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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劉向歆父子的校書活動及其學術史意義，前人抉發已多，而幾乎同
樣重要的東漢校書卻在古典學術史上隱而不彰。本文系統梳理了東漢時期歷
次校書始末，指出東漢校書遞有賡續，幾成定制。史籍所見較大規模的東漢
官方校書約有四次，分別在光武、安帝、順帝、靈帝時期。東漢校書體式多
承續劉向歆父子，廣集異本，校讎比勘，分類部次，內容則以「整齊脫誤，
是正文字」為主。東漢蘭臺、東觀猶以《別錄》、《七略》的分類方法部次典
籍。本文進而將東漢校書的學術史意義歸納為三個方面：一、光武時期校定
圖讖，宣布天下之後，學者皆須採錄，緯書開始以官方意識形態得到大力宣
揚並廣為傳播。二、東漢系統校定了西漢以來博士經學的經本正文與傳記家
法。靈帝校書成果刊於石碑，立於太學。其文本以一家定本為主，附記其餘
官學文本異文，從而統一了諸家官學文本，改正私家俗本之謬，基本杜絕了
「私改蘭臺漆書以合私文」的現象。三是校理文獻的過程促進了兩漢經學風貌
的嬗變與古學之勃興，催生了相關文字訓詁著作。校理者參合諸本，攷文審
字以校異同的文獻整理方式，也進而推擴為薈萃群經、乃至綜採今古文以求
經義的經學研討方法。

關鍵詞：校書、體式、古學、東漢
-----------------------------------------2015 年 11 月 3 日收稿，2016 年 12 月 1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8 月 14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副教授。
 本文得到陝西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專項基金項目「東漢校書考」（15SZYB02）
、陝西師範
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青年學術團隊項目「漢魏六朝『帝制社會』變遷研究」資助，
《漢學研
究》兩位匿名評審專家也提供了寶貴的意見，謹此並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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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系統的校書活動肇端於西漢劉向歆父子，其在學術史上的地
位也極為重要。相較而言，東漢一朝雖屢有校書，但因直接史料較少，學界
1

對之認識不足，一些基本問題也有待澄清。

東漢校書活動與西漢劉氏父子的典籍整理一脈相承。兩漢之際，隨著劉
歆的失勢見殺及王莽之敗，士人星散；光武中興之後，多復出任職，其中不
2

乏與兩漢校書人員相關者。 如桓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
3

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 蘇竟，平帝
時「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
〔與〕劉
4

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 光武朝拜代郡太守，遷侍中。梟雄隗囂亦曾
5

為劉歆屬下，歆死後囂歸鄉里。 囂之賓客、掾史亦多宿儒。其中，鄭興曾
「從劉歆講正大義」
，
「校《三統歷》」
，
「好古學，尤明《左氏》
、
《周官》
，長於
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建武六年（30）徵為太中大
6

夫。 又，賈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子逵「悉
7

傳父業」， 東漢時典領校書。上引諸人或參與西漢校書，或與前朝校書人員
聯繫密切，學術宗尚相近，他們是兩漢校書統緒得以薪火相傳的一個重要原
因。

-----------------------------------------1 新近較為集中的討論參張宗品，「東觀考論」（南京：南京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
2008.5）；陳蘇鎮，〈東漢今古文學的變化、興衰與合流〉，《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
1(2009.1): 149-162；向欣，「東漢校書修史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
論文，2012.6）；徐興無，〈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中國經學》9(2012.1):
87-108。
《後漢書》
（北京：
2 如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等。參劉宋．范曄，
中華書局，1965），卷 79 上，頁 2546。
3 《後漢書》，卷 28 上，頁 955。
4 《後漢書》，卷 30 上，頁 1041。
5 《後漢書》〈隗囂傳〉云：「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後漢書》，卷 13，頁 513。
6 《後漢書》，卷 13，頁 522；《後漢書》，卷 36，頁 1217-1220。
7 《後漢書》，卷 36，頁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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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前 26），詔命劉向等初校中《五經》祕書，遂漸次
8

9

遍校內廷群書， 此後官方校書幾為常制。 內廷藏書皆有專人典守，以常理
10

度之，當有典藏目錄及校書活動。 限於正史體例，東漢時期的校書制度史
文所載甚少；有特定需要，臨時鳩集士人集中整理的校書活動反多有紀錄。
11

學者的關注多集中校定經傳的記載，以為東漢校書僅三四次， 不確。據相
關文獻，東漢時期的校書活動也多有賡續，並有專人負責，如蘭臺令史，校
12

書郎、東觀郎等。

西漢校書多在中祕蘭臺、天祿、石渠等處，因其典藏，合中外書以校。
13

東漢時期典籍其先多藏於蘭臺，故多詔臣下詣蘭臺校書，拜校書郎。 建武
後期至明帝永平年間，開始校定蘭臺圖書，謄錄副本，移至東觀及仁壽闥等，
14

書籍數量大增。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校書之地也轉移至此。 文獻

-----------------------------------------8 參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6，頁 1950。
9 前有「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等，見西漢．司馬遷，
《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1982）
，卷 130，頁 3319；宣帝時有后倉於曲臺校書，著
《曲臺記》。劉向校書凡二十餘年，此後其子劉歆、揚雄等接續校書，參《後漢書》，
卷 87 下，頁 3584；王莽時亦有崔發校讖記，見《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58。故
余嘉錫云：
「校書之事，在西漢時幾於累朝舉行，以為常典。」余嘉錫，
〈目錄學源流
考〉，《目錄學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3。
10 《隋志》亦稱：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
唐．魏徵等，《隋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33，頁 992。徐興無，《劉向評
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頁 191。
11 參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44-145。
12 《通典》卷 26「祕書」條云：「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
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後於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
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祕書，或撰述傳記。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
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校書郎，職為校書，官為郎
或郎中，故有校書郎則當司校書之事。唐．杜佑，
《通典》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4），卷 26〈職官八〉，頁 155 下。
13 如班固、楊終等，見《後漢書》，卷 48，頁 1597；《後漢書》，卷 40 上，頁 1334。
14 有關東觀的集中討論可參看朱煥堯，〈後漢東觀考〉，《國史館館刊》1.4(1948.11):
16-23；朱桂昌，〈後漢洛陽東觀考〉，
《洛陽大學學報》1996.1(1996.3):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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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早言及讀書東觀者，為章帝元和元年（84）的黃香；「校書東觀」者為
15

元和二年（85）的孔僖。 則東觀校書的起始時間雖不可確考，大略應在章
帝時期。根據官職設定及相關記述，現將東漢校書臚述如次：
1. 光武時期（25-57），校讖緯、古文、經書等。新莽之末，豪族割據，
戰亂頻仍，民心離散。光武政權以光復漢室自命，倡言讖緯，號召天下，並
16

著意加強皇權，將東漢之立國，說成西漢之復興。 故此，東漢時期多承續
前漢故事，辯論經術、考校典籍、修著史書，其官方校書也由此而具有鮮明
的政治功利特徵。
建武（25-56）初年，曾有較為系統的校訂讖緯活動。此時校書人員多
為臨時徵集的前朝宿儒，如尹敏、薛漢、衛宏等。官方校讖濫觴司空府郎中
尹敏受光武帝之命校定圖讖，時間在建武二年（26）以後。《後漢書》〈尹敏
17

傳〉稱：「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18

尹敏前陳《洪範》消災術，當屬陰陽災異學說。 而光武應讖而起，故令尹
敏「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使讖緯之言為己所用。尹敏似承繼西漢經
學傳統，通古學，言災異而不信讖緯。稱「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
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甚至私自增損圖書諷諫光武，
「帝深非之，
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19

此時受詔校圖讖者另有博士薛漢，《後漢書》本傳載漢「世習《韓詩》，
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
20

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薛漢《韓詩》為
典型的博士官學，所校或為《詩》緯。薛漢說災異而兼言讖緯，與尹敏學術
宗尚不同。
光武時校書者另有范升、鄭興。
《後漢書》
〈謝該傳〉載孔融薦謝該書云：

-----------------------------------------15 《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61-2563。
16 參陳蘇鎮，〈漢室復興的歷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華文史論叢》2010.1(2010.3):
275-311。
17 《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58。
18 《後漢書》
，卷 79 上，頁 2558。
19 《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58。
20 《後漢書》，卷 79 下，頁 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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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
21

22

「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升校書東觀。」
計。」 《魏書》亦云：
23

案，范升曾辟王莽大司空王邑府，建武二年拜議郎，遷博士。 衛宏校書，
，或指范、衛二人
實有其事（詳見下文）
，此處二人並舉，稱其 「修述舊業」
24

皆兼有校訂禮儀圖讖之事。 鄭眾當為鄭興之誤，《後漢書》〈儒林傳〉載光
25

武初「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前
26

引鄭興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學、校曆， 光武令其校書極有可能。又光武
時獨喜讀讖，《後漢書》興本傳載建武八年（32）左右，光武欲以讖斷郊祀
27

而問興，興不言。或曾命其校郊祀禮儀圖讖，故有此問。 惟此時東觀未成，
校書之地有誤。

28
29

中元二年（57）
，校定工作基本完成，於是宣布圖讖於天下。 當時宣布
圖讖的具體內容不可詳考，
《隋志》所載唐初所見諸緯，或與光武宣布內容相
30

近。 讖記頒布之後，讖緯成為官方學說，一度淩駕於《五經》師說之上，

-----------------------------------------21 《後漢書》，卷 79 下，頁 2584。
22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56，頁 1241。
23 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
《東觀漢記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8）
，卷 15，
頁 626。
24 據《後漢書》〈范升傳〉，升本習《梁丘易》及《老子》，屬今文經學。建武二年拜議
郎遷博士，後阻立古文《費氏易》、《左氏春秋》。二人或分別負責今、古文經典的考
定。
25 《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46。
26 《後漢書》
，卷 36，頁 1217。
27 光武以讖斷禮，問之鄭興，而興不言之，遂見黜。事見《後漢書》
，卷 36，頁 1223。
28 《後漢書》
〈桓郁傳〉載用永平十四年（71）令桓郁校《五家要說章句》在宣明殿。光
武讀讖，與大臣論讖皆在宮殿之中，未聞在東觀。章、和以後圖籍始盛於東觀。此或
在雲臺，
《玉海》載：
「雲臺，周家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所藏。范升為博士，
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
《魏書》所載鄭道昭之言有誤。宋．
王應麟，
《玉海》
（上海：上海書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卷 162，頁 2990。
29 《後漢書》
，卷 2，頁 84。
30 圖讖與緯書本為兩事，而《後漢書》中已連言「圖緯」，或光武頒布圖讖之後，儒者
牽合緯書，並以解經，遂不可分。參看周予同，
〈緯書與經今古文學〉
，朱維錚編，
《周
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頁 40-69。
《隋志》
「讖緯類」
小序及正文多有刊載，見《隋書》，卷 32，頁 94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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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或以讖記定《五經》異說。如陳元、范升等為是否立《左氏》學官而爭
論不休，今古文經說歧異之處難以評判，
《李育傳》則稱其「多引圖讖，不具
31

理體」
。 永平初，讖記之言當已推行。如永平元年樊鯈亦「以讖記正《五經》
32

異說」
。 前引建武時期善古學者多不信讖，而永平以後古學大師賈逵、馬融、
33

鄭玄等亦多攷論圖緯，或源於此。 以上為校讖。
校定古文經書之事，今存材料極少，多與衛宏有關。宏建武時曾以給事
中議郎校古文《孝經》，許沖《上說文表》云：
34

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古（古文）《孝經》者， 孝昭帝時魯國
三老所建。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
35
篇，并上。

今《後漢書》卷 66 注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隋志》及兩《唐志》
36

並著錄「《古文官書》一卷」，唐初玄應《一切經音義》徵引三條。 《孝經》
等書，劉向歆父子已校，著於《漢志》
。此時復校官書古文，或因「亡新居攝，
37

使大司空甑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 故在校讖緯之
說的同時並校官書古文。建武五年（29）起太學，稽式古典，校定古文官書

-----------------------------------------31 《後漢書》，卷 79 下，頁 2582。
32 《後漢書》，卷 32，頁 1122。
，又「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
，見《後漢書》
，卷 35，頁 1196；
33 如賈逵引《七經讖》
卷 36，頁 1237；馬融會諸生考論圖緯，見《後漢書》
，卷 35，頁 1207。周予同以為
緯書中有些內容有助箋注。氏著，
〈緯書與經今古文學〉
，
《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
頁 56-58。
34 參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787。
35 許沖，〈上說文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卷
15 下，頁 320。
、
《詔定古文字書》
、
《古文奇字》
、
《衛宏字說》等。
36 此書相關書名有《詔定古文尚書》
案，
《古文尚書》或為衛氏撰定《詔定古文官書》之一，析言之為《尚書》
，合言之為
《官書》
，皆是。
《後漢書》宏本傳載宏本習《尚書》
，據徐沖上《說文》表，宏又校《孝
經》
，
《尚書》或為其所校官書之一種，校畢輯錄所校經書今古文字另為《詔定古文官
書》
，極有可能。後學或見書中所載多為今古文異字，遂改「官書」為「字書」
。徐剛
以為此書應當搜集古奇字，書末有序，說古文之源流。參《隋書》，卷 32，頁 945；
徐剛，〈衛宏《古文官書》考述〉，《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4(2004.12)：78-84。
37 《說文解字》，卷 15 下，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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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或亦在時。 《後漢書》
〈衛宏傳〉稱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 而鄭興
40

曾師劉歆，與杜林、桓譚、衛宏等過從甚密， 衛宏校書取徑當與鄭興相似，
近於劉氏父子。
。
《隋志》云：
「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
2. 明帝時期（58-75）
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
41

為說。」 東平王劉蒼正《五經》章句事，史無明文。檢《後漢書》蒼本傳，
永平二年（59），「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
42

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 當時所校，應主要為《五經》章句中
有關禮樂典章者。晉司馬彪《後漢書》〈輿服下〉云：「孝明皇帝永平二年，
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
43

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參與其事者當有諸公卿及樊鯈、周澤、承宮等人。
《後漢書》
〈樊鯈傳〉載：
「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
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鯈皆以為師友而致
44

之於朝。」

永平十四年（71），桓郁校明帝《五家要說章句》於宣明殿。《後漢書》
〈桓郁傳〉載「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以侍中監虎賁
45

46

中郎將。」 此處校書應對皇帝私人著作加以修訂潤色，以便在辟雍宣講。

永平年間的其他校書活動多在蘭臺，校書之職有蘭臺令史、校書郎等。
校書者有班固、賈逵、楊終等。永平五年（62）左右，班固私撰國史見繫，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後漢書》，卷 1 上，頁 40。
《後漢書》
，卷 79 下，頁 2575-2576。
《後漢書》，卷 36，頁 1223。
《隋書》
，卷 23，頁 941。
案，范書稱永平元年所建禮樂「語見《禮樂》
、
《輿服志》
。」李賢注云：
「其志今亡。」
《後漢書》，卷 42，頁 1433。
《後漢書》，志第 30，頁 3663。
《後漢書》
，卷 32，頁 1122。案，檢〈明帝紀〉
（頁 100）
、
〈東平王蒼傳〉
（頁 1443），
〈輿服下〉注引《東觀書》
（頁 3663）皆言議禮在永平二年。或元年已有此議，二年
始定。
又注云《五家要說》為五行之家，當為今文，並見《後漢書》
，卷 37，頁 1254-1256。
《桓郁傳》注文引《東觀記》言之，見《後漢書》
，卷 37，頁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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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超詣闕上書，
「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雎陽令陳宗、
47

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祕書。」 班氏
校書在永平五年以後，則班固之前蘭臺已有校書郎行校書事，與前揭衛宏校
古文事相合。
《後漢書》〈賈逵傳〉稱：「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
48

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賈逵為校書郎在永平十五年（72）之前。 班、
賈二人當皆因有所述作而為郎官，負責校祕書，應對左右，以備顧問。
又《後漢書》
〈楊終傳〉
：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
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
49

，與班固經歷相似。永
郎。」 楊終獻《哀牢傳》而「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平年間校書郎典選基本都是有所著作，然後受帝徵召入選，校書之地在蘭臺。
。
（1）建初年間（76-84）
，校書者有傅毅、班固、
3. 章帝時期（76-88）
賈逵等。
《後漢書》
〈傅毅傳〉載：
「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
50

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 案，傅毅入蘭臺校書，陸侃如
51

， 而此前班固賈逵等一直校書蘭臺。傅毅以文學初為蘭
繫於建初二年（77）
臺令史，後拜校書郎中，其制當亦如班固、賈逵，初為蘭臺令史，作史傳、
賦頌，擢校書。賈逵，章帝曾令其「撰《歐陽》
、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52

「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 撰
定異同，參校比勘各家文本師說，實屬校書之書。賈逵在這一時期所校典籍
經傳師說甚多，對後世影響也較大。
（2）建初四年（79）左右，丁鴻。《後漢書》〈丁鴻傳〉：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
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
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

-----------------------------------------47
48
49
50
51
52

《後漢書》，卷 40 上，頁 1334。
《後漢書》，卷 42，頁 1436。
《後漢書》，卷 48，頁 1597。
《後漢書》，卷 80 上，頁 2613。
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99。
以上並見《後漢書》，卷 36，頁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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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為少府。

案：白虎觀會議在章帝建初四年，鴻以經術高才擢徙校書，亦在此年。
值得注意的是白虎觀論經「稱制臨決」
，諸儒多引讖解經，當與光武頒布圖讖
有關。
（3）元和元年（84），黃香。《後漢書》〈黃香傳〉載香「初除郎中，元
54

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案黃香以經義博學拜郎中，所
謂「讀書東觀」當屬一種特別優待的說法，實際應有校書之職責，故後有「告
休」之說。
（4）元和二年（85），孔僖以孔子後裔，講《論語》，「遂拜僖郎中，賜
55

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孔氏或例行校
書事，具體內容不詳。
4. 和帝（89-105）、殤帝（106）共 18 年左右，未見校書之事。
。
（1）永初四年（110）
，劉珍與《五經》博士、
5. 安帝時期（107-125）
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讎校「東觀《五經》
、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56

脫誤，是正文字。」 據《後漢書》〈皇后紀〉，此次校書直接原因是太后從
57

曹大家受讀經書，「患其謬誤，懼乖典章」， 遂下令校書。
此次校書當有馬融，
《後漢書》
〈馬融傳〉載融「（永初）四年，拜為校書
58

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 後於「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
59

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 「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復拜議郎，

-----------------------------------------53
54
55
56

《後漢書》，卷 37，頁 1264。
《後漢書》
，卷 80 上，頁 2613-2614。
《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61-2563。
《後漢書》〈孝安帝紀〉：永初四年春二月（乙亥後），「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
校定東觀《五經》
、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後漢書》
，卷 5，
頁 215。
57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
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
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
朝夕濟濟。」《後漢書》，卷 10，頁 424。
58 《後漢書》，卷 60 上，頁 1953-1954。
59 《後漢書》，卷 60 上，頁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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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重在東觀著述」
， 故馬融非但於永初四年開始校書，此後直至去世前，多在
東觀。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稱：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
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
61

之本而注焉。」 可知馬融、盧植等當時頗校定經籍，並重新刪定文本。
〈蔡倫傳〉又載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
62

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則所校內容主要為經
傳家法，博士分別負責其所屬家法的經傳文獻。案，元初四年校書事未見其
他文獻佐證，當為永初四年之誤。
又永初（107-113）年間，竇章受太僕鄧康舉薦入東觀為校書郎。「是時
63

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

此時校書者另有許慎。許沖《上說文表》稱：
「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
黃門孟生、李喜等。」案：許沖上表署日為安帝「建光元年（121）九月己
64

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其時慎已病篤，則校書之時應大致在安帝初年。
65

（2）元初中（114-120），王逸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以時間推斷，王
逸與馬融在東觀的時間又重疊，同在東觀校書。今本《楚辭章句》前所附文
66

字署名亦為「校書郎臣王逸上」，當在校書郎任上撰成。

。張衡為侍中典校書，兼有著作。
《後漢書》
〈百
6. 順帝時期（126-144）
官志一〉注云：「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
67

〔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

永和元年（136），伏無忌、黃景。《後漢書》
〈伏湛傳〉載伏無忌「順帝

-----------------------------------------60
61
62
63
64
65

《後漢書》，卷 60 上，頁 1972。
唐．陸德明著，黃焯校，《經典釋文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8-19。
《後漢書》，卷 78，頁 2513。
《後漢書》
，卷 23，頁 821-822。
以上並見東漢．許沖，〈上說文表〉，見《說文解字》，頁 320 上。
《後漢書》
〈王逸傳〉載逸：
「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後漢書》
，卷 80 上，頁
2618。陸侃如將王逸校書時間繫於元初三年（116）
，未知何據。見陸侃如，
《中古文
學繫年》，頁 141-142。
，似所據為西漢劉向本。參宋．
66 王逸署名前另有「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洪興祖著，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
67 《後漢書》，志第 24，頁 3555-3556，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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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
、諸子
68

百家、蓺術。」

7. 沖帝（145），質帝（146）時間較短，未言校書之事。
。桓帝二十年間有關校書的記載極少，鄭玄《儀
8. 桓帝時期（147-167）
69

禮》〈有司篇〉注云：「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設校書，定作觶」。 案，《後
漢書》
〈崔寔傳〉載寔為議郎，曾「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
，因梁冀案免
70

官禁錮。 梁冀之誅在桓帝延熹二年（159），崔寔校書當即在延熹年間。陸
71

侃如繫於永壽三年（157），不確。

9. 靈帝時期（168-189）。（1）靈帝時高彪因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
72

中，校書東觀」。

（2）建寧三年（170）以後，有蔡邕。邕於「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73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3）熹平四年（175），蔡邕、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
颺等刊立太學《熹平石經》。《後漢書》〈蔡邕傳〉：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
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
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
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晩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
74
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68 《後漢書》
〈伏湛傳〉稱：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
《後
漢書》，卷 26，頁 898。
69 案，頗疑文中「設」字誤衍。東漢校書之事既不始於延熹，「校書郎」之設亦遠在延
熹之前。「設」字或為「校」字之誤，經刪改為「校」字，後人不察，二字並錄，遂
致此誤。東漢．鄭玄，
《儀禮注》
（《儀禮註疏》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十三經
註疏》本，2009），卷 50，頁 2634 下。
70 《後漢書》，卷 52，頁 1730。
71 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頁 212。
72 據《後漢書》彪本傳，彪與馬融並有交集，見《後漢書》
，卷 80 下，頁 2649-2650。
陸侃如繫於熹平四年下，未言何據，氏著，《中古文學繫年》，頁 261。
73 《後漢書》
，卷 60 下，頁 1990。陸侃如繫於熹平二年（173）
，未言何據，氏著，
《中
古文學繫年》，頁 253。
74 《後漢書》，卷 60 下，頁 1990。其中堂谿典又見諸熹平石經《公羊》碑、《後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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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書者另有楊彪，熹平五年（176）前後，又有盧植等加入。《後漢書》
〈盧植傳〉載「時始立太學《石經》」，盧植上書建言校書事，「歲餘，復徵拜
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

75

參與其事的還有中官李巡、趙祐等。《後漢書》〈李強傳〉載，「（李）巡
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
76

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楊著也以儒學顯名，定經東觀。闕名《高陽令楊著碑》載：

□綜書籍，□□□賢，仕郡，歷五官椽功曹、司隸從事、仍辟大尉，遷定
潁侯相。特以儒學，詔書敕留，定經東觀。順玄邱之指，蠲歷世之疑。天
77
子異焉，擢採議郎，遷高陽令。
78

案：據宋歐陽脩考證，楊著為後漢名臣楊震之孫， 俱有家學，宜在東觀。
關於石經刊刻時間，《後漢書》邕本傳云其定經年月為熹平四年，《水經
注》言石經起於熹平四年，訖於光和六年（183），歷時凡九年，諸儒當受詔
79

於熹平而成碑於光和。 此次校書為一字石經，與魏三體石經相區別。經數
80

、
《尚
有五、六、七之說， 今以《隋志》所載《一字石經》為是，即《周易》

-----------------------------------------75
76
77

78
79
80

碑，馬日磾又見諸《儀禮》碑。
《後漢書》
，卷 64，頁 2116。陸侃如繫於熹平六年（177）
，見氏著，
《中古文學繫年》，
頁 264。
《後漢書》，卷 78，頁 2533。李巡之名又見諸石經《後記》甲碑。
〈高陽令楊著碑〉，宋．洪適，《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1，頁
133 上-134 上。碑無年號，王昶以為卒在靈帝建寧元年，卒年五十三，見清．王昶，
《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掃葉山房本，1985），卷 12，頁 6a-6b。侯康亦以
楊著校書在蔡邕之前，見清．侯康，《後漢書補注續》（《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84），頁 53。熹平校經的相關研究另參見黃彰健，〈論漢
石經〉，《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頁
253-296。
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光緒丁亥刊本，1887），卷 3，頁 6。
見《隸釋》，卷 14，頁 155-156。另參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
1977），頁 199。
經數之別在於算法不同，五經者以《公羊傳》
、
《論語》是傳非經，六經者或以《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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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經，與今存漢刻殘石
81

同。 此為當時最主要的官方經典。史書所載《熹平石經》的校書人員僅十
82

人左右，而據出土石刻材料，親歷其事者至少有 28 人之多。 從石經之例不
難推斷，東漢歷次校書人數當不止史書所載之數，或囿於體例，僅記最著者
數人。
靈帝之後，雖有少帝（189）、獻帝（189-220）在位，但脅於彊臣，漢
室已然名存實亡。諸侯征戰，不暇文教，故未聞校書之事。但相對穩定富庶
的地方割據勢力也有刊定經籍的記載。
10. 獻帝建安年間（196-220），劉表割據荆州，時「關西、兗、豫學士
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
83

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表又立學官，廣求遺書，遂「訓
《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備
84

，
矣」
， 與兩漢大規模整理典籍的情況相似。既稱所撰《五經》章句為「後定」
或針對此前東觀校定《熹平石經》而言。闕名《劉鎮南碑》云表「今深憫末
學違本離質，乃合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劃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
85

86

， 或即
而探微知幾者多。」 《隋志》載「《漢荆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
當時所校。而「改定五經章句」云云，以鄭玄等經書注疏之例揆之，當需先
校文本、章句異文。荆州校書的具體內容已難詳考，大略以古學為主。
《三國
志》〈蜀書．尹默傳〉云：「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

-----------------------------------------81
82
83
84
85

86

非經，七經者將二者皆作經。參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影宋本），頁 2654 上；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卷 6，頁 200-201。
《隋書》，卷 32，頁 945-946。
參見馬衡，
《凡將齋金石叢稿》
，卷 6，頁 207-210；王竹林、許景元，
〈洛陽近年新出
土的漢石經〉，《中原文物》1988.2(1988.5): 14-18。
《後漢書》，卷 74 下，頁 2421。
此志又專論五經特徵，見魏．王粲，
〈荆州文學記官志〉
，載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 38，頁 693。
而姚振宗《後漢藝文志》載誤入《蔡中郎集》之〈劉鎮南碑〉有「又求遺書，寫還新
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墳籍，充滿州閭」之文，則更與劉向歆父子校書程序相類。
清．姚振宗，
《後漢藝文志》
（上海：開明書店，1936，排印快閣師石山房本）
，卷 1，
頁 70。
《隋書》，卷 32，頁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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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
87

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

唐長孺以為所校《五經章句後定》中《易》為費氏古文，
《詩》用毛氏，
《春
88

秋》用今文《公羊傳》
，校定者以綦母闓、宋衷、司馬徽為主。 陸侃如據《後
89

漢書》表傳次序，繫於建安四年（199）。 以一方勢力而改定《五經》章句
文本，應非一年可就。

ˬă७३វё!
90

關於西漢校書內容與特徵的研究，前賢所論已備。 東漢校書承劉向歆
父子之統緒，校書體制當大略相類。今據《別錄》佚文及《漢書》
〈藝文志〉、
《熹平石經》等校書文獻，試推其制。

（一）校書目錄
91

西漢劉向歆父子校書多用中祕古文，部分典籍當為秦廷之舊。 東漢建
都洛陽，西漢典籍圖書遂由長安東遷，不斷校定抄寫，書冊數量也有較大增
長。
《後漢書》
〈儒林傳〉稱：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92

自此以後，參倍於前。」 故東漢官方藏書，約略秉承秦及西漢蘭臺之舊，
又增益新書。梁阮孝緒《七錄序》云：
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
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

-----------------------------------------87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2，頁 1026。
88 參唐長孺，
〈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
，載氏著，
《山居存稿續編》
（北京：中
華書局，2011），頁 157-170。
89 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頁 337。
90 如孫德謙將之析為二十三條目，見氏著，
《劉向校讎學纂微》
（上海：四益宦刊本《孫
隘堪所著書》
，1923）
；余嘉錫，
《古書通例》
（北京：中華書局，2007）
，卷 3，頁 269-279。
，頁 89-99；蒙文通，
〈孔氏古文說〉
，
《經
91 參余嘉錫,〈目錄學源流考〉,《目錄學發微》
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9。
92 《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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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

《隋志》亦云：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
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
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
94
藝文志》。

據此，東漢蘭臺、東觀、仁壽閣（闥）藏書分類俱依準《七略》
。故《漢
書》
〈藝文志〉雖為西漢藏書、校書目錄，但也參考了東漢明帝時期蘭臺存書、
校書目錄。班固在書中兼注典籍在東漢的存佚情況可為佐證。

95

案，或謂東漢時另有目錄為《東觀新記》和《仁壽闥新記》
，余嘉錫則認
96

為「撰集新記」為《東觀漢記》
，即當時國史，非目錄書， 此說頗可商榷。
上引《七錄序》與《隋志》兩段文字較為一致，皆統言蘭臺、東觀、仁壽閣
等藏書皆依《七略》部次，不當橫生枝節稱說撰述《東觀漢記》之事。細繹
文意，此「新記」當指《七略》
、
《別錄》之外的另集新書之目錄。
《隋志》此
處即用阮序而逕改「撰集新記」為「集新書」
。且東觀等處藏書為舊京參倍，
而無目錄以為統紀，既不合情理也不合乎秦漢時期較為嚴格的律令制度要
97

，稱後漢蘭臺東觀並有書目，而亡於漢末
求。 姚振宗據《七錄》及《隨志》
98

董卓，李、郭之亂。

-----------------------------------------93 梁．阮孝緒，
〈七錄序〉
，唐．釋道宣，
《廣弘明集》
（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本），
卷 3，頁 18B。
94 《隋書》，卷 32，頁 906。
95 王重民亦稱東觀及仁壽闥並有藏書目錄。《漢志》或有注「有錄無書」者，所謂「有
錄」當指其書著錄於《别錄》
；所謂「無書」指蘭臺東觀不具其傳。見王重民，
《中國
目錄學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39、43。又「小學類」載「《史籀》
十五篇」
，注云：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班固等校書正在永
平年間，故得知建武時亡六篇。蘭臺、東觀新的藏書目錄所收當為西漢之舊及新增入
兩漢之際及東漢時期新著。
96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頁 96。
97 姚名達認為「固又編之」中「之」指《七略》，非東觀及仁壽閣書，但這並不妨礙其
東漢大略以《七略》為目錄的推斷。氏著，《中國目錄學史》，頁 145。
98 清．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敘錄》，頁 1。

82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99

西漢劉氏父子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

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徵上，東漢時期的相關著作或無法比擬劉向
歆父子，但《七略》卻終因班固等東漢校書人員的整理著錄而流傳至今。作
為典籍承續史上重要一環，我們對東漢校書不應忽視。

（二）底本與校本
西漢劉向歆父子總領校書，各部類典籍的校勘又另以專人典領。校書之
100

學時稱「讎校」，劉氏書錄多言「校讎」、「殺青」、 「繕寫」等。

101

今《漢

志》書有「篇」有「卷」
，是為當時竹素之證。校定、作錄、謄寫奏上，應為
校書的一般程序。
校書首需選本，兩漢官方校書所用校本最大的不同在於是否利用中書古
文本。西漢時期，承秦火之餘，典籍或殘缺，或重複，篇章未定，文字多異。
劉向所校經書部分多以各家所傳文本為底本而以中古文經校之，各存本文而
102

又附錄異同。

諸子典籍則廣備眾本，有中書、外書等，合中外以相定。余

嘉錫稱其：
「凡經書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其篇數多寡不同，則兩本並存，不刪
103

除複重」；「凡諸子傳記，皆以各本相校，刪除重複，著為定本」是也。

東漢時期文獻面貌與此前多有不同：一是重要典籍經過劉向歆父子整理
以後，初有定本；二是文獻漸多，古學勃興。建武時所校讖緯之書要以西漢
及王莽所遺為主，此後集中校勘的對象主要是經書與諸子傳記。兩漢一經之
中師法、家法各異，所習文本也略有異同。雖然漢代博士、明經乃至舉孝廉

-----------------------------------------99 《漢書》，卷 30，頁 1701。
100 清．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師石山房從書》（上海：開明書店，1936），頁 4。
101 參《文選》卷 6 左思《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卷 6，頁 287；
《太平御覽》
，卷 606，頁 2725 下。
余嘉錫，〈書冊制度補考〉，氏著，《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541。
102 余嘉錫以為劉向歆等雖以中古文校今文，「然今文別自名家，傳習已久，向必不能以
中古文校改，使之歸於劃一，蓋惟各存其本文，各別著校勘之語。」見氏著，《古書
通例》，卷 3，頁 271。
103《古書通例》
，卷 3，頁 272-273。並參徐興無，
〈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
，
《中
國經學》9(2012.1): 91-95，「古文與古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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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皆須明經學家法，但博士官學之士所見文獻漸多，多自採獲，家法漸失。 和
帝永元十四年（102），司空徐防即批評「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
105

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輙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
，

乃至「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
106

107

，校異文為主。
以合其私文者。」 故東漢官方校書多以讎「家法」

因此，

雖東漢校書者多持古學，但今存《熹平石經》中所校典籍的參校本基本不提
108

中書古文本。 這種情況曾引起古學家的不滿，如盧植上疏批評「古文科斗，
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欲以「古學」刊正碑文。後雖得備校書，
109

旋轉他職，或與其古文立場與石經讎校博士家法之體例不合有關。

今存石

經殘文也俱為今文家言，未見古文說。
博士、良史讎校家法，而通儒總其成，略似西漢以校某類之書必以專家，
而向統領之。東漢時期檢選何種家法為定本，或以習學人數多寡，或以強勢
學問而定。每種書也只以官方指定的一種博士家說為底本，又臚列參酌其他
110

各博士官學文本異文（亦變相記載其他各家文本）
。

如石經《尚書》以《歐

陽尚書》為底本，以大小夏侯文為校本。
《尚書》石經於《書序》後又節錄歐
111

陽大小夏侯三家互異詞句，與其他出土經傳校記行款同。

這種在敘錄後摘

錄異文的做法與今存《別錄》佚文體式基本一致。

-----------------------------------------104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6-137。
105《後漢書》
，卷 44，頁 1500-1501。
106《後漢書》，卷 78，頁 2533；《後漢書》，卷 79 上，頁 2547。
107 如前引安帝元初四年（117）詔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至熹平四年以
定本刊石。《後漢書》，卷 78，頁 2513。
108 一種可能是劉向歆父子校書之後，中書古文的異同已體現在各家文本之中。
109《後漢書》
，卷 64，頁 2116。
110 鄭康成三禮注所列校勘異本則云「故書」
、
「今書」
。清儒以為，
「其云故書者，謂初獻
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清．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
序〉，《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頁 637。
111 石經中《易》以梁丘《易》為底本，施、孟、京房為校本；魯《詩》為底本，齊、韓
為校本；嚴氏《春秋》底本，顏氏為校本；魯《論》為底本，盍、毛、包、周為校本。
參看范邦瑾，
〈兩塊未見著錄的《熹平石經．詩》殘石的校釋及綴接〉
，
《文物》1986.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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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勘記及其寫法
西漢時期典籍多無定本，劉向歆父子需要處理的文獻情況較為複雜，
《別
錄》所載篇目異同、異文脫簡比比而在。如《漢志》「尚書」類小序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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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者數十」；

112

劉向《戰國策書錄》云「本書多誤脫為半字，以
113

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

東漢《熹平石經》篇目、錯簡相對較

少，但異文較多。宋洪适《隸釋》所載，
《書》存 547 字，與今本異者 67 字；
《詩》173 字，異同 9 字；《禮》45 字，未見異同；《公羊傳》存 375 字，異
114

《論語》存 971 字，異同 40 字。
同 7 字；

而根據許景元的推斷，僅《尚書》

石經校記已非常可觀，如《堯典》
、
《舜典》即占石碑九至十行，
《皋陶謨》
、
《益
115

稷》占十三至十四行。

可知當時各家文本差異較大，確實有一定文本的必

要。
116

文獻中的異文，《別錄》中多言「椾」（揃）、「棧」。

如《晏子書錄》：

「中書以夭為芳，有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
《列子書錄》
：
「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甚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
117

118

〈竹部〉
：
「箋，表識書也。」
從中書已定。」 《說文解字》

宋王觀國《學

林》
〈故什箋〉
：
「箋，表識書也。亦作牋、椾。蓋古人牋牘，以竹或木為之，
119

故箋字從竹，牋字椾字皆從木。」

余嘉錫稱「書錄兩言揃、棧，則其所校
120

皆有箋識。然謂之已定，則於其誤字，已逕據別本刊定之矣。」

則《別錄》

-----------------------------------------112《漢書》，卷 30，頁 1706。
113 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師石山房從書》，頁 7 上。
114《隸釋》，卷 14，頁 149-156。
115 許景元，〈新出熹平石經《尚書》殘石考略〉，《考古學報》1981.2(1981.4): 194。
116 案，各家所徵或作「揃」
，或作「椾」
。檢《說文》無「椾」
，
「手部」有「揃」
，釋「搣
也」，轉釋為「持頭髮也」。顏師古等注引申為「去其不齊整者」，當以「揃」是。見
《說文解字》，卷 12 上，頁 252 下；《說文解字注》，頁 599 下。
117 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師石山房從書》，頁 8 中、11 中。
118《說文解字》，卷 5 上，頁 96 上。
119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61。
120 以上見余嘉錫，《古書通例》，卷 3，頁 272。王欣夫以為「椾」、「棧」與「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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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稱「頗略揃（棧）」、「書已定」，當指既已刊定正文，又載有集中的異文
校勘記。《別錄》中完整的校勘記已不可考，《周易》「明夷」下，《經典釋
文》引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滋』」，或劉氏校語之遺。

121

東漢《熹平石經》校勘記的形式也是摘錄原文詞句，再列異文，與《經
典釋文》所引《別錄》注釋形式基本一致。如石經中異文一般稱「『某某』，
「『時乃工』大
某某言『某某』」
。石經《歐陽尚書》6278 號殘石第十三行載：
小夏侯言……」
，殘文所載即為大小夏侯《尚書》與歐陽《尚書》不一致的異
文。衍文或闕文一般稱「『某某』
，某某無」
，如 6874 號殘石「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校勘記云：「『於予擊石』大夏侯無」。這也說明底本歐陽《尚書》及
參校本小夏侯《尚書》有之。校語格式與《別錄》佚文所載也較為一致。簡
言之，兩漢校書經書部分多以官學文本為底本，參校他本異文再繕寫正文定
本，後有《校記》羅列諸家異同於各經之末。
序文與後記。前揭劉氏父子校書，多附有書錄，今以校定石經之例揆之，
其前有序文，後有校記，或與西漢「論旨歸」、「辨訛謬」之旨相近。由於時
人對經書較為熟悉，石經似不需專論旨歸，故前序及校勘記只注重敘次篇目
與辨其訛謬兩項。《別錄》有單篇敘錄留存，《熹平石經》的序文也一般單獨
為一篇，列於正文之後，內容總述篇章、字數等。如石經《歐陽尚書》
，將二
122

十七篇序文彙於經文之後，為《書序》一篇。

（四）行格
西漢時期劉氏所校官本每簡多為 22 至 25 字，謄寫工整，字大行稀，類
似後之大字本。如《漢志》「尚書」類小序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
123

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這與武威漢簡所見兩漢子書類短

-----------------------------------------即為表之意，將誤字表出。王欣夫，
《王欣夫說文獻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頁 221。
121《經典釋文彙校》，卷 2，頁 48 上；余嘉錫，《古書通例》，卷 3，頁 271。
122 洛陽城南太學村出土 6278 號殘石，陰面為《舜典》
、
《皋陶謨》
、
《益稷》的部分校記；
6874 號殘石陰面為《秦誓》篇末經文、
《書序》及校記。許景元，
〈新出熹平石經《尚
書》殘石考略〉，《考古學報》1981.2(1981.4): 185-198。
123 由於《尚書》為正經，與尺餘子書不同，不大可能是簡牘長度的原因。《漢書》，卷
30，頁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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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字數相近，也與後世刻本中行格區別不大。石經的篇末一般載有總篇數與
124

字數，各經每行字數或不相等，
「甚或有一經之碑，表裏不同者」
，
125

大致每行 70 字，

但碑文

基本為西漢劉向所校書簡字數的三倍。西漢武威漢簡《儀

禮》長簡甲本每簡 60 字，乙本有上百字。其中甲本書寫格式最為正式，有
126

篇題、分章，字數與《熹平石經》也大致相合。

刊定石經時蔡邕等書寫所

據或為二尺四寸長簡，謄寫整嚴，故為此數。

（五）分章與文本標點符號
鄭玄經注云：
「志謂章識也」
（《禮記》
〈檀弓上〉）
，
「今時之書，有所表識，
127

（《周禮》
〈職金〉）
，是為漢人所述表識符。 《別錄》中相關符號
謂之揭橥」
128

的使用難以確知，而東漢時期簡帛及碑刻中則頗有留存。

石經所存主要為

章節符號，一般有兩種表示法。一是文字連續，沒有明顯行格間斷，分章處
用圓點表示，如《禮記》、《論語》等。今存《論語》殘石，存四行，篇末有
129

圓點「●」標示章節。 《春秋》經殘石每年之下也有一圓點以示分章。1959
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儀禮》
（甲本）簡首常用大圓點表示此下為經文，正文
中用小圓點表示此下為傳文。

130

武威漢簡《儀禮》屬后氏《禮》之慶氏

-----------------------------------------124《凡將齋金石叢稿》，頁 205-206。
125 馬衡推斷大概每行 70 至 73 字，見《凡將齋金石叢稿》，卷 6，頁 205。許景元根據
新出土殘石考證為每碑 35 行，行 73 或 74、亦有 76 字，與王國維推算基本吻合。許
景元，〈新出熹平石經《尚書》殘石考略〉，《考古學報》1981.2(1981.4): 195。新近
的討論參馬楠，〈熹平石經《尚書》行數推定及復原〉，《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1(2013.3): 4-18。
126《武威漢簡》中《儀禮》
（甲本）長漢尺二尺四寸，每簡 60 字，或云觚三面，每面二
十字，則與劉向校書簡牘字數相近。至魏三體石經亦 60 字一行，或亦當時簡牘一致。
甘肅省博物館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編，《武威漢簡》（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2-63。
《鄭學叢著》
，
《張舜徽集》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鄭
127 轉引自張舜徽，
雅〉，頁 226。
128 兩漢常見標點符號已有十餘種。詳見管錫華，
《中國標點符號發展史》
（成都：巴蜀書
社，2002），頁 31-108；張顯成，
《簡帛文獻學通論》，頁 179-214。
129 馬衡，〈漢熹平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跋〉，《國學季刊》1.3(1923.7): 112-115。
130《武威漢簡》
，
「敘論」一二「標號」
，頁 70-71。此外，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
（甲本）
，秦《睡虎地秦墓竹簡》等亦用之，見張顯成，
《簡帛文獻學通論》
，頁 19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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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學，

與石經師法不同而文本符號相似，可知此為當時一般通行的書寫符號。

另一種分章方式為抬頭和空行，如熹平石經《易》、《書》、《詩》等。洛
〈益稷〉篇末空行，第十行《尚
陽出土 6874 號《尚書》殘石第九行為《尚書》
書》〈禹貢〉篇標題空行。《春秋》經及《公羊傳》也是每經篇名占一行，某
132

校書有標點似已成通例，宋

公元年另起一行，每年皆空格加點以示區分。

朝時期館閣校書甚至加有句讀。如宋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轉沿革例》
〈句讀〉即云：「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從旁加圈點，
133

開卷瞭然，於學者為便，亦但句讀經文而已。」

（六）字體和謄寫
134

東漢校定典籍應以「今文」—即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 《熹
135

平石經》正文所用隸書應屬官方標準八分書體。

不難推斷，校定之後而未

經刊石的其他典籍也以隸書抄寫，這一點也可從其他出土簡帛中得到驗證。
由於典籍眾多，或個人分別負責校勘寫定，故多稱「校」而少言「讎」。《後
漢書》〈蔡邕傳〉、《魏書》〈江式傳〉、《隋志》等稱「皆蔡邕所書」，
137

殘石字體不一，非一人所書甚明。石經又有「書丹」之說，

136

但

則手寫之本或

為朱紅，以示定本。東漢多以粗細、大小字區別正文與注文，此前多以朱墨
138

別本經與傳文。

劉炫《孝經述義》云：
「後漢以來注書者，皆以粗細為異，

-----------------------------------------131《武威漢簡》，〈敘論〉，頁 13-15。
132《魯論》各篇題占一行，每章首空格加點；每篇末記凡幾章，上亦空格加點。經末計
篇數及總字數。參馬衡，
《凡將齋金石叢稿》
，卷 6，頁 205；羅福頤，
〈漢熹平石經概
說〉，《文博》1987.5(1987.10): 5-10、31。後者另載有偽經情況。
133 見清．鮑廷博，《知不足叢書》第 13 集（杭州：桐華館訂正本），頁 21B。
134 相關討論參見王力春，〈漢《熹平石經》書人問題述評〉，《遼寧大學學報》2011.5
(2011.9): 135-137。
〈漢熹平石經與八分書〉
，
《故宮博物院院刊》
，
135 即每字大小占時尺八分左右。參施安昌，
1989.4(1989.12): 67-72。
136《隋志》並錄有後世謄錄各經卷數，見《隋書》，卷 32，頁 945-946。關於蔡邕書碑
問題的新近研究，參王力春，
〈漢《熹平石經》書人問題述評〉
，
《遼寧大學學報》2011.
5(2011.9): 135-137。
137《後漢書》
，卷 60 下，頁 1990。
138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彩圖亦有朱墨。今傳偽孔安國《古文孝經序》稱：「吾
湣其如此，發憤精思，為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朱以發經，墨以起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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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時人以粗細寫之。粗細即便於事，故不復改用朱墨。」

這一點在石經注文

及標示章節的小字中多有所體現。如《詩經》
〈小雅．正月〉經文下有小字標
140

記章序，兩字占一格，

這一點頗似後世之雙行小注，劉向等所用箋文體式

也應與此相似。東漢簡牘以大小字區別正文與注文，至紙簡替興，為便於書
寫謄錄也多用大小字區分，直至刻本依然如此。
劉向校書集天下諸本互相校讎，補闕除重，別為編次，許多散篇單行的
先秦典籍首次結集成較為完整的本子。其校書程序一般先書竹，刊定訛謬，
141

再寫以上素，著之目錄，是為定本。

東漢校讎家法，多載異文，書於簡牘，

便於刊削，再於縑帛繕寫，以為善本。石經則先刻經文，後刻書序和校記，
每經自為起訖，漢隸書寫，經文排版略有不同，篇章之間皆有標示區分。故
釐析篇目，編次定本，向之首功；別諸家異同，則東漢諸儒繼踵之。

αă७३ᄃڌ႔ጯఙ!
（一）校書與古學
142

古學源於古文文獻。 漢時古文或為先秦官書所遺，或出於鼎彝、屋壁。
143

其先有張蒼、張敞、孔安國等釋讀古文，諸古文文本遂漸集於西漢蘭臺。 劉
向歆父子尤其劉歆校理古文，爭立學官，成為古學勃興之關鍵。東漢時歆弟

-----------------------------------------《古文孝經》（東京：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序文，頁 4。
139 劉炫，
《孝經述義》
，卷 1，頁 22A，轉引自程蘇東，
〈京都大學所藏劉炫《孝經述議》
殘卷考論〉，《中華文史論叢》2013.1(2013.3): 167-204。
〈兩塊未見著錄的《熹平石經．詩》殘石的校釋及綴接〉
，
《文物》1986.5: 3。
140 范邦瑾，
141 參余嘉錫，《古書通例》，卷 3，頁 273。
142「古文」
，有廣、狹二意，前者泛指秦統一前的文字，後者主要指六國古文字。本文所
用主要指廣義，即漢代學者所言之古文。參王國維，
《觀堂集林》，卷 6，〈桐鄉徐氏
印譜序〉
；卷 7，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等，
《王國維遺書》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影印本，1983）
，頁 312-353。案，
「今文」
、
「古文」經學及相關學術史上的
討論滋繁，不俱引。本文儘量以漢人常言之「古學」
、
「博士經學」稱之。見徐興無，
《劉向評傳》，第 4 章，頁 94-102。
〈今古學考〉
，李耀仙主編，
《廖平選集》
（成都：巴蜀書社，1998）
，頁 62-63。
143 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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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子及杜林、衛宏等訓詁講讀，古學影響漸增。

杜林之後，東漢經學允推賈、

馬、許、鄭。逵父賈徽師從劉歆，逵既「悉傳父學」
，於《左氏傳》
、
《古文尚
書》
、
《毛詩》
、
《周官》皆作「解詁」
，考論今古文異同。章帝建初八年（83），
「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
是四經遂行於世。」

145

《後漢書》玄本傳亦稱：「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
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
146

147

明。」 東漢古學諸人或本人參與校書，或為校書人員弟子及再傳。 賈逵、
148

馬融、許慎三人校書東觀，鄭玄師事馬融，亦屬東觀校書一脈。

故清季康

有為、廖平等今文家在追溯古文源流時，無不著意抉發劉向歆，尤其是劉歆
以來的校書統緒。
150

人員之手。

149

廖平撰《古學專門書目表》，所錄古學注解多出自校書

古學雖非劉向、劉歆等校書人員所創，但此前的古學多在民間

私相傳授（如毛公等）
，影響有限。劉歆等以官方身分校書，使之在一定程度
151

上有準官方的地位，至東漢賈逵時，遂漸與今文官學相頡頏。

劉向、劉歆以降，官方校書多成定制，古文文獻傳布漸廣，相關文獻的
釋讀方法逐漸引起經學自身的「內在轉向」
，後漢經學風尚隨之丕變。在三個

-----------------------------------------144《後漢書》
，卷 79 下，頁 2575-2576。
145《後漢書》
，卷 36，頁 1239。
146《後漢書》，卷 35，頁 1208。
147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偽經傳授表〉，頁 247-255。
148 許慎《說文解字》
〈自敘〉多載其所見魯恭王所得孔壁中書、張蒼所獻書、鼎彝文字，
若非校書東觀當不得覩其真。見《說文解字》
，頁 315。《說文》所載「古文」
，王國
維在《觀堂集林》卷 7〈藝林〉中有系列論文集中論析，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
古文說〉，載《觀堂集林》（《王國維遺書》），卷 7，頁 305-307。
《新學偽經考》
149 康有為稱古學「濫觴於杜、鄭，推行於賈逵，纂統於鄭玄。」康有為，
〈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
，頁 168；「偽經（今案，即古文）傳於通學，發於
校書之人」
，
《新學偽經考》
〈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
，頁 189。其他另見《新學偽經
考》〈偽經傳授表〉（兩漢部分）。
〈今古學考〉
，頁 50-53；
〈今學盛於西漢、古學盛於東漢表〉
，
《廖平選集》
（上）
，
150 見廖平，
頁 62-63。
151 古學興立的過程，可參徐興無，〈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頁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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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方面尤為突出：比勘異同的文本取向、窮究本義的文字訓詁、

博綜兼通的

153

學術宗尚。

154

漢興以來，官方博士經學多尚師說家法，學者不守師說，往往見棄。 外
有師承，內藏其書乃可立為官學。古學家更傾向於認為聖賢歿後，
「本義」已
155

失，僅有文獻流傳，欲尋「本義」只能求諸文獻自身。

這也是古學家及校

書者重視文本校理及文字訓詁的邏輯前提。劉歆等所質疑的正是口耳師弟相
傳的學術統緒，稱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156

因此，文獻

及記錄文獻的文字為古學之根本。許慎作《說文解字》著力批評俗儒的文字
157

解讀，及其所謂「父子相傳，何得改易」的觀點。

此書之意義更在於試圖

證實文字本身的可靠性勝於俗儒口耳之學。
古文文本庶少師說，整理者必須釐清文字訓詁，疏通文意才能進一步解
158

〈楚元王傳〉載：
釋大義，這些也是校書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漢書》
「初，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
，引傳文以解
159

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由識字、訓詁而解經，這是古文家

-----------------------------------------152 皮鹿門稱：
「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
（《經學歷史》，
頁 89-90）
，此說不確，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
，對之已加以否定，說見《新
學偽經考》附錄部分，頁 458-459。但古學家的訓詁校勘與學官之學並不相同，許慎
《說文解字敘》中批評其為「俗儒啚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
例之條」。《說文解字》，第 15，頁 315-316。
153 錢穆在〈兩漢博士家法考〉亦稱好古學者尚兼通，治訓詁，不為章句。氏著，《兩漢
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238-239。
154 如《漢書》
〈儒林傳〉言孟喜改師法，遂不見用。
「至夏侯建『左右采獲牽引，以次章
句，具文釋說』之後，諸經章句漸次形成。師法家法亦隨之漸密。」參徐興無，《劉
向評傳》，頁 92。
155《漢書》，卷 30，頁 1701。
，卷 36，頁 1970。
《史記》卷 101〈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亦
156 見《漢書》
稱賈誼傳伏生言有誤，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
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
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史記》，卷 101，頁 2746。
157《說文解字》，第 15 上，頁 315。
158 即「整齊脫誤」、「是正文字」、「讎校家法」；又「訓詁」一詞，即源於古學。參陸宗
達，《訓詁簡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頁 2。
159《漢書》，卷 36，頁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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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典籍文本的基本途徑。不同文本彙集之後，首須校定文本，文本初定始
能言及其餘。在沒有先師成說的情況下（或者不拘泥於先師成說）
，古文家只
能由文本校勘而識字、訓詁，再以此疏通章句義理。博士官學的先師基本解
決了識字、訓詁、解經乃至章句義理的問題，學者只需恪守師說，或進一步
闡釋章句義理即可。一定意義上，古文家所作的正是當時今文官學先師立說
之前所做的工作，也是典籍闡釋體系尚未形成之前必須做的工作。因此廖平
稱：
「古學無師承，專以難字見長，其書難讀，不得不多用訓詁；本無師說，
160

故不得不以說字見長。」

古文字書之作，多源於校書人員，與其正定字句

互相促進。校書時字句異同之取捨，必先辨明字句文義，日積月累漸臻精善，
161

故自劉歆以降，校書人員與文字訓詁之學密不可分。

錢玄同稱《爾雅》之

、〈釋言〉
、〈釋訓〉三篇，大體可稱為「《毛詩》詁訓雜鈔」，
〈釋詁〉

162

可為

古文家與訓詁著作關係一佐證。周予同稱：「文字學者所認為最有權威的書
籍，訓詁方面是《爾雅》
，形義方面是《說文》
；但《爾雅》多和《毛詩》
、
《周
163

禮》合，《說文》也多襲古文學者言」，
164

學遂變為訓詁一派」
，

正緣於此。康有為稱劉歆以後「經

這並非劉歆需作偽自解，而是校定文獻的工作使然。

史書所載通儒、通人多有校書背景，在書籍流傳不廣的漢代，這種現象
不難理解。無論是「通人」還是「通儒」
，都必然以廣博的知識為基礎，而當
時最有條件博覽典籍的只有校書人員。故前引黃香雖號稱博學，章帝復令其
165

入東觀讀未見書。 校書者能博覽一時藏書，眼界相對宏通，故多兼通今古，
重文本，不墨守，遂成通人。諸多古今文比勘異同的著作也多出於校書人員

-----------------------------------------160 案，廖氏為今文家，此書所言古學真偽多有可議，但其對古學特質評斷常得其理。廖
平著，張西堂點校，《古學考》（北京：景山書社，1935），頁 42。
161《隋志》有《爾雅》三卷，注云：
「漢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漢劉歆、犍為文學、中黃
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隋書》
，卷 32，頁 937。李巡為東漢校書之中官。
見《後漢書》，卷 78，頁 2533。
162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載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附錄部分，頁 442。
163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頁 29。陳啟源《毛詩稽古編》、
孫星衍《爾雅釋地四篇後敘》及康有為皆言及文字訓詁之學與校書人員關係密切。參
見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頁 97-99。
164 康有為，〈漢書藝文志辨偽〉（下），《新學偽經考》，頁 98。
165《後漢書》，卷 80 上，頁 2613-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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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如前引賈逵受撰《歐陽》
、
《大小夏侯尚書》
、
《古文》同異，及《齊》、
166

《魯》、《韓詩》與《毛氏》異同。

校定異文也勢必令校書人員不墨守一家，不膠著一說，注重「實事求
是」。

167

賈、馬、許氏校定群書，皆非固守古文說。許慎作《五經異義》，鄭

玄《駁五經異義》，二者多與今文家說求同存異，而非唯古是從。
169

《尚書》
，部分內容贊同今文博士家說。

168

馬融注

馬融、鄭玄幾遍注群經，玄注群經
170

又以《周官》通《王制》，混同今古，「取其義長者」。

段玉裁稱：「鄭君之

學，不至於墨守，而主於兼綜，不主於兼綜，而主於獨斷。其於經字之當定
者，必相其文義之離合，審其音韻之遠近，以定眾說之是非，而己為之補
正」。

171

就個人學術風貌而言，鄭玄的學術取向也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校書特徵：
校異文，重訓詁，尚通學。據《後漢書》玄本傳，鄭氏先入太學從第五元先
習今文，後從張恭祖習古文，又師事馬融，兼通今古。

172

鄭玄注《禮》，雖

取馬融本，但頗校異同，別篇次。孔穎達《禮記正義》
〈曲禮上第一〉下云：
「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為之注」，

173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稱：「後漢馬

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
174

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在文本考證上，
「鄭注《周禮》，

-----------------------------------------166《後漢書》
，卷 36，頁 239。
167 比勘異同，講論經意能使學者趨於兼綜，不尚墨守。這一點在今文家中也有較明顯的
體現。詳參陳蘇鎮，〈東漢今古文學的變化、興衰與合流〉，《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
1(2009.1)：149-162。
168 徐興無，〈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頁 101-108。
169 說見清．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皇清經解續編》本，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南
菁書院刻本，1988）。另參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146，注一三。
170 蒙文通，《經學抉原》，頁 76。
171 段玉裁，
〈經義雜記序〉
，
《經韻樓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卷 8，頁 188189。
172《後漢書》，卷 35，頁 1207。
173 關於許、鄭之校讎學，參見王欣夫，
《王欣夫說文獻學》
，頁 231-239；張舜徽，《鄭
氏校讎學發微》，《鄭學叢著》，頁 25-46。
174《經典釋文彙校》，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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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並存故書、今書；注《儀禮》，並存古文、今文」，
之法」，

176

陳澧以為「此後來校書

而實為直承前賢校書之法。

校書訓詁非無大義，如陳澧所揭，康成注經意在「述先聖之元意」（《誡
子益恩書》），而「所學聖人之道，在方在策」（《學記》注）。

177

文獻足徵，

不必他求。段玉裁亦云：
「不知故聖賢之用心，又何以得其文義而定所從、整
百家之不齊與？」 在某種意義上，古學家未必在學說上直接接受孔門成說，
但在學術方法上接續了孔門傳統。故段玉裁云：
「校書何放（同昉）乎？放於
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後，成帝時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各顯所能奏
上。向卒，歆終其業。於是有讎有校，有竹有素，蓋綦詳焉。而千古大業未
有盛於鄭康成氏者也」，

178

這裡更將鄭玄之學追溯到孔子以來之校書統緒。

「一由劉歆所
康有為雖持今文偏見而概斥古文為偽，但其稱古學興盛時亦謂：
傳皆一時之通學；一則博學必典校書，校書東觀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
179

笑今學之固陋。夫校書者為天下學者之宗，通學者有著書自行之力。」

簡言之，善古學者重視文本本身，一方面是新發現的諸古文本多無經師
成說，欲加釋讀不得不求諸本文；另一方面，所見文本既多，自不願固守師
說藩籬。在一定意義上，官學與古文家各自代表的是口耳之學與文獻之學。
古學家並不偏信官學師言，他們所作的是近似於「師」的工作。固守師說者，
發展師說只有用演繹的方法推演成說。古文家則考訂文本，以校書方法治經，
在某種程度上有將經學向經學文獻學轉變的趨向。這些「古文家」並沒有消
180

弭「今文」師說，而是兼採今古。換言之，他們並沒有嚴格的今古文畛域，

只是力求經學問題的文獻自洽。
《熹平石經》所校典籍雖屬博士官學家法，但
其校書人員及整理方式無疑具有鮮明的古學特徵。在唯文獻是從的思路下，
今古學混一不可避免。

-----------------------------------------175《儀禮註疏》，卷 1，頁 2040 上。
176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15，頁 258。
177《東塾讀書記》，卷 15，頁 253。
178 以上並見段玉裁，〈經義雜記序〉，《經韻樓集》，卷 8，頁 188-189。
179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頁 168。
180 好古文者與後世所謂「古文經學」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演繹師說，乃至有意與今文立
異的部分，其真實客觀性就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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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書與著作
東漢時期的官方「著作」
，主要指修史與造作賦頌。校書而兼修史者，可
遠紹孔子刪定群經而作《春秋》
。西漢太史公抽繹石室金匱之書，採摭群書折
181

衷於經籍，撰《史記》
，自謂接父子五百年之統。
182

亦補續漢史。

劉向歆父子在校書之餘，

班固典校祕書，採錄劉歆《七略》，首列《藝文志》，不僅因
183

為班斿從向校書，也與其自身入蘭臺兼事校書與修史活動相關。

東漢沿襲

古制，有專職人員記載帝王言行，以為注記。漢安帝元初五年（118），平望
侯劉毅上書安帝令史官作《常樂宮注》及《聖德頌》
，即稱「漢之舊典，世有
注記」。

184

這些注記資料可能先彙集於東觀，在皇帝或皇后、皇太后駕崩之
185

後再由史官纂集，為帝后之紀傳。在這一制度下，東漢史書也歷有賡續。 《史
通通釋．古今正史》所載東漢修史大略有四次，即明帝永平年間、安帝時期、
186

桓帝元嘉年間、靈帝熹平年間。

此與史書所載東漢集中校書的時間也較為

一致。東漢國史《東觀漢記》雖成於眾手，其題名者劉珍及主要修撰者班固、
187

賈逵、傅毅、蔡邕、盧植等同時亦為典領校書之通儒。 《隋志》稱「靈獻
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
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
188

書。」

漢末以降，文士多願修史成一家之言以求不朽，而流傳到唐初的史

書，仍以東觀史臣為多。

-----------------------------------------181《史記》，卷 130，頁 3295-3300。
182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 12〈古今正史〉，頁
314。今《漢書》
〈藝文志〉猶存《馮商所續太史公書》七篇，商曾師事劉向，亦為校
書人員。
183 參看徐興無，《劉向評傳》，頁 267-268。周予同，
〈經今古文學〉之「今古文學和史
學的研究」，《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頁 27-28。
184 見《後漢書》，卷 10，頁 426。
185 關於東觀修史，余嘉錫承四庫館臣之言，以為三續。余嘉錫，
《四庫提要辯證》
（北京：
中華書局，1980）
，卷 5，頁 246-248；朱桂昌以為有七續，見氏著，
〈《東觀漢記》
考證〉，《史學史研究》1985.4(1985.8): 37-50、70。
186《史通通釋》，卷 12，頁 316-317。
187《東觀漢記》修撰過程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的修撰經過及作者事略〉，《秦漢
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8），頁 108-126。
188《隋書》，卷 33，頁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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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校書修史制度對後世影響甚巨。因臨時召集校書人員及其他士人修
189

史，東漢國史《東觀漢記》遂為群體修撰的第一部官方史書。

校書而兼修

史者尤以蘭臺令史和東觀士人最為集中。東漢以降，典籍校勘的需求逐步減
弱，修史撰文的需求急劇增加。東觀校書機制逐漸轉為後世史館制度，至唐
宋時三館鼎立，著作、典籍校理、修史機制基本完善。

̣ăඕ ኢ!
自劉氏父子校定祕書之後，經新莽之亂，兩京播遷，中書典籍又多有闕
誤，故有重新校定整理之必要。東漢時期，校書之事遞有賡續，幾成定制。
而史籍所見較大規模的東漢官方校書約有四次：
（一）光武時期，詔尹敏、薛
漢等校讖緯、古文、經書，至中元二年遂宣布圖讖於天下。
（二）安帝永初四
年，漢安帝詔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
「校定東觀《五
190

經》
、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三）順帝永和元年，
191

詔無忌與議郎黃景等，校定中書《五經》
、諸子百家、蓺術。 （四）靈帝熹
平四年，蔡邕、堂谿典、馬日磾等正定六經文字，並將定本刊石。
在文獻整理方法上，東漢校書承劉向歆父子端緒，內容則以「整齊脫誤，
是正文字」為主。甚至東漢的校書機構蘭臺、東觀猶以《別錄》、《七略》的
分類方法部次典籍。東漢時期典籍大增，漢末董卓移都之際，諸藏典冊文章
192

者尚有「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等處。

所增圖書雖有民

間搜訪及時人新著，但這些文獻極其有限，沒有校書人員持續的校勘謄寫，
不會在百餘年間即「參倍於前」。

-----------------------------------------189 關於東漢群體修史及其史學史意義，參看拙文，〈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中華文史
論叢》2012.1(2012.3): 181-204。
190《後漢書》，卷 5，頁 215；《後漢書》，卷 10，頁 424。
191《後漢書》
，卷 26，頁 898。
192「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
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
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
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後漢書》，卷 79 上，
頁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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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史層面，東漢校書的意義不亞於劉向歆父子，其學術意義可大致
歸為三端：一是光武時期校定圖讖，宣布天下之後，學者皆需採錄，緯書開
始以官方意識形態得到大力宣揚而廣為傳播。不少學者甚至直接以讖斷經，
將之淩駕於傳統經說之上。二是系統校定西漢以來博士經學的經本正文與傳
記家法。靈帝熹平四年的校書成果刊於石碑，立於太學。今文官學文本以一
家定本為主，附記其餘官學文本異文的形式頒布天下，從而統一了諸家官學
文本，改正私家俗本之謬，基本杜絕了「私改蘭臺漆書以合私文」的現象。
三是文獻校理促進了兩漢經學風貌的嬗變與古學之勃興，催生了相關文字訓
詁著作。校理者參合諸本，攷文審字以校異同的文獻整理方式，也進而推擴
為薈萃群經、乃至綜採今古文以求經義的經學研討方法。此種方法在鄭玄等
校書人員弟子中也多有體現。校書人員多博學兼綜，考文字，校異同，明訓
193

詁，詳典章，更多體現出以史學方法治經的路數。
194

頌之責於一身的東觀，成為後世三館之前身。
195

族地域關係深密有所不同，

集校書、修史、造作賦

同時，與魏晉以後學問與家

漢代學問以官學為宗，西漢集於博士，東漢集

於東觀校書人員。前賢研究多集中於兩漢博士官學系統，而東漢校書統緒及
其與東漢學術之深密關涉尚有待抉發。
附錄一
時間
光武時
（25-56）
光武時
光
（25-56）
武
建武初
（25 年後）
建武時

地點
宣明殿
不詳
不詳
不詳

東漢校書事蹟表

人員（官職）
內容∕職責
尹敏（郎中）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
錄次比。」（
《後漢書》卷 69 上）
范升（博士）
、校禮儀、圖讖。（《後漢書》卷 79
鄭興
下；《魏書》卷 56）
薛漢（博士）受詔校定圖讖。（《後漢書》卷 79
下）
衛宏（給事 衛宏所校古文《孝經》，校訂官書

-----------------------------------------193 參看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171-175。
194 有關史官制度變遷，參看牛潤珍，
《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9）。
195 陳寅恪云：
「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
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界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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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議郎）
永平元年
（58）
永平二年
（59）

明
帝

不詳
不詳

永平五年
（62）

蘭臺

永平五年後，
十五年之前
（62-72）
永平十四年
（71）
顯宗時
（57-75）
建初中
（76-84）

蘭臺

北宮宣
明殿
蘭臺
蘭臺

建初四年至五
章 年左右
帝 （79-80）
元和元年
東觀
（84）
元和二年
（85）
和 89-105
帝
殤 106
帝
永初四年春二
安
月
帝
（110）

古文。（許沖《上說文表》；《後漢
書》卷 66 注）
樊鯈（拜長水 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
校尉）
《五經》異說。（《後漢書》卷 32）
劉蒼（東平王）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隋書》
卷 23；
《後漢書》卷 42；
《後漢書》
志第 30）
班固（郎官，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著史後
蘭臺令史） 遷為郎，典校祕書。
（
《後漢書》卷
40 上）
賈逵（郎官）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
右。（《後漢書》卷 36）

桓郁（侍中）校明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
。
（《後
漢書》卷 37）
楊終（校書郎）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後漢書》
卷 48）
傅毅（蘭臺令 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
史，拜郎中）固、賈逵共典校書。賈逵撰諸經師
班固、賈逵等 說異同。（《後漢書》卷 80 上）
丁鴻（本為 與廣平王羨及諸儒論定《五經》同
（《後
侯，徙校書）異於北宮白虎觀，擢徙校書。
漢書》卷 37）
黃香（郎中）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當有校
書事。（《後漢書》卷 80 上）

東觀

孔僖（郎中）校書東觀。（
《後漢書》卷 79 上）

∕

∕

未見校書事

∕

∕

未見校書事

東觀

劉珍（謁者）
、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
《五經》博士、家蓺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
《後
議郎、四府椽 漢書》卷 5；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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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觀
永初四年
（110）
永初年間
（107-114）
永初中
（107-114）

東觀
東觀
東觀

元初二年
東觀
（115）
元初中至順帝 東觀
時（114-144
之前）
順帝時
（126-144）
順 永和元年
帝 （136）
沖 145
帝
質 146
帝
延熹元年至二
桓
年之間
帝
（158-159）
靈帝時
（168-189）

馬融（郎中）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
（《後漢書》
卷 60 上）
王逸（校書郎）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後漢書》
卷 80 上）

東觀

（
《後漢書》卷 114；
張衡（侍中）為侍中典校書。
卷 59）
伏無忌（侍中 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蓺
屯騎校尉） 術。（《後漢書》卷 26）
黃景（議郎）

∕

∕

未見

∕

∕

未見

東觀

崔寔（議郎）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
經》。（
《後漢書》卷 52》）

東觀

（
《後漢書》卷
高彪（郎中）除郎中，校書東觀。
80 下）

東觀

建寧三年左右 東觀
靈 （170）
帝

史共五十餘人
蔡倫（長樂太 典領諸儒讎校家法。
（《後漢書》卷
僕）
78）
馬融（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
（《後漢書》卷 60
上）
許慎（郎官？）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
等。（許沖〈上說文表〉）
竇章（校書郎）入東觀為校書郎（《後漢書》卷 23）

熹平年間
東觀
（175 左右）

蔡邕（郎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後漢書》卷 60 下）
李巡、趙祐
（中官）

廵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
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
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
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自後五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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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帝熹平四年 東觀
（175）

熹平五年左右 東觀
（176）

熹平年間左右 東觀
（175）
∕
少 189
帝
建安年間
荊州
獻 （196-220）
帝

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
作校書，諸儒稱之。
（
《後漢書》卷
78）
蔡邕、堂谿典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
（ 五 官 中 郎 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
將）
、楊賜（光 太學門外。（
《後漢書》卷 60 下）
祿大夫）、馬
日磾（諫議大
夫）
、張馴（議
郎）
、韓說（議
郎）
、單颺（太
史令）等
盧植（議郎）
、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
馬日磾、蔡邕 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
（議郎）
、楊彪 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
（議郎）
、韓說 記》。（
《後漢書》卷 64）
（議郎）等
楊著（議郎）特以儒學，詔書敕留，定經東觀
（〈高陽令楊著碑〉）
∕
未見
劉 表 （ 荊 州 集書，合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劃
牧），儒生綦 浮辭，芟除煩重，多依古學。
（
〈劉
母闓、宋衷、鎮南碑〉）
司馬徽等

͔ϡ३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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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ll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Zhang Zongpin



Abstract
There has already been much scholarship examining the collation carried
out by father and son Liu Xiang 劉向 and Liu Xin 劉歆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ontrast, similar work undertaken during
the Eastern Han, though equally important, has been relatively overlooked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collation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dentifying a continuous progression.
The historical record shows that around four major official collations took
place during the Eastern Han, specifically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emperors
Guangwu 光武, An 安帝, Shun 順帝, and Ling 靈帝. Eastern Han dynasty
collation largely continued to follow the form established by Liu Xiang and
Liu X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ext were collected, collated, corrected,
classified and ordered, emphasizing the completeness and freedom from errors
and omissions. The Eastern Han court and palace libraries use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Bielu 別錄 and Qilüe 七略.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aspect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collation’s significance. First,
after the ancient augural texts had been collated and proclaim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wu, scholars were required to take note of them. The
official ideology embedded in these apocryphal texts then began to be strongly
and widely propagated. Second, during the Eastern Han, the main bod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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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classics, biographies, and scholarly theories and methods were
systematically collated from the scholarly writings of Western Han court
academicians. These authoritative texts were then carved onto stone steles and
learned by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empire. Third, the collation undertaken in
this period also spurred an evolu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and a
sudden rise in the study of the old texts, ushering in related exegetical works.
Collators consulted and synthesized each of the texts, carefully comparing
them and examining the characters using a method similar to that employed
when collating different documents.

Keywords: Collation, literary form, old text studies, Eastern 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