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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守仁作《山东乡试录》谈明代乡会试录的作者问题（上） 

[台湾]  詹  康 
 

--------------------------------------------------------------------------------------- 
摘要：1992 年与 2011 年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与《王阳明全集（重编本）》，判定其中的《山东乡试

录》非皆王守仁所作，因而在编排上做了调整。本文根据明代史传说明成化至明末的乡会试录有举人撰写、举人

原撰而由考试官员修改、考试官员撰写、无关试务之人撰写等四种情形，所以乡会试录的作者必须要有史传记载

才能指明，否则便不能指明。本文并分析了考试官员代作乡会试录的原因。王守仁的传记材料既说《山东乡试录》

为他所作，就不应再怀疑其中有考生所作的成份。不过，另有材料说此录部份为济南府知府赵璜所作，关于这五

百年前的作者双胞案，我们只好以传记作者所闻异辞来看待。 
关键词：科举制度、乡试录、会试录、王守仁、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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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 年），岁甲子，王守

仁（1472-1529）年三十三，应聘主山东乡试，有乡

试录之刊行。先是，守仁二十八岁成进士，观政工

部，翌年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再翌年审录江北，便

中游九华山，与岩洞异人语，遂有求仙之心。隔年

请病归里，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勤修导引，通达

仙灵境界。再次年移居钱塘西湖，究心二氏之学，

与南屏、虎跑诸剎禅僧往来。再明年即本年，思复

用世，北上返京销假复职，途经山东，巡按御史陆

偁聘之主考八月之乡试，登泰山。偁与守仁乃弘治

五年（1492年）浙江乡试同科举人，故尔相善。①九

月到京，改任兵部武选司主事。 

 明代乡会试都有试录刊行，此科山东试录由守

仁所作，有传记和年谱的证词。王世贞之王守仁传

对其应聘主考山东的经过，叙述曰： 

乃北上，道山东，而巡按御史陆偁聘之主试，
程式文皆出其手，遂为诸省冠，而所得亦多显名
士。② 

                                                        
① 上海图书馆藏《弘治五年浙江乡试录》原刊本第 17 页上

有陆偁第二十名，第 19 页下有王守仁第七十名。 

② 王世贞《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传》,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9，《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

年，第 316 页上。亦见于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

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 54 附录四，浙江古籍出

版社，2011 年，第 2271 页。但“偁”误为“儞”。 
 
收稿日期：2012-12-10 

作者简介：詹康（1966－），台北市人，（台湾）政治大学哲

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哲学。 

程式文指选入试录刊行之举人试卷，做为考生的范

文者。“为诸省冠”之语为明人所惯言，明代人喜欢

评比直隶各省试录，后文会有更多证据。此科所得

的显名士，通常举穆孔晖为代表。耿定向的守仁《世

家》亦云： 

甲子，聘主山东乡试，识拔多名士，程录尽
出其手，士林传诵焉。③ 

“士林传诵”亦明人对试录的习用赞语，后文也有

更多例证。 

 门人钱德洪撰《年谱》，对守仁作《山东乡试录》

曾两言之，第一次是在弘治十七年“主考山东乡试”

条下：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主乡试，试录皆出
先生手笔。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
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
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
皆有成法。录出，人占先生经世之学。④ 

取与《山东乡试录》比读，则“老佛害道”是题，

“圣学不明”是答。“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

人太急，求效太速”全是答，题目只问时政痾疾，

未及政本。“成法”所指，亦出于答卷。“经世之学”

之占，也不能由考题测知，所据的是答卷中的意见。

可证钱德洪是据《山东乡试录》全书而论，不是只

                                                        
③ 耿定向《新建伯文成王先生世家》，吴光、钱明、董平、

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 54 附录四，第

2249 页。“程”字误加私名号，应删。 

④《王阳明全集》（1992），第 1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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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考题部份。“试录皆出先生手笔”的“皆”字，即

已强调答卷亦是守仁所作。 

 《年谱》陈言《山东乡试录》出自守仁手笔，

又见于嘉靖二十九年（1548 年）“重刻先生山东甲

子乡试录”条： 

山东甲子乡试录皆出师手笔，同门张峰判应
天府，欲番刻于嘉义书院，得吾师继子正宪氏原
本刻之。① 

此处又重言“皆”出守仁手笔。弘治十七年的原刻

本今已不存，今知唯一的重刻本为上海图书馆藏嘉

靖三十七年（1558年）山东布政使司重刊本。② 

 隆庆六年（1572年）御史谢廷杰汇集王守仁已

刊著作为《王文成公全书》，将《山东乡试录》列为

卷 31下，亦即王守仁本人著作之末，门人编之〈年

谱〉、〈世德纪〉等附录之前。然而〈山东乡试录序〉

则仍嘉靖间刊《阳明先生文录》之旧，收于卷 22，

造成序与书割裂为二，身首异处。隆庆刊本系将已

刊著作依次汇集，诚如正中书局《王阳明全书》的

编者所言：“惟全书之病，在于文录别录外集续编，

篇次交错，如序如记如书，各卷杂出，颇难睹其为

学次第。”③现代刊本为求编排之合理，有将全集打

散重编者，如坊间的《王阳明全集》（前有民国二十

四年上海沈卓然序）与正中书局之《王阳明全书》

（四册），均趁便为《山东乡试录》安排新的位置。
④而维持隆庆刊本编次规模的亦有对《山东乡试录》

位置加以调整的，如 1986年起日本学者安冈正笃监

修的《王阳明全集》十册，将《山东乡试录》前移

至外集之末（卷 25）。⑤ 

 1992年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整理《王

阳明全集》二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亦维持

隆庆刊本的卷帙次第。以编校者的名望、所编校的

水平、遗文之搜罗、出版社之信誉，兼以在此之前

坊间此书从缺已久（在大陆）或版式太旧（在台湾），

此版本一出，即成为学术引用的标准本。2011年同

四位编校者推出新编本，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为

                                                        
①《王阳明全集》（1992），第 1340 页。 

② 陈长文著录为原刻本，误，见《明代乡试录、武举乡试

录的版本及庋藏》，《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 年第 6期，

第 120-126 页、第 61 页。 

③ 王守仁《王阳明全书》1册《王阳明全书重编例言》，台

北：正中书局，1953 年。 

④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台北：文友书局，1972 年；台

北：大申书局，1983 年。 

⑤ 安冈正笃监修《王阳明全集》，东京：明德出版社，

1986-1991 年。 

六册，用纸更佳，字体加大，油墨加深，遗文穷搜

达四百八十页，必然取代旧版而成为学术引用的新

标准本。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材料，材料的多寡、整

理水平、与取得上的便利性，是学术研究的命脉，

新编本在遗文搜集上的巨大成就，必然会加惠未来

的阳明研究，可是新编本也误将原来的王守仁著作

判为非他所著，以不该发生的小过抵去一点大功，

此即《山东乡试录》是也。 

 1992年版因卷 31下的《山东乡试录》“与卷上

文体不类”，⑥从原来的位置调整到卷 22 的中间，

接在〈山东乡试录序〉文之后，以附录称之，2011

年版沿之未改。卷 22 是书序和赠序，今将长达 30

页（1992年版）或 32页（2011年版）的《山东乡

试录》阑入卷中，与其他序文杂处，体例未见其当。

然更重要的问题是编者对《山东乡试录》的真伪判

断，编者注曰： 

本录原列为隆庆刊本卷三十一下，然非皆阳
明著作，今移置于本卷，附于阳明序文后。⑦ 

关键的“非皆”二字，盖谓试题固为守仁所出，而

试文则为考生所作。编者之真伪判断，乃因未达明

代中后期之乡试录的作者性质，有以致误。 

 其实自顾炎武以来，对于明代中后期乡会试录

中考生试文的作者大致皆知是考试官员，顾炎武说： 

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
文。⋯⋯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
所作。遂又分士子所用之文别谓之墨卷。⑧ 

近人商衍鎏对明代试录的作者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说

明： 

试录之刊刻，始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正
统、景泰以前，皆士子场内原作之文，后则多为
考官代作刊行。万历二十七年令中式试卷纯正典
实者，依制刊刻，后场有学问赅博者，亦许甄录，
不准主司代作。⑨ 

今人高寿仙对其中情形亦甚明了： 

士子场中所作之文，因时间紧迫，无法精雕
细琢，往往不够精纯，且难免存有舛误，考官为

                                                        
⑥《王阳明全集》（1992）“编校说明”，第 4页。《王阳明全

集（新编本）》（2011）的编者注语削去此语。 

⑦《王阳明全集》（1992），第 841 页编者注语；《王阳明全

集（新编本）》（2011），第 879 页编者注语。另见 1992

年版校勘记，第 1165 页。 

⑧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 16《程

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953 页。 

⑨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 22 辑，台北：文海书局，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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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世人訾议，不得不加以润色。到后来，考官
索性将士子之文弃置不用，亲自操刀代作⋯⋯。
到明代中叶，这种现象已成为常态，遂招致许多
批评。⋯⋯虽然屡申禁诫，考官代作之风仍难完
全止息。① 

三人所谓之“主司”与“考官”，今应笼统改称“考

试官员”以包含考试官、同考试官、提调官、监试

官、监临官与以下官员。虽然三人之说诚是，然而

细处仍有差池，像是商流鎏所言之万历二十七年下

限并不存在，考试官员代作试录的情形沿续到崇祯

年间。间有影响较大的著作对试录作者问题则有误

解，五卷本《中国考试通史》由田澍撰写的明代科

举考试部份，对制度与其运作有极详明叙述，至于

乡试录则说是“选录各场文理平正试卷若干篇”而

成，关于会试录则说“在成化以后，逐渐形成了会

试录文由内帘官重新改写的情形，且愈演愈烈”，至

嘉靖六年（1527 年）张璁上疏后获得改正。②实际

情形并非如此，而是不论是乡试录还是会试录，从

成化年间直到明末，都普遍有考试官员代作的情形。

正由于对试录真正作者的不明了，田澍才会对于嘉

靖二十二年（1543年）山东乡试的外帘官受到比内

帘官更重的惩罚，认为是未尽到督察责任。③实情

则是试录“叛经讪上”是监临御史叶经作的，明世

宗洞知实情，故对他作最严厉惩罚，下文会对叶经

之事提出充分的史料说明。 

 今人对明代乡会试录作者说法正讹并存的现

象，源自于学界对此问题未曾聚集材料做彻底的研

究，不论正讹之见都仅据片段材料而立言。鉴于有

明一代的乡试录海内外庋藏情形现已明了，④天一

阁藏明代乡会试录亦已出版，⑤善加利用这批史料，

                                                        
① 高寿仙《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朱诚如、王天有编《明

清论丛》第 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第 435

页。 

② 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编《中国考试通史》卷三《明

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8 页与第 82-83

页。另按，作者说乡试录需“用真楷书写”进呈宫中，

此为误读嘉靖十二年（1533 年）之乡试条例，其文曰：

“其书写刊刻，要字画真楷⋯⋯。”这是规定以楷体誊写

的纸稿雕板，而非规定手抄试录。见林尧俞等编《礼部

志稿》卷 7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8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07 页下。 

③ 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编《中国考试通史》卷三《明

清》，第 70 页。 

④ 陈长文《明代乡试录、武举乡试录的版本及庋藏》。 

⑤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

录》，宁波出版社 2007；《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

录》，宁波出版社 2010 年。 

可望做出学界从前未能做出的研究，因此试录作者

的问题必须澄清，以免沿用错误见解而误导研究方

向、有损研究价值。 

 另外，《山东乡试录》的作者问题之真正所在，

并非此录是否为王守仁与考生的合著，而在于史传

还流传了另一人是此录的部份作者。由于王世贞、

耿定向与阳明后人门人都说此录全为守仁所作，则

另一人作了部份的说法，必会与此矛盾。以下先说

明有明一代乡会试录作者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再探

讨弘治甲子《山东乡试录》作者的双胞案。 

 欲讨论乡会试录的作者，可将考试官员和举人

组合成三种情况：一、一篇全为举人之原作。二、

一篇是举人原作而由考试官员修改。三，一篇全是

考试官员所作。此外还有第四种情形，是试务以外

的人撰写试录一篇。下面以焦竑《国朝献征录》的

传记材料为主，以陈列出这四种作者状况的大致情

形。《国朝献征录》虽然断于万历初期，明代其他传

记合集如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何三畏《云间志

略》等亦含有试录作者的记载，可补其未逮，但因

其相关记录已多，故就不再考察其他传记合集。⑥ 

 第一种情况是一篇试卷全为举人原作，未经考

试官员改饰。通常这是记叙某考生的考场文字刊入

了试录，以表彰此考生学识与文才秀异。也有少数

史料意指负面的含义，记载试场的弊情。每条材料

先举出年份与考试种类，再标示人名： 

A1. 湖广乡试年份未详，但在建文二年（1400年）前

／杨溥（建文二年进士）： 

初，乡试为首选，胡俨典文衡，批其所刊文
曰：“初学当退避三舍，老夫亦让一头地。”⑦ 
〔胡俨〕初，为湖广考官，得杨溥卷，大异

之，曰：“此经济之文也。”特录三场于众作之
前，批云：“若得至玉阶方寸地，必能为董子之
正言，而不好公孙之阿曲。”⑧ 

胡俨之批语即刊刻于试录中的考官批语，下同。 

A2. 永乐九年（1411年）应天府乡试／赵琬： 

永乐辛卯岁，以《诗经》中京闱乡试第二人，
时考官评其卷有云：“经学则融传注而成文，策

                                                        
⑥ 史书中的列传，如查继佐《罪惟录》与清修《明史》等，

均将典考事迹削去，无助于考察。 

⑦ 彭韶《荣禄大夫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师谥

文家杨公溥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2,《明代传记

丛刊》第 109 册，第 411 页上。 

⑧《明实录·英宗实录》卷 107,正统八年八月，台北：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第 2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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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则据事实而敷答，简而且明，详而不冗，非有
学者不能也。”① 

此考官评语乃据试录而来，故知赵琬的答卷刊入试

录。 

A3. 永乐九年（1411年）江西乡试／罗允中： 

永乐辛卯，中江西乡选，小录刻其所作，见
者咸啧啧称叹，以谓不可及，遂以知名于时。② 

A4. 永乐十八年（1420年）湖广乡试／戴哻： 

永乐庚子，举湖广乡贡，有司录其文。③ 
A5. 永乐十九年（1421年）会试／曾鹤龄： 

永乐辛丑会试，昔今少师庐陵杨公〔杨士奇〕
司文衡，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公文，
优拔梓行之。④ 

A6. 正统六年（1441年）应天府乡试／张瑄： 

寻中应天府辛酉乡试，刊其经义于录。⑤ 
A7. 正统九年（1444年）乡试／丘浚： 

正统甲子首举于乡，主司全录其五策。⑥ 
A8. 正统十二年（1447年）河南乡试／毕亨： 

正统丁卯，果以《易》中河南乡试第三，主
司录其文刻之。⑦ 

A9. 景泰元年（1450年）应天府乡试／陈僎： 

景泰元年，应应天府乡试，以第十四人荐，
司文衡者且录其程文一通，以传四方。⑧ 

A10. 景泰元年（1450年）山东乡试／张纲： 

景泰庚午，高举东藩，主考录其文于梓，以
为学者式。⑨ 

                                                        
① 商辂《论德梅庵先生赵公琬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19，《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771 页上。 

② 萧镃《翰林检讨兼国子助教罗君允中墓志铭》，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73,《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653

页下。 

③ 李东阳《嘉兴府教授赠南京刑部尚书戴公哻神道》，焦竑

《国朝献征录》卷 85，《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页，第

209 页上。 

④ 刘球《翰林院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泰和曾公鹤龄□状》，焦

竑《国朝献征录》卷 20,《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

第 822 页上。 

⑤ 童轩《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观庵张公瑄墓志铭》，焦竑

《国朝献征录》卷 48，《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332 页下。 

⑥ 黄佐《大学士丘公浚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4《明

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466 页下。 

⑦ 丘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毕公亨神道碑》，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60,《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033 页下。 

⑧ 吴宽《四川按察司佥事陈君僎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98《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064 页上。 

⑨ 刘珝《中宪大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张公纲神道碑》，焦竑

《国朝献征录》卷 63,《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A11. 天顺元年（1457年）会试： 

天顺初元，会试同考官多出于权贵所荐引。
及揭晓日，录文谬误，去取徇情，谤议汹汹，无
名诗词纷然杂出。⑩ 

历科程文之出，人必指其辞理之隙而议之。
此虽出于失意者怨讪之口，然往往多中其病，间
亦有舍其所可议而议其所不足议者。如天顺丁丑
会试录《诗经》思文义是已。⋯⋯苟有识者，黜
其文以变其习可也。既登其名，而又录其文，好
尚何如哉？藻鉴何如哉？是宜经学之不明，而明
经之士之不多得也。, 

A12. 天顺六年（1462年）顺天府乡试／任彦常： 

天顺壬午，以葩经试京闱。时大学士博野刘
公〔刘吉〕典文衡，见其卷，惊曰：“此奇才也。”
拔置第一人，梓行其文。及揭晓，物论翕然。- 

A13. 天顺六年（1462年）乡试／张悦： 

三试，荐于乡，刻其文为士子式。. 
A14. 天顺七年（1463年）会试／伍希渊： 

天顺癸未，公会试礼部，名第四，程式之文
无涉芟润，名一日震京师，传置之天下为奇。/ 
癸未，试礼部。彭文宪公〔彭时〕以《春秋》

宗一时，适主试事，擢公为第四人，经义梓行者
不窜一字。 

A15. 成化初年乡试／吴维： 

父维，成化初任温县教谕。⋯⋯每训子曰：
“汝祖三十以后，始发愤读书，或夜无油，就月
色读，尚能明礼经，中式刊文。”1 

A16. 成化十年（1474年）应天府乡试／王鏊： 

成化甲午应天乡试第一，主司〔谢一夔〕异

                                                                                           
184 页上。 

⑩ 尹直《謇斋琐缀录》卷 2，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 54，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260 页。 

, 陆容《菽园杂记》卷 1，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 73,

第 1612-1613 页。 

- 陈镐《福建按察司提学佥事任公彦常传》，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90,《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506 页上。 

. 曹时中《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

庄简张公悦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42，《明代

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052 页上。 

/ 林俊《明中奉大夫广西右布政使拙庵伍公希渊墓表》，焦

竑《国朝献征录》卷 101,《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

第 209 页下。 

 李东阳《广西右布政使伍公希渊神道碑》，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101,《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208 页下。 

1 何瑭《山西副使吴公道宁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97，《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830 页下-第 831

页上。 



 ·58·

其文曰：“苏子瞻之流也。”录其论策，不易一
字。① 

A17. 成化十一年（1475年）以前乡试／汪凤（成化十

一年进士）： 

君魁岸闳阔，善论议，少治经学，多所自得，
有司录其文以传。② 

A18. 成化十三年（1477年）乡试／杨璲： 

成化丁酉举于乡，录其经义一为式。③ 
A19. 成化十六年（1480年）顺天府乡试／白宇： 

十七岁，以金吾卫籍中成化庚子顺天乡试，
录其文以式。④ 

A20. 成化十六年（1480年）乡试／杨奇： 

成化庚子中乡举高第，主司批其文曰：“笔
力可扛龙门百斛鼎。”录以为式。⑤ 

A21. 成化十七年（1481年）会试／赵宽： 

成化辛丑春，礼部会试天下士，吴江赵君栗
夫名在□一，刻其程文，传播中外，名声大起，
时年甫二十余。⑥ 

A22.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杨廉： 

岁丁酉，予与涂卿仪〔涂旦〕、李充昭〔李
汉〕计偕北上，邂逅允〔万允〕于番阳湖。⋯⋯
谓予后十年乃中，中必如乡试刻文。⋯⋯至丁未，
会试三场毕⋯⋯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至所
谓刻文，亦与言于番湖者合。⑦ 

A23. 弘治十四年（1501年）应天府乡试／柴奇： 

辛酉，中应天府乡试，名在第六，主司刻其
文，以程多士。⑧ 

A24. 弘治十四年（1501年）乡试、十五年（1502年）

                                                        
① 王守仁《太傅王文恪公鏊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4，《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483 页上。又可见于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 45《选举考三》，台北：文海书

局，1979 年，第 2771-2772 页。 

② 李东阳《贵州布政司左参政汪君凤墓志铭》，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103，《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346 页

上。 

③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02《祥符文献志·云南参政杨公

铎传子璲附》，《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281 页上。 

④ 陈璘《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白岩乔公

宇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25,《明代传记丛刊》

第 110 册，第 186 页上。 

⑤ 王华《浙江右参政杨公奇墓表》，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84《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页第 131 页下。 

⑥ 王鏊《广东按察使赵君宽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99，《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118 页上。 

⑦ 杨廉《张明鉴万允万祺合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15，《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823 页上。 

⑧ 陆深《应天府府尹柴公奇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75,《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698 页下。 

会试／张嘉谟： 

弘治辛酉乡试中式，明年壬戌中进士，录皆
刻其试文为程。⑨ 

A25. 弘治十五年（1502年）会试／温知仁： 

既三越月仲春，予得举于先生（冐銮），先
生刻予经义一篇《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⑩ 

A26. 正德九年（1514年）会试／张𦒎： 

甲戌中会试第六，主司特梓公《孟》义为士
子程式，其见重如此。, 

A27. 正德十一年（1516年）应天府乡试／卢襄： 

丙子再试，遂中高科，有司录其经义以传。- 
A28. 嘉靖二年（1523年）会试／李舜臣： 

癸未会试，蒋敬所〔蒋冕〕、石熊峰〔石珤〕
为主考，分考则永嘉叶成规〔叶式〕，得愚谷〔李
舜臣〕卷，惊叹以为词雄气厚，学博才高，不露
锋锷，超出笔墨畦径之外。□□拘北卷作会元，
自当服天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吕泾野
〔吕柟〕、王改斋〔王思〕，王极称赏，吕以王
言为是，令中书声音洪亮者诵二卷，其一乃姚明
山〔姚涞〕，众遂定愚谷第一，试录刻其策论，
不窜易一字。是榜号称得人，而魁元尤多名士。. 

A29. 嘉靖七年（1528年）顺天府乡试／孟一龙： 

嘉靖戊子，中顺天乡试第五，策详瞻，海内
士子争诵之。/ 

A30. 嘉靖十年（1531年）乡试／胡宾： 

领嘉靖辛卯乡荐，录其文以式多士。 
A31. 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乡试／严天祥： 

 

                                                        
⑨ 许宗鲁《山东按察司佥事张公嘉谟墓志铭》，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95，《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762 页

上。 

⑩ 温知仁《福建布政司左参议冐公銮墓表》，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90，《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488 页下。 

, 李春芳《通议大夫南京户部侍郎南溪张公𦒎墓志铭》，焦

竑《国朝献征录》卷 32,《明代传记丛刊》第 110 册，

第 499 页下。 
- 文徵明《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卢君襄墓表》，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94《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652 页下。 

. 李开先《大仆寺卿李公舜臣墓志》，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72，《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584 页下-第 585

页上。 
/ 李春芳《南京国子监司业孟河马公一龙墓志》，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74,《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673

页下。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97《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胡
公宾志铭》，《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837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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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中陜西乡试第六，刻经义为士程。① 
A32.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乡试／李国士： 

余〔焦竑〕举于乡，实与公同籍，主者为鄞
汪先生，得公卷，大奇之，拔为第六人，录其文
以式。② 

A33. 万历十三年（1585年）全国乡试： 

礼部侍郎夏言，当嘉靖壬辰会试，条陈科场
事宜内一款：“⋯⋯”此疏申明已极妥当。乃万
历乙酉，言官复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录士
子之文，而本年试录所谓纰缪庞杂之病，闻亦有
如言所论者，殊失华国之体。③ 

夏言之疏见以下 E5，言官之议论见以下 E8。 

A34. 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吏部尚书许国： 

己丑春，再典会试。时文体寝坏，公所录制
义，粹然一出于正，诸引用释老言离经叛道者，
即才藻士，咸摈弗收，士稍稍惩其陋习焉。④ 

A35. 天启五年（1625年）会试、七年（1627年）乡试： 

万历己酉〔疑为乙酉误，万历十三年〕有创
为“程文不得全用己作，须存举子本质而润色之”
之说，遂至传咲。近年天启乙丑〔五年〕会试，
二主司皆以不文称，因缘珰意，遂三场俱用墨卷。
丁卯〔七年〕卿〔“乡”误〕试因之，传咲天下。
此亦大关气运，不独文章也。⑤ 

此因天启四年乡试录评议朝政、讥刺小人，为魏忠

贤所恶，八位考官遭降级外放，并藉熹宗下令试录

需用考生原文（见下 C47、E19），在魏珰毒焰下，

这两年份的考官便不再代作试录，而用士子原文，

未必是会试主考司“以不文称”之故。 

 第二种情况是考试官员修改举人原卷，各条举

出年份、考试种类、考试官员官衔与姓名： 

                                                        
① 韩邦奇《四川道监察御史严君天祥墓表》，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65，《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371 页上。 
②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97《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李公国士墓志铭》，《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803 页下。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 6《科试》，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14 页。 

④ 王家屏《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

大学士赠太保谥文穆颍阳许公国墓志铭》，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17，《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770 页上。 

⑤ 徐树丕《识小录》卷 1《程文》，台北：新兴书局，1990

年，第 80 页。按《明实录·熹宗实录》卷 56，天启五

年二月，第 2562 页载：“乙酉，上视朝。○命大学士顾

秉谦、魏广微为会试考试官，左谕德杨景辰、右谕德萧

命官、修撰庄际昌、编修朱継祚、侯恪、张翀、姜曰广、

孔□运、简讨姚希孟、杨世芳、胡尚英、吴士元、都给

事中许崇礼、罗尚忠、吏部郎中白储玿为同考试官。” 

B1. 正统四年（1439年）会试／行在礼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读学士王直： 

正统四年会试，王抑庵〔王直〕先生主考，
第二名张穆兵马策，其元卷起语云：“兵所以卫
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马所以资兵也，非
马无以足夫兵之用。”会试录云：“兵以卫民，
非兵无以安民生；马以资兵，非马无以足兵用。”
两句减去八字，抑庵笔也。自是举子以造语简严
典重为尚。⑥ 

B2. 可能为正德五年（1510年）福建乡试、八年（1513

年）江西乡试／福建参政、江西左布政使陈策： 

而程文尤长，闽江二省试所刻文，公皆与笔
削焉。⑦ 

B3.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云南乡试、嘉靖元年（1522

年）广西乡试／云南兵备副使、广西提学副使刘节： 

丁丑⋯⋯晋云南兵备副使⋯⋯。己卯，复奉
命提学广西，是年当宾兴，监临留公提调，□□
〔残二字似为“厘正”〕录文。⋯⋯壬午宾兴，
得士录文亦如蜀。⑧ 

B4. 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大学士张璁、詹事霍

韬： 

旧日文字破题，或二句或三句，必尽题意。
嘉靖八年，主司变体，刱为轻佻之格。“孔子，
圣之时者也”，程文破云：“圣人者，立大中者
也。”试录一出，士论哗然。⑨ 

张璁反对乡会试录由考官代作（见下 E5），本年得

以出任会试主考官，应是实践自己理念。以轻佻之

格破题者，考生可能无此大胆，应是他修改之笔，

故顾炎武说“主司变体”。 
                                                        
⑥ 叶盛《水东日记》卷 25《场屋文字无疵者少》，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45 页。 

⑦ 邵宝《江西左布政使陈公策神道碑》，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86，《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222 页下。陈策

为弘治六年（1493 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户部员外

郎、户部郎中、知江西饶州府、知浙江严州府、福建左

参政、江西左布政使，碑文仅记知饶州府四年，其他各

职以三年计，则任福建左参政为 1509 年起，任江西左布

政使为 1512 年起。 

⑧ 黄佐《通议大夫刑部右侍郎雪台刘公节神道碑》，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86，《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255

页上。 

⑨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 18《举业》，第 1056 页

原注。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98 嘉靖八年二月，第

2293 页载：“壬申，命大学士张璁、詹事霍韬，主考会

试。”又卷 127，嘉靖十年闰六月，第 3019 页载：“礼部

言：‘⋯⋯臣等又窃见嘉靖八年会试录文，皆简古纯正，

既不失祖宗之旧式，而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

甚相远。或止以前录文体颁行天下，一体更正。’上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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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嘉靖十三年（1534年）浙江乡试、武举／浙江左

布政使党以平： 

甲午文武二举，提调场屋，贡举一一得人，
程文皆由公裁定，为各省之冠。① 

B6.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浙江乡试／浙江慈溪县

令刘逢铠： 

丙午，有事棘闱，所录士皆一时名彦，录文
多出删润，于是人始知公经术文章有大过人者。
② 

B7. 万历十九年（1591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李廷机： 

万历辛卯科，浙江乡试主考为九我李公廷
机⋯⋯。又有嘉兴李日华，初场已抹坏，因中式
中论不堪刻程，特拔其论，窜数语，刻之录中，
置之第九十名榜末云。⋯⋯余邑旧父母葵南胡公
士鳌为杭郡守，是时与场事⋯⋯。胡公又谓论语
程文末比过接二句，是李公采其所商搉者。③ 

 第三种情况是试录的一篇全部为某位考试官员

所作，检得之材料数量略多于前二种之和。其中可

得而分析的要点如下： 

 一、检得最早的材料为成化四年，可以支持考

试官员代作试录至晚起于成化之说。最晚为崇祯十

年，故考试官员代作试录之举，一直维持到明亡。 

 二、明制，万历十一年前，应天、顺天二府乡

试主考官由京派京官，各省乡试主考、同考官由布、

按二司与巡按御史博访地方上有学行的教官礼聘之

（有短期例外，见下点），此为内帘官。④而外帘官

方面，洪武初制提调官由布政司官一人充任，监试

官由按察司官二人充任，此外尚有供给官一员由府

官充任，及收掌试卷官一员、弥封官一员、誊录官

一员、对读官四员、受卷官二员，共十三员。⑤此

                                                        
① 张鼎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进阶正议大夫资治尹颖东党

公以平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55，《明代传记丛

刊》第 111 册，第 664 页下。 

② 曾同亨《南太仆少卿策斋刘公逢恺传》，焦竑《国朝献征

录》卷 72，《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613 页下。 

③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 8《浙场中卷》，北京：中华书

局，1982，第 349 页。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 70《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698-1699 页。实务上因巡按御史权大，乃

以其意见为主，如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93，王世懋《祀

县令龚君起凤墓志》：“其应聘典试中州，故事，监临御

史考第之，君独不肯，曰：‘以师聘而以弟子试，何居？’

不受考。御史颜君鲸恶之，抑为同考官。”《明代传记丛

刊》第 113 册，第 620 页下。会试之主考、同考官按总

员数合称为十五房、十七房、十八房、二十房，见顾炎

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 16《十八房》，第 935 页。 

⑤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 77，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

外，政书所未载而实际上拥有大权的，是各省巡按

监察御史，他们监察试务，称为“监临”。⑥自御史

监临试事以来，御史之权便凌驾于原有考试诸官之

上，而考试诸官中，应在帘外的行政、监察等官权

力又重于帘内的主考、同考官。⑦故就乡试录作者

而言，处于帘外的巡按御史、布政使、参议、参政、

按察使、按察副使、佥事、提学副使、知府、知州、

知县，均有机会。至于会试录作者，除是主考官，

同考官亦有机会。 

 三、万历十一年前，各省乡试录作者为京官者，

有王守仁与 C19-20（见下）。后者缘于嘉靖六年张

璁建议由翰林科部官担任各省主考官，行了二科，

由十二年礼部尚书夏言奏请停止，仍用教官为考官。
⑧守仁之得以主试山东，亦是由于诏令变制，观守

仁之试录序可知：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
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遂致应名取具，
事归外帘，而糊名易书之意微。自顷言者颇以为
不便，大臣上其议。天子曰：“然，其如故事。”
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
来典试事于兹土。⑨ 

然仅行于弘治十七年一科而已，旋又改回旧制。⑩翰

林科部官例主两京乡试，自撰试录的情形不少，由

                                                                                           
年，第 1231 页上下。 

⑥ 因御史监临乡试为制度所无，故当有人提出制度以反对

巡按御史监临试场时，御史便毫无立场，如弘治、正德

年间的湖广按察司提学佥事、山西提学副使陈凤梧，两

度防止御史监临试场，见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卷

67《陈凤梧》，《明代传记丛刊》第 136 册，第 253-254

页。朱国桢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主考福建乡试，

因该省御史出缺未补，他即提出“祖制只藩司提调，臬

司监试”，“乡试监临非制也”，见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7《各省监临》，第 157 页。 

⑦ 这是明代中后期乡试的老问题，正德十年（1515 年）南

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已上疏陈言御史侵越考官的阅卷和

录取权，见《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132，正德十年十

二月，第 2630-2631 页。万历年间沈德符说外帘官凌驾

内帘官，见《万历野获编》卷 15《科场二有司分考》，

第 381-382 页。 

⑧《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80，嘉靖六年九月，第 1785 页；

卷 155，嘉靖十二年十月，第 3505-3506 页。 

⑨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 22《山东乡试录序》，1992 年，

第 839-840 页。 

⑩ 改回旧制的原因为南京御史王蕃劾浙江主试官南京光禄

少卿杨廉请养亲假，山东主试官刑部主事王守仁请病假，

却于假中主试，为不孝、不忠。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卷 14《科场一京考官被劾》，第 376 页；《明实录·孝宗

实录》卷 219，弘治十七年十二月，第 4131-4132 页；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第 203-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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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推测弘治十七年、嘉靖七年与十年、与万历

十三年起以京官为各省乡试主考，考官自撰试录的

情形应较以下材料所见者更加普遍。 

 四、两京各省每科乡试录出版以后，时人对各

录优劣会作评比，其优者人争传之、交誉之，这是

科举制度所养成对制义程文的嗜尚，睹以上的 B5

与以下 C7、C12、C19、C25 可见。王守仁之试录

即该年开科中之最优者。 

 以下亦标示出年份、考试等级、试录作者的官

职姓名，以利浏览。另有意义需要说明的，也附述

于各条之下： 

C1. 成化四年（1468年）顺天府乡试／江苏武进教授

刘斆： 

岁戊子，考试顺天，解首寔出藻鉴，程文多
其手笔，极为同事所推让。① 

按：二直隶的主考官向由朝廷任命，此年顺天府主

考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泰、翰林院

侍读彭华，②刘斆应是同考官，而解元是在他房中

藻鉴出来的，程文亦是他的手笔居多，才识不让两

位翰林主考官，故极为同事所推让。 

C2. 成化十年（1474年）江西乡试： 

成化甲午，江西乡试发策，欲进周、程、张、
朱五子配享先圣。大意谓礼以义起，五子之学实
继孔孟既绝之统，其有功于来学，非汉唐诸儒所
及，不可拘以世代先后，混于从祀，则道统以明。
又谓颜路、曾皙、孔鲤乃回、参与伋之父，今子
皆配享殿上，而父则从祀庑间，亦非人情所安，
宜别祀叔梁纥于后寝，而以三子者配，则彝伦以
叙。其立论甚精也。③ 

C3. 成化十年（1474年）湖南乡试／湖南御史张诰：  

监乡试，选举得人，所□文至今以为式。④ 
C4. 弘治三年（1490年）会试／翰林院修撰费宏： 

庚戌同考礼部试，少师徐文靖公〔徐溥〕、
宗伯汪公〔汪谐〕为主考，程文多属稿焉，而得
人尤盛。⑤ 

                                                        
① 杨廉《南京翰林院孔目学古刘公斆行状》，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23，《明代传记丛刊》第 110 册，第 126 页下。 

②《明实录·宪宗实录》卷 57，成化四年八月，第 1159 页。 

③《国朝典故》卷 50《损斋备忘录》上，第 1217 页。 

④ 顾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公诰神道碑铭》，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60，《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049 页

上。 

⑤ 江汝璧《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

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宪费公宏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15，《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15 页上。按《明

C5. 1490至1506年间，同考会试及主顺天乡试者各一

次，主考会试二次，正德六年（1511年）与十二年（1517

年）主考会试／户部尚书靳贵： 

贵为人豊夷端粹，发言有章，为文本经术、
有理致。在科场崇雅黜浮，所刻文出其手者多，
典重敷膄，号为愽雅。⑥ 

C6. 弘治十一年（1498年）顺天府乡试／左春坊左中

允杨廷和： 

戊午，主试顺天，所录多名士，刊文至今程
之。⑦ 

C7. 弘治、正德间／王鏊： 

少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⑧ 
C8. 1499年“以诗充会试同考试官”，1505年“再充

会试同考试官”，1513年“充应天乡试主考”，1514

年“复充武举主考”，1523年会试“为知贡举官”，

1526年“充会试主考”／贾咏： 

累典考试，程式文字多出其手，人皆传诵之，
所取士最称得人。⑨ 

C9. 正德六年（1511年）同考会试／翰林院编修翟銮： 

辛未，充会试同考官。时大学士野亭刘公〔刘
忠〕主试事，发“经始灵台”题，虑无雄文以压
天下、端士习，特命操笔。稿呈，刘公捧读，惊
喜踊跃，不忍释手，谓公曰：“先生此文，令我
加飡矣。”⑩ 

C10. 正德六年（1511年）同考会试／翰林院检讨、嘉

靖元年（1522年）主考顺天府乡试／翰林侍讲充经筵
                                                                                           
实录·孝宗实录》卷 35，弘治三年二月，第 754 页载：

“己丑，命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漙、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汪谐，为会试考试官。” 

⑥《明实录·武宗实录》卷 189，正德十五年八月，第 3586

页。 

⑦ 孙志仁《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

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15，《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488 页

下。 

⑧《明史》卷 181《王鏊传》，第 4827 页。王鏊于弘治五年

任顺天府乡试正主考（《孝宗实录》卷 65，弘治五年七

月，第 1245 页）、弘治九年会试副主考（《孝宗实录》卷

109 弘治九年二月，第 1993-1994 页）、正德三年会试正

主考（《武宗实录》卷 35，正德三年二月，第 842 页）。 

⑨ 李濂《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

学士赠太保谥文靖贾公咏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5，《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39 页下。 

⑩ 许成名《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谨身殿

大学士石门翟公銮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5，《明

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45 页上。按《明实录·武

宗实录》卷 72，正德六年二月，第 1584 页载：“以礼部

会试天下贡士，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

士刘忠、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靳贵为考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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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官、嘉靖五年（1526年）主考武举／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穆孔晖： 

公凡三执文柄，皆号得人。试录出，识者辄
指其深于理者曰：“此玄庵笔也。”已而果然。
① 

C11. 正德八年（1513年）顺天府乡试／翰林院侍讲学

士吴一鹏： 

癸酉，主顺天府乡试，有擿策问中语，谓讥
时宰者，当道信之，出为南京国子祭酒。② 

C12. 正德八年（1513年）陕西乡试／陕西御史刘天和： 

公监乡试，所得才士人盛于他时，其程文为
诸省甲。③ 

C13. 正德十一年（1516年）河南乡试／河南卫辉知府

王綖： 

丙子当乡试，监临东塘毛公〔毛伯温〕以公
有文望，辟外帘，录文多出公手，毛公喜曰：“中
州之录可以式矣。”④ 

C14. 嘉靖二年（1523年）会试／礼部尚书石珤： 

癸未，复主会试，所作录文乃更醇雅，人固
莫能测也。⑤ 

C15. 嘉靖四年（1525年）顺天府乡试／侍读学士充经

筵日讲官翟銮： 

命主考顺天府乡试，录成，文体端雅，一扫
时格，天下传诵。⑥ 

C16. 嘉靖四年（1525年）陕西乡试／陕西按察副使唐

龙： 

及元山〔席书〕以议大礼位宗伯，与宰衡异
同。时龙督学陕西，因乡试发策，论朋党，陈列
大义以讽。元山阅录，曰：“是策专箴大僚，非
唐提学不能作。”亟呼秦吏语曰：“为我谢唐君，

                                                        
① 王道《南京太常寺卿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穆公孔睴墓志

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70，《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535 页上。 

② 方鹏《南京吏部尚书白楼吴公一鹏传》，焦竑《国朝献征

录》卷 27，《明代传记丛刊》第 110 册，第 315 页上。 

③ 王世贞《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刘庄襄公天

和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39，《明代传记丛刊》

第 110 册，第 764 页上。事在诛刘瑾后，故订为正德八

年。 

④ 韩邦奇《通议大夫大理寺卿龙湫王公綖墓志铭》，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68，《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447

页上。 

⑤ 《大学士石文隐公珤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5，《明

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36 页下。 

⑥ 许成名《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谨身殿

大学士石门翟公銮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5，《明

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45 页下。 

谨受教矣。”⑦  
C17. 嘉靖四年（1525年）与七年（1528年）浙江乡试

／浙江按察副使万潮： 

乙酉、戊子二试所为程文，多出其手，士大
夫见之曰：“必五溪能为此。”⑧ 

C18. 嘉靖七年（1528年）应天府乡试／侍读学士兼日

讲官张潮、南京户部主事余胤绪： 

明年戊子，〔张潮〕主应天乡试。初，下诏
变文体、就切实，公殚心校阅，得名士，而梓文
词达理到，士咸服其知言。⑨ 
戊子秋，〔余胤绪〕同考应天乡试，秉公得

名士，铨部嘉其录文，即调吏部稽勋主事。⑩ 
C19. 嘉靖七年（1528年）河南乡试／刑部员外郎潘恩： 

满三岁服除，得刑部员外郎。时天下当乡试，
而执政者新议更其制，以为不当以取舍属监试御
史，特遣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传河南，所
拔多知名士⋯⋯程式文亦以尔雅为诸方冠。, 

C20. 嘉靖七年（1528年）广西乡试／刑部郎中祁敕： 

戊子乡试，初简廷臣学行者主各省文柄，公
受命往广西考校，比入彀皆名士，而录文亦甚驯
雅。- 

C21. 嘉靖十年（1531年）应天府乡试／应天府尹江晓： 

岁辛卯乡试，为提调官。公凡三领提调，每
因旧法出新意，区画防范，极为周密。试录所刊
文义，多出公手笔，士林至今传诵焉。. 

C22. 嘉靖十一年（1532年）会试／詹事府少詹事兼学

士张潮： 

壬辰，聘主会试。适侍读学士郭杏东〔郭维

                                                        
⑦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 11《督学发策》，第 236 页。按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70，嘉靖五年十一月，第 1583

页载：“壬午，升陜西按察司副使唐龙为山西按察使。”

故订乡试为嘉靖四年。 

⑧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62《延绥廵抚察院右副都御史五

溪万公潮墓碑》，《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112 页

上。 

⑨ 费寀《资善大夫太子宾客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

府事赠资政大夫玉溪张公潮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18，《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741 页上。 

⑩ 胡直《大理寺卿余公胤绪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68，《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453 页下。 

, 王世贞《都御史潘恭定公恩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54《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第 643 页上下。 

- 黄佐《饶州府知府祁公敕墓志》，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87《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308 页上。 

. 吕本《工部右侍郎赠尚书瑞石江公晓神道碑□》，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51，《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473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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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起自家食，仓卒同应聘，梓文多出公手笔。
① 

C23. 嘉靖十六年（1537年）顺天府乡试／侍读学士姚

涞： 

丁酉，主北畿试，得士登甲榜者多，文词尔
雅明俊，世以为式。② 

C24. 嘉靖十六年（1537年）应天府乡试／左春坊左谕

德江汝璧：时值安南有乱，江汝璧在试录中反对南征，

世宗览策震怒，将他下诏狱，该科所取举人不准应次

年会试： 

丁酉，上命主试南畿。顷缘安南莫登庸篡其
主黎利自立，不修职贡，上将往征之，敕边海诸
省各造战舰，水陆并攻。公被命而南，途次，目
击炎暑调发，有感于中，自谓中国之于四夷，盖
由天之二气，中国为阳，四夷为阴，既并生于天
地，其可尽去乎。惟令各正其疆石，致阴于乎阳，
则中国之气胜矣。至其自相篡杀，犹虎豹豺狼，
天既受之以吞噬之性，必不禁其血食，而责之以
驺虞之仁也。若彼今日之乱，宜因其夷性，治以
不治，而听其自安可也。且黎季牦之初叛，贼杀
命官，伤害镇将，不受我国家之封，而僭窃自号，
其负罪于朝廷为不小矣。登庸篡之，以据其国，
固天道也，又何必劳师征之，为黎贼复雠哉。惟
曰祖宗时已隶职方，今登庸篡据，不修职贡，又
为叛虐，使一方之民蹈于涂炭，是则不可不征也。
然当先之以文告，令其悔罪自服，必不得已而至
于用兵，亦不至亲劳王师。惟敕两广土官之兵，
各自为战，其能取之者，即弃以与之，如此，则
彼以一方之众，而我四面蹙之，不旬月而可下也。
迨其平定，仍分建土官，以镇压之，周之监于四
夷，夏之咸建五长，用是道也，尚何乱之敢生。
方膺上命，严程迅发，未及论列，迨试士，乃以
安南不必征发策，言甚剀切。⋯⋯策进，上览而
震怒，逮赴诏狱。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
是文昌不见三日，人以为应云。③ 

                                                        
① 费寀《资善大夫太子宾客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

府事赠资政大夫玉溪张公潮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18，《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742 页上。按《明

实录·世宗实录》卷 315，嘉靖十一年二月，第 3190 页

载：“命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张潮、翰林院侍读学士郭维

藩，主考会试。” 

② 赵时春《学士姚明山先生涞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20，《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第 826 页上下。 

③ 周仕佐《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江公汝璧圹志》，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18，《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758

C25. 嘉靖十六年（1537年）福建乡试／福建监察御史

李元阳： 

监临丁酉场屋，得人最盛，闽人皆曰：“一
榜皆好古之士，拔出流俗者，前此所无，后此所
未及也。”初避嫌，不自出题，试录则尽出其手，
识者评为天下第一，至今人争诵之。④ 

C26. 嘉靖十九年（1540年）四川乡试／四川提学蒋信： 

庚子监乡试，性学一策出先生手笔，自明道
“善恶皆天理”、“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数
言之外，鲜有臻斯理者。⑤ 

此人为湛若水弟子，故程文有理学气。 

C27.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应天府乡试、二十三年

（1544年）会试／翰林院学士华察： 

命主南畿乡试，贝玉走不踁之集，桃李成无
言之蹊。前后二试，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
两魁天下；尚书翁公、陈公、刘公、殷公，侍郎
两朱公、毕公、曹公、凌公辈，出入三事，蔚然
名臣，垂白羔鴈，不废师礼。公程式之作，世所
指南，片辞而模楷攸寓，百试而光景恒新。⑥ 

C28.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陕西乡试／陕西布政司

左参议魏尚纯： 

寻出为陜西布政司左参议。⋯⋯及乡试内帘
乏人，公独以文章权衡自任，一时西方之俊，甄
拔无遗。苑洛韩公〔韩邦奇〕于文最靳许可，读
公程文，敛容叹服。⑦ 

C29.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山东乡试／山东巡按御

史叶经： 

 明世宗好对两京各省所进之试录亲自披阅，遇

有校对印刷装订失误、体式格式疏忽、或文字讥刺

他本人的情形，辄下礼部议罪。其错误或犯讳之较

大者，有嘉靖七年顺天府考试官员右春坊右庶子韩

邦奇等、⑧十六年应天府考试官员谕德江汝璧等、①

                                                                                           
页下-第 759 页上。 

④ 李选《荆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 89，《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429 页上。 

⑤ 柳东伯《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蒋公信行状》，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103，《明代传记丛刊》第 114 册，第 369

页上。 

⑥ 王世贞《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训大夫华公

察墓碑》，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23，《明代传记丛刊》

第 110 册，第 120 页下。 

⑦ 张鼎文《南京工部尚书嵩麓魏公尚纯行状》，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52，《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552 页

下。于嘉靖二十三年六月离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任，故

乡试在二十二年。 

⑧《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92，嘉靖七年九月，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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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考试官员御史余光等、②二十二年贵州考试官

员御史魏洪冕等，③而二十二年山东乡试之监临御

史叶经，试录谓今年北虏寇边，而实无其事，毁谤

圣朝太平，以及批评皇帝大兴土木，与讥议皇帝圣

明德性不足，令世宗勃然大怒，责廷杖八十，因而

送命，年三十九，为明代因试录获罪最惨者。杨爵

为之作传，引述策词颇详，但对于策词是叶经所自

作，抑或举人原作而由叶经改定，则未肯定何者为

是，只交待他听说试录是由叶经更改定稿的： 

癸卯年夏，奉命巡按山东。是年乡试，叔
明为监临官，发策以“边寇侵侮，御应失当，
中国疲敝，事当安集”以试士，其策词略曰：
“御虏之道，不可幸彼之不来，而在严吾守备
之足恃。今兹丑虏厌饱而去，非有挫折，安知
惩创，正宜谨复隍之虞，图苞桑之固，庶几有
备无患，可为长久之策。苟偷一时之安，而不
先为不可胜之计，万一黠虏复来，因我无备，
以大肆其猖獗之势，则将来之患，可为塞心。”
其言财竭民困之故，则曰：“成赋中邦，舳舻
飞挽，有兑运之输；岁办军需，用供武库，有
常征之赋；羽檄遐驰，中原骚动，有筑堡之役；
行伍不实，额外旁搜，有壮丁之选；邻封策应，
老师匮财，有临洛之行；采木群方，转搬直达，
有河上之运。王事期程，急于星火，郡县追呼，
鸡犬亦为之惊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缓催科
之政，慎爵赏之施，祛冗滥之弊，为今日救恤
之计。故事，凡试录所载文字谓之程文，或笔
削中式举人所为者，亦多主事者自为之，或言
山东试录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录上，
以策问内含讥讪，下礼部议其罪，而又摘其录
中议论所及，如言“继体之君，德非至盛，作
聪明以乱旧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语，皆
指为谤毁，贴注以闻。械系下狱，拟叔明大肆
讥谤，无忠敬心，诏于午门外笞八十，发原籍
为民，卒于道。其提调监试考试官十有三人，
以不能校正，皆下狱。初，山东试录将献，考
试官有言录中文字论及时事者，稍宜删改，否

                                                                                           
①《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204，嘉靖十六年九月，第

4271-4272 页。此科举人受到连累，“一榜皆不得会试”，

见《明史》卷 193《严讷传》，第 5116 页。 

②《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206，嘉靖十六年十一月，第 4299

页。 

③《明实录·世宗实录》卷 280，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第

5458 页。 

则祸出不测，叔明不听，卒以此得罪死。④ 
关于试录的作者问题，在下面的《世宗实录》记载

中，礼部奏是二位主考官和七位同考官，明世宗却

很肯定是巡按御史，所以他的气主要出到叶经身上。

其实从出题、阅卷、录取、到刊行试录，巡按御史

都有实质上最大的决定权，这是明代中期的普遍情

形，世宗的理解正确。此次考试官员包含主考官两

位教授，同考官七位教谕，提调官是布政使和一位

参政，监试官是两位按察副使，世宗逮捕和处罚的

只有监临、提调、监试官，而未及考官： 

上览山东所进乡试小录，手批其第五问防
边御虏策目曰：“此策内含讥讪，礼部其参看
以闻。”于是尚书张璧等言：“今岁虏未南侵，
皆皇上庙谟详尽，天威所慑。乃不归功君上，
而以丑虏餍饱为词，诚为可恶。考试官教授周
矿、李弘，教谕刘烨、陶悦、胡希颜、程南、
吴绍曾、叶震亨、胡侨，率意为文，叛经讪上，
法当重治。监临官御史叶经，漫无纠正，责亦
难辞。其提调官布政使陈儒、参政张臬，监试
官副使谈恺、潘恩，均有赞襄之职，俱属有罪。”
上曰：“各省乡试出题刻文，悉听之巡按，考
试教官莫敢可否。此录不但策对含讥，即首篇
《论语》义‘继体之君’不道。叶经职司监临，
事皆专任，并周矿等、陈儒等，俱令锦衣卫差
官校逮系至京治之。”寻逮经、儒、臬、恺、
恩至，上以经狂悖不道，命廷杖八十为民，降
儒等边方杂职。经遂死于杖下，已乃补儒等为
宜君〔阁本“君”下有“等”字，是也〕县典
史。⑤ 

从此案中山东布政使陈儒的故事，也可以推测作者

问题。陈儒不欲自辨其清白，而愿意因与叶经同事

便一同受责，这是出于士大夫的义气，已经透露了

叶经的文责。他和叶经显然是分开受到审讯，所以

听到叶经杖死消息，他说了“伯仁由我而死”的典

故，谓如果他招出叶经实作试录，则叶经之死就是

他的招词造成的，这就是伯仁由我而死。他对狱一

无所言，所以叶经并非被他出卖而死，他无愧于叶

经于地下： 

时值山东乡试，公为提调官，而叶御史监临。
御史以录文犯上怒逮狱，并逮公。或劝公自辨，

                                                        
④ 杨爵《御史页经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65，《明代

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359 页上下。 

⑤《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二七八校勘记》，第 1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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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岂有同事而不同其患者乎！”及对狱，
一无所言。御史廷杖，公降杂职。或报：“御史
死矣。”公曰：“吾幸不诿罪御史，不然是伯仁
由我而死也。”同事者闻之，环揖公曰：“公真
丈夫矣。”① 

此案还有另一说法是有一篇为唐顺之作的，见下

D1，故试录并非尽由叶经所作。 

C30.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顺天府乡试／左春坊左

中允吕本： 

丙午，主试京师，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为首义，录呈称旨，简在帝心。② 

嘉靖朝乡试考试官员因试录接连获罪，至叶经而极，

“自是试录多忌讳矣”，③吕本即在此认知下而作试

录以讨好皇帝。 

C31.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四川乡试、二十八年

（1549年）广东乡试／四川副使、广东参政沈应龙： 

四川、广东两事举场，号称得人，程文多属
公手。④ 

C32.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九年（1550年）、

三十二年（1553年）分考会试，主考应天乡试年份不

详，三十五年（1556年）武举会试／翰林侍读、四十

一年（1562年）武举／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 

公之分考会试三、主应天试一、主武试二，
所推毂多天下贤士大夫，而最著者为今元相李
公，所为程式文行世，诵之以为法。⑤ 

C33.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顺天府乡试／翰林院侍

读康太和： 

己酉，主试顺天，时与阎宫赞〔阎朴〕同事，
阎病，录文多出公手。⑥ 

C34.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会试／礼部尚书兼文渊

                                                        
① 万士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陈公儒墓志铭》，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59,《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806

页下。 

② 汪道昆《太傅吕文安公本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6，《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90 页上。 

③ 叶权《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2 页。 

④ 《南京刑部侍郎沈应龙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49,

《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388-2。据传文中四川

白草番之乱与安南之乱，订其参与乡试为此二年。 

⑤ 王世贞《瞿文懿公景淳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35,

《明代传记丛刊》第 110 册，第 606 页上下。 

⑥ 林庭机《南京工部尚书进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康公

太和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52《明代传记丛

刊》第 111 册，第 548 页下。按《明实录·世宗实录》

卷 351，嘉靖二十八年八月，第 6343 页载：“甲辰，命

翰林院侍读康太和、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简讨闰朴，

主考顺天府乡试。”“闰”为“阎”误。 

阁大学士张治： 

二十九年，奉命复主考会试，发策命意，多
剀切时弊，盖纳牗无由，而所以儆庶位者深矣。
⑦ 

C35.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同考会试、会试武举／

翰林院修撰，三十四年（1555年）顺天府乡试／右春

坊右谕德王维桢： 

庚戌会试，复为同考官。公发策询士，略曰：
“今大同边垣，既以底绩，而蓟州一路，顾有遗
谋。自今作之西，接宣府东，抵山海为边，千二
百里，使干济之臣，戮力经营，患可少止。”是
年秋，虏果自蓟州入，天子采群臣议，特设总督
大臣一人，使专备蓟辽，其议盖自公发之。⋯⋯ 
乙卯秋，命主顺天府乡试，士类忻忻，多自

幸入公彀中。公凡四入试场，每录出，士争传观，
谓真班、马之匹云。⑧ 

C36.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应天府乡试／右

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尹台： 

明年承命主南京乡试，策陈祖宗驭将制兵甚
备，先生谓同事郭公鎜曰：“有如上怒，逮君奈
何？”郭曰：“即有是，固所愿也。”先生壮之，
进卮酒。⑨ 

这位郭鎜如同叶经案的陈儒，虽未写试录一字，仍

愿与写试录挑战皇帝容忍极限的主考官一同受责。

明代士大夫冒死进谏，先仆后继，冠绝诸代。 

C37.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顺天乡试／翰林侍读高

拱： 

拱凡一副主乡试，复主会试，所构程式文颇
见称。⑩ 

C38.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乡试／福建布政司

左参议宗臣： 

                                                        
⑦ 雷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毅

张公治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6,《明代传记丛刊》

第 109 册，第 588 页上。 

⑧ 瞿景淳《南京国子监祭酒槐野王公维桢行状》，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74，《明代传记丛刊》第 112 册，第 669

页上下。 

⑨ 胡直《宗伯尹洞山先生台传》，《明代传记丛刊》第 110

册，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36，第 660 页下。按《明实

录·世宗实录》卷 387，嘉靖三十一年七月，第 6813 页

载：“庚寅，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尹台、翰林院

修撰郭鎜，主考应天府乡试。” 

⑩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7，

《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615-1。按《明实录·世

宗实录》卷 463，嘉靖三十七年八月，第 7809 页载：“辛

亥，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董份、翰林侍读高拱，

主顺天府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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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两佐文武试，其所著策论若序，传艺林中 
 
 

以为式。① 
C39.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广西乡试／陶大年（官

职不明）： 

已复故官，于广西适有泽宫之役。公为总裁官，
所得多知名士，录文半出公手，人咸脍炙之。② 

C40. 嘉靖四十年（1561年）山东乡试／山东按察使摄

督学事曾于拱： 

辛酉鲁试，录文多出公手。③ 
C41.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会试／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高拱： 

乙丑，主考会试，所为程士文，奇杰纵横，
传诵海内。④ 
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此驳论也。至陆贽始

正其非，谓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若重其所轻，
轻其所重，则非权矣。程子曰：“权只是经字。”
正此意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较量其亲
疏，权也；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国，斟酌其厚
薄，权也。近日高少师发策会场，论轻重之义，
极为了彻，可为万古不磨之见矣。⑤ 

高拱两任考官，先是嘉靖三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副主

                                                        
① 王世贞《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宗君臣墓志铭》，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90,《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503

页上。引文后接云：“久之，迁其按察副使督学校。君每

出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试题为程义，以夕□旦日阅

卷，以又次日进退诸生，无不人人厌服。已徐出所为程

义示之，又无不人人厌服也。”考《世宗实录》，升吏部

稽勋司署员外郎宗臣为福建按察司佥事在嘉靖三十六年

二月，由福建左参议迁为提学副使在三十八年二月，故

乡试在三十七年。 

② 陈所蕴《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陶公大年墓志铭》，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86，《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238

页上。乡试在张涟作乱之前，事在嘉靖四十年（1561 年）

五月，故订乡试为三十七年。 

③ 郭子章《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鲁源先生于拱墓

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59,《明代传记丛刊》第

111 册，第 795 页上。同篇又云：“公与中丞张公雨、廷

评王公渤俱有闻，而公年少甚。出试郡邑，令若守奇之，

呼为小友。督学使少师徐文贞公试高等，梓其文以式士。”

（第 794 页上） 

④ 郭正域《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

大学士赠太师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17《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628 页上。 

⑤ 于慎行《榖山笔麈》卷 7《经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79 页。此策文收入《高拱全集》中《程士集》卷

4《孔子言权》（第 1055-1060 页）。同书《问辨录》卷 6，

（第 1158-1165 页）阐发其义，又录策文一遍。 

考（C37），后是此科会试正主考，此年八月将两次

所撰程文集为一册，名曰《程士集》。⑥ 

C42. 隆庆二年（1568年）会试／吏部尚书李春芳： 

隆庆二年会试，为主司者厌五经而喜老庄，
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
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
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
入之文字。⑦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
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者。自兴化〔李春芳〕、
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
《论语》程义，首开宗门。⑧ 

C43. 万历元年（1573年）顺天府乡试／右春坊右谕德

兼翰林院侍读王锡爵： 

癸酉，领右春坊事，主顺天乡试，录十九出
其手，学者争传诵之。⑨ 

C44. 万历四年（1576年）福建乡试／福建按察使徐中

行： 

监省试，所得多名士，录文有传者。⑩ 
C45. 万历八年（1580年）会试／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

学士申时行： 

庚辰，主会试，录文简切温厚，后生多传去
为式。, 

C46. 万历十四年（1586年）会试／礼部尚书兼文渊阁

大学士王锡爵、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周子义：-会试

                                                        
⑥ 已收入《高拱全集》，第 1011-1066 页。 

⑦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 18《破题用庄子》，第

1057 页。按《明实录·穆宗实录》卷 17，隆庆二年二月，

第 467 页载：“丙戌，会试天下贡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师

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李春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掌詹事府事殷士儋为考试官。” 

⑧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 18《举业》，第 1055 页。

此为抄录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语。 

⑨ 焦竑《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赠太保谥文肃荆石王先生锡爵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

卷 17，《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693 页下。 

⑩ 王世贞《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公中行墓碑》，焦竑《国

朝献征录》卷 86,《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228

页下。据《穆宗实录》，其任期自万历三年十月至五年正

月，故乡试在四年。 

, 焦竑《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
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申公时行神道碑》，焦竑《国朝

献征录》卷 17，《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687 页

下。按《明实录·神宗实录》卷 16，万历元年八月，第

473-474 页载：“命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王锡爵、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陈经邦，典顺天府乡试。”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 171,万历十四年二月,第 3097

页载：“辛未，命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加“爵”

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周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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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大半由王作，小半由周作。 

至次科丙戌，王太仓〔王锡爵〕主试，立意
以简劲风世，故首袁公安〔袁宗道〕。榜初出，
人望不甚归，太仓公岸然不屑，急以试录魁卷寄
辰玉〔王衡〕。是年录文大半出王手笔，其父子
最相知信，自谓此录冠绝前后，乃子必惊赏无疑。
及报书至，更无他言，但云此录此卷行世之后，
吾父勿复谈文可也。太仓得书大怒。⋯⋯文字一
道，家庭间，意见迥别若此，况朋友乎。① 

公〔周子义〕主会试，所得多恢奇博朗之才，
程文为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实，于序辞
谆谆以万石君不言躬行为勉。② 

C47. 天启四年（1624年）湖广、山东、江西、福建四

省乡试／湖广正考官翰林院编修方逢年、副考官礼科

都给事中章允儒，山东正考官户科都给事中熊奋渭、

副考官兵部职方司主事李继贞，江西正考官翰林院简

讨丁干学、副考官吏科给事中郝土膏，福建正考官翰

林院简讨顾锡畴、副考官兵科给事中董承业： 

天启五年二月庚辰朔，大学士顾秉谦等题：
今日文书官郝隐儒捧圣谕，为湖广等处试录策中
语多讥刺，令臣等拟谕，考试官并策上列名举人
俱拟处分惩治，以警将来，臣等不胜悚服，谨遵
旨拟谕进呈。臣等窃惟：举士大典，录文必醇雅
典实，有裨时政，始足为式。今考试各官乃妄意
讥评，有何关切，诚不能无罪。但从来进呈录文，
皆考官自作，即间有拣用士子者，亦十不存一二。
录成，特取士子中前列者刻名其止〔疑“上”误〕，
历科皆然。谕中有名举人谢锡贤等，其朱墨卷应
解礼部，试取比对，必不相同，录文狂肆，似于
举人无干，臣等明知，不敢不为剖白。至于正副
考官作文，亦有次第，二三场文字，正考官论，
副考官表，正考官策三问，为第一第三第五，副
考官策二问，为第二第四，凡录皆然，相沿已久。
今考试各官，罪无所逃，臣等亦不敢过为分别，
但恐中有诖误者，亦不敢不为一言也。伏望圣慈
垂鉴，将举人谢锡贤等俯从宽宥，其考试各官，
或再谕礼部查明处分，庶威明并用，人心悦服矣。
得旨：举人谢锡贤等六名本当革去衣巾，特允所
请，着罚住三科，礼部知道。③ 

                                                                                           
充会试考试官。”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 16 科场三，第 416 页。 

②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8 王世贞《周文恪公子义传》，

《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752 页上。 

③《明实录·熹宗实录》卷 56 天启五年二月，第 2541-2542

这篇题奏交待了试录第二、三场程文的作者分工情

形，为正考官作第二场的论与第三场的第一、三、

五道策问，副考官作第二场的表与第三场的第二、

四道策问，此为明代史料中罕有的具体说明。然所

云“相沿已久”，可能只是两京乡试、与万历十三年

起的省试（至此时已 39年、14科），不应包含万历

十年以前的省试，因前面材料已看到，很多种考试

官员都可作试录，但非只是主考与同考官而已。 

 此时魏忠贤乱政，故下级京官藉撰写试录来讥

评朝政，结果八位主副考官遭降调三级改任外官，④

至于倒楣的举人则“罚住三科”，即九年不得应试，

后再经顾秉谦求情，改罚二科。⑤ 

 同科尚有浙江乡试主考翰林院编修陈子壮，因

试录中有“庸主失权，英主揽权”等语，与其父削

籍为民，并追夺诰命。⑥ 

C48. 崇祯十年（1637年）会试： 

安庆生蒋臣奏阁臣孔贞运会试录文沮抑荐
举，因著《皇明荐举考》，皆采集宝训诸书。通
政使张绍先因言《荐举考》事系陈言，并取以闻。
阁臣恶之，构于上，言称以祖训为陈言，大不敬。
命议绍先等罪。⑦ 

 以上 ABC 组材料显示，景泰以前的乡会试录

作者概是举人，成化以后则不一定，或是举人，或

是举人而经考试官员修改，或一部份或全部由考试

官员所作。既从试录本身看不出来作者何人，真相

便需要靠消息流传。如果试录中的程文佳作是举人

所作，他们不日就名闻天下，而如果是考试官员所

作，他们的程文就成为落榜士子努力学习的对象，

期望三年后再战告捷。而如果刊出的程文是劣作，

此时若是举人所作，则群情哗然，疑有不公，而若

是考试官员所作，则表示朝廷的文章轨范有大变化，

虽亦惹得士论哗然，然而还是赶快认清风头为妙，

抛弃旧章，认同新法，未来才能中式有望。而我们

今日缺乏当年的确实消息，只能从史传得知某些试

录的作者，至于史传无载者，则不能臆断必为举人

或为考试官员所作。 

 以外尚有第四种情形，为试务外之人撰写试录

一篇，在《国朝献征编》见有二则： 
                                                                                           
页。 

④《明实录·熹宗实录》卷 56 天启五年二月，第 2547、2566

页。 

⑤《明实录·熹宗实录》卷 56 天启五年二月，第 2547-2548

页。 

⑥《明实录·熹宗实录》卷 65 天启五年十一月，第 3062 页。 

⑦ 《明实录·崇祯实录》卷 10 崇祯十年十二月，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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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正德五年（1510年）河南乡试／贵州提学副使席

书： 

正德己巳，升贵州提学副使。⋯⋯庚午，进
贺万寿表，归至河南，予〔杨一清〕自陜西被召
为司徒，遇诸驿舍中，询之曰：“河南省试黄河
策，其出子乎？”曰：“然。”予曰：“贵州宜
无劳子，河事关系颇重，非子孰克任之！”入朝，
荐公河南参政，意以河事属之，而公以外艰归矣。
① 

D2.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山东乡试／唐顺之： 

 本年山东乡试录为监临御史叶经所作，已见前

C29，然而还有另一说法，来自于当时的山东提学

副使吕高，他说试录有“一半篇”是叶经请唐顺之

作的： 

山东提学员缺，余〔李开先〕初任文选，
即推君〔吕高〕以副使往。⋯⋯录文旧多出提
学手，君之时文精莹简当，叶御史经乃置而不
用，顾于二千里外求唐荆川〔唐顺之〕之作，
而亦不过一半篇。录成，以一册寄余，且贻之
书曰：“录中无仆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
间纰缪处，必为礼部之所参驳，是又往年余光
也。”葢先是严介溪嵩深恨叶御史弹劾，假此
报复之，摘其辞之似涉讥讪者以闻。上大怒，械
致御史并藩臬之有职事者，系之狱，罪谪有差，
而御史竟死杖下，台中悞以为君从臾之也。② 

吕传作者李开先说“录文旧多出提学手”，虽是明代

人说明代事，然据 C组各条看来，并无惯由任一考

试官员撰作试录之例，而是各种职位皆有。又，此

言严嵩摘试录讥词以闻上，与 C29引杨爵的叶经传

和《世宗实录》言是世宗自己读试录而发现讪语，

亦有不合。徐学谟对严嵩的作用另有一种解释，说

世宗知道试录惯由御史撰写，应该是严嵩告诉他的，

又说唐顺之即出问题的《论语》义的作者： 

叶经尝论嵩奸贪，至是乘机下石，不然，
各省试刻，俱属御史，考官不与，上从何而知
之也？又《论语》义原倩江南一名士为之，欲
以钓奇，而卒以贾祸，亦已悲矣。③ 

 虽然 ABCD 组材料已经呈现了试录作者的多
                                                        
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15 杨一清《光禄大夫柱国少保

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席公书

墓志铭》，《明代传记丛刊》第 109 册，第 540 页下-第

541 页上。 

②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95 李开先《江峰吕提学高传》，

《明代传记丛刊》第 113 册，第 753 页下-754 页上。 

③ 谈迁，《国榷》（北京：中华，1956）卷 58，第 3647 页。 

重性，我们还可以探讨官方的态度，以补充试录作

者问题的最后一面向。《明实录》中“小录”一词最

早见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闰十一月（1441年），
④“试录”一词最早见于同书正统十二年十月（1447

年），⑤若由此推测试录在此之前并非朝政所在意的

项目，应非过论。官方禁止考试官员代作试录，自

成化起一直是不变的立场，然而一再颁禁，只透露

了考试官员代作试录乃禁而不绝。直到崇祯改元，

为了改变魏忠贤利用禁止代作之令箝制言论，竟开

放代作，放弃了官方坚持一百五十多年的立场，亦

是始料未及。以下亦依时间前后比列奏议与诏旨，

并随文附加说明。 

E1. 成化九年（1473年）的奏议与诏令，禁止主考官

代作试录： 

宪宗成化九年正月北直隶提学阎禹锡
奏：⋯⋯试录就刻举人文字，不许主考代作，以
妨校阅。诏从之。⑥ 

“以妨校阅”是说一边校阅考生文章，一边又分心

作文，以供试录刊刻，这会妨害考试抡才的任务。 

E2. 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诏令，禁止乡试提调、

监试官代作试录，亦不准改动考生原文，必须一字不

改的照刊： 

小录文字，不许提调监试等官代作，及将举
人原文改刻。⑦ 

本条是禁止外帘官，而 E1 是禁止内帘官，两者相

加，才规范到所有考试官员。 

E3. 弘治九年（1496年）廵按山西监察御史白鸾以“监

临乡试，越职出题，擅改试录”，及司库盗案审问不

精，刑部拟“赎杖还职”，孝宗改为“免赎，降二级

调外任”，遂谪为直隶曲周县县丞。左布政使陈清、

右参政张海、按察使李琮、佥事伍性等四人，以“典

司科场事，惟循默受成，差讹一不规正”，拟赎杖还

职，从之。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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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 77，第 1228 页上。 

⑧ 《明实录·孝宗实录》卷 115 弘治九年七月，第 2081-208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