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儒王文清學述§ 

張濤* 

摘要 

王文清為清代雍乾之際「湘學學統」重要傳承人物。其人勤於纂述，著作等身，

學尚兼綜，尤重典制，其三禮學雖不甚精，但格局宏闊，且樂於教導初學，在三禮

館期間貢獻良多，執掌嶽麓書院更影響深遠，在乾隆初年維繫湘學於不墜，端賴斯

人。 

關鍵詞 

王文清  禮學  嶽麓書院山長 

王文清（1688-1779）1，字廷鑒，長沙府寧鄉縣儒生，雍正二年（1724）進士，

《沅湘耆舊集》謂其「初官九溪衛學正，故『九溪』之號最著」2，後世多以「九溪

先生」稱之，為清代雍乾之際「湘學學統」重要傳承人物。九溪嘗兩度掌教嶽麓書

院，歷十餘年，作育人材無數。生前著述甚多，而身後凋零，聲名不彰，言湘學者

多未能詳。民國間湘人以之與王船山（王夫之，1619-1692）並稱「二王」，曾有輯

刊著作之舉，未幾消歇；近時《湘學史》論贊其考據辭章，《著述表》條列其專書遺

                                                
*  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4ZDB009）階段性成果。本文收集資料時，曾獲吳仰湘教授、周

正穎教授撥冗襄助，盛意可感，復承劉文編輯、胡寶亮編輯賜告書目信息，謹此致謝。 

1 王氏生卒年，向有異辭，見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9。秦熏陶《王九溪先生年譜》（民國鉛印本）定其生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卒於乾隆

十四年（1779）春正月二十三日辰時，根據家乘，且與王氏著作相合，最為可信，今從之。《清代

官員履歷檔案全編》載王氏生年為康熙三十一年（1692），則官年也。 
2  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 75（長沙：嶽麓書社，2007 年），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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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咸有創獲。3 今不揣淺陋，就王氏學行略加探討，而尤重其禮學，並申論其對

清代湖南學風的具體影響。 

九溪初官衛所學正，三十歲以前致力處，塾課而外，埋首經史，湘潭陳鵬年

（1663-1723）序其制義短章，有云： 

自成童游泮後，專功經史，案少時文，……其行文之圓規方矩，色澤盎

然，每於二三百言或四百餘言中具萬千變化氣象，此真得力於經史而化其糟

粕，吸其精英者。……疇昔王君之瞻矚一空，聛睨一切也，無怪也。4 

此語雖從作文手段立論，但九溪少年即泛覽墳典，為學之博已可想見。 

（一）《考古源流》與《典制大文》 

九溪著述多不傳5。其生前所積稿本數百卷，而刻者絕少。乾隆四十一年（1776）

五月，以年將九旬，去日無多，乃將自著《考古源流》530 卷、《典制大文》（又名

《典制文章》、《典制文考》、《典制大文考》）141 卷分付子孫掌管，並立遺囑云： 

有不能瞑目者，惟數十年纂輯《考古源流》一書，凡「正編」、「廣編」、

「續編」、「補編」四篇，共五百卅卷，大略見本書凡例中。外有《北游詩匯》

五十卷、《詩文餘話》五卷、《史事》四卷、《行已便記》四卷，原已附在《源

流》中，今又抽出，另為「別編」，不入在內。又手輯《典制大文考》一百

四十卷。惟此二書，亟思發刻，因值置公産刻諸書勞費之後，力薄囊盡，不

能舉事……，獨有付之後人，任其主張，聽其商略，隨其力量，待其機會而

已耳。6 

九溪暮年念茲在茲者，乃其平生用力所為、但迄未之付刻《考古源流》與《典制大

                                                
3  方克立、陳代湘主編：《湘學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相關部分作者為劉依平；

尋霖、龔篤清編著：《湘人著述表》（長沙：嶽麓書社，2010 年）。 
4  陳鵬年：《王廷鑒文清文集．序》，《道榮堂文集》卷 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60 册，頁 42。 
5  參見尋霖：〈王文清著述叙略〉，載湖南省文史館編《湖湘文史叢談》2 輯（長沙：湖南大學出版

社，2008 年），頁 59-63。 
6  秦熏陶：《王九溪先生年譜》，頁 21b-22b。案二書卷數，記載不同，《考古源流》卷數又有 628、

480、545 等說，《典制大文》也有說 160 卷者。蓋有初稿、定稿之別，又兼摒為別編之故，可參

秦熏陶：〈九溪學述〉，《湖南教育月刊》26 期，1942 年，頁 7；《王九溪先生年譜》，頁 21a、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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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遺囑》稱《源流》一書，海宇京師無人不知，陳宏謀（1696-1771）總裁《續

文獻通考》登載其名，當世亦頗有傳抄者，友人詩云：「《考古源流》等身帙，大業

汗牛奧義剖。」7 此詩作於雍正末，自注「九溪著《考古源流》五百卷」，則當時積

稿已富。惜《典制》一書成於晚年，遠方多未及見，所賴以流傳者，一稿本而已。

二書為九溪托命之作，「老天不負苦心，自有發揚之日。倘有一字遺失，則九十老人

長有九泉之憾矣。」善言眷眷，令人動容。惟身後之事，難以預料。一百六十餘年

後至民國時，九溪遺著大多灰飛烟滅，《考古源流》僅餘一厚册，《典制大文》亦多

殘闕，再歷數十年至今，更渺不可得。然非略識此二書之概要，欲論九溪學術全體，

未見其可8。 

今二書雖無存，但《源流》中淺近切要語曾匯為《考古略》傳世9，並有補編，

茲即據此書以及近人鈔撮二書序文、凡例、綱目，綜論九溪之學如次： 

一、學尚考古，而尤重典制。《考古略》有論「六藝」一條，文云： 

六藝之事，皆日用所不可缺者。先王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收束其心，幼

時習其數不識其文，後乃達其理而神其用，此聖人所以云「游於藝」也。顧

人往往以此為小學之末務而不加講求，於是幼時驕惰，及長而不能踐一節，

亦何以收放心而致實用乎？愚故取六藝之解，匯為一篇，俾學者知古人小學

中即有「持其志，無暴其氣」之道云。10 

六藝即古之典制，相較於心性之學，九溪更加偏重名物度數與經制典則，以其易於

踐履，且從中即可涵養性情。《典制大文．凡例》云：「是書為典制而設，茍無關於

                                                
7  曹耀珩：〈長句送九溪徵君詔試鴻博〉，載王文清輯《嚶鳴集》卷 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鈔本。 
8  有以呂泰《十學薪傳》備載九溪學術大凡者，其說出近人李肖聃〈王九溪先生遺囑跋〉，文見李氏

《湘學略．九溪學略第九》，又其〈與杜紫柏論寧鄉文學〉一札稱呂泰即長沙太守呂肅高之子，從

九溪受學者，參見《李肖聃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 年）頁 44-46、408-410。同時王氏後人

及《寧鄉縣誌》、《九溪學述》、《年譜》等書眾口一辭，言之鑿鑿，然其說似謬。案王昶《春融堂

集》及《湖海文傳》，〈十學薪傳序〉作於乾隆十三年，其時呂泰所稱「九溪子」已下世，與九溪

卒年不符；且呂泰乃江西新建人，與呂肅高隸籍河南者有別。此「九溪子」顯非王氏（或為呂泰

託名亦未可知）。諸君固亟欲表彰九溪之學，但彼時見書籍未豐，囿於傳聞，失於檢核，遂有此誤

判。故今論九溪學術，不取《十學薪傳》。 
9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 139《考古略》提要，頁 1832。 
10  王文清：《考古略》卷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235 册，頁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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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制，即摛華掞藻，在所不取。」11 舉凡四部著作，不論時代早晚，只要事關天地、

律曆、兵農、禮樂之等，在所必錄；而史書之叙事、文集之華藻與夫山川之名勝，

非典制所在，自當割愛。二書內容無不切於典要。杭世駿（1696-1772）稱九溪「熟

精三通」12，陳宏謀續修《文獻通考》，特借鈔《考古源流》，「以資通館考核」13。

九溪弟子亦稱「前賢經濟歸搜討，《通典》、《通志》後《通考》。四百年餘議論增，

三家去後少傳燈」，唯有其師著《源流》，「直為朝廷補三通」14。九溪學術蘄向，由

此可見。近世湘人以九溪掌教嶽麓書院以宋儒讀書法課士，乃盛稱其宋學，有「考

禮樂兵農之制以求其通，守周程朱張之緒以求其同」之贊15，實則宋人氣象本乾隆

初年儒者普遍風貌，而典制之學始為九溪特色。 

二、九溪聞見既博，所覽尤富，欲纂宏大著作，參考書籍實多，恐難備舉。嘗

稱撰述《考古源流》「凡三十餘年，稾本始竣」，「合三通、《學海》、《玉海》、《元龜》、

《考索》、《衍義》、《典匯》、《稗編》諸本校之，則卷帙不必全收，而要義已具是矣。」

16 其中多後世政書、類書、叢書，經史子集原典尚不在內，取材之博，涵蓋之廣，

已令人咂舌。《典制大文》與此近似，而以文為主，歷代著述無論，還有「本朝名宿

所著，已流傳者，間亦采及焉」17。其少時漁獵古典之功，至此二書乃大成，所謂

「雪夜風晨，舟車馬上，廢紙禿筆，去華存實，補闕剔紛，薈萃歸一」18。今二書

部分篇目見於秦熏陶〈九溪學述〉，前者依仿三通，故其目有徵榷考、市糴考、職役

考、漕運考、國計考、官制考、禮制考、刑法考諸大端，外有經學考、史學考、經

史雜考諸目，共 20 門，其下再分細目；後者更博，包括天文、曆法、潮汐、封建、

立國、君道、建儲、選舉、朝聘、田制、河防、經學、諸子、樂律、方技等 72 門。

                                                
11  王文清：《典制文考．凡例》，載《湘人致王九溪先生書牘及序跋（附九溪先生遺囑及書目）》，湖

南省圖書館藏民國鈔本。 
12  杭世駿：《詞科掌錄》卷 14，《清代傳記叢刊》本，頁 4a。 
13  陳宏謀：〈借考古源流全部書〉，載《湘人致王九溪先生書牘及序跋（附九溪先生遺囑及書目）》，

又見《嚶鳴集》卷 5。 
14  周天驥：〈內閣文獻三通館檄徵九溪夫子考古全書敬賦〉，載《嚶鳴集》卷 2。 
15  王鳳喈：〈九溪先生像贊〉，載《王九溪先生年譜》卷首。 
16  王文清：《考古源流．自序》，載《湘人致王九溪先生書牘及序跋（附九溪先生遺囑及書目）》。 
17  王文清：《典制文考．凡例》。 
18  語見王文清：《考古源流．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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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二書而彙集古來諸般典制源流，四部書籍皆供參稽，汪洋恣肆，可堪浩嘆。 

三、勤於纂述，間有創說。《考古源流．自序》云：「取材悉出先儒，而附會則

不敢矣；折衷間出鄙見，而臆說則無有矣。拙人自備遺忘，非敢與纂訂之業。」20《典

制大文．凡例》亦稱：「所采皆經史及先儒之語，間有拙作附入者，亦不敢自標姓名，

但以已著書集名，若《考古略》、《纂略》、《文略》等識別之，尤必旁注附字，示不

以魚目混珠也。」21 自備遺忘、間附鄙見云云，既蘊謙抑，也是寫實。《典制大文》

本為删要前人著述而作，其所謂「考」恐不多見。《考古源流》本類三通，亦據舊文

撮錄，其廣編中之《史學考》目錄標「《困學紀聞．考史》（王伯厚本）」、《經史雜考》

目錄標「《學齋佔畢》摘錄（《百川學海》）」，則其著書方式已明白揭示。至「拙作」、

「鄙見」云云，時人恭維「案語亦極平允」22，後人稱贊「不敢立異鳴高」23，則其

少所發明可知。九溪又嘗增删訂正明桐城趙釴（1544 年進士，生卒年不詳）所撰《古

今原始》，成《考古原始》一書，後來四庫館臣譏其「餖飣牽合，不著出典，卷末補

遺各條尤如兔園册子」，遂以為「坊賈所托名」，非九溪真作24，殆疑所不當疑，不

知九溪之學固有此一面向。 

（二）《周禮會要》與《儀禮分節句讀》 

九溪於三禮皆有專書25，然今可考知者惟《周禮會要》與《儀禮分節句讀》二

種嘗刊印行世，他如《祭禮解》等，並未付梓，早已亡佚。 

                                                
19  秦熏陶：〈九溪學述〉，頁 14-18。 
20  王文清：《考古源流．自序》。 
21  王文清：《典制文考．凡例》。 
22  陳宏謀：〈復論考古源流書〉，載《湘人致王九溪先生書牘及序跋（附九溪先生遺囑及書目）》，又

見《嚶鳴集》卷 5。 
23  秦熏陶：〈二王異同辨〉，《湖南文獻彙編》第 1 輯，頁 23。 
24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 139《考古原始》提要，頁 1832。 
25  曹耀珩云：「聞【九溪】著《三禮解》及《考古源流》數百卷」，語出其《長沙夜談》詩注，見《嚶

鳴集》卷 1。王氏亦言：「《禮記》全書，予亦有纂本成帙。但〈喪禮〉注解頗煩，尚不便於讀者，

行將再加芟訂，以質同志。」是《禮記》書未成。見王文清：《周禮會要．凡例》，《九溪先生遺著

原叙凡例目錄》。 



《能仁學報》第十四期 

 

144 

《周禮會要》嘗由陳宏謀刻於湖南，民國間尚存稿本、刊本26，今皆未見。陳

宏謀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取之試刻，序曰：「《周禮》者，千古典制之宗也；『會

要』者，會其元而集其要也。……我皇上雅重經術，修輯《三禮》，極詳且備，此書

殆為之津梁乎？」27 推崇不可謂不高。然《四庫總目》稱「是編以《周禮》注疏浩

繁，但約括諸說，略疏字義，以便讀者。」28 今觀其書〈凡例〉謂「祗取本文，釐

其節次，詮其字句，標其大意，妄加議論，以待學者心自得之耳。」29 九溪以《周

禮》典制煩重，歷來經說浩如烟海，學者往往讀之中輟，乃特芟繁就簡，十存一二，

但期經義明朗而止，與《總目》所評相合。據〈凡例〉，九溪所據諸書，自注疏外，

又參稽《訂義》、《雜說》、《總義》、《集說》、《調人》、《完解》、《會元》、《太平經國》、

《復古編》、聶氏《圖》、《摭說》、《微言》諸本，亦云衆矣。九溪為學貴博，此無足

怪，而此書「惟取解明正義，其方言、讖緯，概不錄入，以滋疑竇，即先儒問答之

詳說，亦止約其指歸，以歸簡易」，是又不以炫博相尚，而求深入淺出，由博返約。

故此書不重訓詁，亦不究明制度，而窺求大義，〈凡例〉所謂「《周官》乃運用天理

爛熟之書，徒詁字句，恐其義未出也。故於諸儒詮疏中采其最切要者節而載之，庶

於制作精義，窺其大略」30。宋明間有「冬官不亡」說出，流衍甚盛，九溪欲維護

周公聖經，不取其說，「一字不遺，亦一字不動，尊全經，存原本」，僅於字句之誤

者，仍其原文而辨明其下31。其詩云：「〈考工〉安用補，〈月令〉不須移。」32 可知

九溪尊崇原本，擺脫流俗，誠為有見。乃《四庫總目》斥其删削叙官經文33，是又

不能嚴格遵照凡例。豈以叙官多述每官員數，似無關聖人精義，遂爾棄之？然則《周

                                                
26  陳應龍：《寧鄉縣九溪遺稿書》，頁 253-256；王賡猷：《先六世祖九溪公年譜．跋》，載《王九溪先

生年譜》卷末；秦熏陶：〈九溪學述〉，頁 28。 
27  陳宏謀：《周禮會要．序》，載《九溪先生遺著原叙凡例目錄》，湖南圖書館藏民國鈔本，頁 1-4。 
28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 23《周禮會要．提要》，頁 295。 
29  王文清：《周禮會要．凡例》，《九溪先生遺著原叙凡例目錄》。 
30  王文清：《周禮會要．凡例》，《九溪先生遺著原叙凡例目錄》。 
31  王文清：《周禮會要．凡例》，《九溪先生遺著原叙凡例目錄》。九溪信《周禮》為周公作，凡詆之

者及「何喬新、俞庭椿、舒芬等牽合改移」，皆屬「人自妄耳」，而「一經割裂，並五官亦不完矣」，

見其《考古略》卷 2〈周官答問考略二〉，頁 753-754。 
32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5〈丙辰秋奉命充三禮纂修官恭紀二十韵〉，《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74

册，頁 413-414。 
33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 23《周禮會要．提要》，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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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會要》實為初學梳櫛文句而作，未嘗深研制度矣。 

九溪自謂《儀禮分節句讀》體式、用意與《周禮會要》同，則亦為初學便讀計

耳。是書民國間猶有著者手迹在，今惟見一後印殘本，仍十存八九。略檢其書，知

九溪初欲摘錄歷來注家議論，辨其疑似，存其精要，繼乃發覺愈摘愈煩，如治亂絲，

遂改轍專事分節，斷其句讀，此外絕不繁稱遠引，蓋因「節分則按節而全篇之數度

可稽，句讀分則玩句讀而本節之次第可辨，如此則經文易讀，經文讀熟則精義過半

矣」34。句讀與分節，為讀《儀禮》第一要事，九溪此言切中肯綮。元明間《儀禮》

之學衰敗，無足多述，然以朱子（朱熹，1130-1200）《經傳通解》重分節故，繼起

諸儒若敖繼公（生卒年不詳）《集說》、郝敬（1558-1639）《節解》乃至清人姚際恒

（1647-1715?）《通論》等，儘管以釋經評文為主，得少失多，要皆懂得釐析句讀，

劃分節次；至清初另有三數學者亟思懲毖，乃更專從文字、句讀、分節入手，前此

如張氏《鄭注句讀》、後來如馬氏《易讀》、吳氏《章句》莫不皆然。同時李光坡

（1651-1723）《儀禮述注》雖事研經，但全未分節，已落下乘。九溪預流其中，自

屬正途，而該書〈凡例〉謂：「朱子《經傳通解》雖未斷句，原已分節，此悉遵用之；

但節中猶有未及分者，清為依義補分之，究於朱子之意無敢異同。」35 宗奉朱子之

意，躍然紙上。九溪嘗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學禮者舍此莫適36，故凡所

自著，亦多以此書為尚。然朱子《通解》雖標《儀禮》為名，實別成新書，故不惜

拆洗一番，重編三禮，混而合之；九溪此作則專釋《禮經》，是否於原文復加更動而

不盡依舊式，如《周禮會要》者比？ 

姑以〈士冠禮〉為例。此篇經文「若不醴」下、記文之前諸文，皆非正禮，而

雜述醮法、孤子庶子冠法及戒宿之辭等項，朱子《通解》混編經、傳，乃取戒賓、

宿賓、加冠、醴、醮、字之辭，各附於諸儀經文之末，而九溪此書即從其說，變更

經文舊次。驗之他篇，亦頗有將記文移至相關經文後者，遂知九溪仍受朱子影響，

未能全依經書本文，而〈凡例〉所謂「遵用朱子」，確是寫實。其審慎處，僅在不敢

                                                
34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首〈凡例〉，湖南師範大學藏乾隆間刊本。 
35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首〈凡例〉。 
36  王文清：《考古略》卷 2〈三禮總說考略〉，頁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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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朱子删節經、記耳。〈凡例〉又謂偶有「依義補分」處，則九溪稍稍變通古人分節，

如「筮賓」、「宿賓」合並一節，「始加」、「再加」、「三加」統為「冠三加」等，與諸

家分節均異，此恐九溪以其經文寡少或意義相連，欲求簡便故爾，非有深意存焉。

至「若不醴」盡「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則《通解》分為「醮」、「殺」兩節，《三

禮義疏》同，然此一段皆言冠子時之醮法，或用脯，或殺特豚，不可並列為「醮」、

「殺」二事，朱子離析為二，誤矣，賈疏、《句讀》、胡培翬（1782-1849）《正義》

皆貫通為一，是也。九溪此處不從朱子之意區別之，見地遠勝其所參編之《三禮義

疏》（見下文）。 

小字注解，率多取自注疏，或體會注疏略加引申而來，如〈士冠〉「迎賓」節主

人、賓俱升，經繼云「贊者盥於洗西，升」，九溪釋此一贊者為「賓之贊者」，實即

因經文下有主人之贊者，且鄭注雖不言此贊者為誰，但已謂其「尊於主人之贊者」，

九溪乃明言之37。亦有采他說者，如〈昏禮〉「下達」，據朱子「達禮用雁」之說，

而列鄭注「媒妁通言」備參者是38。其他發凡言墻、墉、序、壁之稱，出《儀禮釋

宮》；釋鼏為鼎覆，出《經典釋文》。要之，絕少發揮，亦未遑深究經義也。 

校勘方面，亦未多加著力，可取者若〈大射〉第七下標「石經『大射』下有『儀』

字」，較《句讀》、《義疏》徑補「儀」字為優；〈喪服〉有傳注舛誤連文處，「下言為

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21 字大書在傳文中，九溪云「『下

言』以下，鄭解。舊讀誤在此」39，同時盛世佐（1718-1755）、稍後戴震（1724-1777）

都主此說，與《義疏》不同。 

綜上所論，九溪《分節句讀》雖間表心得，但限於體例，失之太略，其分節觀

點又多為朱子籠罩，去並世張、吳、馬諸家仍有差距，張氏知尊鄭注，馬氏采摭頗

富，見解亦通達，九溪似不之及，吳廷華（1682-1755）與九溪同館，讀其書而「未

                                                
37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 1。 
38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 1。其又謂「禮於冠、相見、喪、虞等皆冠以『士』，獨昏禮不冠以

『士』，而曰『下達』者，以其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推之也」，「親迎之禮，自天子下達者也」，

則與朱說有異，而近於陸佃，見《考古略》卷 2〈昏禮考略〉、〈親迎大禮考略〉，頁 762-763。 
39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 3。 



湘儒王文清學述 

 

147

慊」40。雖然，就此及《周禮會要》二書而窺探九溪《儀禮》學之淺深，或嫌枉曲，

李肖聃（1881-1953）力贊其「於三禮之學，所造深矣」，未始無因41。其現存著述關

係禮學者尚多，《考古略》中如「經禮曲禮」、「禮說」、「三禮總說」諸考略及三禮「問

答」諸條，穿穴經籍，辭義正大，二書特其緒論而已。 

《分節句讀》是九溪在三禮館纂修餘暇所著，呂肅高（生卒年不詳）〈序〉稱「九

溪於丙辰間奉命纂修《三禮》，館中所著有《三禮圖考》、《喪禮》、《祭禮》若干卷，

茲編其一也」42。九溪自道： 

清非能讀《儀禮》者，幸槖筆禮館，每取《儀禮》謬為點定，朱墨丹黃，

凡數易。旋呈蝶園、望溪、穆堂、天牧諸先生閱之，偶有未安，輒為改定，

總於一節一句一讀一圈一點中不敢淆雜，必求清析妥當，乃成是本。43 

亦頗能謙抑自持。然就上文所列，可知《三禮義疏》解經，視九溪自著容有一二遜

色之處，則九溪在館行實若何，仍當索解。 

（三）《三禮》書成後，議敘列首名 

三禮館詔開於乾隆元年（1736），是弘曆最早設立之書館，纂修《周官》、《儀禮》、

《禮記》三部《義疏》，於時頗有影響44。九溪本在鄉間任教授，課士甚相得，至雍

正十三年乙卯（1735），朝廷復開鴻博科，湘省巡撫、學政交章薦之，遂赴京應試，

報罷，旋充三禮館纂修官45。年近半百始入禮館，九溪倍感榮耀，有詩句謂「崢嶸

巨典百年開，我自田間應召來」、「我本長沙一腐儒，顧此蠶叢愁未剔。特達明庭辱

                                                
40  沈廷芳：《儀禮章句．序》，載吳廷華《儀禮章句》卷首，乾隆初東壁書莊刊本。 
41  李肖聃：《王九溪先生遺囑．跋》，見氏著《湘學略．九溪學略第九》，頁 45。 
42  呂肅高：《儀禮分節句讀．序》，載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首。 
43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卷首〈凡例〉。 
44  參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張

濤：《乾隆三禮館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45  秦熏陶：《王九溪先生年譜》。秦氏云《王氏族譜》稱雍正十三年入都，《清史列傳》、民國三十年

《寧鄉縣志》卻謂是乾隆元年，「以情理揣之，則先生應舉入都，為先年事，而與試則為是年事，

故兩存之」。案《鋤經餘草》卷 5 有〈乙卯秋召試入都至金陵聞世宗哀詔恭挽四首〉，適可證成秦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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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剡，白虎觀中分一席」、「曠代有時興禮樂，書生何物與修明」云云46。九溪在館

長達 11 年，頗受倚重，乾隆二年（1737）循例外補寶慶府教授，三禮館總裁特奏留

備纂修，遂以中書科補用，六年冬入律呂正義館，七年擢宗人府主事，八年又在經

史館兼校勘經史翰林，負責《新五代史》，是九溪以一人兼禮、樂、經史三館纂修官，

正可見其學行朝野交贊，光寵無以復加。八年秋間，以父病亟圖歸省，但館務在身，

不克去官歸養，只得請假四月，來年仍需回京供職。「陟岵目窮千里外，陳情人在五

雲邊。盛朝錫類分堯日，帝子推恩下楚天」，九溪雖因親老而寢食難安、方寸全亂，

但飽受君恩仍令其感念動容，無論在家或居官，都不忘「《周官》字字問前賢，况復

奄中十七篇」，潤色鴻業，鞠躬盡瘁，常慨嘆「自到石渠頭白盡，光陰彈指又明年」。

47 十一年三館書成，九溪從優議叙，吏部議叙第一加一級，記錄六次，自作詩云「紀

勛名第一」48。 

九溪在三禮館衆纂修官中能够議叙居首，當歸因於其個人貢獻卓越。九溪未修

《周》、《儀》二禮，然其於二書皆有著述，且內中不乏見解勝過今《義疏》所采者，

茍其參與纂修，或能稍補兩部《義疏》之未逮。三種《義疏》，以《禮記》部頭最大，

牽涉館臣最多，其中九溪纂有〈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等 23 篇之初稿，又

曾校閱〈中庸〉等篇，為卷二十有六，約佔全書 1/3，而篇目超過全書之半，尚曾批

點〈祭義〉等篇，更與吳廷華肩負禮圖編繪任務。九溪在館所修稿件，數量堪為纂

修官中第一，絕無愧色。其自作詩稱初入館時與館中老輩「忘年把臂吹藜火，五夜

相將校丙丁」49，任職期間，雖屢思歸養，但於館務盡心盡力，未嘗少輟，故有「白

頭石渠」之嘆。 

能者陳力就列，負擔巨量篇幅，九溪自是勞苦功高，館中總裁極重之，特奏留

                                                
46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7〈答同館姜上均〉，頁 442；卷 6〈古風壽鄂西林相國〉，頁 429；卷 7〈辛

酉除夕答三禮律呂兩館同人〉，頁 441。 
47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7〈予自乙卯膺薦至京違親九載癸亥季秋亟請歸養時履邸因見三禮律呂經

史諸館交留不令長歸惟請旨給假四月故有是命〉，頁 445；卷 8〈甲子除夕十五首〉，頁 451。 
48  秦熏陶：《王九溪先生年譜》；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8〈三禮書成進呈得旨議叙部議清列首名加

銜一級謝恩恭紀〉、〈律呂正義後編書成進呈有旨議叙清叨紀錄謝恩恭紀〉、〈清直經史館校勘當事

以五代史屬清考證事竣進呈蒙旨議叙紀錄謝恩恭紀〉，頁 458-459。 
49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5〈壽徐壇長侍讀〉，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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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予外放便是明證。此外，九溪所纂初稿載入《三禮義疏》定本者亦不少，足

見總裁對其人其學之認可程度。其最顯者如〈大學〉、〈中庸〉二篇，因館臣尊崇朱

子，故不擬采用方苞（1668-1749）所定體式，幾經爭論，乃由九溪撰寫案語，得主

事者印可後，即納入《義疏》50。九溪校閱意見亦受重視。國圖藏〈王制〉稿本一

册，由任啓運（1670-1744）初修，李龍官（生卒年不詳）校，九溪與吳廷華重校，

而後潘永季（生卒年不詳）覆校。後繼者知尊重九溪意見，稿中有浮簽謂「此書首

節『存疑』內正、副本不侔，係問明王九溪先生然後下筆者；送板時或先送王老爺

處，方無駁詰」，審其辭氣，知對九溪頗加禮敬。禮敬九溪並不意味對其稿件全盤接

受，反復斟酌之後定稿屬書館規程，同館切磋亦尋常事。稿本中批改、塗抹九溪初

稿之處，所在多有，即纂修官互相攻錯之迹。唯有一浮簽言： 

此卷副本前四頁浮簽不甚了了，故曾專札敬詢九溪先生，蒙示云云，業

已遵照謄入。但此處尚不能無疑。……乞九溪先生進而教之。 

措辭相當客氣。此批針對〈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段孔穎達（574-648）

所引熊、皇舊疏，指出九溪誤繫《國語》之文為熊安生（生卒年不詳）語，實乃皇

侃（488-545）所引，核之疏文，確然無疑，九溪原稿顯非，故後繼者提出商榷，而

九溪答語未見。驗之定本《義疏》，仍然沿誤未改51。豈總裁信任九溪學識，不煩再

查原書耶？抑或礙於九溪情面，未加駁正耶？ 

然就此可知，九溪纂訂《禮記義疏》，亦未為無失。其人在館素膺厚望，學有所

限，恐同仁莫能正之，茲再舉一例。〈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義疏》信朱子《通解》，釋「魄」為「月之有體而無光處」，故采陸佃（1042-1102）、

方愨（生卒年不詳）之說為正義，以為當是望後三日，月明漸退，正可牽合經文「讓」

字之義。此九溪說也52。其意非但駁斥孔疏，實將《禮記》原文一齊推翻。原文明

言「月之三日」，朱子必增「望後」二字為解53。然此非孔疏破綻。孔以「魄謂明生，

                                                
50  王文清：〈戴記義疏中庸大學後案語〉，載羅汝懷輯《湖南文徵．國朝文》卷 18，同治間刊本。 
51  《禮記義疏》卷 19（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 年），頁 3b-4a。 
52  《禮記義疏》卷 75，11b-14a 頁；王文清：《考古略》卷 2〈鄉飲酒義三日成魄考略〉，頁 767。 
53  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卷 7，《朱子全書》本，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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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有微光」，與漢人舊說同，如《白虎通．日月篇》所謂「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法

言．五百篇》所謂「月未望則載魄於西」，馬融（79-166）之以胐為魄，皆以魄在月

初，至《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正孔疏所本

也54。獨劉歆（?-23）《三統術》以望日當生魄，與古來諸書翩然相反，而朱子用其

說。九溪從朱子意解經，自非駁經不可。至於「日，君象；月，臣象。惟望日去日

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晦後三日始稍

遠，故哉生明也。此正謂三賓近賓而禮殺，猶三卿近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日耳」

之浮說，皆以「殺」、「讓」說魄，不知《鄉飲酒義》本以「三」字立說而無與於「讓」

也，不然，下文「三月則成時」，又何「殺」、「讓」之有？ 

九溪詩曰：「三百三千恣考核。」55 又曰：「漢注唐疏共細論。」56 是其頗知推

重漢學，而就上文所論，可知其得力於宋學更深，研經每好糾駁注疏。如解〈內則〉，

即斥天子九嬪、世婦御見之法為背謬57；說房室之制，則主大夫、士有西房之說58。

此皆異於鄭注及孔、賈二疏。至其纂修稿件，固多用注疏為正義，然列之存疑、存

異者亦復不少，尤其遇康成訓詁難解或是破讀處，更不采信，如〈孔子閑居〉「至於

湯齊」鄭讀「齊」為「躋」，〈坊記〉「履無咎言」鄭注「履，禮也」，〈表記〉「衣服

以移之」鄭謂「『移』讀如『水泛移』之『移』，移，猶廣大也」即「侈」也、「辭欲

巧」鄭注「巧謂順而說」，〈緇衣〉「臣儀行」鄭云「儀當為義」、「事純而祭祀」鄭訓

「純」為「皆」，〈儒行〉「不充詘於富貴」及「不閔有司」鄭注「『充』或為『統』，

『閔』或為『文』」，〈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節鄭注「『延』或為『誓』，『序點』

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凡

此《義疏》皆不達鄭義，或依文解義，或曲為之說。59 是九溪之學雖雅而好古，卻

難明漢師舊學。其稱「典禮灰寒秦劫火，漢唐人近古衣冠。莫驚讖緯言多怪，自是

                                                
54  參王鳴盛：《尚書後案》卷 15，《清經解》本，頁 3369。 
55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6〈古風壽鄂西林相國〉，頁 429。 
56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6〈送同館李栗侯太史歸里〉，頁 420。 
57  王文清：《考古略》卷 2〈天子後宮進御辨考略〉，頁 764；又《禮記義疏》卷 74，頁 39b-40a。 
58  王文清：《考古略》卷 2〈周禮王朝宮寢及宮室考略〉、〈鄉飲酒禮考略〉，頁 764、766。 
59  《禮記義疏》卷 64，頁 37b-38a；卷 65，頁 18a-18b；卷 68，頁 27a-27b；卷 68，頁 68a-68b；卷

69，頁 17a；卷 69，頁 43a-44 a；卷 72，頁 72b；卷 75，頁 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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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堂義不刊」60，此言似是，然按考其實，則非但曾駁讖緯，縱於康成經說也有不

解。當時人手眼未協，本身學行較其識見仍有不小差距，此匪特九溪一人為然，渠

在三禮館中尚屬能通漢學者，尚猶如是，餘子紛紛，更無論矣。61 

（四）山長生涯與湖湘學風 

據前引《儀禮分節句讀．凡例》，九溪在館從諸老輩游，正總裁而外，所推重

者有徐元夢（1655-1741）、方苞、李紱（1673-1750）、惠士奇（1671-1741）數人。

九溪性喜吟咏，平淡無奇然常作不輟，集中與姜兆錫（1666-1745）倡和頗多，又有

贈徐用錫（1657-1737）、任啓運、杭世駿詩。方苞為人骨鯁，而九溪謙和，相處融

洽，還曾代方氏撰作壽序；其他平輩、後輩，咸與奉手交接。九溪出自湖湘，當地

學術氛圍自難與京師比肩。都中冠蓋雲集，三禮館尤無白丁，九溪供職期間貢獻良

多，而自身從諸同仁處獲益亦不在少，其《儀禮分節句讀》嘗請老輩改定，編著《考

古源流》，亦曾鈔撮稿本《義疏》案語，並參稽同館撰述，今《考古略》中采錄惠士

奇《禮說》多條。惠士奇在館似不得志，與九溪際遇相較，令人不能無雲泥之嘆；

而九溪能知惠氏之美，未始不因其學尚兼綜，慎思而博觀也。 

同僚私下如何看待九溪之學，今不可詳知。王氏有《嚶鳴集》一書，專輯海內

友朋贈答之作及來札、序文，其中同在三禮館者有吳紱（生卒年不詳）、姜兆錫、陶

敬信（生卒年不詳）、李清植（1690-1744）、熊輝吉（生卒年不詳）、胡天游

（1696-1758）、吳廷華、汪由敦（1692-1758）等，於其間酬酢虛文中，亦可略窺諸

人心目中之九溪形象，如吳紱恭維九溪為「宿儒」，「曲台舊業曾游刃」；陶敬信更云

九溪課子之餘，「吾亦受提撕」，相當恭敬62。九溪在館貢獻特多，議叙第一，無怪

同人青眼有加。而其返湘之後，作育一方人才，儼然成中南文教重鎮，尤堪稱述。 

九溪書成議叙，與考御史，欽取一等第三名，以父老再請終養，遂出都。乾隆

                                                
60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8〈內庭館閣即事二首〉，頁 452。 
61  參張濤：〈三禮館輯錄《永樂大典》經說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 6 期，頁 114-115。 
62  吳紱〈聞九溪中翰再兼律呂纂修賦贈〉、陶敬信〈留別〉，並載王文清輯《嚶鳴集》卷 1，國家圖

書館藏民國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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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1746）秋間抵鄉之後，即發所積金分給家中貧者，餘悉以買置田三十畝，

為宗族産業；地方官員亦頗知禮重九溪，長沙知府呂肅高為修《長沙府志》屢加敦

聘，旋又與學使吳嗣富（生卒年不詳）捐俸刊行其《儀禮分節句讀》，而民庶乃漸受

九溪教化之澤，湘中風氣為之一變。 

湘中風氣與別處不同，錢基博（1887-1957）有言：「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

文所沾被；亦抑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63 然風氣激蕩，雖窮鄉僻壤

亦不能免，特暫緩耳。九溪盛年赴京師，游走老師宿儒間，兼收並蓄，不忘所長，

故能報效鄉梓，引領風尚。除因故一至京師、一聘廣西外，九溪足不出湘，兩主嶽

麓書院，先後十年左右，培植湘學根基，此其時也。九溪任山長，籌措經費、添修

宿舍等事宜，無不究心，而訓迪生徒，更是當行。後人謂先生教學不徒以藝文相尚，

黜華崇樸，循禮守約，每升堂講學，凡四書六藝，悉博采群儒緒言，衷諸至當，下

及諸子百家詩古文辭，亦喜時與商榷，俱卓然示以指歸，其衡才一以公誠，無徇無

枉，人人悅服，聞風者咸願出其門。其有功書院、嘉惠來學，於斯可見。64 乾隆十

三年戊辰（1748）春，九溪為諸生詳擬學規九則，內容為： 

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聖賢。 
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 
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幹。 
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 
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 
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 
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 
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時蚤完。 
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 

隨後又將此學規演為詩歌65，諄諄教誨，親切有味，從中可見九溪教學，注重讀經

                                                
63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導言》（長沙：嶽麓書社，2010 年），頁 1。 
64  參楊佈生：《嶽麓書院山長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127-130。 
65  王文清：《鋤經餘草》卷 11〈學規詩九首示書院同人〉，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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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而外，仍儼然一派宋儒氣象。九溪又手定讀經、讀史之法，茲錄其讀經六法如

次： 

一、正義，二、通義，三、餘義，四、疑義，五、異義，六、辨義。 

細勘其文，可知此讀經六法即《三禮義疏》體例之變體，而與方苞最初所定六條更

為相近，用語、次序有異，而本質實相通66。觀此，可知三禮館編修經歷，影響九

溪學術觀念匪淺，進而潤澤嶽麓諸生，湘中學術雖與外界懸隔，而未嘗遺世獨立也。

從學諸子將九溪教規刻為石碑，今日尚存嶽麓書院壁間。陳宏謀雅重其學，後巡撫

湖南，於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仲春為題「經學之鄉」碑，立於九溪故里寧鄉縣

城東三十里銅瓦橋側67。世俗聲名，於斯亦盛矣！逮乾隆三十七年（1772），九溪堅

辭講習，歸里終老，四十四年（1779）春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卒，年九十二。其間

朝廷開四庫館，徵九溪著作八種進呈，僅三數種獲存其目。殆其時京中學風變換，

昔年所為已不受知於廟堂，九溪鄉人唯有瞠乎其後而已。 

降至晚清，漢學由盛漸衰，而風流湘楚，餘韵未消，一時學人群趨馬鄭門下，

而洛閩之緒轉微。於時湖南石門有閻鎮珩者，獨不嗜奇炫麗，力斥漢學為煩碎無用。

其人治學求通識古今之務，嘗著《六典通考》，以《周禮》六官為綱，統領設官、爵

命、祿制、教典、禮制等二十八考，論者以為閻氏此書出自杜、馬二《通》及秦蕙

田《五禮通考》一系制度之學，是固然矣。然就今論之，謂其為九溪學術之流裔，

不亦可乎？ 

 

                                                
66  參《禮記義疏．凡例》，頁 2b；方苞：〈擬定纂修三禮條例札子〉，《方苞集．集外文》卷 2（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565。 
67  參秦熏陶：《王九溪先生年譜》，頁 15b-16a；秦熏陶：〈九溪學述〉，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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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HUNAN 
SCHOLAR WANG WENQING 

 ZHANG TAO * 

Abstract Wang Wenqing 王文清, Headmaster of the Yuelu Academy (Yuelu 
shuyuan 嶽麓書院),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Xiang 
Learning (Xiangxue 湘學) in the early Qianlong 乾隆 era (1735–96). He was 
diligent in writing and teaching,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rites. Despite not being a 
leading researcher, h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Hunan academia. 

Keywords Wang Wenqing, ritual, Yuelu Academy, head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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