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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御纂朱子全書》看清代前期
官方意識形態與士風的形塑 *

施厚羽 **  

     本文以清聖祖《御纂朱子全書》為核心，討論清前期皇帝欲宣傳的政治、文化

意識形態，以及該書頒布後，地方官員的推行與士人的收受。文章共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清代初期程朱理學與政治、文化政策的關係著手。第二部分述說殿本書

籍印刷出版文化，梳理這部書編纂、刻印的相關脈絡。第三部分針對聖祖御製序文

分析主導者的心態，並以高宗的上諭及地方大吏奏章說明流佈情形，使用地方學校

所藏和文集中的討論，說明參與形塑意識形態的不只統治者，也包括一般士人。時

間上以康熙朝和乾隆朝為主，但部分內容亦涉及清代中葉以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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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清代官方學術以程朱理學為宗，聖祖（1654-1722，1662-1722
在位）、世宗（1678-1735，1723-1735 在位）、高宗（1711-1799，

1736-1795 在位）皆以致力編纂、刊刻各類書籍著稱。從中央政府

主導的典籍編纂工程中，可以看到政府藉此操作文化、學術潮流

的用心。清代官方編纂的書籍眾多、規模浩大，就前期內府刊刻

書而言，以儒家經典和正史類數量居冠，子、集、佛教書籍次之。1

本文將以清聖祖主導編纂的《御纂朱子全書》為主，討論清代前

期政治意識形態與印刷文化。

當然，御纂書籍種類眾多，選擇《朱子全書》是因為它的誕

生與清初官方學術潮流密切相關。雖然本文聚焦在單一部書，但

希望能以此書為起始點，觀察以理學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御纂書籍

中，所呈現皇帝與地方士人之間的互動。皇帝期盼透過刻印書籍，

1　 吳哲夫，〈清代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3 卷 4 期（1983，臺北），頁
132–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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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士人何種價值觀？士人又是怎麼看待這類書籍？以及我們是

否能從盛清時期御纂書籍的出版、流通，研究這類文化工程對士

人的影響？

 本文將分成三大部分，主要史料《御纂朱子全書》採用《欽

定四庫全書》所收錄的版本。而其餘運用的史料包括上諭、奏摺，

以及各個地方志中學校的書籍板片清單、清人文集等。文章結構

方面，第一部分首先略述理學在清代前期的發展，接著在第二部

分說明編纂的過程、篇章次序的擬定。在第三部分又分為兩個區

塊。首先談的是康熙皇帝的編纂目的，不過該書明顯的影響則開

始出現在乾隆朝，所以後文還會往下延伸到乾隆皇帝的想法。在

材料方面，聖祖的部分將以〈御纂朱子全書序〉為中心，搭配該

書編纂過程中的相關材料。高宗則使用頒行書籍的上諭，以此討

論兩者背後的政治思維。後半段將會說明地方士人如何使用、看

待御纂書籍，主要又分成三個面向：地方機構的收藏、書籍在地

方的功能，以及士人的評價。因為牽涉到在地方上的影響，所以

時代會稍下涉乾隆、嘉慶朝（1796-1820）。這部分的重點將放在：

御纂書籍頒佈到地方（主要是學校）以及賞賜給臣下之後，地方

士人如何接納？ 

二、　清代前期的理學與文化政策

清 初 程 朱 理 學 受 到 官 方 推 重、 發 展 蓬 勃， 儒 者 如 熊 賜 履

（1635-1709）、 李 光 地（1642-1718）、 湯 斌（1627-1687） 等 人

皆於康熙朝仕宦，位至高顯。其中熊、李二人更是受命修纂《朱

子全書》等多部理學書籍的負責人，因此有必要稍微處理清初理

學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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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朱一派於清初慢慢佔據思想界主流，與明清鼎革造成士大

夫極大的衝擊密切相關。清初士人關於明亡的反省論說是個大課

題，這裡只稍指出幾個顯著的潮流。在思想方面，基本上歸咎王

學末流形成的空疏學風，是以清初的學術風尚開始返回重實踐、

輕玄虛的道路。此時的儒者大多強調篤實學習的功夫，回歸倫理、

禮儀的規範化社會。2 同時由明末以來回歸經典、開啟重視經學的

暗流在清初浮現，而其所展開的篤實學風可謂清初多數士人的共

同追求。進一步來說，在明清易代的政治環境影響下，清代前期

的理學是以居敬窮理為核心，並強調以修齊治平為實踐的。3 並且

理學派還懷抱著重整文化秩序的企圖，同時希望以外王為己任，

所以他們試圖結合文化與政治兩個場域。然而從清代前期的政治

文化氛圍來看，其結果反倒解消了傳統儒家站在道統角度上批判

治統權威的功能，因為他們的做法促使道統和治統的最高權威同

時匯聚於皇帝一人。4

皇帝作為道統和治統結合的論述從清聖祖開始， 雖然自順治

朝（1644-1661）起就有隱含推重儒家的風向，不過從康熙帝即位

到親政前此風略挫，而後經由早年的經筵講官熊賜履等人的潛移

默化，青年皇帝的思想逐漸傾向程朱一脈。成年後的聖祖夙慕程

朱理學，且盡心研讀宋儒著作，認為「周程張朱諸子之書，雖主

於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晰理精深，何嘗不文

2　 詳細討論可參閱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
北：聯經，2013），其中第一章〈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以及第二
章〈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與本文最為相關，見該書頁 1-87。

3　 史革新，《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頁 70-74。

4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收於氏著，《優
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 8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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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5 宗室昭槤（1766-1829）喜愛文史、熟

知國故，在著作《嘯亭雜錄》中非常精闢地指出了康熙時期鼓勵

朱子之學的努力及其粲然成效：

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

性處，雖夙儒耆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

等皆理學耆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

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

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耆學，風俗醇厚，非後所能及也。6

從引文來看，聖祖推重朱子可分為幾個面向。可歸屬於道統

的部分包括他個人學問上的鑽研、刊行理學的著作；接近治統的

部分則為任用以理學聞名的時儒、以朱子配祀孔廟。對當時很多

士人而言，道統與治統在康熙皇帝身上完美地融鑄，代表了皇權

同時掌握了政治和文化的權威。康熙帝所具備的內聖外王的聖君

形象，不僅是程朱學派這麼認定，連陸王一派也無法否認。7 只是

聖祖自身雖心慕程朱，但並未刻意壓制陸王學派。而本人雖然極

為推尊朱熹，倒也不盡然是完全為了控制思想。楊菁指出，程朱

的「理」已有批判權威的成分，且康熙中期以後政權根基已穩固，

似乎沒有必要積極壓抑讀書人思想。8 故康熙帝的作為主要還是在

於個人的自戒自惕，並且在自己身體力行的同時，也希望臣子能

以朱子教誨為自課，共同達到治道的境界。可以說越到了晚年，

5　 ﹝清﹞《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 120，頁 1609-
1610。

6　 ﹝清﹞昭槤，何英芳點校，〈崇理學〉，《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0），卷 1，頁 6。

7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頁 87-124。
8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頁 8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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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祖更將理學視為實踐倫理道德的方式，包括《御纂朱子全書》、

《御纂性理精義》等的御纂理學書籍大量刊行，皆由此故。

三、《御纂朱子全書》的編纂過程與篇目

次序

前面非常簡單地敘述了清初理學的發展，和聖祖對程朱之學

的景仰，本小節將回到《御纂朱子全書》本身。全書總共有 66 卷，9

由熊賜履、李光地等人奉命修書，並於康熙 52 年刊刻告竣，10 隔

年頒布海內外，依例於每省頒發四部，11 且准民間刊印流傳。至於

為何命名為《朱子全書》？李光地指出這部書「關係甚大」12，這

個「全」字代表此書包納朱子思想之全部精華，悉錄其微言大義，

故特命名為「朱子全書」。正如康熙 52 年 5 月 19 日武英殿總監

造和素（1652-1718）、李國屏（生卒年不詳）奏共得《朱子全書》

八篇的硃批中，康熙帝點出了這部書的特質：

此書不可比於別書，其性、理、禮彙為一體。此刻板不清，

字粗糙及舛誤之處，八篇內即如此矣，再多時又將如何？和

9　  關於卷數，在李光地〈請發朱子全書磨對劄子〉中通計為 82 卷，見﹝清﹞李
光地，《榕村全集》（臺北：力行出版社，1969），卷 28，頁 1304。而在〈進
校完朱子全書劄子〉中提到該書共 83 卷 55 冊八套，參見：前引書，卷 28，
頁 1406。

10　 康熙 52 年 9 月「上諭大學士李光地曰：朱子全書、四書註解，刊刻告竣，可
速頒行。」見於《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56，頁 3419。

11　 康熙 54 年 9 月 20 日李國屏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
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057-1058。

12　 此語見於和素、李國屏 5 月 25 日的奏摺，李光地說「此舛錯緣由，我另行具
奏。此書關係甚大，嗣後凡刻完之書，告知我已奏薦之翰林張起麟、徐用錫、
舉人成文，送我閱看。」見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
全譯》，頁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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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爾糊里糊塗，甚不能為事，嗣後若復如此苟且，斷然不可。

此書及此摺內批示之處，一併交大學士李光地閱看。13

御纂的理學書籍，聖祖向來都交付大學士編纂，基本上未專

門委任武英殿的官員，這部書亦非例外，並非和素過於糊塗。但

硃批昭示《朱子全書》的重要性在於，這部書鎔鑄了性、理、禮

三者，故在皇帝心中特為重要。可注意的是，硃批除了指出「性」、

「理」之外，「禮」的角色也被納入考量。此書是如此地重要，

所以力求書板清爽、文字精確，編纂更須仔細，而這也是交由嫻

熟理學的李光地等人主持的原因。而從聖祖與李光地、李光地與

熊賜屢等人來往的劄子、書信，也可見君臣、儒臣之間，對該書

內容、編次多有討論。14

不過整套書的編纂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建築在前人的成果

之上。《御纂朱子全書》以南宋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生卒

年不詳）所編《朱子語類》和後人所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為底本，並且「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類相次，裒為全書，以

便學者。」15 因為當時流通的朱熹著作雜冗之處繁多，編纂群認為

這樣的現象可能妨礙學者透析朱子真意。同樣地，《四庫全書總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852。
14　在李光地的《榕村集》中，卷 25 有〈進朱子全書表〉、卷 28 可見幾道與康熙

討論《朱子全書》編次、刪改條紋的劄子，包括〈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
劄子〉、〈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進朱子全書第三冊并請改
祭祀神示目劄子〉、〈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命移熊賜履朱子全書
條目覆奏寔劄子〉、〈請發朱子全書磨對劄子〉、〈進校完朱子全書劄子〉、
〈覆朱子全書刪節幾條劄子〉，以及卷 32 有與熊賜履討論的信件〈與孝感熊
先生商酌朱子書名目次第書〉。

15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收於《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凡例〉，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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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要》評介《朱子全書》的部份也認為：

記載雜出眾手，編次亦不在一時，故或以私意潤色，不免失

真；或以臆說託名，全然無據。即確乎得自師說者，其中早

年晚歲持論各殊，先後異同，亦多相矛盾。儒者務博，篤信

朱子之名，遂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往往執其一語。奉若六

經，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朱子者所淆。16

將《提要》所言視作康熙本人和編修群的理念應不致相差甚

遠。由於世間上流通的版本，無法精確地理解朱熹的思想，而學

者們又不深考，導致出現了片斷式的摘取、脫離朱熹原本的想法。

所以康熙帝才要重新編修、去蕪存菁、以廣教澤，導正學問。使「尊

朱」之所尊，乃是有統緒、有脈絡的朱子，而非僅僅提出朱熹的

「名言佳句」，但對其思想卻毫無概念，甚至道聽塗說、理解錯

誤。同樣地，其編纂緣由亦可從李光地的劄子〈覆發示朱子全書

目錄及首卷劄子〉得到佐證。他寫道：「皇上特命儒臣依仿門目

逐類增入，自此朱子談經論道以及講世務評人物之言，披卷粲然，

無復遺憾。」
17

在篇目的次序方面，《朱子全書》也有別出心裁的安排。聖

祖和李光地針對篇目和內容進行多次討論。例如最初的目錄將「理

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放在「力行」條之下，但李光地建議「力行」

16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1965 年據乾隆武英
殿刻本），卷 94，頁 1121。

17　﹝清﹞李光地，〈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榕村全集》，卷 28，
頁 1388。另外，由本劄以及〈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可知《朱
子全書》已先由部分儒臣先行纂輯，李光地的工作主要建議刪去部分條目，並
分析已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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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致知」相次。18 不過，聖祖並不是任由李光地添入或刪節內

容，例如聖祖曾指示「《朱子全書》已看完，選得皆妥當；惟吾

與㸃也章太多，有可刪者就刪去幾條。」或是交待「李光地說與

他仔細想，若於道理無害，就存著，若有啓人疑惑處，就去了」，19

可見李光地可以思考那些內容可否放進書中，但最後的決定權仍

然掌握在康熙皇帝手中。

此外，還有幾個例子可以看出編纂群非常在意書中各條目的

次序。例如李光地認為讀書之後才能窮理，所以「讀書法」和「讀

經史」應該要擺在「致知」而非「力行」之後。20 不過從今日的四

庫本來看，其建議未被採納。另外，現今所見的目錄於「論學」

之後，即接到「四書」、「六經」、「諸儒」、「諸子」、「歷

代人物」，這些條目結束後，才是「治道」。但李光地曾經建議，

當將「治道」接續在「論學」之後，而「治道」諸目應該以奏疏

為首，然後以君道、臣道、養敎、兵、刑、用人、理財等目次之。

對於此一次序的優點，李光地說明：

則開篇數十卷之中，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繼以四書、六經

以證明之，又繼以聖賢、諸儒、諸子百家以折衷之，又繼以

歷代人物以參考之，似為得先後緩急之序，而使天下後世學

者知為學、為治之出於一，不作兩意推求也。21

18　﹝清﹞李光地，〈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榕村全集》，卷 28，頁
1397。

19　﹝清﹞ 李光地，〈覆朱子全書刪節幾條劄子〉，《榕村全集》，卷 28，頁
1412-1413。

20　「臣查前進呈目錄內，其讀書法及讀經讀史等題，原在力行教人人倫等題之後。
臣愚陋淺見，切惟讀書窮理乃一事也，故朱子行宮便殿奏劄有云：『為學之道，
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此朱子告君之定論也，然則讀書法與
讀經史諸題，似應與致知相次，不應在力行之後。」

21　﹝清﹞李光地，〈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榕村全集》，卷 28，頁
1396-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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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的建議看起來非常完善，也顧及了康熙帝懷抱著內聖

外王自許的心思。然而對照書成之後通共 19 門的篇目（學、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易、書、詩、春秋、禮、樂、性理、理氣、鬼神、

道統、諸子、歷代、治道、論文、賦詞），可見康熙皇帝並未完

全採納李光地的看法，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意見。例如成書後，「致

知」和「力行」章仍比「讀書法」優先。除上述的例子之外，《朱

子全書》最特殊的地方是，過去「《語類》及《性理大全》諸書

篇目，往往以太極、隂陽、理氣神諸類為弁首，頗失下學上達之

序」，22 所以將四書順序調至性理、理氣之前。整體來說，康熙皇

帝認為學者必須首先知曉小學蒙養、大學進修的方法，下一階段

才能讀四書、六經，再來才是性命、道德、天地、陰陽、鬼神之說，

如此貫通才能達聖統王功。23 可見這個次序同時也是康熙帝心中為

學次序與輕重的反映。

關於書名尚有一可提之處。由於《朱子全書》作為將朱子留

下的語句分門別類的「類書」，所以李光地曾經提出將《朱子全

書》改名成「類書」之議，但顯然未獲康熙皇帝採納；《四庫全書》

也未將這部書歸在類書，而是屬於子部儒家類。24 這個意見可能代

表著，聖祖有著藉這部書來樹立官方意識形態的意圖，而這樣的

任務，不是一部以分門別類為主旨的書籍所能負荷的，當然不能

以此名之。從篇目次序的安排，完全展現康熙皇帝冀讓讀者建立

22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凡例〉，
頁 462。 

23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凡例〉，
頁 462。

24　〈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建議「御纂之盛意，蓋分別門目以便學
者誦習，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明切也。書名應否改為類書，統  聖裁，以光
大典，謹具摺奏。」見李光地，《榕村全集》，卷 28，頁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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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學習方式和道統譜系，同時他欲內聖外王的期望亦昭然若揭。

李光地的〈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也指出《朱子全書》

的規章、用意。他認為是：「聖代表章之聖規，儒林折衷之要典。」25

然而書籍要產生作用，也得社會背景與技術條件搭配才有可能。

前面從學術背景的角度簡單介紹了清初理學的影響，接下來將會

簡單討論技術條件的層面，即清代前期官方印刷出版發展的背景。

四、　《御纂朱子全書》的版本

就版本方面來說，據《書目答問匯補》的整理，至少可見康熙

53 年（1714）的武英殿刻黑口本、乾隆 13 年（1748）武英殿刻古

香齋袖珍本與貴陽官本、咸豐元年（1851）的墨格精抄進呈袖珍

本、咸豐 10 年（1860）的浙江紫霞洲祠堂刻本、同治八年（1870）

的四川吳棠刻本、光緒（1875-1908）年間的江西書局刻本等。26 總

的來說，《朱子全書》在清代前期的版本並不多，由於是官方所

刊定的書籍，所以世間流傳的版本基本是從殿本翻刻。在地方學

校中，有時候會出現冊數較少的情況，
27

推測有可能是遺失、損壞，

也可能是將原有卷數合併，再經由地方重新刊印，故版面的配置

則仍與殿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清中葉以後才出現私家刻本。

但這個結果並不表示在清代前期《朱子全書》的普及度較低，因

為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他角度見到《朱子全書》的影響。不過中期

以後的情形並非本文主軸，故出現其他刻本的緣起在此無法詳論。

25　李光地，《榕村全集》，卷 28，頁 1388。
26　﹝清﹞張之洞撰，來新夏、韋力、李國慶匯補，《書目答問匯補》（北京：中

華書局，2011），頁 573。
27　從現有地方志中沒有發現明確寫出卷數有缺的例子，但若比較其他地方志所記

載的本數，部分地區如《廣西府志》的本數就少於其他地方。參見附錄的地方
學校藏《御纂朱子全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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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殿本書籍置於整個清代中國出版文化，並將之與私家刻

書相比，可以發現殿本裡屬於前代經史的書籍數量較少，學者就

指出殿本的編纂應以當代著作為主。28 武英殿刻印完成後，除了宮

內收藏之外，也會向民間頒布。殿本向宮外流動方式有：頒布中

央各部院、地方各級政府、府州縣學、各省著名寺廟，或者成為

賞賜給宗室貴族、參加修纂的翰林、各級官員、地方著名學者，

或作為外國使臣的禮物。除了從上至下的賜與之外，也准許書坊

自行刷印，或者經由省府組織重刻，再交由縣級官府或募集個人

捐款刻印。29 由此觀之，統治者是有意擴大御纂書籍的影響；但對

民間而言，官方編纂多為大部頭書籍，刊印的成本過高，私人刊

印的意願並不算太高。憑依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稍微想像《朱

子全書》離開武英殿之後可能歷經的旅程。

下文暫時離開這部書自身的脈絡，轉個方向，從統治者的角

度來看待《朱子全書》，而最宜傳達聖祖欲宣傳的理念是其親作

之〈自序〉。

五、　聖祖御製序文中的官方意識形態

康熙帝自幼即深習儒家學問，因受身邊的儒臣影響，對儒家

的興趣漸被引導到理學。30《朱子全書》之首有其親作序文，詳盡

地描寫了為何要編纂刊印《朱子全書》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傳達

了對朱子學的推崇與敬愛。在序文的開頭，他首先批評三代聖賢

思想，到了秦漢以下無人傳承的窘境：

28　盧秀菊，〈清代盛世武英殿刊刻本圖書之研究〉，《圖書館學刊》6 期（1989，
臺北），頁 129。

29　吳哲夫，〈清代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頁 136。
30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 186。



從《御纂朱子全書》看清代前期官方意識形態與士風的形塑 31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莫過

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

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繆、補偏救弊之

計耳。……皆不近於王道之純。31

認為三代以下五經、四書最為重要，但是秦漢以下的文章議

論卻與王道相距甚遠，只圖補偏救弊。接著他開始自述早年讀書

的經驗，為文求華美而武功圖剛勇，然而自康熙 35 年（1696）時，

親征準噶爾後，開始自我反省過去的態度：

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贍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

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冑，……。後有所悟而自問：

兵可窮乎？武可黷乎？……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雖

漢之董子、唐之韓子，亦得天人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

邵子……周子……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

順以事君親，前儒已誦之矣。32

雖然聖祖也承認董仲舒（179 B.C.E-104 B.C.E）、韓愈（768-

824）也掌握天人之理，但惟獨宋儒最能把握孔孟真傳。這樣的看

法可能是受到朱熹道學、道統觀的影響。接著又引出歷代諸儒之

中以朱子能真正繼承孔孟，必且盛讚其功績：

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

世一定之規。……至於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

31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455。

32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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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

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

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33

由此觀之，康熙帝推重程朱之學的原因，除了自身對朱熹的

崇敬之外，其作法也有鞏固統治的目的。34 故云讀朱子書可知天人

相與、安邦定國的方法，在此程朱同時做為統治內外、安定臣民

的工具，更發揮了教導人民忠君愛國的效果。35 到了最後一段他自

述編書的理由，但因擔心後世批評他假借朱子名義而自作議論，

故述而不作。然而聖祖認為，歷代的經典注解境界都未達到朱子

的高度。他以極為誠懇的態度向世人自陳何以編纂此書：

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故不揣粗鄙無文，

而集各書中凡屬朱子之一句一字，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

素日留心於理學者，彙而成書，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

夜勤學。雖未能幾於寡過，亦自勉君親之責者。朕又思朱子

之道，五百年未有辨論是非，凡有血氣皆受其益。朕一生所

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朕集朱子之書，恐

後世謂借朱子之書自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

議論，往往見元明至於我朝，注作講解萬不及朱子，而各出

已見，每有駁雜反為有玷宋儒之本意。……凡讀是書者，諒

吾志不在虛詞，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己，求之天沒

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沒、吾之寧，未知何如也。36

33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456。

34　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202-
204。

35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188。
36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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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御纂朱子全書》是要讓天下士人有個正確的典範。不

管是立身處世、忠君愛國，還是天人相與皆可自朱子處得到。李

光地在〈進朱子全書表〉中說朱子的著作：

惟其書流行於海內，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

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累朝尊異

之隆。……六百年來編朱子書者，其得詳晷輕重之中，誠未

有如我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毫，聖聖相承如合符

節，孰能與此哉？ 37

李氏盛讚康熙帝對朱子之隆禮，雖不無溢美，但這段話同時

也說出了康熙帝對這部書所寄予的期望：不僅希望藉此書來自我

砥礪，希望能心法朱子，也希望天下讀書人都能以朱子思想道德

自勉，還希望能以此樹立朱子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宗室允禮（1697-1738）很清楚地點出這部書的作用，他說聖祖「命

儒臣排纂《朱子全書》，刋布於世，學者誠能取此書朝夕研究，

身體而力行之，則爲聖賢也不難矣。又何必誇多鬭靡，以馳逐於

風雲月露之文也哉。」38 其實尊崇程朱之學乃是當時的時代潮流，

不過《朱子全書》的刊行確實也讓這個浪頭又推得更高。

而全書內沒有任何一字御批。除了由於聖祖希望，闢除歷代

注解都不明朱子本意的弊病，才需編此書以正學問之外，或許也

因為清楚地意識到書籍刊行，對廣大士人群體的影響力。若以帝

456-457。 
37　﹝清﹞李光地，《榕村全集》，卷 25，頁 1264。
38　﹝清﹞允禮，《自得園文鈔》，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 年據清乾隆刻本影印），283 冊，頁 83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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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尊批注，則意味著評價聖人，既然朱熹是康熙皇帝心中的至

高標準，也不可能在書中批評朱子的思想。

如同前面所提，清代初期以理學為宗，在反省陽明一派的弊

病之後，學者開始有回歸程朱的傾向。像清初陸隴其（1630-1692）

所著《讀朱隨筆》就是摘取《朱子文集》闡發微意，摘取朱子著

作來發揚其思想的做法早就為士人所行。康熙帝這部書在編纂之

前，其他文人也曾經編輯朱熹著作，並命之為《朱子全書》。如

晚明學者就有一些節要朱子著作的作品，例如東林學者鄒經畬（生

卒年不詳）著有《朱子節要補》、《朱子全書偶摘》。清初馮班

（1602-1671）在《鈍吟雜録》曾提及讀過《朱子全書》、康熙初

年蔡衍鎤（生卒年不詳）所著《操齋集》中有〈朱子全書跋〉等，

不過在《御纂朱子全書》刊行後，後代學者所指涉的就是康熙皇帝

御纂的版本了。另一方面，雖然康熙皇帝並未在御製序文中提及，

但《朱子全書》之編纂，除了康熙本人塑造官方意識形態的目的，

如果綜合明末到清初，民間出現了不少摘錄朱子著作的作品的現

象，我們可以說：《御纂朱子全書》也同時回應了當代的學術潮流，

如此則更能解釋為何該書能被士人群體所廣泛接受。

而這部書刊印之後，康熙帝藉著頒賜地方學宮並允許刊印等

措施，試圖主導和控制文化。在下文關於地方學校書籍清單的討

論中，更可見官方以量取勝、以程朱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文化

政策，確實產生了預期的作用。不過書籍一旦流傳於民間，民間

如何接受書中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就不是皇帝所能百分之百掌握；

而皇帝又是怎麼看待書籍實際流傳後，所產生的各種現象？他又

採取什麼樣的處理方式？下文將透過高宗的例子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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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乾隆年間頒發書籍上諭所見之目的

前面已經用〈朱子全書序〉來處理了康熙皇帝的想法，與為

何修《朱子全書》的背景。這部份則利用乾隆帝的幾則上諭，從

書籍流傳的角度，討論乾隆帝希望御纂書籍達到何種效果。官方

編纂書籍可謂一種文化動員，從編纂、刊刻到發佈，大量的人員

牽涉其中。編纂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廣為流傳，皇帝當然不希望書

籍頒佈到地方後就被束之高閣、乏人問津，所以自康熙朝以來皆

准許民間刷印流通。而且殿本刊行後除了用於頒賜、陳設之外，

武英殿也會刷印部分書籍的通行本，標明價碼於書肆中販售。但

如果從政府的觀點來看，此策略是否能達成目的呢？從《大清會

典事例》中乾隆三年（1738）頒行書籍的上諭可知：

諭。從前頒發聖祖仁皇帝御纂經史諸書，交直省布政使敬謹

刊刻，準人刷印，並聽坊賈刷賣。原欲士子人人誦習，以

廣教澤，近聞書版收藏藩庫，士子及坊閒刷印者甚少，著直

省督撫將書板重加修整，俾士民易於刷印。坊閒有情願翻刻

者，聽其自便，毋庸禁止。如御纂諸書內有為士子所宜誦習

者，著該督撫奏請頒發刊版流布。至武英殿、翰林院、國子

監皆有存貯書版，亦聽人刷印。從前內務府所藏各書，如滿

漢官有願購覓誦覽者，概準刷印。39

如果單就上諭來看，會認為殿本或從殿本翻刻御纂書籍，士

人皆不好使用；就高宗的角度而言，不管是一般讀書人或庶民，

39　﹝清﹞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卷 69，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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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鮮少刷印御纂書籍。他認為原因出在官府未善盡職責，未能使

百姓易於取得板片，所以指示各省應該要修整書板，提供品質良

好的板片給讀書人，這樣才能達到讓書籍廣為流傳的目的。但從

對象來說，它針對的是御纂經史書籍，這是否代表《朱子全書》

這類的子部書籍不包含在內呢？從現存史料來說，我們無法精確

地指出坊間刊印《朱子全書》的數量，但高宗的上諭提示我們，

官方有意圖地將御纂書籍推行於民間。除了將書籍頒佈於府署、

學校之外，更要求各省政府提供方便民間印書的管道。這點在同

年的上諭中表達地更清楚：

諭。士子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為明道經世之本。我

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

省布政使敬謹刊刻，聽人刷印。亦准坊閒翻刻廣行，恐地方

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覓，仍屬艱難，著督撫藩司等

善為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行印發，以為國家造士育材

之助。40

乾隆帝認為總督、巡撫、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應該主動扮

演印刷書籍的角色，尤其康熙皇帝的御纂經書乃集先聖先儒的大

成之作，更是士子應讀之書，而這麼做的目標是替國家培育人才，

使讀書人熟習經世濟民與道統之所尊。從上述幾則上諭來看，皇

帝們有意識地想要運用御纂書籍影響士人群體。不過這並不表示

他們是以治統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政策。縱使從康熙帝之後，道統

和治統可謂結合為一，歷代皇帝仍傾向站在以道統指導者來指揮

這一文化工程。乾隆三年（1738）的另一道上諭，除了明確提及《朱

40　﹝清﹞素爾訥，《欽定學政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據乾隆三十九
年武英殿刻本），卷 4，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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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全書》外，對於擴大書籍流佈以便於士子傳習一事，又有了更

具體的指示：

《御纂朱子全書》……俱於學術有裨，自宜廣為傳習，今將

刷印各書所需墨工價銀兩，逐部核定。凡滿漢官員有情願指

俸若干，刷印書籍若干部者，由該旗該衙門查明，移咨武英

殿等各衙門照數刷給，行文戶部扣俸還項，則大小官員皆得

易於購覓，以備誦覽。至內廷書籍，外間士子無不群思觀覽，

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之例，將武英殿各種書籍交與崇文

門監督，存貯書局，准令士子購覓，以廣見聞。41

高宗這幾道上諭的思維都延續著其祖父的思維，即希望御纂

書籍盡可能地擴大在民間流通。除了要求各省長官帶頭刊印之外，

旗籍官員若有意願印刷者，也有相關措施，甚至開設書局便於士

人尋購。從這幾個政策來看，乾隆帝對御纂書籍在民間流傳之事

很是關切，康熙皇帝雖然也指示書籍應該廣為刷印，但乾隆帝積

極的要求顯然比康熙帝更為具體且深化。而乾隆帝的幾項努力大

約確實收到了成效，我們從河南巡撫臣尹會一（1691-1748）乾隆

四年（1739）正月 20 日的上奏可見：

聖祖仁皇帝御纂……《朱子全書》、日講四書等書其板俱貯

開封府學宮，久經曉諭，士子人等刷印翻刻，並無留難。今

奉諭旨，臣復與藩司悉心籌畫，豫省所屬士子，現在各于城

鄉就近分社，每社設有社長，為之月課，講貫前項書籍八種，

通共刷印工價銀七兩有零，所費無幾，州縣于養廉之外，本

41　﹝清﹞素爾訥，《欽定學政全書》，卷 4，頁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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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給公費銀兩，以備地方公務之用，而振興學校乃有司之

責，酌動公費刷印，按社給發以備諸生講誦，仍將各書價直

遍行。曉諭如士民有家計饒裕，子弟讀書情愿刷印。俾孤寒

後學，借觀誦習者，不拘部數，並不需遠赴省城，但由該地

方官報明藩司，即先墊項刷發，雖山僻邊隅書賈不到之地，

亦可偏為流布。俾士子潛心經學，以期實用，所有遵旨辦理

經書，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42

尹會一詳細地奏陳了他接受上諭後的相關施政，包括在各城

鄉內設社，每月宣講包括《朱子全書》等書籍，而公費印刷這些

書籍。同時鼓勵士人、民眾自行印刷，也提供書籍給邊鄙之地。

他認為經學實用乃書籍的目的，而非供奉在地方學校中生蠹。如

果尹氏確實執行，那我們可以想見，透過宣講《朱子全書》的內容，

聖祖所希望傳達的讀書之道、四書六經優於性命的道理，都可以

藉著宣講這一有效率的傳播方式散布。而將書籍供應至偏遠地區，

一方面所有讀書人都能閱讀，也同時是一種官方積極擴散其意識

形態的做法，且無孔不入的程度，也使得《朱子全書》在地方上

變得常見。雖然從上諭和尹會一的奏章之中無法獲悉士人對書的

看法，但至少從皇帝的角度而言，書籍廣泛流傳的目的確實達成。

那麼接下來就要討論：從地方的角度來看，這部書的傳播狀況。

七、　地方收藏、閱讀御纂書籍的情況

大抵而言，書籍皆有其預設讀者。例如《朱子全書》大多頒布

到學校、書院，較少賞賜給大臣。43 如果說告竣就是宣告一部書的

42　﹝清﹞尹會一，《健餘奏議》，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新華書店，
2000 年據乾隆刻本影印），冊 40，史部，卷 6，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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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而無人閱讀是其死亡，那麼是否在康熙 52 年（1713）誕生

之後，《朱子全書》是步入其死亡、作為學宮中的擺設，或作為

聖祖皇帝御纂之書，提醒諸人皇權的衍生，還是被視作朱子學問

的要領，仍然於地方上影響著無數的讀書人？下文主要還是從《朱

子全書》的情況出發，不過這個問題牽涉了多數御纂書籍的狀況，

故在此仍從較大的視野來討論。

（一） 御纂書籍於地方機構的收藏

自《御纂朱子全書》頒行後，從各地府州縣學的藏書清單常

可見此書，44 來源多由政府頒行而進入地方學校的收藏。舉例來說，

上從府、州，如寧夏府學藏《御纂朱子全書》六部，每部 32 本，45

下至縣學，如東流縣存《御纂朱子全書》二部。46 除了寶慶府學中

的收藏可以確定是由武英殿刷印後頒布，47 大部分的縣學則缺乏明

確資料說明來源為殿本或坊間翻印本，而時間上也沒辦法一一確

定各個府州縣學所藏《朱子全書》是何時頒發。就地域分布而言，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以江浙、安徽、湖南等地最多。雖然這不表

示其他地區的學宮不收貯此書，可能因故，比如說戰亂造成書籍

焚毀，而使地方志缺載。我們有理由相信，既然書籍是發布各省，

且准人民刊印，那麼帝國各處應該都可取得此書。但不管如何，

43　其中也有用作賞賜的例子，例如雍正元年賞賜《朱子全書》給朝鮮使節。
44　參見附錄：道光朝以前地方志中所載《御纂朱子全書》的收藏。部分地區的本

數不同於其他，我懷疑可能是地方上另外刊印的版本，而非直接由武英殿本翻
刻。 

45　﹝清﹞張金城，《（乾隆）寧夏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據嘉慶年
間刊本），卷 6，頁 111。

46　﹝清﹞吳篪，《（嘉慶）東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據嘉慶 23
年刊本），卷 10，頁 458。

47　﹝清﹞吳篪，《（嘉慶）東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據嘉慶 23
年刊本），卷 10，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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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學校藏書清單中都可見此書，甚至有許多不止收藏一部的

學校，可見至少在地方學校中，這部書是容易取得的。除了官學

之外，皇帝也會賞賜給書院和各地孔廟，如康熙 55 年（1716）頒

賜給浙江萬松書院。48 熱河文廟落成時，乾隆帝亦下旨頒發武英殿

本《御纂朱子全書》等。49 綜上所述，在地方的教育機構中，《朱

子全書》可說是常見的書籍。

那麼在地方的士人又如何收藏這部書？在康熙 55 年浙江巡撫

徐元夢（1655-1741）奏報的一道摺子中，他敘述將康熙帝御筆、

《孝經》法帖、《古文淵鑒》、《淵鑒類函》、日講《四書》、《易》

等出示於書院，當地士子跪稱：

自古以來，雖有著名書院，然主子御筆字匾、法帖、大內之

書賞賜者，前所未有。我等猶如草芥，欣逢聖世，得進書院

讀書，皇帝為示惠愛教育聖意，既賞……及編著之各類書，

豈但我等於書院讀書之人感念聖諭，即全省讀書之人，亦無

不感戴歡忭。50

而徐氏亦「將主子所賞法帖及各類書，恭陳書院，永為眾學

子典範。」51 雖然徐氏公布的書籍並無《朱子全書》，不過其中書

籍無一不具有御纂性質。他的彙報紀錄了地方士人對於御纂書籍

的態度，儘管我們也不可排除過度誇飾的成分。

48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纂，《浙江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0519-130。

49　 ﹝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據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卷 74，頁 496-53。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1107。
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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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御纂書籍在地方的角色與功能

除了御賜書籍的皇權身份，御纂書籍在地方上又是怎麼被運

用呢？是可有可無？或具有其他功能？從乾隆元年（1736）8 月

22 日，江西布政使刁承祖（1672-1739）的一封奏摺或許可以窺其

一二：

江西布政使革職留任臣刁承祖奏，《朱子全書》刻版向藏南

昌府署，於康熙五十三年遭被回祿，焚燬無存，迄今缺一未

全，士子無不遺憾，自應重付剞劂，以廣教思，臣將原本交

匠估計，共需工價四百余金，現商請撫臣，動支存公銀兩，

鳩工刊刻，仍令書鋪印刷平價發售……。52

根據前文所引乾隆三年（1738）上諭，康熙朝已命令各省布政使

刊印書籍。綜合刁承祖之陳奏，可知《朱子全書》曾頒布地方、

依照殿本樣式重新刻印、存於省會。不過有趣的是，可從奏摺中

得知：刻印這麼大部頭書籍，約需 400 兩金，其價值約等於 400
兩白銀。根據學者研究，雍正末、乾隆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廣東

購買南京高級生絲的價格為一擔 155 兩到 175 兩之間。53 又一百金

約可於乾隆初年的紹興府購買七、八畝良田。54 但這對地方政府而

言顯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刁氏的說法，這

是士子們自發地希望官府重刻此書，而重刻後又令書商印行發售，

流佈於民間。換言之，地方上也認為御纂書籍是為了「廣教思」，

因此在書版毀於祝融後，仍要重新刊印，進而平價出售，使更多

52　翁連溪，《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頁 105。
53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变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

147-148。 
54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变動》，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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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機會閱讀此書。當《朱子全書》擺在官學或衙署中，不管

是否有人實際閱讀，只要不是無人知曉，其都可能成為文化權威

上的象徵。原書損毀，並且由士人提議使之二度重歸地方時的情

形下，這部書象徵皇朝的意識形態被地方所接受，進而聯繫中央

與地方對程朱理學的共同認同。地方並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官方主

導、以程朱為統的意識形態，他們同時也參與了這一思想風氣的

形塑過程。

又如嘉慶 22 年（1817）御史卿祖培（1775-1822）奏請飭各省

學政講明《朱子全書》以端士習一摺說道：「教化為立政之本，

以正人心，以厚風俗，非特各省學政當講明正學，以端士習。即

督撫、藩臬以至道府州縣，各負有治民之責，皆應隨時化導。」
55

可以說，《朱子全書》的角色不純粹體現在整理、辨明理學或朱

子思想，使儒者不至因閱讀摻入了後學觀點，而對程朱理學產生

龐雜、錯亂的理解，更進一步帶有教化的功能。當然這點在聖祖

御製序文便已明示，只是站在康熙帝的角度而言，其懇切的語氣

中更多表現在個人修身養性和讀書窮理的面向上；而落實到地方

官員時，又多了份校正風俗的味道。又譬如福建地區的官員徐夔

（1803-1879）「嘗一至福建學政署中，以士習浮僞，命刊《朱子

全書》以授諸生。」
56

還有嘉慶年間四川學政聶銑敏（1775-1828）

「廣發《朱子全書》以正士習。」
57

兩人同樣都藉著刊印《朱子全

55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651。 

56　﹝清﹞俞樾，（1821-1907），《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卷 2，〈光祿大夫漁臣徐公家傳〉，三編，卷 2，頁 599。

57　「聶銑敏，字蓉峰，肇奎三子。乾隆乙卯優貢本科舉人，嘉慶乙丑進士，選庶
吉士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己巳恭逢萬壽，進呈回文賦並詩頌稱，旨特授編修。
庚午充貴州副考官，放榜前一夕，猶搜落卷，恐有遺珠。己卯提督四川學政，
在任三年，文必親閱，無弊不剔。並廣發《朱子全書》以正士習。尋以知府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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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來矯正地方風俗。從這兩段史料來看，至少在官員眼中，《朱

子全書》的教化功能更受到重視。當地方士風不淳時，學政即以

此書為教化之用，從另一個角度看，因「御纂」的朱子全書是「淳

的」，才能歸正「不淳」。

由此觀之，對照聖祖認為此書兼具性、理、禮的評論，《朱

子全書》已經由樹立官方標準的朱子思想這一層面擴大，甚至兼

具道德教化的性質。再參照前文尹會一的例子，這些施政都可看

作官方藉著《朱子全書》形塑意識形態的方式，且深具教化意義；

而這些例子也成為良政的代表並記載於地方志中，也象徵著此番

意識形態被士人接納。

（三） 地方士人的評價

從皇帝與地方官員的努力來看，他們積極地使書籍流通於地

方社會，並且獲得了一定成效。在地方上，士人取得該書的方式

大約有兩種，一為學校、孔廟，二為是私人藏書、手抄，以下將

分別討論。

清代皇帝常頒布御纂書籍到孔廟、書院，而清代這兩處地方

與科舉文化密切相關。清代幾乎所有士人的一生都圍繞著科舉旋

轉，而在科舉考試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朱子全書》的影

響。例如嘉慶四年（1799）因為闈場之中原有的書籍不敷使用，

故出考題時會拿出官書來參考。但是政府擔心這些書籍外傳之後，

發浙江署紹興，士民感其德，建生祠以祀，易五賢祠為六賢，卒年五十四。題
祀四川名宦並祀鄉賢。」見於﹝清﹞曾國荃等纂，《（光緒）湖南通志》（南
京：鳳凰出版集團，2010 年據清光緒 11 年刻本），卷 184，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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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會藉著鑽研特定書籍來迎合考官，所以下令禁止使用舊的參

考用書。至於闈場中不足的書籍，則由相關科場向武英殿申請，

並貯存於禮部和順天府，以備不時之需。「隨經禮部行文武英殿，

移取……《朱子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三禮圖》各二部，

一分存禮部，一分存順天府，屆鄉會試時，送闈中查閱。」58 這個

措施說明了《朱子全書》也是出題參考用書。如果成為參考書，

就算官方再如何嚴禁士民知悉，亦可以想像士子仍會趨之若鶩地

閱讀。同時也說明《朱子全書》藉由科舉這個龐大的選材機制，

對清代士人產生的影響不容小覷。

除了對科舉的影響，在一般士人眼中，又是如何評價《朱子

全書》？康、雍年間的劉之珩（生卒年不詳）學問上宗法陸隴其

（1630-1692），一生仕宦最高只擔任過教諭，然致力鑽研《朱子

全書》，這點也被記錄在地方志中，成為他一生裡最值得稱頌的

幾件事之一。59 而程朱一派的學者蔡世遠（1681-1732）在〈寄寧化

五峰諸生〉指出：「《朱子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

思録》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已，行事時刻刻對照耳。」60

似乎他將《朱子全書》視為克己之書，其中道理具備，讀書處事

時反覆對照，這點與康熙皇帝的期望十分類似。又戴殿泗（1746-
1825）在〈與朱西崖先生書〉說：

58　﹝清﹞英匯等纂，〈闈中書籍〉，《欽定科場條例》（臺北：文海出版社，
1989 年據咸豐年間刻本），卷 43，頁 3013-3015。

59　「劉之珩，字鈍軒。康熙丙寅拔貢。其學以陸隴其為宗，力闢姚江末流之說，
於《朱子全書》致力尤久。官永興教諭，每教人變化氣質，專力主敬。學者翕
然宗之，黌舍至不能容，憂歸。起甯遠教諭，峝蠻為亂，攝縣篆數月，力禦之。
坐在永興時失察曾靜案，罷歸，卒年七十八。著有《講授摘要》、《慎言集》、
《格物集》、《近思清錄》。」見於曾國荃等纂，《（光緒）湖南通志》，卷
199，頁 329。

60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據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8，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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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支來《朱子全書》一部分日挨誦，自客歲除日為始，至今

月之初，纔克一週。以時日計，頗為淹滯，而此中精要，竊

恨無所領會，然深觀其中閎深，無細大之不包，精簡又兩言

而可盡。61

而方東樹（1772-1851）的學生戴鈞衡（1814-1855）於〈與方

海舲書〉也說：「願足下從公之暇日，取《性理精義》、《朱子

全書》、《大學衍義》三者時加玩索，以立經世之本。」62 在此，

《朱子全書》從道德手冊變成了經世濟民的根本，這個看法雖然

和前面兩個例子（乃純粹將該書視作道德學問的方法）略有不同，

但基本上都超脫了聖祖御製序文中對此書的期待。

另一種閱讀的途徑為私人收藏，周中孚（1767-1831）的《鄭

堂讀書記》仿照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一介紹所見之書，

考證其版本、真偽並評價內容。他也同意《朱子語類》和朱子文

集無法體現朱子思想之精粹，而《朱子全書》則擺脫了二書之缺

點。63 也就是說，從一個藏書家和目錄學家的觀點，他肯定了《朱

子全書》釐正朱子思想的作用。

61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 年據道光八年九靈山房刻本），415 冊，卷 3，頁 680-681。

62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415 冊，卷 3，
頁 680-681。

63　「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敕撰。謹案南宋諸儒所作《語錄》、《文集》，
惟朱子卷帙最為繁富。然《語類》為門人黎靖德所編，中閒不無譌誤宂複，雜
而未理大全。《集》亦精麤雜載，細大兼收，觀者又苦其煩多，迷於指趣。是
編分類排纂，釐為一十九門。凡學六卷、四書十九卷、六經十六卷、性理七卷、
理氣二卷、鬼神一卷、道統六卷、諸子三卷、歷代二卷、治道二卷、藝文二卷，
冠以御製序文及進表職名凡例。」見於﹝清﹞周中孚著，黃曙輝、印曉峰標校，
《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9），卷 37，頁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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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閱讀書籍的方式，除了在地方學校或孔廟閱讀書籍之外，

有時也會用手抄的方式記錄。縱然印刷術在宋代就已經非常發達，

且刻書的門檻也沒有特別高，但手抄一直是獲取知識的重要方式。

直到明代中葉以後印刷術才取代手抄，成為書籍最主要的傳播方

式。不過就算印刷術發達，手抄仍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傳播方式。

有的文人雅士獨好手抄的質感；而一些貧困的士人從官方或私人

的藏書閣借書抄寫，以獲取知識。一個時代較晚的小例子大約可

以呈現一個普通士子的生活，是如何與《朱子全書》產生聯繫。

在道光（1821-1850）年間修纂的《濟南府志》記載：「王斌，字

憲章，齊河人。世業儒，雅好詩書，暇則持一編雒誦，耄年不倦。

七旬後猶手鈔《朱子全書》以供玩味。」64 在這個例子裏面，王斌

之所以抄寫《朱子全書》大概並非由於貧困，而是帶有品味朱子

書中道理的味道。從此例亦可謂《朱子全書》有端正、教育士人

的功能。我們可以想像，在底層士子的生活中，若有機會接觸這

部書，大概也可能如王斌，是平時研讀學問的一部分。而官方所

希望賦予的意識形態，也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一般士人的生命之中，

士風也就暗暗地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形塑。

大抵而言，《朱子全書》是受士人肯定的，而且常常表現在

對於朱熹學說的喜好上。士人尤注意修養自身的實用和經世濟民

的部分，且時時參照玩味，也就是他們都比較注意《朱子全書》

對於「行」的用處，在此見不到抽象思考。尤其上述三者的學術

態度基本上都是站在支持宋學的立場。在撰述時，清代學者也會

參閱《朱子全書》，或藉此書論證觀點，例如査慎行（1650-1727）

在《周易玩辭集解》自述中說：「余既作〈河圖說〉復細閱《朱

64　﹝清﹞王贈芳，《（道光）濟南府志》（臺北：學生書局，1968 年據道光 20
年刻本），卷 56，頁 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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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全書》其中數條，有與鄙見相發明者，因摘附于左。」65〈河圖

說〉也以朱子也用河圖生蓍來佐證《河圖》出於讖緯。

八、　結語

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御纂朱子全書》是為了推廣朱子思想

而存在的。就建立朱學為典範這點來說，至少在官方的意識形態

上，程朱成為不可動搖的標準乃是不容質疑。縱然這樣的影響可

能不見得完全來自於《朱子全書》，然而，這部書等同於朱子部

分著作的重編，與《語錄》雜冗後學思想不同。從士人的角度來

看，不管是地方官員的施政或士人的評價，很多時候《朱子全書》

被當作修養道德的參考用書。甚至，大部分的文集討論此書時，

並不會強調其「御纂」的性質，而是從朱子學問的角度來談，只

有在一些頌德的文字中才會特別提出「御纂」的性質。從目前的

材料來看，無法說明他們是否是有意地忽略《朱子全書》與皇帝

的意態相關，或者對他們而言，原著者是朱熹這一點才更具意義。

不過若我們從反面來看，士人沒有談到這部書籍的編纂、篇

次的問題，甚至並無動其根本的相左意見。如此大同小異的言論，

可能同時反證了他們同意這種意識形態，這正代表著他們被官方

的意識形態內化。清初理學反對過於強調性命，注重實際、經世

的特質，也同樣反應在篇次的安排上。四書六經抬至性命之前，

除了康熙皇帝個人的解讀之外，從沒有對篇章結構的批評，也可

證明當時的學術潮流認同這樣的做法。換句話說，《御纂朱子全

書》讓我們看到了清代皇帝藉由書的編纂和流傳，試圖影響士風，

65　﹝清﹞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據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卷首，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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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代的學風也同樣影響著皇帝的觀點。士人群體的學風，讓他

們可以接納官方所賦予的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一方是

完全被動地接受對方施加的力量，而是互相影響、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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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道光朝以前地方志中所載《御纂朱子全書》的收藏 66

地域 時間 書名 數量 頒布時間

山西 乾隆 大同府志

山西 乾隆 渾源州志 12 冊

山西 乾隆 陵川縣志 12 本

山西 乾隆 寧武府志 每部 32 本

山西 乾隆 蒲縣志 一部

山西 乾隆 太谷縣志 一部

山西 嘉慶 太平縣志 一部

山西 道光 大同縣志 一部

山西 道光 陽曲縣志 12 本

山東 道光 濟南府志 25 本

山東 道光 泰州志

四川 乾隆 鄰水縣志 一部

四川 道光 萬州志 一部計 40 本

四川 道光 遵義府志　 一部

甘肅 乾隆 狄道州志 六部

甘肅 乾隆 合水縣志 一部

甘肅 乾隆 華亭縣志

66　本表格依據愛如生中國方志庫，以「朱子全書」為關鍵字檢索後整理，表格中
空白的部分即地方志未記載。檢索日期：2013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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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 乾隆 涇州志 六部

甘肅 乾隆 靜寧州志 二部八套

甘肅 乾隆 寧夏府志 三套 25 本

甘肅 乾隆 通渭縣志 六部

安徽 康熙 安慶府志 一本 康熙 53 年

安徽 康熙 泗州直隷州志

安徽 乾隆 池州府志

安徽 乾隆 廣德直隸州志

安徽 乾隆 含山縣志 二部

安徽 乾隆 績溪縣志

安徽 乾隆 潛山縣志 二部八函

安徽 乾隆 銅陵縣志 22 本無套

安徽 乾隆 望江縣志 二部八套

安徽 嘉慶 備修天長縣志稿 兩部共八套

安徽 嘉慶 東流縣志 兩部

安徽 嘉慶 桂東縣志 一部 25 本 康熙 51 年

安徽 嘉慶 合肥縣志 兩部

安徽 嘉慶 懷遠縣志

安徽 嘉慶 涇縣志 一部

安徽 嘉慶 旌德縣志 兩部

安徽 嘉慶 南陵縣志 八套

安徽 嘉慶 寧國府志 二部

安徽 嘉慶 蕪湖縣志 兩部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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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道光 繁昌縣志 二部共計八套

安徽 道光 阜陽縣志

安徽 道光 休寧縣志 貳部

江蘇 乾隆 江都縣志 二部

江蘇 乾隆 金山縣志 一部

江蘇 乾隆 句容縣志 二部共八套

江蘇 乾隆 吳江縣志 三部

江蘇 乾隆 震澤縣志 一部

江蘇 嘉慶 高郵州志 一部

江蘇 嘉慶 直隸太倉州志 全函

江蘇 道光 重修儀徵縣志 二部 康熙 55 年

江蘇 道光 重修儀徵縣志 一部

直隸 乾隆 任邱縣志 一部

直隸 乾隆 肅寧縣志 一部

直隸 嘉慶 長垣縣志 兩部

河南 乾隆 登封縣志

河南 乾隆 獲嘉縣志 一部

河南 乾隆 襄城縣志 四套

浙江 雍正 浙江通志 康熙 55 年

浙江 乾隆 昌化縣志 六部

浙江 乾隆 杭州府志

浙江 乾隆 瑞安縣志

浙江 乾隆 紹興府志 1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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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乾隆 烏程縣志 十部

浙江 乾隆 諸暨縣志 八部

浙江 嘉慶 慶元縣志

浙江 嘉慶 山陰縣志 12 部

浙江 道光 東陽縣志 每部 32 本

浙江 道光 建德縣志 四部

浙江 道光 上元縣志 康熙 52 年

浙江 道光 武康縣志 一部 32 本

陝西 雍正 藍田縣志 康熙 57 年

陝西 乾隆 淳化縣志 二部六套

陝西 乾隆 鳳翔府志 二部

陝西 乾隆 伏羌縣志 六部

陝西 乾隆 石泉縣志 一部

陝西 乾隆 咸陽縣志 二部

陝西 嘉慶 洛川縣志

陝西 道光 重修汧陽縣志 二部共六函

湖北 乾隆 長陽縣志 一部

湖北 乾隆 黃崗縣志

湖北 乾隆 黃梅縣志 一部

湖北 乾隆 棗陽縣志 一部

湖南 康熙 耒陽縣志 一部

湖南 乾隆 安鄉縣志 兩冊八套

湖南 乾隆 桂陽縣志 二部八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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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乾隆 祁陽縣志 二部

湖南 乾隆 清泉縣志 二部八函

湖南 乾隆 湘潭縣志 二部

湖南 乾隆 永興縣志 一部

湖南 嘉慶 長沙縣志 兩部

湖南 嘉慶 常德府志 八函

湖南 嘉慶 龍山縣志 二部 80 本

湖南 嘉慶 盧州府志

湖南 嘉慶 沅江縣志 兩部四函

湖南 道光 寳慶府志 二部每部 40 册

湖南 道光 鳳凰廳志 二部八套 80 本

湖南 道光 永州府志 康熙 52 年

湖南 道光 永州府志 乾隆十年

貴州 道光 大定府志　　　　　　 雍正九年鄂爾泰置

貴州 道光 貴陽府志 一部

貴州 道光 思南府續志 一部 乾隆元年

雲南 雍正 阿迷州志 一部

雲南 乾隆 石屏州志 八本

雲南 道光 廣南府志　　 一部計四套

雲南 道光 昆明縣志 雍正九年鄂爾泰置

福建 康熙 南平縣志 十二本

福建 乾隆 安溪縣志

福建 乾隆 南靖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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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道光 彰化縣志 一部

廣西 乾隆 富川縣志 一部

廣西 乾隆 廣西府志 13 本

東北 道光 承德府志 一部四函

東北 道光 吉林外記 一部四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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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Official Ideology and Shaping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u-yu Shih*

        Based on Yu zuan Zhuzi quan shu by Shengzu of Qing,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ology disseminated by early 
Qing Dynasty emperors, and examined its promotion by local officials 
and its acceptance by scholars after the Yu zuan Zhuzi quan shu was 
published. 

     The present study comprises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heng-
Zhu school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The second section 
involves an analysis on the publication culture of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process of the Yu zuan Zhuzi quan 
shu. The third section is focused on analyzing Shengzu’s mindset 
based on his imperial preface. In this sec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y was further examined through Gaozong’s imperial edict and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local officials. Various literary sources from 
school archives and discussions in other collected works were used 
to explain that such ideology was not only stipulated by the ruler, but 
also by scholars. The majority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are 
centered on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reigns; however, a portion of the 
present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ideology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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