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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選本御評歐、蘇“朋黨論” 

題旨辨析 
 

 

余曆雄 
 

 

論 文 摘 要 
 

歐陽修“朋黨論”文章與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乃宋代朋黨主

題的經典之作，歷代選本多有收錄，諸家集評亦多新見，遂使歐、蘇

作品與後世評論相映成輝，影響深遠。清初朝政亦與人臣朋黨多有關

聯，引起學界關注。本文擬從文學批評與文化背景相結合的視角，選

以清初朝廷敕編《古文淵鑒》與《唐宋文醇》二書為例，探討康熙、

乾隆二朝文章家編纂選本、評選文章的動機與意義，繼而剖析其對

歐、蘇“朋黨論”文章的褒貶評價，期以折射出康、乾二朝君臣對於

宋代朋黨事例與本朝政局事態的立場與態度。 

 

關鍵詞：清初選本   康熙   乾隆   朋黨   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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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宋以來，當新建立的政權漸趨穩定後，武功之餘則思文治之備，遂多著力

於詔修前代史冊與編纂文獻典籍，期以籠絡前朝士林以資治國大業，兼得文武之

效。唐貞觀年間詔修前代八史，宋真宗、仁宗朝編纂四大官書，明成祖朝編纂

《永樂大典》，皆為顯例。南宋以來迄於明代，士林之間盛行文章選本，流風所

及，其於明清文學理論與評點文學之發展，皆有深遠之影響。清初政權既定，康

熙朝君臣評註《御選古文淵鑒》，乾隆朝君臣評註《御選唐宋文醇》，即是結合前

代詔修典籍與文章評點之功能與特色，以資確立官方“經世致用”與“返經歸

本”的根基思想，糾正前朝空疏不學之流弊，進而端正本朝學風、士風與文風。

是此，上述兩部御編文章選本及其評點，尤其關乎朝政局勢與治亂興衰的歐陽

修、蘇軾“朋黨論”文章之評點批語，深刻牽動著國朝君臣的脈搏跳動，無疑具

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與思考空間，值得予以認真關注與辨析。 

 

 

一、《古文淵鑒》的纂修要旨 

 

清代之政績，學界歷來以康熙（1662-1722 在位）、雍正（1723-1735 在位）、

乾隆（1736-1795 在位）三朝為最，凡一百三十餘年，堪稱盛世景象。根據《四

庫全書總目》著錄，康、乾二朝御選、欽定的總集與文章選本，計有十八種。1 

康熙朝編纂的首部文章總集為《古文淵鑒》，乾隆朝編纂的首部文章總集則是

《唐宋文醇》，故其纂修要旨、篇章甄選與評點取向的準則依據，對於康、乾二朝

的朝政大綱與治國要略而言，確有測溫探試之作用。 

 

1  清康熙、乾隆二朝敕編的十八種總集或文章選本，即：《御選古文淵鑒》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

1685）、《御定全唐詩》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1703）、《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康熙四十五

年，1706）、《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定歷代詩餘》一百二

十卷（康熙四十六年，1707）、《御定題畫詩》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1707）、《御定佩文齋書畫

譜》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御定全

金詩》七十四卷（康熙五十年，1711）、《御選唐詩》三十二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欽定詞譜》

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欽定曲譜》十四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御定千叟宴詩》四卷

（康熙六十一年，1722）、《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1736）、《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乾隆三年，1738）、《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1750）、《欽定千叟宴詩》三十六卷

（乾隆五十五年，1790），另有《皇清文穎》一百二十四卷（康熙中葉）。括號中的資料為奉詔敕編的

年份。（[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三、一九〇、一九九，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967、1725-1729、1825、182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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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御選、內閣學士徐乾學（1631-1694）等奉敕編

註《古文淵鑒》，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成書。是書甄選文章範圍上起先秦春

秋，下迄南宋，收錄三百九十餘位作者的一千三百二十餘篇文章，總六十四卷，

計先秦文九卷、兩漢文十一卷、魏晉文八卷、唐代文十二卷、宋代文二十三卷、

目錄一卷。據康熙御序稱，“文者，載道之器”，“書契以後，作者代興”，“靡不

根柢於群聖，權輿於六籍”。又曰： 

於是能言之士，抒寫性情，賁飾詞理，同工異曲，以求合乎先程，皆

足以立名當時，垂聲來葉，彬彬郁郁，稱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著作既

富，篇什遂繁，不有所裒輯，慮無以觀其備也，不有所銓擇，慮無以得其

精也。……朕留心典籍，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

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彚為正集。即間有瑰麗之萹，要皆歸於古雅。其綺

章秀製，弗能盡載者，則列之别集，傍采諸子，録其要論，以為外集。煌

煌乎洵秉文之玉律，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文互用，而大化以成

聖賢之業，博約並施，而性功以備是書也。雖未足以盡文章之勝，於聖人

遊藝之旨，亦庶乎其有當也夫。2 

按《古文淵鑒》目次，所選作品乃以唐宋文章為主軸，計三十五卷，佔全書篇幅

過半，選文較多者是朱熹文三卷，韓愈文、曾鞏文、蘇軾文各二卷，陸贄文、柳

宗元文、歐陽修文、蘇轍文各一卷，王安石文、蘇洵文合為一卷。文體類別偏重

於帝王朝臣的詔令、奏章、議論等實用文章，擇文準則是以“辭義精純，可以鼓

吹六經”為主，要求文章必須具備“瑰麗古雅”與“綺章秀製”的條件，期望研

習者能夠達於“載道”與“聖人遊藝”之旨。 

關於《古文淵鑒》的纂修體例，其乃集“選、註、評”諸項功能於一書的綜

合性質，既謹慎甄選前代學者的評點，又於此基礎上詳加本朝君臣的批語，集中

展現康熙朝官方的文章指導思想。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評曰： 

（《古文淵鑒》）所録上起《春秋左傳》，下迨於宋，用真徳秀《文章正

宗》例，而睿鑒精深，别裁至當，不同徳秀之拘迂。名物訓詁，各有箋釋，

用李善註《文選》例，而考證明確，詳略得宜，不同善之煩碎。毎篇各有評

㸃，用樓昉《古文標註》例，而批導窽要，闡發精㣲，不同昉之簡略。備載

前人評語，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羅賅備，去取謹嚴，不同霆震之

蕪雜。諸臣附論，各列其名，用五臣註《文選》例，而夙承聖訓，語見根

 
2  [清]康熙：《序》，《御選古文淵鑒》卷首，《摛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長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00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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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同五臣之疏陋。至於甲乙品題，親揮奎藻，别百家之工拙，窮三準之

精微，則自有總集以來，歷代帝王未聞斯著，無可援以為例者。3 

紀昀指出《古文淵鑒》的五項特點是：選文睿鑒、訓詁明確、評點精微、集評謹

嚴、語見根源，皆可見其斟酌前代諸家，擇善而固之，頗為切合編纂之要旨。根

據學者統計，此書所錄諸家批語可分作三組，即“古代賢者”一千零四十五條、

“編註大臣”一千零九十六條、“康熙皇帝”一千三百九十一條，合計三千五百

三十二條；其中所錄批語較多者，為葉適《習學記言》一百二十條、茅坤《唐宋

八大家文鈔》一百一十二條、黃震《黃氏日鈔》六十九條、方岳貢《唐宋國瑋

集》六十八條、真德秀《文章正宗》六十八條、唐順之《文編》四十八條、王志

堅《古文瀆編》四十六條等。此書注重“兼容互補”的編纂方針，具體而言有

三：一、將“講究性命之學的宋明理學”與“講究事功的浙東學派”並重；二、

對“講究審美文采的文學家評語”與“講究抽象義理的思想家評語”雖有輕重之

別，卻非偏於一端；三、兼取不同觀點，啟發讀者思考和深化對問題的認識。4 

是此，在政權初定之際，康熙朝君臣自覺地要以《古文淵鑒》作為一種新格

局的文化思想指南，作為當時士人應對舉業與著文立說的“玉律金科”，即是四

庫館臣所云“乙覽之餘，品題文稿，亦詞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的意義。《古

文淵鑒》成書後，康熙十分喜愛，常置案頭，以備溫習，期待“大化以成聖賢之

業”，又命即行刊刻 5 ，頒賜朝廷大臣與國子官學，同時也是作為清代皇子學習

漢文的主要教材，6 繼而發揮“觀其備、得其精”的教育作用，漸次形成康熙朝

“尊崇理學，崇尚雅正”的時代思潮。 

 

 

二、《唐宋文醇》的纂修要旨 

 

自《古文淵鑒》成書後的三十餘年，乾隆於乾隆三年（1738）詔敕內閣學士

張照（1691-1745）等編註《唐宋文醇》。張照等人對比參照了當時通行的多家古

文選本，其所選入的文章作者，除明代以來通行的唐宋八大家之外，另加李翱、

 
3  [清]永瑢等撰：《御選古文淵鑒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頁 1725。 
4  以上所引數據與資料，詳見王亞楠：《〈古文淵鑒〉研究》第三章第一節《〈古文淵鑒〉批語的整體風

貌》，鄭州：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17-27。 
5  康熙時期，《古文淵鑒》計有五種版本，即：康熙四十九年（1710）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内府五色

精寫本、四色套印本、二色套印本、内府刻滿文本。至乾隆時期，尚有古香齋袖珍本。（故宮博物館

官網，https://www.dpm.org.cn/ancient/hall/161092.html，2018.12.08 瀏覽） 
6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聖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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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樵兩家，並於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的基礎上增刪而成。《唐宋文醇》全

書五十八卷，收錄唐文四家二十一卷，宋文六家三十七卷，即韓愈文十卷、柳宗

元文八卷、李翱文二卷、孫樵文一卷、歐陽修文十二卷、蘇洵文四卷、蘇軾文十

三卷、蘇轍文三卷、曾鞏文四卷、王安石文一卷。此書的選文範圍較之《古文淵

鑒》縮小，但所選唐宋文章的數量較前者為多，說明唐宋文章已經逐漸成為清代

官私選家的主流讀本，甚至成為士人學治古文與科考舉業的初學門徑。 

根據乾隆御序所稱，《唐宋文醇》是以儒家傳統詩教為立論基調，強調“立

言不朽”、“行之久遠”、“辭達”、“有序”、“有物”之要旨。御序又曰： 

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栁州、廬陵、三蘇、曽、王八大家，薈

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

於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増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

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祗為發䇿、決科之用，意良美矣。顧其識之未衷，而

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徑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

懲其失也。……天之文也，百糓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

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

者何如耳。勅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録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

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来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苐十

人已矣。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况已斟其雉膏哉。7 

乾隆御序指出，當時的文章選本有三個主要問題：一、以茅坤、儲欣為代表的坊

間選本，過於偏重舉業，因而衍生“識見未當”的弊端；二、儲欣雖然懲於茅坤

之失，但所去取卻“未始徑庭”，此為《唐宋文醇》深以為鑒者；三、文章如

“化工”，應以所立之言而“定形”，形形而不形於形，以免步於茅、儲選本之

後塵。因此，檢閱乾隆及其編註大臣對所選文章的評點意見，正應關聯上述三項

考量因素，以切合《唐宋文醇》的纂修要旨。 

乾隆御序言及的“儲欣所選”，即指《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一書，約成書於

康熙四十五年（1706），是康熙朝後期、雍正朝較通行的私家文章選本。8 儲氏此

 
7  [清]乾隆：《序》，《御選唐宋文醇》卷首，《摛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長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005，頁 1-2。 
8  儲欣（1631-1706），字同人，號在陸，江蘇宜興人，生平事迹見於儲大文《在陸先生傳》（《在陸草堂

文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5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376-378）。儲欣編有《唐

宋八大家類選》十四卷，為“壯盛時聚徒講學”所用的“初學津梁”，晚年又據此增廣編成《唐宋十

大家全集錄》五十二卷，為“成學治古文者旁搜博覽”之用。（苗俊玲、付瓊：《儲欣及其所編家塾文

學選本考述》，《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 年第 1 期，頁 63-67；胡秀：《儲欣古文理論及批評研

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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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參考、借鑒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之得失，聚徒講學，試圖破除學者“抱匱

守殘”之陋習，而為當時應舉的士子提供一種可資學習古文與制藝文章之讀本，

頗具一時之影響。9 但是，對於乾隆朝君臣而言，茅坤、儲欣所選“毋祗為發

䇿、決科之用”固然可嘉，惟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具有本質上的不

足，未能真正達於“化工文章”的“道腴”之要求。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對於乾隆御序中言及“古文”與“舉業”之關聯，有

一番精彩的評論，其曰： 

（韓）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歐陽）修知貢舉，亦黜劉幾

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

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

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

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

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

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

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八家，適

類於是。得我皇上表章古學，示所折衷，乙覽之餘，親為甄擇。其上者足

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

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至於品題考辨，疏通

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窔奧。蓋唐宋之文，以十家標其宗，十家之文

經睿裁而括其要矣。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仰測聖人之權衡哉。10 

紀氏明確指出，唐宋八大家之古文根本不是為了“場屋”、“程試”而作，而茅

坤、儲欣所選卻以八大家古文作為應對程式制藝之準備，固其皆為舉業所囿，未

得探本之論。紀昀認為，擅長於撰寫八股文者，其學問淵源必是來自古文，此為

八股文之正宗；但若專為撰寫八股文而學習古文，此則非是古文之正宗；茅、儲

二氏以八股文方式點評八大家古文的管蠡之見，皆非正宗之法，恐怕也無法作為

“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11 因此，朝廷應當正視這個積累已久的時政問

 
9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總序》曰：“予欲破學者抱匱守殘之見，適當舊刻圖新，於八先生文所錄加

倍焉，然其規模大段，一奉《文鈔》為準，而稍稍變通之，故曰：‘因也，非創也。’”又曰：“至增

入習之、隱之似屬創見，然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卷一，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04 冊，頁 237） 
10 [清]永瑢等撰：《御選唐宋文醇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頁 1727-1728。 
11 除了紀昀的意見，其他有關時人對於明清文章選本與教育格局的得失之討論，參閱付瓊：《唐宋八大

家選本與明清文學教育格局的轉變》，《社會科學戰線》2008 年第 11 期，頁 172-177；付瓊：《簡論明

清學人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的負面評價》，《文學評論》2012 年第 6 期，頁 12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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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較可行的方法則是通過重新編註官方的文章選本及其評點指南，藉以表章古

學，釐清古文乃八比制藝之正宗，改變士子學習八比制藝的舊觀念，倡導士人學

習唐宋古文的新思維，從“明理載道，經世致用”、“矩矱六籍”到“品題考

辨，疏通證明”，都能達到“抉摘精微，研窮窔奧”的境地，繼而漸次形成乾隆

朝“清真雅正”的時代思潮。 

綜上可知，康熙、乾隆二朝纂修文章選本之要旨，皆以士子舉業為切入點的

考量，擬為時文制藝而欽定本朝準繩，崇揚古學，備思文治，激發士人立言不朽

的價值觀念。康熙朝《古文淵鑒》期以集大成之作用，故其選文範圍較廣，乾隆

朝《唐宋文醇》承前要旨，收縮師法範圍，專門提倡唐宋文章，兩者實際前後關

聯，頗可就其選文與評點異同，以觀兩朝意見嬗變之脈絡。 

 

 

三、康熙朝御評歐陽修“朋黨論”文章 

 

康熙朝《古文淵鑒》卷四十五，收錄歐陽修文章二十九篇，其與“朋黨”題

旨相關者共有三篇，即《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朋黨論》、《五代史唐六臣

傳論》。12 徐乾學等於諸篇文章的“題下註”簡釋該篇的寫作背景，例如《論杜

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題下註曰：“慶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罷，以

御史中丞王拱辰、右正言錢逸等，先後論劾也。衍罷知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

鄆州。”《朋黨論》題下註曰：“初，吕夷簡罷，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

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徳

詩》，斥竦為大姦。竦銜之，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慶曆

四年四月，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

‘邪正之黨，唯聖心所察。茍朋而為善，於國家亦何害也。’修於是作《朋黨

論》上之。”《五代史唐六臣傳論》題下註曰：“天祐四年，唐哀帝遜位於梁，遣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等六人，奉冊寳傳國璽授梁王，朝賀於金祥

殿。” 

上述三篇文章乃歐陽修對於本朝與前代“朋黨”事例之意見與立場，或可將

之結合視作一個整體的觀點，相互參看，補充發明。歐陽修“朋黨論”文章與其

當時的政治事迹密切相關，亦是宋代朝政之大事，後世君主與執政者對此多有警

鑒，文章選家亦多點評議論，確見其文其事的重要作用。康熙朝《古文淵鑒》三

 
12 本節所引歐陽修“朋黨論”文章及其諸條註文、批語，皆據《摛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御選古

文淵鑒》卷四十五，頁 263-265、279-282。後引不再贅述。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三期 

68 

篇全選，可謂獨具慧眼。茲擬下表，臚列《古文淵鑒》所引諸家評點批語，以作

論析之便。 

表一：《古文淵鑒》諸家評點歐陽修“朋黨論”文章 

選 文 評 點 

論杜衍范

仲淹等罷

政事狀 

康熙 從四人事迹顯然處，一一引證，更不自立議論，遂爾警切。 

大臣 徐乾學曰：君子小人各有其類，第君子尚義，故當義而必爭。

小人嗜利，故見利而必貳。茲極論四人之不同，所以深破朋黨

之疑也。 

古代

賢者 

葉適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朝士不平，屢有

攻擊，如盧多遜、趙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齡、孔

道輔，更勝迭負，然終不能損廟堂之勢。至范仲淹，空一時所

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

輕矣。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

為國家計也。然范、韓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

襲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矣。 

方岳貢曰：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

為洞快。 

朋黨論 康熙 敘述最詳，論斷最緊，故能淹通事理，剖決嫌疑，集中傑作

也。 

大臣  

古代

賢者 

葉適曰：歐陽氏《朋黨論》，舊傳謂其能極小人之情狀，故奸

邪忌惡尤深。蘇氏為續論，欲翦戮元惡而撫用其餘。按自古小

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護愛惜，每加擊逐，使君子無

以自安。小人為黨，君子不為黨也。如養鸚鵡孔鸞，貓鼠常伺

其隙，備豫稍不謹，捕而食之無救矣。孟子言“魯穆公無人乎

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穆公猶然，況舜、文王乎。 

于慎行曰：神宗問君子、小人之黨，滕甫對曰：“君子無黨，

譬之草木，綢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柏也。”余嘗以其言驗

之，君子何以無黨？無所用之也。進退決之禮義，用舍聽之君

相，浮沉付之命數，建樹度之技能。故職業相與，則同心共

濟，出入相友，則同道為朋，非有固結之歡、唇齒之援也。何

以黨為？小人則利害得失，滑於方寸之間，而立身行己，又無

牆壁可恃，使之無黨，安可得哉？嗟夫！丈夫七尺之軀，戴員

履方，奈何不為松柏，而為蔓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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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唐

六臣傳論 

康熙 興會淋漓，無意不暢。 

大臣  

古代

賢者 

王應麟曰：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

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王應麟曰：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考

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等

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

可謂“一言喪邦”。 

茅坤曰：朋黨之禍，至唐而極。論朋黨之文，至歐陽子而極。

文甚圓，而所見世情特透。 

檢閱以上諸家選本的評點，約可分作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即：一、康熙君臣對作

品審美與讀後感想的文學批評；二、引用宋（葉適、王應麟）、明（于慎行、方

岳貢）士人對作品事例的思想文化批評。 

首先論析“文學批評”。上表中三條“康熙御評”與一條“徐乾學語”，主要

是從作品審美的視角著眼，論析歐文的結構佈局之妙，認為其對歷代朋黨事例的

本末與褒貶，“敘述最詳，論斷最緊”；縱使自身無可避免地捲入“慶曆朋黨”的

政治漩渦之中，仍能從容地“淹通事理，剖決嫌疑”，行文氣勢恢宏、警切精

練，又能給予讀者“興會淋漓，無意不暢”的閱讀體會，堪稱歐氏文集中的“傑

作”。上述三條康熙御評給予歐文充份肯定的同時，尤能從讀者角度切入思考，

生動描述文章特色，分享讀後感想，這種兼具導讀性的評點，適可作為清代皇子

與官學子弟的古文閱讀的入門指南，確為符合《古文淵鑒》的纂修要旨。 

歐陽修的“朋黨論”文章自宋仁宗朝以來即已廣泛流傳，南宋文章家、選本

家多有論評，彼於士林之間尤見影響。如呂祖謙《古文關鍵》曰：“議論出人意

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13 黃震《黃氏日抄》曰：“謂君子有真朋，足以

解萬世人主之疑。”14 謝枋得《文章軌範》曰：“《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

悟。”15 南宋諸家大抵認為歐文一新耳目，言人所不敢言，克服了“人君之疑”

的問題；然若對比歐陽修《朋黨論》開篇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與篇末

“為人君者可以鑒”諸語，范、富、杜諸君始終無法跳脫仁宗朝“人君之疑”的

困境，歐陽修於仁、英、神宗諸朝仍因朋黨問題而身不由己地遭遇仕途沉浮。16 

 
13 [宋]呂祖謙：《古文關鍵》，《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740。 
14 [宋]黃震：《黃氏日抄·讀文集四》，《歷代文話》第 1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665。 
15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評文》，《歷代文話》第 1 冊，頁 1047。 
16 余曆雄：《歐、范、蘇朋黨論主題與政局演變》，《漢學與佛教：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6，頁 9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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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言，南宋諸家評論顯然不符合歐陽修當時的事迹情況，但就上述諸家評點

觀之，其對明代中後期、清初文章選本仍然具有深刻影響。 

如果觀照明代中後期、清初諸家選本對歐陽修“朋黨論”文章的評點，或可

進一步審視康熙君臣“文學批評”之淵源。茲擬一表如下。 

表二：明清諸家選本評點歐陽修“朋黨論”文章 

選 文 諸 家 選 本 評 點 17 

論杜衍范

仲淹等罷

政事狀 

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歐陽廬陵》卷一曰：小人傾害良善，不

過誣以朋黨，譖為專權，自是千古確論。歐公將此四字分開兩扇，極

力辨白。……如此行文，不特體裁嚴整，亦論事之極則也。 

盧文子曰：以“異”字破朋黨，以“讓”字破專權，使小人無處下手。 

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曰：辨朋黨，則曰忠臣有不和之節；辨

專權，則怪其遲緩自疑。俱進一步加一倍說，最醒豁。 

朋黨論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四十二曰：破千古人君之疑。 

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歐陽廬陵》卷二曰：不是歐陽公故為翻

新之論，只要歸到人主能辨一句上去。見得人主能辨，有黨亦可，無

黨亦可，只要問其君子與小人，不要問其黨與不黨。得此主意，橫說

豎說，無所不可。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曰：是翻案文字，

亦其開導人主，不得已而出於此也。 

五代史唐

六臣傳論 

歸有光《歐陽文忠公文選》卷五引顧錫疇曰：千古朋黨之禍，經歐公

之論而鉤鏤摘抉無遺。真照妖鏡也。 

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歐陽廬陵》卷二曰：歐公手論唐臣，心

關時事，故於朋黨之禍痛切言之。……本意是將朋黨論唐事之失，今

卻是將唐事證朋黨之禍，非留心時政者，何能迫切言之若是。 

前列《古文淵鑒》康熙君臣所謂“深破朋黨之疑也”、“力破‘朋黨’、‘專

權’”諸語，對照上表“開導人主”、“破千古人君之疑”、“使小人無處下手”、

“真照妖鏡也”等語，正是延續南宋諸家的評點意見，其著眼點的首要考量是對

作品文本的審美與鑒賞，而不是歐陽修的現實政治處境或歷史真相。 

其次論析“思想文化批評”。康熙登位之初，即面臨鰲拜專權的政局，至康

熙八年始將鰲拜及其黨羽翦除，後又發生“明珠、索額圖朋黨”、“宗室朋黨”

 
17 [明]茅坤編、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廬陵文鈔》（上冊）引諸家評語，西安：三秦

出版社，1998，頁 1683-1684、1988、1992、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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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晚年“太子黨與九子奪嫡”等重大事件，牽動朝政演變，康熙對於朝臣宗室的

結黨營私自是嚴加警惕，深惡痛絕。18 此於《古文淵鑒》批語中亦有相關之映

射。前述《古文淵鑒》批語引“葉適語”二則，出自《習學記言》卷四十七、五

十，葉適批評歐陽修《朋黨論》未達“人君可鑒”的預期效果，反而招惹“奸邪

忌惡尤深”的負面作用，此後雙方的“方襲其迹”則是持續性黨爭的惡性循環。

至於《古文淵鑒》未引的葉適《習學記言》後半語，則曰：“歐陽氏迫切之論，

失古人意，徒使人悲傷，而不足以為據也。”19 康熙君臣鑒於晚明學術空疏、士

風頹廢之弊，所以十分重視葉適與南宋浙東學派講究事功的學術觀點，力圖扭轉

風氣，振興朝綱；而《古文淵鑒》引“葉適語”的數量為全書之首，倚重其說，

意在藉此批評歐文觀點，無論在政事或學理方面皆存在嚴重失誤。 

《古文淵鑒》批語引“王應麟語”二則，出自《困學記聞》卷十二、十四。

王氏以漢史為鑒，闡發《春秋》之旨而評論朋黨事例為“萬世之禍”，又闡發

《論語》之旨而評其為“一言喪邦”，繼以“晉處士”、“唐六臣”為勸懲，是非

褒貶分明。20 又引“于慎行語”一則，出自《讀史漫錄》卷十二，稱“君子無

黨”，引導士人當為“松柏”，凜然立於天地之間。21 清初士林對晚明國難進行深

刻反思，懲其流弊，普遍尊崇講究性命之學的朱子理學，故康熙君臣借助“崇

朱”的策略將之引入《古文淵鑒》，期以拉攏士林而達於“聖人遊藝”之旨。如

此，則凸顯康熙朝《古文淵鑒》對“性命”與“事功”並重的纂修要旨。 

 

 

四、乾隆朝御評蘇軾《續朋黨論》 

 

《古文淵鑒》卷四十九、卷五十，收錄蘇軾文五十篇，惟未收其“朋黨論”

文章。22《唐宋文醇》卷三十八至卷五十，收錄蘇軾文八十五篇，其“朋黨論”文

章僅有《續歐陽子朋黨論》一篇。23《唐宋文醇》無有“題下註”體例，故蘇軾

 
18 王佩環：《試論康雍時期朋黨之爭及其危害》，《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 年第 1 期，頁 21-28；鄭傳

斌：《論康熙朝朋黨對當時政治影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頁 49-52。 
19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皇朝文鑒四》，《歷代文話》第 1 冊，頁 287。 
20 [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註、欒保群等校點：《困學記聞（全校本）》中冊、下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8，頁 1447、1665。 
21 [明]于慎行著、[清]黃恩彤參訂：《讀史漫錄》，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427。 
22 乾隆朝《唐宋文醇》僅收一篇歐陽修“朋黨論”文章（《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所註兩條批語

為“康熙御評”與“方岳貢語”，皆與《古文淵鑒》批語近同。故本節只討論蘇軾“朋黨論”文章。 
23 本節所引蘇軾“朋黨論”文章及其諸條批語，乃據《摛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御選唐宋文醇》

卷四十二，頁 25-28。後引不再贅述。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三期 

72 

《續朋黨論》一文的具體作年與寫作背景，尚待考辨，學界至今尚無確論。今依

據其撰述體例、引證事例與褒貶依據、文章題旨與時政關聯等方面進行論析，推

斷此文作於哲宗元祐六年至八年（1091-1093）期間。24 

蘇軾《續朋黨論》開篇即釋“歐陽子朋黨論”之原由，末以“為君子小人之

戒”，即而闡發要點：一、君子黨易去，小人黨難除，使人君知易盡者之可戒，

不可除者之可懼；二、君子或小人，世無若是之多，人君不必著意於君子小人之

辨；三、世之才士，銳於進取，隨其所用，賞功罰過；四、姦不可長，亦不可不

容，若欲窮其類而致之死，必遭反噬之禍。蘇文要旨在於調解元祐黨爭，兼用兩

黨臣僚，而不囿於一黨之見，使“才者、不才者”皆“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

之報”，頗合宋神宗於元豐後期“校量利害，參用所長”25 的政綱考量。 

《唐宋文醇》收錄蘇軾此文，僅有編註兩則批語，即“乾隆御評”、“雍正

御評”。茲擬列下表，以作論析之便。 

表三：《唐宋文醇》諸家評點蘇軾“朋黨論”文章 

選 文 評 點 

續歐陽子

朋黨論 

乾隆 韓、范、富、司馬諸賢，忘身為國，經理天下事，宵小懼不

見容，則屢以朋黨目之，冀罔上以行其私。歐陽修作《朋黨

論》，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蓋謂小人之交，必以爭利

而壊，而君子之交，必以義合而成。徒欲矯當時之謬論，動

人主之傾聽，而不自知其言之有弊也。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吾。 

雍正 世宗憲皇帝：作《朋黨論》深斥其非。夫豈不知修之意，非

欲為朋黨哉。特以其激烈過當之言，足使讀者誤會，而小人

無朋之朋，方將藉口於修，以亂黒白。蓋凡所以斥修者，正

修言外之意所欲表襮於後世，而未能者也。軾殆亦有疑於其

師之言，義未圓足，而不可為訓，故為此續論歟。蓋嘗讀

《大易》，而知文王、周、孔之心，於朋黨實三致意也。……

六十四卦中，戒朋黨者，顯言之則十居二三焉。若其微言之

者，又未可以悉數。文王、周、孔之心，於此諄諄若是。然

則天下之治否，寧不以此為樞機乎？為人君為人臣者，其曷

可以弗思。 

 
24 余曆雄：《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作年論析》，《東亞漢學研究》第 7 號（2017 年 4 月），長崎：東亞

漢學研究會，頁 24-33。 
25 關於元豐後期，宋神宗與蘇軾政治態度的轉變，參閱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之相關論述（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36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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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唐宋文醇》乾隆御評，未有片言隻語論及蘇軾《續朋黨論》，通篇只在批

評歐陽修《朋黨論》的失誤，雖然韓、范、富、歐因遭受“當時謬論”而自我辯

護，但歐氏卻“不自知”其文衍生更多的弊端；乾隆還另作趣喻，果如歐文所言

“君子有黨”，亦當“黨於人君”，而不是朝臣結黨。在雍正御評中，亦未及於蘇

軾《續朋黨論》，僅借助蘇軾之續而稱“殆亦有疑於其師之言，義未圓足，而不

可為訓”，全然否定歐文的文章意義。此與前述康熙御評稱“集中傑作”語，確

有極大的差別。蘇軾《續朋黨論》顯然只是作為抒發御評的踏板。 

另一個關鍵點是，《唐宋文醇》編註大臣選取雍正御製《朋黨論》為據，措

辭嚴厲，深斥歐陽修《朋黨論》之非。雍正御製《朋黨論》作於雍正二年

（1724）七月，26 其曰：“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

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結朋黨。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

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尚存。”又曰： 

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異說，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夫罔上行私，

安得謂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為朋者，皆

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

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為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為小人乎？設

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今之好為朋黨者，不過冀

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

罪，亦甚可憫矣。27 

雍正御製《朋黨論》乃懲於親身經歷的康熙朝朋黨禍害，雍正在位期間也發生

“年羹堯、科隆多朋黨”、“宗室朋黨”、“科甲朋黨”等，故對朋黨事例予以嚴

厲打擊乃是雍正朝的政治重心，28 且撰製長篇《朋黨論》詔諭天下，以警誡朝臣

百官的結黨之念。雍正以《大易》六十四卦與聖人之心立論，直斥歐文為“異

說”，是“小人之道”，設使歐陽修立於雍正之朝，“必飭之，以正其惑”。意即

雍正御評是在整肅朋黨，匡正朝綱，而不是品題甲乙的“文學批評”意義。 

乾隆即位之初即敕編《唐宋文醇》，其父祖兩朝的朋黨事例猶歷歷在目，其

 
26 清初順治、康熙、雍正諸帝皆曾詔諭滿漢文武大臣懲戒朋黨之弊，雍正即位當年（1723）四月即訓示

整肅朋黨，惟逾年餘而風氣仍未盡除，遂於次年七月御製《朋黨論》，鄭重警誡其事。詳見閆鳴：《明

末清初政治書寫研究》第五章第一節（三）《官方規範政治書寫的訴求：以清初“朋黨論”為例》，上

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頁 177-181。 
27 [清]乾隆六年（1741）詔修：《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十二“雍正二年七月丁巳”條，《清實錄》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58-359。 
28 呂健：《雍正初年朋黨問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鄧賓賓：《雍正帝打擊

科甲朋黨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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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雖然未收歐陽修《朋黨論》，但卻直指歐文“有弊”，更援引雍正御製《朋黨

論》嚴加批評，引導士子讀書之道，以正朝臣士林視聽。乾隆十年（1745）五

月，朝廷頒佈雍正御製《朋黨論》為通行天下學宮的重要政治文獻，明令教官於

朔望日對士子進行宣講教諭，29 此後乾隆朝又多次重申御製《朋黨論》的重要作

用。凡此更加彰顯《唐宋文醇》此則雍正御評的“思想文化批評”之官方意義。 

最後，再看看茅坤、儲欣兩家選本對蘇軾《續朋黨論》的評點意見，如下： 

茅坤：長公此論，真可以補歐陽子之不足。元祐、紹聖之間，豈其說

不用耶？通篇轉折處皆如遊龍。 

儲欣：前半寫照君子小人情況，乃化工，非畫工也。後即《大臣論

下》意而申言之，然佳處固在前半。30 

茅、儲兩家評點乃立足於士子舉業的“文學批評”，認為蘇軾此篇乃“化工文

章”，適可補充歐文的不足之處。然而，如果對照上述雍正御評、乾隆御評的大

義，則《唐宋文醇》乾隆御序批評茅、儲選本為“識之未衷，見之未當”，“嘉

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確為意有所指的纂修要旨了。 

 

 

結語 

 

朋黨事例為歷代君臣難以迴避的沉重議題，歐陽修諸篇“朋黨論”文章則為

經典之作。清代以前諸家文章選本，或以歐陽修事迹成就之盛名，或以唐宋文章

學之評點，稱譽歐陽修“朋黨論”文章，兼及蘇軾《續朋黨論》，相映成輝。康

熙朝《古文淵鑒》的御選要旨，重視浙東事功與性命理學，期為“秉文玉律，抽

牘金科”，對歐陽修“朋黨論”文章的批語評點，既延續前代文學批評的觀點淵

源，亦從思想文化批評的視角予以褒貶。乾隆朝《唐宋文醇》懲於康熙、雍正二

朝的朋黨禍害，不選歐陽修《朋黨論》，卻藉評點蘇軾《續朋黨論》之便，引申

雍正御製《朋黨論》，嚴厲深斥歐文創為“異說”，以正朝臣士林之視聽。 

 
29 [清]嘉慶四年（1799）詔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四一“乾隆十年五月丁亥”條，《清實錄》第

12 冊，頁 101。 
30 [明]茅坤編、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東坡文鈔》（下冊）引諸家評語，頁 5292-

5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