通考》。因此，《五

禮通考》既「采摭先生各經之說甚多」，今《五禮通考》又頗有引用《書補傳》

之說，可見《書補傳》之作應在東原入都之前。又東原《詩經》學上有所謂《詩

補傳》之作，則《尚書》學上有《書補傳》之作，亦屬合理。又東原早年有意

遍注群經，《詩補傳》完成於乾隆十八年東原三十一歲之時，亦在入都之前，則

《書補傳》可能亦在其時前後。由上文東原之《詩經》相關著作來看，東原先

                                                 
7 參見李開《戴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140-142。 
8 收入《戴震文集》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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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遍注全文之《詩補傳》，後乃有《毛鄭詩考正》及未完稿之《杲溪詩經補注》；

以此類推，東原早年亦有遍注《尚書》二十八篇之《書補傳》，其後再更修訂為

《尚書義考》，然僅完成〈堯典〉二卷而已。故《書補傳》可視為東原早年的《尚

書》學專著，因其多未定之說，尚俟改正，故未刊行，竟以致亡佚。或期未來

該書能重見於世，如《詩補傳》一般，必有助於對東原治學歷程之了解。 

第一節、 《尚書義考》之創例與考釋 

一、著成年代及評價 

《尚書義考》二卷，孔繼涵微波榭《遺書》本未收入，段玉裁《戴東原先

生年譜》亦未記此書，王昶《戴東原先生墓誌銘》則於東原所著書下有「《尚書

義考》二卷」一條，洪榜《戴先生行狀》改稱此書為《今文尚書經》二卷。其

後，清光緒年貴池劉世珩《聚學軒叢書》本刊刻本書，提要云：「《遺書》未梓

入，今得稿本於曲阜孔氏，原分二卷，與墓志不符，並義例十三條9，亟梓行之。」  

至於《尚書義考》的著成年代，《戴震全書》編者認為介於癸酉至癸未十年

內，即東原三十一歲至四十一歲之間10。蓋以《文集》卷一有〈尚書今文古文考〉

一文，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以為此文與《原善》、〈春秋改元即位考〉皆

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年內之作也。又〈尚書今文古文考〉與《尚書

義考》前四條之〈義例〉意同而文約，可能即從〈義例〉中選出改寫，故《尚

書義考》之著成年代，亦可能在此十年之內。鮑國順則以此書可能成於乾隆二

十七年壬午孟冬或稍後之時，大概在東原四十歲時左右11。蓋鮑氏以《文集》卷

三〈與王內翰鳳喈書〉一文，文中考釋〈堯典〉「光被四表」之義，文題下標其

時為「乙亥」，而正文「震再拜」之後一段文字，當是後來東原補錄，其文謂丁

丑仲秋，錢大昕、姚鼐各引一證助其功，至壬午孟冬，東原族弟受堂又為其引

                                                 
9 今據清抄本，應為十四條。 
10 參見〈尚書義考說明〉，《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第一冊，頁 4。 
11 參見鮑國順《戴震研究》(台北：國立編譯館，1997 年)，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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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例證之。而參照《尚書義考》卷一「光被四表」之考釋，其文中已引用以上

四條例證，然略去引證者姓名。因此，可證《尚書義考》之著成時代，當不早

於壬午孟冬。故結合以上兩項觀點來看，《尚書義考》的著成時代，以壬午、癸

未之年最合宜，即作於東原四十、四十一歲之時。 

《尚書義考》僅成〈堯典〉二卷，其規模遠不及江聲、王鳴盛、孫星衍之

書，尤以孫氏之書會聚今古文之說，號為集大成，皮錫瑞《經學歷史》乃謂治

《尚書》者當先看孫書12，梁啟超亦以孫書「注意今古文學說之不同，各還其是」，

故優於江聲、王鳴盛二家。然而，劉起釪則認為雖然江、王、孫等吳派學者的

《尚書》注訓較為全面，規模宏大，然其引證多以漢人注訓為主，而不取宋代

以來之注，且株守馬鄭之注，而完全廢棄孔《傳》，過於偏執；又以為「其書主

要襲用前人成說，出於自己創獲像段(玉裁)、王(念孫、引之)那樣足以解決《尚

書》疑難問題者不多」，故以為吳派學者治《尚書》，能說全經也，訓釋之精則

不及王念孫、王引之遠甚。因此，劉起釪認為皖派學者訓釋《尚書》雖規模不

如吳派，但「其詳核的考訂和優異的論斷，則是清代《尚書》研究最成功的部

分，對研究和了解《尚書》文義助益很大」13。 

    戴震身為皖派開宗祖師，其《尚書義考》亦本著「排除成見，實事求是」

以及「由小學入手解經」的客觀考證，在文字訓詁上提出新的創獲與方法，也

為段玉裁《古文尚書撰異》、王念孫《讀書雜志》、王引之《經義述聞》之卓越

考釋，提供了良好的示範。 

二、創制「義例」 

    本書「義例」之善，前人多言之，如梁啟超云：「先生所著書，未見有申明

〈義例〉，鄭重如是者，殆其精心結構之作。」14《戴震全書》編者評云：「本書

                                                 
12 參見皮錫瑞〈經學復盛時代〉，《經學歷史》(台北：漢京文化，1983 年 9月)，頁 345。 
13 參見劉起釪〈清代對《尚書》的考辨研究〉，《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
頁 373-376。 
14 參見梁啟超〈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收入《戴東原》，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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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例〉堪稱詳備，從《尚書》今古文的傳授存佚、篇章分合，至各類舊注的

去取原則、轉錄格式等等，無不一一說明，足見著者對編撰是書的深思熟慮與

審慎的態度。」15蓋《尚書》研究，自漢代以來，有關篇目、今古文、真偽、時

代之考釋爭議不斷，歷代的傳授情況又極為複雜，故研究《尚書》，不僅要考究

其經文意旨，更要一一釐清其外部之源流傳承問題。故東原治諸經之中，特於

《尚書義考》創制十四條〈義例〉，以作為經文考釋前必須遵守的原則與觀念。

玆舉其要如下： 

(一)、今文《尚書》之篇數 

    《史記‧儒林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流亡。伏生求

其書，亡數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魯之間。」《漢書‧藝文志》：「秦

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魯之間。」

故司馬遷、班固皆認為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乃二十九篇。然而，漢人有謂

二十九篇中之〈太誓〉非伏生所傳，乃武帝時所得，如劉向《別錄》云：「武帝

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讀說之。數月，皆起傳以

教人。」劉歆《七略》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太誓〉書壁中者，獻之。與

博士，使贊說之，因傳以教，今〈太誓篇〉是也。」又歆〈移太常博士書〉亦

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讀之。」王充《論衡‧正說篇》云：「至孝宣皇帝

之時，河內女子發老屋，得逸《易》、《禮》、《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

博士，然後《易》、《禮》、《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趙歧《孟子‧滕文公下》注云：「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因

此，除王充誤記為宣帝時之外，皆以武帝時所得。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據以

認為伏生所傳實二十八篇，漢武帝時始增入〈太誓〉一篇，而成二十九篇，其

說云： 

      《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 

                                                 
15參見〈尚書義考說明〉，《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第一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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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 

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 

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 

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 

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至五，以榖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 

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 

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 

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 

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 

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 

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 

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 

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 

    孔穎達引孔臧與孔安國之書乃出自偽書《孔叢子》，雖不可據。然而，其引

馬融之言則甚有力，可證明今文〈太誓〉非先秦之書。蓋馬融以今文〈太誓〉

中多陰陽災異之神怪事，宜孔子不語也；又以《國語》、《孟子》等先秦之書引

用古文〈太誓〉之文與今文不合，皆可證明今文〈太誓〉非出先秦，亦非伏生

所傳。 

孔穎達之說，戴震贊同之，並列為《尚書義考‧義例》第一條云： 

  伏生書無〈大誓〉，劉向《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 

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 

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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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 

據此，則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太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是也。而《史記》稱二十九 

篇者，孔穎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 

內，故為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 

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 

為二十九」，不知序與古文並出，故孔臧言「何圖乃有百篇」，非傳自伏 

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為本。16 

    按：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據劉向、劉歆父子之言，確實無〈太誓〉一

篇，〈太誓〉應為武帝之前民間所偽託，並非先秦《尚書》之面目。馬融所舉五

事及陰陽災異觀念亦可證其非先秦之文。因此，伏生所傳並非二十九篇，應刪

除〈太誓〉一篇，而為二十八篇。然而，因《史記》、《漢書》明言伏生傳《書》

二十九篇，故後世學者欲為之彌縫，紛紛提出辯解，劉起釪將各家說法歸納為

三種17：一是二十九篇中無〈太誓〉，而以《書序》當一篇，如梅鷟《尚書考異》、

朱彝尊《經義考》、陳壽祺《左海經辨》、陳喬樅《今文尚書經說考》等主之；

二是二十九篇中無〈太誓〉，而有自〈顧命〉分出的〈康王之誥〉一篇，如江聲

《尚書集注音疏》、龔自珍《太誓答問》、兪正燮《癸巳類稿》、皮錫瑞《尚書通

論》、王先謙《尚書孔傳參正》等主之；三是伏生二十九篇內本有〈太誓〉，如

王鳴盛《尚書後案》、王引之《經義述聞》等主之。 

屈萬里《尚書集釋》贊同第二說，以二十九篇乃自〈顧命〉分出的〈康王

之誥〉一篇所致18。蔣善國《尚書綜述》則贊同第三說，認為伏生所傳原有〈太

誓〉，不過此〈太誓〉為二篇，至武帝時又補上民間所得之〈太誓〉一篇，而成

〈太誓〉三篇19。蓋伏生所傳應無〈太誓〉一篇，王引之《經義述聞》雖舉十二

                                                 
16 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7。 
17 參見劉起釪《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頁 71-72。 
18 參見屈萬里《尚書集釋‧概說》(台北：聯經出版社，1999 年 4月)，頁 14-17。 
19 參見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年 3月)，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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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證明其說20，然只是證明張生、歐陽生之今文《尚書》存有〈太誓〉一篇，而

並非先秦《尚書》之原本面目。若以馬融所引「及火復於上，至於王屋，流為

雕，至五，以榖俱來舉火」之文，以及武帝初年董仲舒對策引《書》：「白魚入

于王舟，有火復于王屋，流為烏。周公曰：復哉！復哉！」其文言陰陽災異，

與漢時之流行思想相近，又與《尚書大傳》同。蓋《尚書大傳》雖託名伏生，

實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為，據《四庫全書總目》在《尚書大傳》條下引《玉海》

載《中興館閣書目》所錄鄭玄《尚書大傳‧序》所云：「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

時年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生終後，數子各論所聞，以己

意彌縫其缺，別作章句，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大傳》。」 

疑今文〈太誓〉亦張生、歐陽生之徒偽作。劉向父子不察，以為今文〈太

誓〉乃武帝末年所得，實則與《尚書大傳》同出於武帝前。因此，伏生所傳之

先秦《尚書》，本無〈太誓〉一篇，而為二十八篇，其後張生、歐陽生加入〈太

誓〉，而成二十九篇，此二十九篇今文《尚書》，在武帝時被立為學官，司馬遷

《史記》乃據以說伏生所傳為二十九篇也。因此，戴震說「伏生書無〈太誓〉」、

「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大致正確無誤。 

此外，蔣善國指出：東漢靈帝熹平四年將二十九篇今文《尚書》刻於石經，

據今出土漢石經〈文侯之命〉和《書序》殘石，〈文侯之命〉的篇目下有「廿八」

二字，《書序》又緊接著〈秦誓〉經文，可見〈秦誓〉是第廿九，是最末的一篇。

這裡證明了一個問題，就是《尚書》實二十九篇，末附二十九篇《書序》。又二

十九篇《書序》裡面，有〈太誓序〉，沒有〈康王之誥序〉，顯見二十八以外所

加的那一篇確是〈太誓〉，不是《書序》或〈康王之誥〉。〈顧命〉在漢代原包括

今本〈康王之誥〉。至於《書序》又在二十九篇之外，並且只刊寫所傳習的二十

九篇序，並不是百篇序21。按：蔣善國雖誤認伏生所傳為二十九篇《尚書》，並以

                                                 
20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9月)，頁
106-115。 
21 參見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年 3月)，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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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誓〉為其中一篇。然其列舉漢熹平石經之證，則可說明漢今文《尚書》立

於學官之後，確實是將漢代後得的今文〈太誓〉附入，以成二十九篇，故二十

九篇並非包括《書序》或由〈顧命〉析出〈康王之誥〉。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

百篇之序為二十九」，戴震反對其說，並云乃「不知《序》與古文並出，故孔臧

言『何圖乃有百篇』，非傳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為本。」戴說大致正確，

《書序》本非伏生所傳，當然不能放入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中。至於誤引

偽書《孔叢子》之言則不足取，但並不影響結論之正確。 

(二)、古文《尚書》之篇數 

    關於古文《尚書》，據劉起釪考證，約有幾種說法22：一是孔子家傳本，《史

記‧儒林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讀之，因以起其家，逸《書》

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二是中古文本，又稱中秘本，即漢代皇

家所藏書，《漢書‧藝文志》：「劉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率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文字異者七百有餘，脫字數十。」三是河間獻王本，乃漢景帝

時河間獻王所收集之古文本，《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從民間所得書，必為

好寫與之，留其真。⋯⋯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禮》、

《禮記》、《孟子》、《老子》之屬，皆經傳說記，七十子之徒所論。」四是張霸

偽「百兩篇」本，即漢成帝時張霸偽造百篇古文《尚書》及兩篇《書序》，成為

所謂「百兩篇」本，《漢書‧儒林傳》：「世所傳百兩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

二十九篇以為數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數簡，

文意淺陋。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百兩』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乃黜其書。」五是孔壁本，即魯恭王壞孔宅，得于孔宅壁中所藏之古文《尚書》，

劉歆《移太常博士書》云：「時漢興已七八十年，離于全經固已遠矣。及魯恭王

壞孔子宅，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禮》有三十九篇、《書》十六

                                                 
22 參見劉起釪《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頁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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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行。及《春秋》左氏丘

明所修，皆古文舊書。」 

    戴震對於古文《尚書》的來源，並未細考，而是將以上第一、二、五三種

說法混合，文中引用《史記‧儒林傳》、劉歆《移太常博士書》、《漢書‧藝文志》

之言，似乎以為古文《尚書》出自孔壁，而由孔安國獻上朝廷，藏於秘府，故

又稱中古文。戴震云：「漢時所傳之古文《尚書》，許慎《說文解字‧序》論六

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則戴氏以為古文《尚書》出自孔壁。然又

云：「蓋如商周彝器之文，故稱古文。」此說誤也。蓋古文非指商周彝器之文(金

文)，而是戰國時代東方六國文字，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六國用古文說〉23已

有辨之。孔壁之古文，按照地理位置來看，應是以戰國時代齊、魯通行文字所

書寫，猶如近年楚地所發現之《郭店楚簡》、《上博簡》等以楚國文字書寫儒、

道家之經文一般。 

    《史記》並無魯恭王壞孔宅而得古書之事，只有孔安國獻其家傳古文《尚

書》之事，劉歆《移太常博士書》始云魯恭王壞孔子宅，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

得逸《書》十六篇，後由孔安國獻之。考《史記‧五宗世家》言魯恭王「以孝

景前三年，徙為魯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年好音，⋯⋯二十六年卒。」可

知魯恭王為漢景帝時人，並無壞孔宅之事。然劉歆卻說魯恭王壞孔宅，並說其

於孔宅壁中得古書，或許是劉歆欲爭古文經立于學官，乃編造出孔壁得古書之

事，以增加其古文經之份量與地位。否則《史記‧儒林列傳》明明說「孔氏有

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讀之，因以起其家，得逸《書》十餘篇。」其意明

指孔安國據其孔氏家傳之書，不必待魯恭王壞孔宅始得書，至於孔氏家傳是否

出自壁中則不可知，或孔氏數代私藏於家，不必藏於曲阜孔子故居也。《漢書‧

藝文志》則據劉歆之言，更增益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

魯恭王壞孔宅，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禮記》、《論語》、《孝經》，

                                                 
23 參見王國維《觀堂集林》(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12月)卷七，頁 3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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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數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

得多十六篇。」此又誤將魯恭王時代推遲至武帝之時。且《史記》只說逸《書》

十餘篇，劉歆、班固則明確定為十六篇，馬融、鄭玄《書序》則明定此十六篇

篇目如下：〈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

〈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旅獒〉、

〈冏命〉，其中〈九共〉亦可分九篇，而成二十四篇。 

    關於古文《尚書》之篇數，《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六卷，

為五十七篇。」戴震釋之云：「蓋二十九與十六合為四十五，增多百篇之序一卷」，

若以篇為卷，即成四十六卷。又析逸《書》十六卷成二十四篇，今文二十九篇

再析為三十四篇，合為五十八篇，然又云：「缺〈武成〉一篇，鄭康成云：『〈武

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也。」故五十八篇扣除〈武成〉，即是《漢志》之「五

十七篇」。對於古文《尚書》篇數之分合，戴震條析頗為清楚。 

    因此，此十六篇(或析為二十四篇)逸《書》，則為真古文《尚書》，非張霸偽

造之百篇《尚書》，戴震考云：「穎達不知劉向、班固所見為真古文，而以為張

霸之徒偽造。史言霸所偽造，乃百兩篇，非二十四也。」又云：「古文藏於秘府，

故又稱中古文。⋯⋯以不立於學官，故謂之逸篇，劉向、劉歆、班固、賈逵皆

得見之。⋯⋯然賈、馬、鄭雖注古文，僅及今文所有者，不注逸篇，必逸篇殘

缺失次，不復能成讀，其後遂漸亡矣。」可見賈逵、馬融、鄭玄雖兼注今古文，

然僅及於《尚書》今古文篇章相同者，至於今文未有的古文逸篇，則因殘缺失

次而無法成讀，至西晉永嘉之禍更全遭亡佚也。 

(三)、東晉偽古文《尚書》及孔《傳》 

    中秘本藏今古文《尚書》，於西晉永嘉之難亡於戰火之中，至此官府亡失定

本，東晉時晉元帝乃廣求民間能獻書者，豫章內史梅賾遂獻上五十八篇古文《尚

書》，據唐陸德明《經典釋文‧敘錄》云： 

      案今馬融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融、杜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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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 

而秘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 

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 

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極盛。後范寧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 

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 

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 

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

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 

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其實梅書乃以原今文《尚書》為本，並編纂散見各類古籍之《尚書》逸文，

更增添偽作字句而多出二十五篇偽《書》經文，另又偽託孔安國之名為這真偽

雜糅的五十八篇經文作傳注，即所謂偽孔《傳》。梅賾所獻之偽書，後立于學官，

唐孔穎達編《五經正義》，於《尚書》則取梅本，迄宋元明各代均以為定本。宋

人始疑梅本之偽，至清代閻若璩《尚書古文疏證》則大抵揭發梅本參入二十五

篇偽作，則古文之偽始得到公認。其後惠棟《古文尚書考》、程延祚《晚書訂疑》

亦有補證之功。 

梅本中二十五篇古文及孔《傳》之偽，已得到公認，然而作偽者何人？歷

來各家說法不一，除託名孔安國之外，尚有皇甫謐、鄭沖、王肅等人，而以王

肅偽作說最為流行，如惠棟《古文尚書考》云：「故棟嘗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

王鳴盛《尚書後案》亦云：「偽書非王肅作，即皇甫謐作，大約不外二人手」。

戴震亦主王肅偽作之說，其云： 

  (陸德明)又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近 

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 

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孔穎達云：「至晉世肅注《書》 

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云：「王肅之注《尚 

書》，其言多同孔《傳》。」如陸氏、孔氏所言，今之古文《尚書》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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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殆出於王肅，猶之《孔子家語》出於王肅私定也。肅欲奪鄭氏而 

冀行其學，故往往假託以為佐證。24 

    惠、戴主張王肅偽作，清儒頗多從之者，至丁晏《尚書餘論》更是詳為論

證，羅列各種材料以證明王肅偽作孔《傳》，民國以後，張西堂亦以為偽孔傳本

乃是王肅所作，認為「偽古文一案可說是到丁晏而論已定。」25 

    然而，惠、戴以為陸德明、孔穎達等人看到部分王肅注與孔《傳》相同，

就懷疑王肅見過孔《傳》，更懷疑王肅偽造孔《傳》，則過於武斷。蓋陸、孔二

氏雖疑王注與孔傳同，但未說孔傳乃王肅偽作，況且可能是偽孔傳的作者看到

王肅注而加以引用的結果，故此亦可為王肅未偽造孔傳之反證。劉起釪乃批評

此說之「證據薄弱」，認為王肅在魏時已經撰有《古文尚書注》立於學官，何必

又預先偽造一部孔安國傳，而等待自己的書消失後，再由後人獻上呢？此情理

甚為不合26。其次，孔傳亦有與鄭玄注相同，而與王肅注不同者，此亦可證孔傳

非王肅所作，清人陳澧已指出此不同，如其《東塾讀書記》云： 

      近儒疑偽孔《傳》為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 

文德，蠻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麋其人耳， 

故云蠻。蠻之言緡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 

範〉「農用八政」，《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 

云：「鄭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張晏、王肅，皆言 

『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 

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澧案：此皆《傳》與鄭說同， 

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27 

    因此，如果王肅偽造孔《傳》的目的是「欲奪鄭氏而冀行其學」，則孔《傳》

不應有說解與鄭說近同，而反與王肅說解不同之處，此又王肅未曾偽造孔《傳》

                                                 
24 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10。 
25 參見張西堂〈尚書之考證〉，《尚書引論》(台北：崧高書社，1985 年 9月)，頁 175-177。 
26 參見劉起釪《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頁 191。 
27 參見陳澧《東塾讀書記》(台北：商務印書館，1997 年 6月)，卷五〈尚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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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證也。屈萬里亦考證云： 

      案：魏正始中刻三體石經，其古文當據孔壁所出之本。由近年出土正始 

石經殘字核之，所刻古文，與伏生所傳之篇數相同，而無溢出之十五篇 

(原十六篇，東漢建武時以亡〈武成〉一篇。)是知曹魏所立之古文《尚 

書》博士，其所掌之篇數，亦當與官定之正始石經相同。蓋漢代官定之 

本，即為伏生所傳之書；東漢傳古文《尚書》者，雖不乏人，然皆行於 

民間。古文《尚書》既不為朝廷所尚，故治《尚書》者，亦不注伏書以 

外之逸篇；馬融、鄭玄、王肅皆然。故西晉之偽孔傳，既無孔壁多出之 

十五篇，亦無偽作之二十五篇也。梅賾所上之書，既自〈堯典〉析出〈舜 

典〉，其非依照西晉以前舊本可知。而所以如此者，自是為符合孔壁所出 

古文《尚書》篇數之故。然則自〈皋陶謨〉析出〈益稷〉，分〈盤庚〉為 

二篇，更偽造二十五篇之書，亦必於此時。則今傳五十八篇本《尚書》 

及孔《傳》，其偽作之人，雖難遽定；而其為梅氏所獻之本，則無可疑。

28 

    按：屈氏以魏石經尚書篇數與伏生所傳之書相合，可證曹魏時尚無偽作之

二十五篇，若王肅曾偽造二十五篇，則何以不以此立於學官？故曹魏時中秘所

藏應只有今文《尚書》，以及逸十五篇(〈武成〉一篇已亡)，王肅未嘗偽作二十

五篇古文《尚書》，亦無偽造孔《傳》。 

    至於孔安國《傳》，雖為晉人偽造，但因其多襲用古注，其說亦頗有值得參

考者，戴震乃將其中與賈馬鄭王之注不同者析出，次於古注之後，其云：「至孔

安國《傳》，雖晉人偽託，大抵多襲用古注，其與賈馬鄭王同者，無庸重見，惟

刪取其異者，次古注之後，或亦古注所有，特不可考耳。不稱『孔安國曰』，惟

稱『孔《傳》曰』，以別真偽。」29 

 

                                                 
28 參見屈萬里《尚書集釋》(台北：聯經出版社，1999 年 4月)，頁 25。 
29 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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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今、古文《尚書》為「古本」及注引《爾雅》 

    戴震云：「今文、古文傳本各異，其東晉孔《傳》未出以前，所引《尚書》

皆古本也。今於案語內論其異同得失，而經文之下則云某當從古本作某。概稱

古本，以明不必存今文、古文之見。」30東晉偽孔《傳》之前，馬融、鄭玄、王

肅皆注今古文《尚書》，各家對於今古文相同之二十八篇，大抵皆承認其篇章文

字確係先秦所傳，故可概稱為「古本」。 

    戴震又云：「《爾雅》解釋《詩》、《書》，漢儒釋經多宗之，則注內已見采錄，

如《詩》有毛《傳》鄭《箋》，《禮》有鄭氏注，並宜全載其文，然後附以諸儒

之說。惟《尚書》無漢儒全注，今經文之下，即取《爾雅》以存古義。」31《尚

書》因今古文皆亡於西晉以及偽孔《傳》之掩蓋，漢人注解亡佚大半，惟賴孔

穎達《正義》尚保存部分。故《尚書》之漢儒注解，不如《詩》、《禮》之詳明。

戴震則以為《爾雅》保存古訓，漢儒釋經亦多宗之，故今注解《尚書》可取《爾

雅》相關注解，以補漢人經注之不足。 

    戴震甚為重視《爾雅》，往往以之補經傳之不足，如云：「劉歆、班固論《尚

書》古文經曰：『古文讀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32又云：「余竊謂儒者治

經，宜自《爾雅》始。」33又云：「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

以證《爾雅》。」34又云：「然今所見傳注，莫先毛《詩》，其書又在《爾雅》後。」

35因此，《爾雅》注訓宜列為漢人傳注之前，足為訓釋《詩》、《書》之證。 

    故《尚書義考》訓釋〈堯典〉第一句「曰若稽古」，下云：「『曰』當從古本

作『粵』。」注解則首列《爾雅》，云：「粵，于也。若，順也。」其下再列《後

漢書》、《三國志》以及林之奇等宋儒之意見。其後各句之考釋皆如此，皆本「古

                                                 
30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第五，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10。 
31 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第六，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11。 
32 參見戴震〈爾雅文字考序〉，收入《戴震文集》卷三。 
33 同上注。 
34 同上注。 
35 參見戴震《經考》卷五〈爾雅〉，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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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爾雅》校注〈堯典〉經文，可見其用心也。 

(五)、注解漢宋並舉，間出己見 

    戴震云：「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說皆存，用備參稽，猶不

足以盡通於古，況散逸既多，則見者可忽視之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

小夏侯氏說及賈、馬、鄭之注，詳略必載。古注語簡義精，雖盡收不見其多；

至宋以來鑿空衍說，載之將不勝載，故嚴加刪汰。」36按：戴震此言，雖有引用

歷代注解詳漢略宋之意，但因漢人注解多亡佚，僅存者不多，故可詳加徵引。

至於宋人注解，則說解者眾，據統計宋代《尚書》著述見於著錄的超過二百部

以上，為漢迄唐有關《尚書》著作(約共七十餘種)的數倍37。因此，宋人注解《尚

書》之多，載之將不勝載，又其中頗有鑿空說經者，故東原乃「嚴加刪汰」，取

其中較有新見且言之成理者。故《尚書義考》中引用了不少宋儒說解，如林之

奇、劉敞、程頤、蘇軾、朱熹、蔡沈等。孫星衍序其書《尚書今古文注疏》云：

「遍采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於隋、唐，不取宋以來諸人之注

者」，採取排斥宋學的解經態度。則戴震《尚書義考》相對而言較為持平，不僅

詳列漢人注解，亦參酌宋人意見，可謂實事求是，排除成見也。 

    東原除引用漢、宋各家注解之外，對於各說未安者，亦時出己見以作評判，

故云：「是編雖備列異說，意主於發明經義，故案語內或折衷諸家，聊出所見，

以明去取；或諸家說皆未及，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38 

三、認清偽孔《傳》之價值 

    清代閻若璩、惠棟、程延祚諸人辨證東晉梅賾所獻之孔傳本古文《尚書》

乃偽書之後，二十五篇之作偽已昭然若揭。然而，與今文《尚書》相同的二十

                                                 
36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第十，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12。 
37 參見劉起釪《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頁 218。 
38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第十三，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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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篇，其偽託孔安國所作之《傳》，則不應全然廢棄，仍有其存在之價值。如〈堯

典〉首句「曰若稽古」，《正義》云：「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

天而行之，與之同功。」《後漢書‧李固傳》注云：「鄭玄注曰：『稽，同也。古，

天也。言能同天而行者帝堯。』」因此，鄭玄將「稽古」釋為同天。然而，偽孔

《傳》則云：「若，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行之者帝堯。」孔穎達《正義》

贊同偽孔而反對鄭玄，其說云：「《論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

然則聖人之道莫不同天合德，豈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

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

為長，非篤論也。」清人既辨偽孔，又宗漢學，故亦頗有主張鄭玄注解為確者。

戴震則云： 

      自漢迄今並誤讀「粵若稽古帝堯」為句，漢唐諸儒以「稽古」屬堯，鄭 

康成訓「稽古」為「同天」，於字義全非。賈逵、馬融、王肅皆為「堯考 

古道」，而梅賾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亦同。孔《傳》本晉人 

偽撰，襲取賈、馬之注，故魏博士庾峻引賈、馬及肅，而不言安國。39 

    孔傳以「順考古道」解「稽古」，其源出於漢人賈、馬、王肅之注，惟孔《傳》

保留此注，而不取鄭玄「同天」之訓，則對此句訓解已有鑑別。東原訓解〈堯

典〉，亦取孔傳之意見，並指出魏博士庾峻引賈馬王肅之注，而不及安國，更可

證孔《傳》出於魏以後也。 

    又〈堯典〉「光被四表」之訓，《詩‧周頌‧噫嘻》鄭《箋》舉「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齊其明。」故鄭玄解「光」為光耀，偽孔《傳》則云：「光，充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表，至于天地。」偽孔以「光」為充也，

戴震舉《爾雅‧釋言》：「桄，充也。」《說文》「桄」字下云「充」也，故以「桄」

為本字，「光」為「桄」之訛。「桄」又通「橫」，「光(桄)被」可通「橫被」，故

                                                 
39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第十，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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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異傳》：「橫被四表，

昭假上下」，班固《西都賦》：「橫被六合」，王子淵《聖主得賢頌》：「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因此，戴震云：「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漢

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

四表有人民，故言被。上下謂天地，故言于。」40 

    按：孔《傳》：「光，充也」，其解較鄭玄「光耀」之說為確，王引之《經義

述聞》亦贊成戴說，但認為本作「光」，「光」非「桄」之訛字，「光被」可通「橫

被」、「廣被」也。因此，偽孔《傳》取「光，充也」之訓，而不採鄭玄「光耀」

之解，則其識見頗高。雖然亦有人不信戴說，如王鳴盛云：「吉士(按：指戴震)

之說誠辨，後予檢〈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益駭服其說。吉士卻不

知引。及檢《毛詩‧周頌‧噫嘻》疏引鄭注，知鄭本已作『光』，解為『光耀』，

即吉士之說可不用矣。故《後案》內不載。然予之說，假令吉士尚在，聞之仍

必不服，何則？吉士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韓昌黎所謂世無仲尼不當

在弟子列，必謂鄭康成注不如己說精也。⋯⋯戴于漢儒所謂家法，竟不識為何

物。豈惟戴震，今天下無人不說經，無一人知家法也。」41蓋王鳴盛墨守鄭玄之

說，以為漢儒注解必優於孔《傳》，而不論其說是否合宜。故王鳴盛批評戴震，

只是譏刺其說不知引鄭玄注42，或批其不知家法，卻無法說明「光被」通「橫被」、

「廣被」之事實。 

    因此，由「稽古」、「光被」之例來看，偽孔《傳》之注解顯然較鄭玄合宜，

並不能因其為晉人後出之注就否定其價值。皖派後學焦循亦肯定偽孔《傳》之

價值，並云：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偽。雖然，其增多 

                                                 
40參見戴震《尚書義考》〈義例〉第十，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
頁 22-23。 
41 參見王鳴盛《蛾術篇》卷四。 
42 東原〈與王內翰鳳喈書〉內雖未引鄭玄〈噫嘻〉「光耀」之注，然於《尚書義考》已有徵引，
王鳴盛未加詳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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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五篇，偽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偽也。 

則試置其偽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偽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為假託之 

孔安國，而論其為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 

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 

論？43 

    焦循並舉出偽孔《傳》注解有「七善」，第一就是「稽古」之考，證其注較

諸鄭玄為優。陳澧亦云：「偽孔善於鄭注者，焦氏所舉之外，尚頗有之，今不必

贅錄。蓋偽孔讀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易之，此其所以不可廢也。(偽古文經傳

可廢，二十八篇偽傳不可廢。)若不偽稱孔安國，而自為書，如鄭《箋》之易毛

則誠善矣。」44
因此，偽孔《傳》雖後出，但其說解亦有值得參考之處，故戴震

《尚書義考》於經文注解亦多引之。 

四、考釋示例與評析 

(一)、光被四表 

《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偽孔《傳》：「光，充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表，至于天地。」「光」解作充溢、充滿

之義。然而，《詩‧周頌‧噫嘻》孔疏引鄭玄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

至於天地。」蔡沈《書集傳》亦云：「光，顯也。」又以為「光」為光耀、顯耀

之義，王鳴盛《尚書後案》乃主此說。戴震則考釋云： 

  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橫被四 

表，昭格上下」，又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爾雅‧釋言》曰：「桄、潁，充也。」《釋文》： 

「桄，孫作光，古黃反。」許氏《說文解字》「桄」字下云「充也」，蓋 

古字「桄」與「橫」通用，遂訛而為「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 

                                                 
43 參見焦循〈群經補疏自序‧尚書孔氏傳〉，收入《雕菰集》卷十六，頁 269-270。 
44 參見陳澧《東塾讀書記》(台北：商務印書館，1997 年 6月)，卷五〈尚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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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 

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 

不知其義出《爾雅》。史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 

天下」、「橫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 

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所及曰橫，貫通所 

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上下謂天地，故曰「于」。《詩‧周頌‧ 

噫嘻篇》鄭《箋》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二語，《疏》引注云：「言 

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 

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以光為光耀，則漢時相傳之本亦自 

不一。蔡氏沈云：「光，顯也」，又以「被四表，格上下」對言之，失古 

人屬辭之意。45 

按：東原認為〈堯典〉「光被」應通「橫被」，「光」為「桄」之訛字，《爾

雅‧釋言》：「桄，充也」，即是其證。「桄」與「橫」通用，漢人經史多有「橫

被」之語46。故偽孔《傳》：「光，充也」，乃襲取漢人舊解經之文義，其解優于鄭

玄「光耀」之說。王引之《經義述聞》稱許戴震「獨取『光，充也』之訓，其

識卓矣。」並補正曰：「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訛脫而為光也，三

字皆充廣之義。」47王氏不以「光」為「桄」之訛字，而主張光、桄、橫三字通

用，確實進一步修正了戴震之說。 

另外，文獻及金文亦有「奄有四方」、「匍有四方」、「敷佑四方」之例，如

《詩‧大雅‧皇矣》：「受祿無喪，奄有四方。」《詩‧周頌‧執競》：「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逸周書‧武稱》：「四方畏服，奄有天下。」蓋《說文‧大部》：「奄，

覆也，大有餘也。」鄭《箋》：「覆有天下」，孔《疏》：「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

                                                 
45 參見戴震《尚書義考》卷一，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22-23。 
46 戴震相關考證亦可參見《文集》卷三之〈與王內翰鳳喈書〉。 
47 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9月)卷三，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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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也。」「奄有四方」、「覆有天下」義近於「廣有四方」也。又如《大盂鼎》：

「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師克鼎》：「膺受大命，匍有四方。」《秦公鐘》：「高

弘有慶，匍有四方。」《史牆盤》：「上帝降懿德大屏，匍有上下。」楊樹達讀「匍

有」為「撫有」，撫與有義同48；徐中舒讀「匍」同「溥」，大也。「匍有上下」，

言廣有天下臣民49。徐氏說法甚確，「匍有」亦可通「廣有」也。又如《尚書‧金

滕》：「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王國維認為「敷佑」即金文「匍有」之假借50，

是也。楊筠如以為古「敷」與「溥」通，《詩‧般篇》「敷天之下」，〈北山〉作

「溥天之下」，故古「溥」與「匍」為一字也51。 

按：綜合而言，文獻及金文之「奄有」、「匍有」、「敷佑」於義皆可通「廣

有」，亦可通「廣被」也。又吳汝綸《尚書故》云：「《廣雅》：『方，表也。』四

表，猶四方。」故「奄有四方」、「匍有四方」、「敷佑四方」可通「廣被四表」、

「光被四表」也。 

(二)、柔遠能邇 

    〈堯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蠻夷率服。』」其中「柔遠能邇」之辭義，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偽孔《傳》云：「柔，安。邇，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孔穎達《正義》云：

「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不安，則近亦不安，欲

令遠近皆安之也。」是皆以「柔」、「能」俱有「安」之意。戴震則云： 

      案：《詩‧大雅》「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侞也。安遠方之國， 

順侞其近者。」《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侞，檢字 

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 

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疏》云：「謂順適其意也。能邇，謂惠中國。 

                                                 
48 參見楊樹達《積微居金文說》(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12月)，頁 44。 
49 參見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收入尹盛平主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北京：
文物出版社，1992 年 6月)，頁 249。 
50 參見王國維〈與友人論詩書中成語書二〉，《觀堂集林》(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12月)，卷
二，頁 80。 
51 參見楊筠如《尚書覈詁》(台北：學海出版社，1978 年 2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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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遠，即綏四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 

漢《督郵班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寧」，《釋文》云：「鄭讀 

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云：「耐，古 

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劉向《說苑》「能」 

字皆為「而」也。《爾雅》：「若，善也，順也。」蓋柔有使之馴伏意，能 

有與之調善意。下「敦德」、「允元」對文，則「柔遠」、「能邇」之為對 

文，明矣。52 

按：「柔遠能邇」，東原以聲義考之，能、而、如、若，一聲之轉。如後漢

《督郵班碑》「柔遠而邇」，《易》「利建侯而不寧」，《釋文》云：「鄭讀而曰能」，

可證「能」、「而」相通。〈禮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云：「耐，古能字。」

可證「耐」、「能」亦相通。東原又以為《爾雅》「若，善也，順也」，「能」有與

之調善意，是又以為「能」有「善」之意。其後王引之襲用東原之意，亦以為

「柔遠」、「能邇」相對，「能」與「柔」義相近，舉出《漢書‧百官公卿表》「柔

遠能邇」，顏師古注：「能，善也。」故安、善二義並與順侞相近，古者謂「相

善」為「相能」，如《左傳‧襄二十一年》云：「范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不

相能。」53因此，王引之亦以為「能」有「善」之意，其注解殆亦承自戴震也。

故「柔遠能邇」之意，經戴、王二氏之說解，乃可通明也。 

第二節、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今文古文考〉，今收入《東原文集》卷一，其寫作時代，據段玉裁《戴

東原先生年譜》於乾隆二十八年癸未，東原四十一歲下云：「先生大制作，若《原

善》上中下三篇，若〈尚書今文古文考〉，若〈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

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年內作也。」54然而，上文考《尚書義考》之著成時

                                                 
52參見戴震《尚書義考》卷二，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102。 
53參見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9月)卷三，頁 73-74。 
54 收入《戴震文集》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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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約在壬午、癸未之年(東原四十、四十一歲時)，而〈尚書今文古文考〉又

從《尚書義考》之〈義例〉輯出，配合段玉裁《戴譜》來看，則〈尚書今文古

文考〉之完稿，宜在乾隆二十八年癸未，東原四十一歲之時。 

    此文乃戴震總結其對《尚書》今文、古文之篇章、流傳、真偽之意見，而

以簡明精鍊的文筆寫出，甚有利於研究《尚書》之初學者，能大致掌握《尚書》

篇章之分合問題。東原甚為重視本文，嘗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

李開亦云：「戴震的〈尚書今文古文考〉，把一部十分複雜的《尚書》今古文史

說得十分透徹，成為《尚書》學的入門教材。這除了戴震本人的識力以外，實

際上也是對清初以來《尚書》學成果的一個總結。」55 

    〈尚書今文古文考〉，其文大略分作八段，其內容大致乃整理《尚書義考》

及《經考》、《經考附錄》之意見而成，除了上文已見於《尚書義考》部分相同

之意見外，再補論二點如下： 

一、 辨伏生之女傳經說 

    《史記‧儒林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年九十餘，老不

能行，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因此，西漢文帝時，朝廷曾派遣

朝(晁)錯，前往訪求伏生以抄錄二十八篇《尚書》，此本後藏入宮中，是為「中

秘本」。《史記‧儒林傳》張守節《正義》云：「衛宏《詔定尚書‧序》云：『徵

之，老不能行，遣太常掌故朝錯往讀之，生年九十餘，不能正言，言不可曉，

使其女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異，錯所不知者，凡十二三，略以其意屬讀

而已也。』」《漢書‧儒林傳》顏師古注亦引衛宏56此說。因此，自《史記》正義

及《漢書》顏注增加伏生之女傳經說，又增添《尚書》傳授的一項問題。 

    清人馮班對此問題有所議論，質疑伏生之女傳經之事，其云： 

                                                 
55 參見李開《戴震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140。 
56 劉起釪指出「衛宏」應是「衛恆」之誤，參見氏著《尚書學史》，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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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 

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 

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之從兄 

之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為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晁 

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 

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 

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晁錯不能者且十二三，乃 

以意屬之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穎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 

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相通耶？57
 

    戴震贊同馮班質疑之言，認為並無所謂伏生之女傳經事，其云： 

      偽作孔安國《書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此襲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 

《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藏之。漢興，即以教齊魯之間。」非徒 

得之記憶，亦無使女子傳言事。58 

    又於〈尚書今文古文考〉云： 

      衛宏《定古文尚書敘》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 

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 

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 

藏之，漢興，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

59 

    按：《史記》、《漢書》皆言伏生壁藏先秦《尚書》，入漢後取出以教於齊魯

                                                 
57 參見戴震《經考》卷二〈今文尚書〉所引。 
58 參見戴震《經考》卷二〈今文尚書〉，收入《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第二冊，
頁 218。 
59 參見戴震〈尚書今文古文考〉，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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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則伏生傳《書》非僅憑記憶口授而已，且以一位高齡九十餘的老人，其

記憶力如何背誦二十八篇《尚書》？故伏生傳《書》，必有私藏之古本《尚書》，

而文帝時晁錯所受之書也必是此古本，非賴伏生之女口傳翻譯。因此，馮班、

戴震之辨正可從。 

二、 百篇書序問題 

    百篇書序與百篇《尚書》同出，百篇《尚書》之名，出於《史記》之後，

前此《尚書》除二十九篇今文外，僅有孔安國家傳之十六篇古文，並未有百篇

之多。百篇之名，實出於西漢成帝時之張霸，據《漢書‧儒林傳》云：「世所傳

百兩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數十，又采《左氏傳》、《書序》

為作首尾，篇成數簡，文意淺陋。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兩徵。以

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

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又《論衡‧正說篇》亦云：「至孝成皇

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兩之篇，獻之成

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不相應，於是下霸於吏，吏白霸罪當死，成帝高其

才而不誅，亦惜其文而不滅。故百兩之篇傳在世間者，傳見之人，則謂《尚書》

本有百兩篇矣。」 

因此，張霸偽造百篇《尚書》，西漢成帝時已被揭發，其書不被官方採納，

但卻流入民間。至於另外百篇經文之序，則當時未遭懷疑，王充說張霸「案百

篇之序，空造百兩之篇」，似乎以為百篇之書序不偽，至馬融、鄭玄《書序》注

更肯定「《書序》，孔子所作。」而宋儒朱熹等則疑《書序》非孔子所作，乃「周

秦低手人作」，於是百篇書序之爭又起。考歷來《書序》作者之爭，大略有四種

意見，一是孔子所作，如班固、馬融、鄭玄、孔穎達等；二是周秦間，或戰國

時儒者所作，如朱熹、梅鷟、閻若璩、程延祚、屈萬里等；三是秦代學者所作，

如蔣善國、黎建寰等；四是漢人所作，如吳汝綸、魏源、康有為、崔述、劉起

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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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說，除第一說可排除外，其餘三說皆各有所據，引證攻難不斷，今

人程元敏廣收歷來書序爭論問題，匯為《書序通考》60一書，約三十五萬言，足

見書序問題之複雜。關於書序之作者時代，其中一項關鍵，就是究竟是《史記》

采錄《書序》的意見？抑是《書序》抄錄《史記》之言？對於這個問題，戴震

採取前者之觀點，認為：「〈太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見采錄。」61則戴震

以為《史記》采錄《書序》之言，則似以為《書序》作於《史記》之前。吳汝

綸、康有為則不以為然，如吳汝綸《尚書故》云：「(書序)言多與《史記》不合，

則子長亦未見書序，書序殆出《史記》之後，依史文為之，而不盡用史說耳。」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亦舉出《史記》與《書序》不合之七證，以明《史記》

非抄錄《書序》也。近人張西堂亦認為「百篇書序是屬於古文經的，是在劉、

班以後才有的說法。」又云：「《史記》有與《書序》不合之處，可見《史記》

不是采自《書序》，是《書序》采自《史記》。我們還可以說，司馬遷並沒有見

到《書序》。」62張氏並舉出六點，以證明《書序》出於《史記》之後。劉起釪則

以為百篇《書序》出於張霸之手，其云： 

這些序文原語大抵見于《史記》中，司馬遷撰《史記》，成于漢武之世，

他采錄了先秦傳下的有關《尚書》篇   章寫成情況的 一些資料，只是

作為史事記述，本不是各篇之「序」。到了一百多年以後的成帝時，張霸

抄錄了《史記》中這些關于《尚書》各篇寫成情況的話，加上從《左傳》

采擷的話，假冒為孔子所作的《書序》。其實《史記‧孔子世家》只說：

「孔子⋯⋯序《書》、《傳》。」「序」在此本是排列整理之意，但張霸之

流卻利用這句話偽稱孔子作了《書序》。⋯⋯現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實際情

況，「百篇」《書序》並不是孔子所作，它原只是《左傳》、《史記》中敘

述《尚書》篇章撰成情況的一些零星資料，到張霸獻「百兩篇」時，才

搜列排比，加以補充編造而成的這麼一套《書序》。」63 

按：百篇書序應是參酌《左傳》、《史記》、《世本》、《尚書大傳》等相關文

                                                 
60 參見程元敏《書序通考》，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9 年 4月初版。 
61參見戴震〈尚書今文古文考〉，收入《戴震文集》卷一。 
62 參見張西堂《尚書引論》(台北：崧高書社，1985 年 9月)，頁 238-242。 
63 參見劉起釪《尚書學史》(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8月 1版 2刷)，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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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史料編定而成，考文獻最早有關百篇書序及百篇《尚書》之事為西漢成帝之

時，前此典籍群書均未曾記載，如《漢書‧儒林傳》錄其事云：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 

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 

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 

《論衡‧佚文篇》亦載其事云： 

  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征天下能為《尚書》者， 

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 

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 

先秦之《書》乃周代史官所記之文獻檔案，乃單篇散存，本未有固定篇數，

其後儒家、墨家等各家選取若干篇章為其教本，各家思想取向不同，故儒家引

《書》與墨家引《書》內容、篇章有所不同。故先秦之《書》並未有定本，亦

未有儒家編定百篇《尚書》之本。如果漢代以前儒家已有百篇《尚書》，何以《史

記》未見記載，且戰國至西漢文獻皆不曾有百篇《尚書》的傳述，此疑一也。 

或言百篇古文《尚書》乃戰國末年至秦代初年儒者所為，秦始皇下焚書令

後藏入孔壁，歷秦、漢初世人皆不知，故伏生今文《尚書》與《尚書大傳》亦

無之，及至漢景帝時魯恭王壞孔宅後始重出，武帝時再由孔安國以今書讀之。

此說雖然巧妙，然而卻有甚多破綻。按若果戰國末年至秦代初年真有所謂的百

篇尚書及書序編成，則身為秦朝博士的伏生亦應知之，不應只傳今文尚書二十

八篇，若因伏生記憶力衰退的緣故，也不至於百篇只記存二十八篇，而大半遺

漏掉了。此疑二也。 

又關於所謂孔壁本古文尚書，據相關史料只說較今文尚書多十六篇，如劉

歆〈移太常博士書〉云：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 

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 



 225

皆古文舊書。64 

《漢書‧藝文志》亦云：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 

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 

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 

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荀悅《漢紀‧成帝紀》引劉向之語云： 

  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 

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 

這些史料皆顯示孔壁本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六篇，若以伏生二十八篇加計

武帝前所得的〈泰誓〉一篇，今文尚書為二十九篇，再加上孔壁本十六篇，共

為四十五篇。然而，百篇尚書去其重複者(如〈九共〉為九篇，〈盤庚〉為三篇)，

合併為六十七篇。顯然百篇尚書本之篇數，仍較孔壁本多了二十二篇。可見孔

壁藏有百篇尚書之說法，純屬後人偽造，並非事實。然而，因張霸偽造百兩篇

尚書，致使後儒不察，誤認孔壁古文尚書有百篇之多。至於百篇書序，亦可能

是張霸參酌《左傳》、《史記》等關於《尚書》之意見，益以己意所編造。  

第三節、 《經考》、《經考附錄》關於《尚書》

之意見 

    戴震所作之《經考》五卷、《經考附錄》七卷，皆東原早年治經之心得筆記，

但未曾刊行，孔繼涵《遺書》本未收錄，段玉裁、王昶、錢大昕等所著年譜、

墓誌銘亦未嘗提及，唯洪榜《戴先生行狀》錄有《經說》四卷，梁啟超認為「似

即指此(《經考五卷》)，然書名及卷數均有異同。」65《經考》卷首有「休寧戴

震記」五字，卷尾題云：「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錄，經餘姚邵二雲手校一過，

                                                 
64 參見《漢書‧楚元王傳》附〈劉歆傳〉所載之文。 
65 參見梁啟超〈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收入《戴東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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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甚訛誤矣。乾隆己丑九月十八日，益都李文藻記于京城虎坊橋北百順胡同寓

舍。」故《經考》五卷確為東原之作無疑。至於《經考附錄》七卷，許承堯云：

「按其體例，與《經考》同皆博引眾說，間加按語，其按語之精審、嚴密，亦

同。以此二書互校，則《附錄》者，乃補《經考》所未備而為之疏通證明。承

堯以為此二書者，皆先生早年治學時札記之書，在先生未視為要籍，故段氏未

之聞耳。」66 

    因此，《經考》與《經考附錄》同為東原平日治經之心得札記，以其尚多未

定之論，故未嘗輕易示人。考東原三十一歲有〈與是仲明論學書〉，文云：「僕

所為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眾。」67則乾隆十八年癸酉，《經

考》已大致成書，至於《經考附錄》則為補《經考》之未備，其成書時代當晚

於《經考》。羅更考證《經考附錄》乃是乾隆二十二年丁丑，東原三十五歲以後

所寫定，其云： 

      又「贗孔安國傳」條，謂「錢編修曉徵嘗與予論及此」，考先生與錢大昕 

相識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入都以後，時先生年三十三歲，而〈大戴禮記目 

錄後語二〉作於乾隆丁丑孟夏，又後於乙亥兩歲，〈大戴後語二〉云：「今 

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是先生此書 

雖為早年治經時札記之書，而其寫定，尚在丁丑，三十五歲以後也。68 

    《經考》及《經考附錄》乃是以讀書筆記的方式摘記經文及各家注疏，其

後再附加按語，亦有無按語者，大抵由按語可見東原解經的立場及觀點。 

    今由《經考》及《經考附錄》中，擷取有關《尚書》者，除去無按語以及

收入《尚書義考》及〈尚書今文古文考〉者，約舉三說如下： 

一、 論「古文」及「科斗書」 

                                                 
66 參見〈許承堯校跋〉，收入《戴震全集》第三冊(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年 3月)，頁
1641-1642。 
67 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68 參見〈羅更校記〉，收入《戴震全集》第三冊(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年 3月)，頁 1652-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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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云： 

  又按：《晉書‧衛恒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出 

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 

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書」。凡漢、魏、晉間人 

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文。因時人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 

淳傳古文書法，非寫「科斗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 

效科斗形為之，轉失古文法也。69 

    按：戴震認為孔壁所得「古文」非所謂「科斗書」，其說乃根據許慎《說文》。

蓋《說文‧敘》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異。至孔子書六經，

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說。」又云：「時有六書，一曰古文，

孔子壁中書也。」又云：「壁中書者，魯恭王壞孔子宅，而得《禮記》、《尚書》、

《春秋》、《論語》、《孝經》，又北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

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許慎以為郡國於山川所得鼎彝之

銘文即是孔壁之古文，然觀《說文》所收錄之「古文」，其形體實與商周金文不

類，反而多與戰國時代東方六國之文相似，故王國維認為「古文」乃東方六國

之文70。許慎等古文家為了抬高古文經的地位，乃將「古文」定為比相傳為西周

宣王時所制之「籀文」時代更早，其實「古文」乃是一種戰國文字。曹魏正始

年間，朝廷曾將《尚書》、《春秋》兩種經書刻在石碑上，用古文、小篆、隸書

三種字體書寫，號稱「三體石經」。此「三體石經」殘石清末已被發現，據其字

形來看，與《說文》古文以及六國文字相近，可證「古文」非西周文字，而是

戰國文字。 

    戰國時代多將經書寫在簡冊上，故古文經乃是一種寫在簡冊上的經書，據

                                                 
69 參見戴震《經考》卷二〈今文尚書〉，收入《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第二冊，
頁 218。 
70參見王國維《觀堂集林》(北京：中華書局，1994 年 12月)卷七，頁 3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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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楚地發現的大量簡帛文字來看，其中存有甚多的先秦經典。因此，所謂

「壁中書」應是用戰國文字書寫的一種簡帛經書，其與鼎銘文字絕不相同。這

些「古文」，由於書寫筆勢前粗後細，或兩頭粗而中間細，狀如科斗而名之「科

斗文」。大陸古文字學者裘錫圭即云： 

      古文還有「科斗文」的別名。這是因為古文的筆道一般都寫得前粗後細， 

或兩頭細中間粗，形狀略有點像蝌蚪的緣故。過去有些人認為這種筆法 

不是古文原有的，而是摹寫古文的人造出來的。但是，類似的筆法在楚 

簡上也能看到，可見古代摹寫古文的人並沒有憑空臆造，只不過略為誇 

大了這種筆法的特點並使之制度化而已。71 

    何琳儀亦云： 

      從現代文字學的眼光看，壁中書屬齊魯系竹簡(或以為屬楚系竹簡)，西 

晉發現的汲冢竹書屬三晉系竹簡，都是以戰國流行的六國古文書寫的典 

籍。72 

    又云： 

      這段記載(《晉書‧衛恒傳》引《四體書勢》之文)相當重要，以石經古 

文為中間環節，上承壁中古文，下接汲冢古文，可以做如下推測：其一， 

壁中書發現之後，即藏於秘府，但後世或有傳其字體者，邯鄲淳是漢魏 

之際精通古文《尚書》的學者，他所傳寫的「古文」字體應導源於孔子 

壁中書。其二，三體石經是邯鄲淳後學模仿他的書法風格，而迻錄於碑 

石的「古文」。⋯⋯其三，所謂「猶有髣髴」，是指衛顗所書與戰國文字 

的真跡汲冢竹書字體相似。衛顗所書又與源於壁中書的邯鄲淳所書十分 

相似，並幾乎可以亂真。73 

    因此，由裘、何二氏所言可知：孔壁所書之「古文」，即戰國竹簡文字，可

                                                 
71 參見裘錫圭〈古文字階段的漢字形體的演變(上)〉，《文字學概要》(台北：萬卷樓圖書，1995
年 4月再版)，頁 73。 
72 參見何琳儀《戰國文字通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45。 
73 同上注，頁 59。 



 229

能是齊魯一系的文字，《說文》古文與魏三體石經之古文皆此一系文字。又所謂

「科斗文」，乃指古文之書法體勢「豐中銳末」或「豐上銳下」，故「古文」別

名「科斗文」，皆前有所承，並非無端臆測。 

二、 論〈堯典〉中星 

    〈堯典〉有所謂「四仲星」之說法，其文云： 

      乃命羲和，侵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宅嵎夷， 

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 

尾。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 

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 

和，其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其中「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被視為仲春、

仲夏、仲秋、仲冬四季所出現之星宿，號為「四仲星」。據孔穎達《正義》云：

「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

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舉仲月以統一時。」偽孔《傳》

云：「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見，以正仲春之氣節，

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是皆以「四仲星」為古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的標準星，古人憑此來判斷季節。戴震於〈堯典中星〉一文考之云：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 

「星虛」、「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為書以 

示民者也。(如〈夏小正〉、〈月令〉之屬。)二者相為經緯。⋯⋯說者或 

謂斗、牽牛為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在牽牛，至周末 

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於斗、牽牛，特周之星象。 

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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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玄枵正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 

非星紀序首也。十二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曰火、曰虛、 

曰昴，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74 

    按：戴震言古籍中與〈堯典〉星象合者，惟〈夏小正〉也，其言甚確。蓋

此二文皆周代人託言虞、夏二代之書，實其所採之星象乃周時所見。至若十二

次、二十八星宿亦皆東周以後之觀念，據湖北隨縣出土約西元前 430年即春秋末

年左右，繪有圍繞北斗之二十八宿星圖及左青龍右白虎之圖，則四仲星分屬東

西南北四象之觀念大約出現於東周時期，然無法遠推至唐虞之時。劉起釪云：

「〈堯典〉所據四仲中星資料，是觀象授時時代的客觀現實，本與朱鳥、青龍等

四象無關，而且星在天球面上周流運轉，原無法分東西南北。」75
其實，〈堯典〉

所述四星仍為周代人之意見，並非唐堯之時。 

    又〈堯典〉之「日中星鳥」，許多學者根據殷商卜辭有所謂「鳥星」、「商星」

之詞，認為「星鳥」即是「鳥星」，乃古代之星宿，故以為〈堯典〉所言至少在

商代可得到證據76。然而，卜辭之「星」實為「晴」之意，非指星宿，大陸古文

字學家李學勤已指出其謬也，「星」即「晴」之同義語，「鳥星」絕不能作星宿

理解77。因此，卜辭之「星」既多作「晴」解，「鳥星」乃氣象而非星宿可知，故

〈堯典〉「星鳥」不能在殷商卜辭得到佐證，其乃後出之東周資料也。 

三、 論「璿璣玉衡」 

    〈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爾雅》：「在，察也。」孔穎達《正

義》引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機，

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度，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

                                                 
74 參見戴震《經考》卷二，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221-223。 
75 參見劉起釪〈《堯典‧羲和章》研究〉，收入《中國社科院歷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北京：商
務印書館，2004 年 4月)，頁 61。 
76 如竺可楨〈論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年代〉以及劉起釪〈《堯典‧羲和章》研究〉等，

皆以卜辭「鳥星」同於〈堯典〉之星鳥。 
77 參見李學勤〈論殷卜辭的「星」〉，《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 年第 4期。又見李學勤〈續

說「鳥星」〉，收入《夏商周年代學札記》(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99 年 10月)，頁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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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集解》引鄭玄云：「璇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馬融、

鄭玄皆以「璿璣玉衡」為渾天儀，乃觀天之器也。偽孔《傳》亦云：「璿，美玉。

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異政。舜察天文，

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璿音旋。」偽孔亦以為「璿璣玉衡」乃正天文之

器也。 

    戴震則不以為然，乃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一文云：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實得古 

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 

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為 

之器，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為渾天者，依放古名， 

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諸《周髀》有「北極 

樞」，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日當內 

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即《魯 

論》、《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釋《周髀》 

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 

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 

極，為左旋之樞。又有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 

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 

而周四游。是赤道極者，又為黃道極之樞也。惟其然，故《周髀》謂赤 

道極曰：「北極樞」。樞而黃道極無其名，乃取諸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 

知唐虞時設璿璣動運於中，以擬夫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圍 

以界黃道。78 

    戴震後來又在《尚書義考》、《原象》79以及《續天文略》80中，對「璿璣玉衡」

                                                 
78 參見戴震《經考》卷二，收入《戴震全書》第二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223-224。 
79 《原象》八篇，前四篇初名《釋天》，分別以「璿璣玉衡」、「中星」、「土圭」、「五紀」為篇名，
後四篇則採自《句股割寰記》，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年譜》云此八篇成于乾隆二十七年壬午以

前，蓋東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東原晚年又將此八篇與〈迎日推策記〉合為《原象》，作為《七



 232

之解，重申以上之觀點。如《尚書義考》卷二云： 

      璇璣、玉衡，先儒徒據漢以後之渾天儀為說，皆失之。⋯⋯《周髀》之 

七衡、六間，則當其衝為十二中氣，當其間為十二節氣。惜乎漢以來為 

渾天儀，未能深考機衡本象，使古者測天之器不傳。釋〈堯典〉者，因 

漢制附會，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81 

按：東原以為〈堯典〉「璿璣玉衡」，近同於《周髀算經》之「北極璿璣」，

乃古代表現黃道、赤道關係的觀測之器，但與東漢後出的渾天儀不同。因此，

東原認為馬、鄭等後漢學者附會〈堯典〉「璿璣玉衡」為渾天儀之說，應予以修

正。孫欽善亦云：「戴震關于古天文的考證、研究之作，內容完備，資料齊全，

並且對一些疑難之處作了恰當的解釋，糾正了不少舊說的錯誤。最突出的例子，

是澄清了東漢以來關于古天文中『璇璣玉衡』的誤解。」82又云：「璇璣玉衡集中

表現了黃道與赤道的關係，反映了西漢以前我國天文學中『蓋天』說一派關于

地球公轉與自轉的一種表面現象的認識。戴震根據這種認識解釋璇璣玉衡，打

破了長期以來某些人用『渾天』說對此的曲解。」83 

不過，東原雖有力地駁斥了馬融、鄭玄「渾天儀」之說，但仍然將「璿璣

玉衡」當作一種古代觀測之器，其後至魏源《書古微》則進一步考辨「璿璣玉

衡」云： 

  問：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之義，《書大傳》及《星經》皆謂璿璣北極星，玉 

衡斗六星，七政則天文、地理、人事、四時。《史記》、《周髀算經》、《淮 

南子‧天文訓》皆同之，從無儀器之說。至馬、鄭始創為渾天儀，以璇 

飾機，以玉作衡，而七政為日、月、五行，東漢以前初無此說者何？北 

斗有歲差，不能常應月建，而《尚書》以玉衡為北斗者何？曰：《史記‧ 

                                                                                                                                           
經小記》之一。 
80 《續天文略》原本規劃十篇，而實成七篇，其學說觀點大致與《原象》同，其中〈七衡六間〉

一篇涉及「璿璣玉衡」之說。 
81 收入《戴震全書》第一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年)，頁 75-76。 
82 參見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年 8月)，頁 527。 
83 同上注，頁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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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書》曰：「堯耆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中者，極也。以觀象則璇璣居天之中，以置歷則中氣居閏月之中，七政 

以此齊，庶績以此熙。北辰為天之樞璣，謂之北極，居所不動，而近極 

之星旋轉乎其側，乃指以名極，謂之太一，亦謂之帝星，亦謂之天極星。 

雖有古今歲差之小殊，而值其位者即可稱之，是為內璇璣，《書大傳》及 

《周髀經》所指也。84 

又云： 

  然北斗玉衡不起於唐虞，而起於周，周時北斗每月所指，適與斗極月建 

相符，故周公作〈周月解〉，以北斗柄定閏月。《史記‧天官書》兼存二 

斗，以維斗為唐虞天象之玉衡，以北斗為成周天象之玉衡。其實說《尚 

書》者只可用斗極，不可用北斗也。此與中星定月，皆唐堯羲和數十載 

講求測量，立此簡易之法，使民皆仰觀而得之，憑天象，不憑儀器，天 

文以此正，地理以此分，人事以此齊，四時以此定，故曰「以齊七政」。

85 

    按：魏源以為「璇璣玉衡」雖非渾天儀，亦非觀測之儀器，乃是北斗星也。

其說實有所據，蓋《尚書大傳》云：「璇璣謂之北極」，《史記‧天官書》：「北斗

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然〈堯典〉「璿璣玉衡」，先有戴震破除馬、

鄭「渾天」之說，後有魏源繼起補正為「北斗星」之說，可確信「璿璣玉衡」

實為星象而非儀器也。 

                                                 
84 參見魏源《書古微》之〈堯典釋天〉一文。 
85 同上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