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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陳宏謀《古文詳解》為研究對象，兼及與清初古文評點著
作比較，討論文字之間的差異。依據陳宏謀在書中的話語，判斷在
受容的過程中，他有哪些意見是因襲前人的說法，有哪些意見是自
創新解，而對先前的評點書有無繼承，對後來的評點家有無影響等
。而後再從文理脈絡和語言分析的角度，回到此書寫作當時的語境
，整合歸納出陳宏謀的評點角度及觀念，考察儒家思想觀念如何落
實於評點文本之中，為後來解讀古文作品者提供一個可信賴的研究
基礎。

中文關鍵詞： 陳宏謀，古文詳解，林雲銘，古文析義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takes Chen Hong-mou’s Classical prose
detailed explanation as a research model,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al prose criticism at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lso discusses on overall aspects in the
annotation. Based upon his wording in the annotation, it
accordingly can be judged by means of the process of his
textual reception, and combination which leads to critical
inquiries as follows: which annotations he imitates his
exegetical predecessors, and which ones are his own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which previous comments have no
inheritance, which ones influence upon later annotators,
etc. My discussion run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tical linguistics, and his textual coherence as a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discuss in what way in his textual
exegesis, and so as to integrate, and generalize his modes
of annotation, visit Confucian ideas in the comments text,
and ideas of annotation as a possible ground for Classical
Chinese comprehension to later readers.

英文關鍵詞： Chen Hong-mou, Classical prose detailed explanation, Lin
yun-ming, Classical prose analyse the meaning



陳宏謀與古文詳解 

◎王基倫（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清初文士陳宏謀所著的《參訂古文詳解評註》是一套古文選本，世間罕見流傳。此

書共四冊八卷，線裝，刻本，長二十五公分，寬十六公分。封面題「古文詳解」四

字，內頁書名是「參訂古文詳解評註」，署名「桂林陳榕門著」、「翰選樓梓」。書

前有陳宏謀的〈參訂古文詳解評註序〉一篇，作於清高宗乾隆七年（西元一七四二

年）壬戌之冬；此書當完成付梓於此時。書中每卷卷首皆註明「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可見初稿由陳宏謀完成後，再由其孫陳蘭森編輯校定。 

 全書編定次序為：序四頁，目錄七頁，例言一頁。其下每卷選古文，加以評註；依

篇題及作者、正文、釋、評、題解五部分排列。全書八卷總計三百九十七頁。採用蝴

蝶裝的編頁方式，每頁可再分上下二頁。每頁正文十行，正文下有小字評註，排列成

二行。釋、評、題解下也都排列成二行小字。每行不論大字或小字，都是二十六個

字。筆者得見此書收藏於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Sinologisch Instituut, Universiteit 

Leiden）內，書頁保存完整，版面十分清楚（筆者現在是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學者）。 

一、作者介紹 

 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桂林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

卒於高宗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七十六。世宗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進士，

選庶吉士，授檢討。雍正七年升任浙江道監察御史。十二年，授雲南布政使。乾隆年

間，歷官江蘇、陝西、甘肅、江西、河南、福建、湖南、湖北的巡撫；後來曾任兵

部、吏部尚書及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諡文恭。 

 陳宏謀出身清寒，刻苦自勵，常常閉戶讀書。能作詩作文章，爾雅深厚，大多精粹

有道德之言。任官時重視地方建設，聲譽卓著。教導子弟，也以經世治民為先。著有

《湖南通志》、《四書考輯要》、《宋司馬文正公年譜》、《培遠堂偶存稿》、《培

遠堂文錄》、《培遠堂手札評》，輯有《五種遺規》。今有培遠堂原刻本的《陳文恭

公全集》二百三十三卷行世。生平事跡見於《清史稿》卷三○七、《清史列傳》十

八、袁枚〈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彭啟豐〈陳文恭宏謀墓誌銘〉、蔡冠洛《清代

七百名人傳》、陳鍾珂編的《陳文恭公年譜》。 

二、成書背景 

 陳宏謀生逢清初政局穩定，讀書人要參加科舉考試，寄望取得功名的時代。這時候

坊間古文選本 出，為的就是提供士子考試之用。陳宏謀有感於「近時坊本甚夥，間

有考覈 略，披導糾紛，遂使古人立言妙義，轉為之晦讀」；而其中也有「字句不梳

櫛，段落不分明，評語不切當」的問題。因此，他從許多選本當中，「擇其尤精者讎

校參訂，列為體式，纂輯成書」。其目的是為了讓子弟們讀了這本書之後，「庶幾每

篇神理躍然，於披吟之下，將見沉酣日久，得力日深。……由讀是編之法而推之，又

可以卓犖而觀群書矣」。可見此書編給子弟後學看，幫助他們讀懂古文，增強他們欣

賞古文的能力，作為將來博覽群書的基礎。 

三、選文標準及篇目 

 這一套書的前面，有「例言」六則。第六則說明選文的取捨標準是：「古文之選，

有攸關於國家名教者方訂選本。他如詞華奇異之文，概不敢錄。不但舉業者有所裨

益，凡一切論世知人，未嘗無小補云。」 

 作者自己是經由科舉考試而擔任地方官吏，再升任為朝廷要員。他的生活經歷，正

是關懷國計民生的實踐歷程；這也是傳統士大夫以學術報國的觀念。因此，他的選文

標準，特重事功，有心幫助子弟考取功名之外，也希望能增加他們未來治國理政的能

力。這可以由此書選文的情形得到印證。 



 這套書卷一收錄《左傳》九篇文章，卷二收錄《左傳》十八篇文章；在篇名下都註

明出自《左傳》哪一年。 

 卷三先收錄《國語》十篇，其次收錄《公羊傳》二篇：〈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

荀息〉、〈宋人及楚人平〉，收《穀梁傳》一篇〈虞師晉師滅夏陽〉，《禮記．檀

弓》七篇：〈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曾子易簀〉、〈有子之言似夫子〉、〈晉公子

重耳對秦客〉、〈杜蕢揚觶〉、〈苛政猛於虎〉、〈晉獻文子成室〉。卷三共計二十

四篇。 

 卷四主要收錄《戰國策》的文章十四篇，另有〈韓非說難〉一文。卷四共計十五

篇。 

 卷五先收錄《楚辭》〈卜居〉、〈漁父辭〉二篇，再收錄「秦文」李斯〈諫逐客

書〉一篇，再收錄「西漢文」有十篇：高帝〈入關告諭〉、〈求賢詔〉、文帝〈賜南

粵王趙佗書〉、趙佗〈報文帝改帝號書〉、賈誼的〈過秦論上〉、〈治安策一〉、文

帝〈勸農詔〉、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司馬相如〈上書諫獵〉、〈難蜀父老〉。

卷五共計有十三篇。陳 

 卷六續收錄「西漢文」有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求茂材異等詔〉、李陵的

〈答蘇武書〉、楊惲〈報孫會宗書〉，司馬遷的《史記》七篇：〈五帝本紀贊〉、

〈秦楚之際月表〉、〈孔子世家贊〉、〈管晏列傳贊〉、〈平原君虞卿列傳贊〉、

〈范雎蔡澤列傳贊〉、〈酷吏列傳序〉，以下為「東漢文」兩篇：光武帝〈與子陵

書〉、班昭〈為兄上書〉，再加「後漢書」兩篇：諸葛亮〈前、後出師表〉。卷六共

計十五篇。 

 卷七先收錄「晉文」三篇：李密〈陳情表〉、王羲之〈蘭亭集序〉、陶淵明〈歸去

來辭〉。再收錄「唐文」：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李白

〈與韓荊州書〉及〈春夜宴桃李園序〉、李華〈弔古戰場文〉、劉禹錫〈陋室銘〉、

以及杜牧的〈阿房宮賦〉。後收錄韓愈文九篇：〈原道〉、〈獲麟解〉、〈答李翊

書〉、〈與于襄陽書〉、〈送董邵南序〉、〈送孟東野序〉、〈送李愿歸盤谷序〉、

〈祭鱷魚文〉、〈祭十二郎文〉等。卷七共計十九篇。 

 卷八收錄柳宗元文二篇：〈桐葉封弟辯〉、〈捕蛇者說〉，再收錄「宋文」有：王

禹偁〈待漏院記〉及〈黃岡竹樓記〉、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及〈岳陽樓記〉、周

敦頤〈愛蓮說〉，歐陽修文四篇：〈朋黨論〉、〈晝錦堂記〉、〈醉翁亭記〉、〈秋

聲賦〉，以及曾鞏〈贈黎安二生序〉、王安石〈讀孟嘗君傳〉、蘇洵〈辨姦論〉，再

收錄蘇軾文五篇：〈留侯論〉、〈范增論〉、〈喜雨亭記〉、〈前、後赤壁賦〉，還

有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最後以文天祥〈正氣歌〉以及「明文」宋濂〈閱江樓

記〉作結。卷八共計二十二篇。 

 總計全書選文共計一百三十五篇，以《左傳》、《國策》、《國語》的文章最多，

其次則是《禮記．檀弓》、《史記》、韓愈、歐陽修和蘇軾的文章；這與清代許多古

文選本的評價相近。就內容看來，所選先秦兩漢文章主要是論軍事、外交、內政的文

章；比較特別的是：其中也選了兩漢帝王的詔書。這說明了作者對於政務時事的看

重。所選唐宋時期的文章也很重視這方面的內容，又增加些歷史人物評論，以及亭臺

樓閣記作品。陳宏謀一生忙於政務，但為了引導子弟走向經世濟民的正途，黽勉從事

編選古文的工作，令人欽佩。 

四、選文之體例及價值 

 陳宏謀編選這套書，有其自己的體例，依序為：篇題及作者、正文、正文下小字夾

註、釋、評、題解等。他在〈例言〉第二則說：「茲選逐句分疏，然後畫其段落，又

復逐段釋講，務使義理昭著。至文後再加總評，評後復載題意，使讀者一目了然，不



假思維矣。」 

 由此可見，陳宏謀是先作每篇文章逐句疏解的工作，再列明在文句下的小字夾註。

此書〈例言〉第一則說：「是編專為初學設也。篇中不但深奧之句，細加闡發；即尋

常便語，亦必留心研究，未嘗少有忽略，庶於初學有補。」可知在註解方面頗下功

夫，鉅細靡遺，深入淺出，是本書特色。〈例言〉的第五則說：「字音尤加著意，即

註於本字之下，便人誦讀。」〈例言〉第三則說：「是編於字義、典故， 採名家舊

註，參以己見，務求至當。」〈例言〉第四則說：「古文大旨：或提於篇首，而為綱

領，為主腦，為眼目者；或藏於中幅，而為關鍵，為骨子者；或點於煞尾，而為結穴

者。更有一二語陪出，又有用反筆挈之，種種不同。篇內註明，讀者細心尋繹焉可

也。」綜上以觀，「逐句分疏」是本書編者最用心的。他為初學者設想須要講解之

處，一一詳敘清楚；這包括講解字音、字義、典故、文章作法、讀法、文字考異等。 

 文義明朗之後，段落隨之分隔開來。每段「釋」的寫法，有如當時的口語串講；其

中兼作解釋文句的補充，有助於初學者明瞭文義。「釋」的末句，會說明本段的段落

大意。 

 總評全文的部分，常常是綜合前面各段落，進行全篇結構的分析。有時參考其他史

料，把原文的背景以及作者的筆意，再做一番綜合性的評論。這裡饒富文學意義，值

得讀者細心品賞。 

 最後題解一段，文字較為簡短，常用來點明題目的字面意義，說明寫作的時間背

景、寫作的緣由等。 

 從以上體例看來，陳宏謀盡力為讀者設想，面面俱到。每讀一篇選文，參看編者的

說明，必然能增進對該篇文章的理解。本書選文一百多篇，他認為不算多，自序說

道：「非故為儉也，蓋易於精熟云爾。」他希望初學者能夠每篇文章「熟讀而詳說

之」，「達其詞旨」、「審其篇法」、「窺其命意之所存」，由此奠立閱讀古書的能

力。果真能達到此功效，則此書的功能當然不能小覷。 

五、實例說明陳 

 現在讓我舉例說明。譬如本書選入柳宗元〈捕蛇者說〉一文，其中有一段正文和夾

註（以小字表示）寫道：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問其捕蛇之術），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

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寫出最苦之語，句法

全學〈檀弓〉泰山側婦人口吻，為篇末「苛政猛於虎」句伏脈） 

 這裡的夾註，解釋「問之」是「問其捕蛇之術」。這解釋很簡單，卻很容易被讀者

忽略。因為前句是「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他已經是個既得利益者，所以問他

一定是有關如何「獲利」之事；沒想到得到的答覆竟然是那麼悲苦的話，文境從此有

了很大的轉變。這裡看出編者所說的「即尋常便語，亦必留心研究」的功夫。接著他

分析柳宗元寫出蔣氏那些悲苦的話，句法全學《禮記．檀弓》而來。這是很中肯的理

解。本書已選《禮記．檀弓．苛政猛於虎》這篇，其中泰山側的婦人口吻是：「昔者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這正是柳宗元本文的依據，其目的是為

了結論要寫出「苛政猛於虎」的意思。陳宏謀這幾句評論，勾勒出柳文的旨趣，也點

明了文章技巧。 

 對柳宗元〈捕蛇者說〉最後的「評」寫道： 

 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簿〉，上之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

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

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歛，難堪可知。而子厚之謫永州，正當其時也。此篇借

題發意，總言賦歛之害，民窮而徙，徙而死，漸歸於盡。淒咽之音，不忍多讀。其言



三世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

擾。嗣安史亂後，歷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之內。其下語俱有斟酌，然是

奇文。 

 這裡說明柳宗元立言有本有原，寫出了當時的歷史事實。實則，陳宏謀的評語也是

有本有原的作法，他找到當時的史料作印證；他更讀出了柳宗元的憐憫之心、悲苦之

情，因此對柳宗元筆下的老百姓寄予深厚的同情。 

 再以本書所選蘇軾〈留侯論〉為例，其中有一段正文和夾註寫道： 

 夫子房（張良字）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楚人謂橋為圯）。然亦安知其

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其後，

三往乃得受書），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翻案妙）。且其意不在書（撇開

一筆，方可發下面正意，然不見費力，所以為佳）。在 

 這裡的評註，解釋何謂「聖賢相與警戒之義」，簡單明瞭。而後將文中的翻案手

法，撇開一筆又為何寫得很好的筆法，都說明得清清楚楚。有關張良一生推翻暴秦的

心意，和黃石老人的互動關係，在這篇選文最後的評語部分，陳宏謀還有很深入的說

明： 

 子房以五世相韓，韓滅於無道秦。博浪之棰，乃忠義兼游俠之氣，非忿忿之心也。

時秦勢方張，子房豈計及草野之間遽有取而伐之者？一擊以謝故主，於願足矣。至於

後來與漢為帝者師，皆分外事，其始願不及此。……此篇以「忍小忿而成大謀」一

句，發出黃石授書之意，雖未必合於當時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間，實為「劉、項」

成敗之案。說得中竅，且以黃石為秦之隱君子，卓識不刊，可喚醒世人狂惑。 

 這裡推究張良報仇的初衷，駁斥了蘇軾在〈留侯論〉中認為「子房不忍忿忿之心，

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的說法，評得恰當合理。但是對於蘇軾分析劉邦、項

羽的成敗因素在於「能忍不能忍之間」，以及蘇軾認定黃石公為秦朝時期的「隱君

子」的說法，大表肯定。「世不察，以為鬼物」，那是對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

的誤讀。陳宏謀的評論，不偏不倚，客觀公允，確實不同凡響。 

六、結語 

 陳宏謀《參訂古文詳解評註》這套書可以作為閱讀古文的入門書；他是站在當時選

本的根基上，校對、參考、訂正而完成此書。誠如他自己在〈例言〉第三則所說：

「評古文雖不可傍人藩籬，尤不宜逞己臆說。」因此我們可以從這套書中求得正確持

平的讀古文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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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6 年 7 10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民國 106/08/31 先前往北京，出席第十屆宋代文學會議，發表會議論文

〈陳師道《後山詩話》的文體觀探究〉，順道至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

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隨後於 106/09/3 前往杭州，至浙江省

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進行移地研究，查找研究計畫主題相關資料，並於

106/09/6 返抵國門。 

二、 研究成果 

  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時，

發覺有一些清代的善本古籍，包括古文評點材料，有助於本次計畫之比對研

究。北京各地圖書館關於今人的學術著作成果較多，資訊較為流通。隨後於杭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119 -MY2 

計畫名稱 陳宏謀《古文詳解》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王基倫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優聘教授 

出國時間 

106 年 8 月 31 日

至 106 年 9 月 6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北京、杭州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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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浙江省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進行移地研究時，也查找一些與研究計畫主

題相關資料，發覺清末至民國初年的文化重心在江蘇、浙江一帶，有可觀的善

本古籍之外，還有一些舊書專賣店，可以買到一些古書，可惜多為殘卷本。 

三、 建議 

  雖然出版業不景氣，學術書籍市場尤其如此。然而北京中國書店近年仍然

出版了一些古文評點書，如吳闓生《古文典範》之類，以線裝書原貌方式刊印。

同時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看到開放式書架上分類陳列各朝代學術研究著

作，臺灣學者的著作亦夾雜其中，卻略顯貧乏。建議科技部會同臺灣國家圖書

館、各大學圖書館、出版業界，提出獎勵辦法，補助學者出版優良學術專著，

同時設法突破中共思想管控障礙，讓臺灣學術專著成果能讓全世界看得見。而

今臺灣國家圖書館沒有線上期刊論文數據供全世界學者使用，也是一大缺憾，

亟待努力改進！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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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8 月 21 日晚上 23:35 阿聯酋航空班機，經杜拜轉機。 

107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3:15 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 

107 年 8 月 24 日前往萊頓大學中國研究圖書館中文善本特藏部

（Subject Librarian Chinese Studies & Curator of Chinese Special 

Collections），透過東亞文化研究中心王盈婷老師和圖書館中文善本特

藏部馬日新主任（Marc Gilbert）的協助，尋訪到陳宏謀《古文詳解》

一書。此書為全世界僅存孤本，除了稍有蟲蛀外，保存良好，可以翻

檢。館方並允許拍照，限在館內閱覽。 

107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28 日間續留萊頓大學中國研究圖書館，除了

逐頁翻閱陳宏謀《古文詳解》這本書外，也順道查找清代古文評點書

籍，以充實本計畫之研究。另外安排與萊頓大學研究中國學的柯雷教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119 -MY2 

計畫名稱 陳宏謀《古文詳解》研究 

出國人員姓

名 
    王基倫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 

優聘教授 

出國時間 

107 年 8 月 21

日至 107 年 9

月 1 日 

出國地點 

荷蘭、法國 

出國研究目

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

外研究設施 



授、章因之老師、葉波老師交流。 

107 年 8 月 28 日下午啟程前往法國巴黎。 

107 年 8 月 29 日前往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所圖書館兩地，

在中文部主任蒙特女士、館員岑詠芳女士協助下，查找清代古文評點

書籍，以充實本計畫之研究。另外安排與法國國家科學院藍碁研究員、

旅法漢學家陳慶浩教授、史特拉斯堡中文系畢茉莉主任等人交流。 

107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4:35 自巴黎啟程返國。 

107 年 9 月 1 日下午 16:15 返抵國門。 

 

補充說明： 

1. 當初計畫填寫內容經科技部核定清單為：「須進行為期大約十二天（包

括往返搭機時間兩天）之移地研究。」考量歐洲住宿費太貴，故縮短時

間為十天九夜。其中頭尾兩夜夜宿飛機上。 

2. 當初計畫填寫內容只有前往荷蘭萊頓大學移地研究。考量歐洲遠程不易，

法國漢學研究夙負盛名，藏書豐富，又有知名漢學家可以交流討論，故

挪移兩天前往法國查找資料進行移地研究。 

3. 當初計畫填寫內容經科技部核定清單為第一年國外差旅費 12,000元，

第二年國外差旅費 80,000元。因第一年仍在聯絡對方，故相關經費尚

未用完，改為第二年才前往歐洲移地研究。懇請准許第一年結餘經費移

置第二年完成使用。 



 

108 年 4 月 11 日 18:40 自台北搭機飛往北京，深夜抵達。 

108 年 4 月 12 日上午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白一瑾副教授陪同下，

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尋找資料。 

108 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由於查找資料甚多，北大圖書館有些書目

資料還停留在手寫狀態、尚未全面上網，無法電腦檢索；另外還有美

國哈佛燕京學社影印善本書存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順道一起

查找。後來知道這批書台北國家圖書館也有，當時不知，因此這幾日

沈浸在書海甚久。館方允許部分拍照，限在館內閱覽。 

108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16 日間，在北京大學柳春蕊副教授陪同下，

轉往「中國國家圖書館」查找資料。開架式專書和電子期刊找到一些

與本計畫有關的資料，找過善本書，但收穫較少，只有間接相關的清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119 -MY2 

計畫名稱 陳宏謀《古文詳解》研究 

出國人員姓

名 
    王基倫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優聘教授 

出國時間 

108年 4月11

日至 108 年 4

月 20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北京市 

出國研究目

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

國外研究設施 



代古文評點材料。在圖書館內曾經比對評點書籍的版本、文字差異，

這方面只能用手抄比對，收穫頗多。另外安排與北京大學唐代文學研

究專家杜曉勤教授晤談。 

108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杜曉勤教授陪同下，前往琉璃

廠附近東單北大街的中國書店、西城區的正陽書局尋找舊書，好不容

看到一本舊版的陳宏謀《古文詳解》，不過是有缺頁的本子，字體稍

小，殺價後買了下來。 

108 年 4 月 18 日，昨天走得有點乏了。今天近中午才出門，先去北

京師範大學接受中文系張秋玲教授的午宴款待，獲贈《淺易文言文易

讀性的評量研究》一書，席間關於文言文的教學有過交流；下午在她

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參觀訪問，看到開放式書架並陳兩

岸三地（中、港、臺）的圖書，不過有些書目只，列主編名，宋一一

列出作者名，查找稍稍費時。 

107 年 4 月 19 日，續留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張秋玲教授特別找研

究生陪同，並覓得研究小間供我一人使用。 

108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7:10 返抵國門。 

 

補充說明： 

    當初計畫填寫內容為：「因為陳宏謀是廣西桂林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

迫害的對象，故居一帶保存資料不多，有可能文獻僅存於少數圖書館及民間舊書店。

有關陳宏謀研究的單篇論文或專著，因他曾在陝西、甘肅、河南做官，此書完成於



河南巡撫任內，故前往華北地區可以考慮。又，目前中國大陸網路販售舊書，以上

海、南京店家最多，有些廣告誇大不實，亦須實地察看是否為真品；一般所訪求的

善本書，往往不得複印，只能手抄。本計畫研究須比勘各評點書籍文字，不能匆匆

流覽過去，因此有必要親自前往中國大陸移地研究，其目的不只是找尋陳宏謀《古

文詳解》一書，更須添加其他評點書作為輔助研究之用，抄錄善本資料、尋得相關

論著材料等，對本計畫完成成果報告甚有助益。」茲因中國大陸北京市有不少舊書

肆，加上訪求善本書和比勘各評點書籍文字等工作，仍以在大型圖書館進行為宜，

故此次移地研究選定北京進行，且利用期中考試期間，請助理代為監考，未影響教

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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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民國 106/08/23 前往韓國首爾市，再轉車到大田市，前往國立忠南大學出

席第十回東方詩話學會國際學術大會，發表會議論文〈陳師道《後山詩話》的

文體觀探究〉，與當地學者及來自美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的學者交流，

討論學術問題，收穫良多。而後參訪該校圖書館，並於 106/08/28 返抵國門。 

二、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主題為：「韓中日詩話研究動向與展望」，詩話學包括文學理論與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119 -MY2  

計畫名稱 陳宏謀《古文詳解》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王基倫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優聘教授 

會議時間 

106 年 8 月 23 日

至 106 年 8 月 28

日 

會議地點 

韓國大田市，國立忠南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回東方詩話學會國際學術大會 

(英文)Ten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Oriental Poetry Society 

發表題目 

(中文)〈陳師道《後山詩話》的文體觀探究〉 

(英文)On the stylistic view of Chen Shi-dao "Hou-Shan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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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也包括不同詩文選本的討論。本人提交的論文題目中，涉及陳師道《後

山詩話》對范仲淹〈岳陽樓記〉、歐陽脩〈醉翁亭記〉的文體爭議問題，與各

國學者多有所交流。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摘要 

  陳師道《後山詩話》開風氣之先，興起了關於「本色」、「正體」的討論，與文學體裁的辨

正要求，密切相關。他常常言人之所未言，具有啟發性。雖然他的某些說法受到後世人的挑戰

質疑，不過，蘇洵不能詩、曾鞏短於韻語、黃庭堅短於散語、秦觀詩如詞等說法，仍然較為廣

泛的為世人所接受。 

  陳師道重視文人的修身行為，也重視作品體類分布多寡的情形，更重視各類文體須合乎傳

統寫法的觀念，立場趨向較為尊重傳統，相對來說也較為保守些。關於「文體」的認知，他主

要是先看出詩、文作品的實際內容，而後討論形式方面的體製、體式、體貌。 

  陳師道《後山詩話》討論前人作品，以中唐至北宋期間為主，進而上溯至先秦經書典範之

作。其中杜甫、韓愈、黃庭堅三人被討論的次數更多，可惜意見並不集中。他肯定杜甫詩、韓

愈文、黃庭堅詩，這是從立格、命意、用字三要素看出他們的真工夫，「有意」更是「有工」

的先決條件。 

  這本書引述前賢或時人的意見頗多，如歐陽脩等，而其言論不見於文人之詩文集內，大多

亡佚。陳師道與這些人物時代接近，交情深厚，親耳聽聞，殆有可能。書中所載內容泰半可信，

後世詩文評類書籍也不斷引用，影響力隨之擴增，值得我們重視。 

 

  關鍵詞：陳師道, 後山詩話, 文體, 杜甫, 韓愈, 黃庭堅 

四、 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其他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王基倫 計畫編號：106-2410-H-003-119-MY2

計畫名稱：陳宏謀《古文詳解》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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