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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
宋代開始的糊名考試制度對於整個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之一是左右
學生的讀書方向。考試的目的是為朝廷選才，宋廷希望透過科舉選拔出學問、
品德俱佳的學生。但是對學生而言，通過考試遠比求取學問重要得多，遑論品
德。為了通過科舉，他們必須知道做哪種準備最恰當且最快。而摹仿考場奏捷
的文章，即時文，自然是最好最妥當的方式。由於宋代經濟發達，人口增加，
考生人數亦隨之上漲，對於時文的需求因而節節升高。
論文主要分為五部分﹕第一節談考試參考書的起源；第二節討論宋代官
學的教育內容；第三節論朝廷對時文的態度及所採行的對策；第四節論述參考
書的市場需求大增；第五節探討科舉文風改變的因素。透過初步的研究，可望
開啟瞭解宋代考試文化的另一扇門 。

關鍵詞﹕印刷、科舉考試、時文、參考書
英文摘要
Printing and Examinations: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Study Aids in Sung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dopted in Sung had an enormous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One of the striking influences is content of students’ study.
The purpose of the examinations is to select talented, ethical students into
government. However, to students at large, passing the examination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learning, and moral cultivation is not among their major concerns. In
order to pass, they need to know what the best and fastest way to prepare. Reading
those successful examination essays, shih-wen,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and most
appropriate ways.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graph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of students also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examination essays and other
study aids as well rises.
This paper includes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of study
aid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in government schools.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 study aids. The fourth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growing demand on such genre of literature. The fifth part is on
the change of writing style of examin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rough this survey
the author hopes to open a window to Sung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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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係於做一項研究是所發現的副產品。在做那個研究時，遇見不少
明末清初的文人文集中收錄許多的時文序。由於數量可觀，令人懷疑這是當時
的流行風尚。因此遇有資料，即予收集。後於1996年夏將手邊資料整理後，撰
成討論論文〈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登於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史
研究通訊》第22期(1996年9月)，略述從宋到清時文的發展趨勢，及其可注意的
地方。次年將該文稍事改寫後，發表於1997年三月在芝加哥舉行的亞洲學會年
會的 “From Ming to Ming” 討論會。當年稍後，我即以本計劃申請國科會的研究
補助，並獲通過。
這個年度的工作延續上個計劃的規劃而來。在上個研究計劃中，我發現
有必要先弄清楚時文在宋代的發展，因此在平時即留意。經過資料的排比與分
析後，初步的史料，補強其中的論點。寫成〈宋代時文的發展〉一稿，並以英
文 “Examination Essays: Timely and Indispensable Readings for Students in the Sung,
960-1279” 為題，發表於1998年10月31 日至11月1日在紐約召開的「全美中國研
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第40次年會中。但是對於那份
初稿我並不滿意。 1999年5月在台灣大學舉辦了 《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
研討會》，我即利用 這次機會對於初稿做了修正與增補的工作。與會期間，蒙
許多學者不吝賜予建 議及指正，獲益極多。後又於今年4月的「宋史座談會」
中發表，亦獲宋史的前輩指正甚多。在修訂過程中，我找到更多的史料補強其
中的論點。此外，我也將宋人對坊刻時文的態度的轉變做一說明，以顯示坊刻
時文在歷史上重要性的發展。經修正後，將該稿投於今年五月出刊的《政大歷
史學報》第十七期。該論 文的摘要如上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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