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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明人孟子著述存佚考(一)  

陳惠美 ∗  

一、前言 

自九十二學年度起，筆者透過執行僑光技術學院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考察中國歷代關於孟子的著述。其後，陸續整理所得成果，撰成論文刊布，

計有：＜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一)＞、＜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漢至唐

之部＞、＜十二種見於別集類的宋人孟子著述＞、＜經義考孟子類金元人

著述考辨＞ 1四篇。九十五、九十六學年度，分兩年考察明代孟子著述 2，

仍以《經義考》孟子類中，明人著述為基本書目，舉凡生平、著述大旨、

書之存佚或版本差異，若有可考，都儘量補入，以期能提供《經義考》及

孟子學相關研究者參考。由於《孟子》由子部進入經部之後，明代孟子著

述已多以四書的方式呈現，討論《孟子》著述，必須並陳四書學著述，才

能得出彼此的關係，方可見孟子學的發展脈絡。本篇先討論孟子專著，四

書類的部份則另文考述。 

二、明人孟子著述存佚考  

本篇將目前收集到的資料，以《經義考》書中所著錄之先後順序排列，

繫入傳記資料、作者生平概述、著書大旨及現存版本等資料，若有所得則

以按語繫入。各書條目，所標卷數、存佚，仍依《經義考》之例。 

1.劉三吾等《孟子節文》二卷    (235/7b-8a)     未見  

作者生平： 

                                                 
∗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1 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一)＞，《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31期，頁 31-48，

2004 年 4月。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漢至唐之部＞，《東海大學圖書
館訊》新 32期，頁 40-47，2004 年 5月。陳惠美＜十二種見於別集類的宋人孟

子著述＞，《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35期，頁 33-51，2004 年 8月。陳惠美＜經
義考孟子類金元人著述考辨＞，《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60 期，頁 33-44，2006
年 9 月。 

2＜明初至正德期間孟子著述存佚考＞，僑光技術學院，95學年度獎助教師專題研

究計畫案，計畫編號：95A-051。＜明嘉靖至崇禎期間孟子著述存佚考＞，僑光
技術學院，96學年度獎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案，計畫編號：96A-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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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劉三吾等人奉明太祖命令而刪節成書者，非成於一手，此處僅列

劉氏。劉三吾，茶陵人。初名如孫，以字行。三吾博學，善屬文。明太祖

制《大誥》及《洪範注》成，皆命其為序。敕修《省躬錄》、《書傳會選》、

《禮制集要》諸書，亦皆命劉氏總其事。洪武三十年，偕紀善、白信蹈等

主考會試。因取士不公，得罪戍邊，建文初召還，久之，卒。 3 

著書大旨： 

此書成書因由，有不同的說法。楊士奇於《文淵閣書目》記「孟子節

文一冊」云：「翰林學士劉三吾題詞，蓋三吾等奏請為之者也。總一百七

十餘條，此外惟課試不以命題，科舉不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經

義考》235/8a 摘錄 )張萱《內閣藏書目錄》則曰：「洪武間，翰林學士劉三

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閒，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不以命

題，科舉不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4據此，

乃劉三吾上奏，明太祖准奏，命其刪節孟子。其刪節的部分不用在科舉考

試的命題，張氏記所節去共八十五條，而楊氏則計算剩下的，概言之，大

抵刪去三分之一的篇幅。 

   惟若以祝允明所言：「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太過；

今天下一統，學者不得其本意，而概以見之言行，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

用。命劉三吾刪其過者為孟子節文，不以命題取士。」則此刪節孟子之文，

為明太祖主動下令，與前兩者所記，略有出入。 

    今核＜錢唐傳＞：「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輒廢卷，謂非臣子所宜

言。議其罷其享配，詔有諫者以大不敬論。唐抗疏諫曰：臣為孟軻死，死

有餘榮。時廷臣無不為唐危，幸帝鑒其誠懇，不之罪。其後配享旋復，然

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5則明太祖對於《孟子》書中所論君臣之事，不

以為然，曾予罷其配享，引起錢唐上疏諫言。刪節孟子之文，劉三吾誠奉

敕為之罷了。  

                                                 
3 參《明史》卷 137/列傳第 25＜劉三吾傳＞。 
4 張萱《內閣藏書目錄》卷二，葉二十八。見李萬健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

(上冊)，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年 1 月。 
5 參《明史》卷 139/列傳第 27 七＜錢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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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版本： 

(1)孟子節文 存一卷，(明)劉三吾輯，明刊墨口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2)孟子節文 七卷 / (明)劉三吾輯，北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北

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書‧經部) 

2.楊守陳《孟子私抄》七卷    (235/8a-b)    未見  

作者生平： 

    楊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祖父楊范，有學行，嘗教誨守陳當守精思

實踐之學。舉景泰二年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

進侍講，屢上疏陳事。參與修纂《英宗實錄》、《憲宗實錄》、《宋元通

鑒綱目》。卒諡文懿，贈禮部尚書。著作有易、書、詩、三禮、孝經、大

學、中庸、論、孟私抄，凡數百卷。 6 

著書大旨： 

其書未傳，引作者自序，以見其大旨，＜自序＞曰：「蒙抄孟子一如

論語之例，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門人

若回、賜數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梢誦法之；然皆識其小而遺其大，

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行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

言凐，異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若性善、四端、義利、王霸之類，

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

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來所未有者。其論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

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力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

毀之者，後世若荀卿、王充、蘇軾、李覯、鄭樵、馮休之論，尚諵諵不已；

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陸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

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

論經界喪禮見命世，亞聖之大才也。歷敘群聖見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

皆為發明其蘊奧，至於馮、李、鄭三人之說，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論

書則必稱論、孟；論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異詞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深淺

                                                 
6 參《明史》卷 184/列傳第 72＜楊守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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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焉。志學從心，孔子之所以為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

理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寖近乎孔子，

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養止，景行行止』，書是以自

策。」 

按：《經義考》著錄曰「未見」，今檢核各類書目亦未見楊氏此書。以

其序中亟言孔子、孟子、朱子「三子之道一也，而深淺異焉」，能知其為

發揮朱學的著述。又依序所述「蒙抄孟子一如論語之例」，則知此書體例

與楊氏《論語私抄》相同。今核楊氏《論語私抄》7其序曰：「蒙獨抄經與

集注以誦味之，集注間有義尤深，辭甚簡者，擇他說以明之，然亦罕矣。

若蒙見未逮朱子，而不能無疑者，以附之各篇之末，俟異日學進而無疑直

削耳。」以彼衡此，則《孟子私抄》所抄為孟子原文與集注，其次對於集

注可參照之諸說，其次為楊氏對集注有疑義的部分。 

又，《經義考》卷 247 著錄「楊氏守陳《諸經私抄》一百卷」注曰：「存，

分見各經」，今核各經均分別著錄楊氏私抄諸書，的確能收「通」、「互」

之效；8然於《諸經私抄》既言「存」，於此書及《論語私抄》卻又言「未

見」，兩處說法不一，究竟尚有疏漏。 

3.李承恩《孟子記》    (235/8b)     未見     

作者生平： 

李承恩，字君賜，祥符人。父母早喪，八歲就塾師學，端慎如老成人。

正德十四年，領鄉薦，次年會試，不第，因購入理學諸書以歸，閉門讀書。

時有心得，見諸著述，辨晰精當，能發先儒所未發。平生著述甚富，有《河

濱日錄劄記》、《易經大義》、《詩經大義》、《書經拾蔡》、《學庸拾

朱》、《孟子說》若干卷。年四十九，卒。 9 

按，《經義考》50/4a＜易大義＞條，引陸元輔曰：「承恩，嘉魚人，成

                                                 
7 參《經義考》221/1a＜楊氏守陳論語私抄＞條。 
8 《經義考》運用《祁氏淡生堂書目》之「通」、「互」法，請參看陳惠美《朱彝

尊經史之學研究》，頁 163 至 166；頁 289 至 294。 
9 李承恩生平，兩處方志資料可參考：《嘉魚縣志》(古今圖書集成全文資料庫「理

學彙編--經籍典--書經部--紀事二」)  《河南通志》(古今圖書集成全文資料庫「理

學彙編--經籍典--經學部--傳經名儒列傳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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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甲辰進士。」《經義考》88/3b＜書經拾蔡＞條，又引黃虞稷曰：「承恩，

嘉魚人，成化甲辰進士。」兩處文字相同，足徵朱彝尊認為二書同屬一人

著述；玩味《河南通志》所記，此一「李承恩」當未考上進士；而陸、黃

二人所記之「李承恩」則為成化年間的進士，籍貫亦不同，頗疑當非同一

人，乃朱彝尊誤二人為一人。 

4.童品《孟子類編》  《鄒書》    (235/9a)      俱未見     

作者生平： 

童品，字廷式 10，蘭谿人。弘治丙辰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少好學，

生平手不釋卷，於六經之書無不研貫。著述甚富，所著有《周易翼義》、《春

秋經傳辨疑》、《禮記大旨》若干卷行於世。 11 

按，核所見之童品傳記，皆未提及曾著《孟子類編》、《鄒書》兩書，

朱彝尊逕繫為童氏著作，當別有所據，暫存其疑，俟考。 

5.呂柟《孟子因問》三卷    (235/9a)    未見     

作者生平： 

呂柟，字仲木，高陵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正德三年登進

士第一，授修撰，仕至南京禮部右侍郎。劉瑾以呂柟為同鄉，欲攬用，敬

謝不往。其後，又因西夏事，上疏請帝入宮親政事，以潛消禍本。瑾惡其

直，欲殺之，於是引疾去。著述有《周易說翼》、《尚書說要》、《毛詩說序》、

《春秋說志》、《禮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等行於

世。 12 

著書大旨： 

馬理論呂氏之學曰：「涇野子經學無駁雜戾道之失。」王九思更以呂

氏乃繼薛文清之後，「完名令德，不忝文清。」稱其著述「足以發前聖之

奧旨，正後賢之偏識，指來者之迷途」，乃有功於聖門之學者。至於楊時

喬則稱：「涇野學宗程朱，當新學盛行，力辨之不能勝，乃一著諸經日抄。」

                                                 
10 《蘭谿縣志》「廷式」作「廷武」。 
11 童品生平，可參考二書：《人物考》，《經義考》51/4a＜周易翼義＞條轉引；《蘭

谿縣志》(古今圖書集成全文資料庫「理學彙編--經籍典--經學部--傳經名儒列傳三

十三」)。 
12 《明史》卷 282/列傳第 170 儒林一  ＜呂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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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條見《經義考》52/1a-b＜周易說翼＞條)說明呂氏學術推崇程朱，

與心學主流不同。 

《經義考》256/7b 有「呂柟《四書因問》六卷，存」，查檢四庫全書

亦著錄該書：「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論語

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稱柟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行，似非柟自作。卷首有

門人魏廷萱等校刊，當即廷萱等所記也。」 13然則此書當為門人記問答四

書之語，朱彝尊以別裁的方式，另予著錄。 

現存版本： 

《四書因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6 冊收錄，另於《四庫珍本四

集》亦有之。兩處均為大學、中庸各一卷，論語、孟子各二卷。《經義考》

著錄為三卷，未見其著錄之書，無法確知其間差異為何。 

6.林士元《孟子衍義》    (235/9a)    未見     

作者生平： 

林士元，字舜卿，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歷廣西按察史、浙江按察

史。 

按：《經義考》是條下引陸元輔曰：「士元，敻州人，正德甲戌進士。」

而於《論語衍義》條則引黃虞稷曰：「字舜卿，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

浙江按察史。」(《經義考》221/2a)14又於林氏《學庸衍義》引黃虞稷曰：「瓊

州人，正德甲戌進士，歷廣西按察史。」三則資料略有參差，暫記其差異，

待考。 

著書大旨： 

按，《經義考》162/7b 有林氏《學庸衍義》，221/2a 有《論語衍義》，皆

云「未見」，頗疑林氏有《四書衍義》，朱彝尊乃以別裁法分別著錄諸書；

惟《經義考》既未見著錄《四書衍義》，查檢明、清各藏書目亦未見傳本。 

7.楊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七卷    (235/9a)        存     

作者生平： 

                                                 
13 《四庫全書提要》經部．四書類二，藝文版 p.746。 
14 該處所引文字，與《千頃堂書目》p.76 著錄＜論語衍義＞條相同，當即《經義考》

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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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時喬，號止庵，上饒人。嘉靖己丑進士，萬曆朝官通政，時留都建

羅汝芳祠，楊氏抗疏論其異學，詔毀之。著述有《周易古今文全書》二十

一卷、《四書古今四體文》二十九卷等。 

著書大旨： 

按，張雲章稱楊氏之易學乃「學宗程朱，深闢當時心學之傳」，以此

推論，其《四書古今四體文》當亦程朱流衍。其次，《經義考》著錄楊氏

《中庸古今四體文》一卷(155/1b)、《大學古今四體文》一卷(160/3b)、《孟

子古今四體文》(235/9a)，又著錄《四書古今文註發》(257/3b)。此當朱彝

尊運用別裁著錄之法；然書名略有出入，且論語部分未見著錄，大抵是《經

義考》纂輯時，未遑詳核所致。 

現存版本： 

(1)四書古今四體文全書集註二十九卷，明萬曆三十一年至三十四年史世揆

刻四十一年史志仁等重修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p.334--(中

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2)四書四體文集註(存十卷) --卷一至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p.334--

上海圖書館藏。 

8.李栻《孟子道性善編》一卷    (235/9a)      未見  

按，《經義考》於卷 155，葉 3 有「李氏栻中庸庸言二卷」條，繫附按

語曰：「登科錄李栻亦有二，一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一安谿人，萬曆

甲辰進士。未審著書誰是。」則朱彝尊編纂經義考時，已未能考訂究為哪

一李氏所撰。 

9.李鼎《孟子詁》一卷    (235/9a)    未見      

作者生平： 

按，李氏生平資料甚少，僅知其「字長卿，新建人，萬曆戊子舉人，

鄭洛軍前贊畫。」 15 

又，從《經義考》240/6b-7a＜李鼎經詁四卷＞所繫附之按語：「李氏

經詁四卷，論語凡一百一十五條，大學二十四條，孟子二十四條，詩經一

十六條。」 

                                                 
15 《經義考》240/6b-7a＜李鼎經詁四卷＞有黃虞稷曰，記上述資料；核《千頃堂書

目》頁 83，亦有該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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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書僅二十四條，大抵亦李氏讀《孟子》之心得筆記。 

10.萬表《孟子摘義》      (235/9b)    未見  

作者生平： 

萬表相關傳記資料有二：1.黄宗羲《明儒學案》卷十五「浙中相傳學

案五」＜都督萬鹿園先生表＞；2.《浙江通志》卷一七二，武功二，有＜

萬表傳＞。 

萬表，字民望，鄞縣人。年十七，襲指揮僉事職，讀書學古，不失儒

生本分。登正德十五年武進士第，累官都督同知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爲

江浙海 � 出没之患，屢上議書，推原禍本以爲姦民通番者所致，後集為《海

冦議》一卷。 16另編有《萬氏家抄濟世良方》六卷 17。又，萬表才兼文武，

毎與唐順之等講學，禦倭亦有功績，號爲儒將。嘉靖丙辰正月卒，年五十

九。18所著有《玩鹿亭稿》八卷、《灼艾集》十卷、《道德經贅言》一卷等。 

又按，據《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七，知萬氏別有《四書參考》一書，

乃取先儒之言，集其要語。 

11.管志道《孟子訂釋》七卷    (235/9b)    存 

作者生平： 

管志道，字登之，太倉人 19。隆慶辛未進士，官南刑部主事，陳大利

弊九事，言語間侵犯宰相張居正，張氏大恚，因志道疏内請修故甲令分廵

與御史抗禮，即出志道分廵嶺東諸郡。志道至部，果與御史齟齬，御史劾

奏之以言官，救得降調，遂移疾歸。有《論語訂釋》十卷，《中庸測義》

一卷，《孟子訂釋》七卷等書。 20 

按，《孟子訂釋》一書，《四庫全書》著錄，作「孟義訂測七卷」。據

                                                 
16《海寇議》一書，四庫全書本乃據袁褧採入金聲玉振集者所錄。 
1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05言此書為萬表所編，其孫萬邦孚增輯。提要云：「是
編原本抄集古方，分門别類，凡五卷。邦孚又益以經驗諸方，及脈訣藥性，共爲

六卷，亦頗有可用之方。」唯對書前首載吕仙降乩贈詩五首，則以為「語怪而不

可訓矣」。 
18 此參酌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5＜都督萬鹿園先生表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167《玩鹿亭稿》條。 
19《四庫全書總目》卷 37，頁 15＜管志道孟義訂測七卷＞條，籍貫作「婁縣人」。 
20 管志道，《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五有傳，《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有

其簡要生平，另《明史．顔鯨傳》亦附有其事蹟。 



文稿 

 2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七，頁十五所云：「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

測義二例。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說。恍惚支離，

不可勝舉。」書名與《經義考》所載不同；今檢《明史．藝文志》經部十

「四書類」有「管志道論語訂釋十卷、中庸測義一卷、孟子訂釋七卷」，

與《經義考》所載同。疑管氏書名不同版本者，或為「訂釋」，或為「訂

測」，以致有不同說法，今暫闕疑以待考。另外，館臣並溯其學乃「出於

羅汝芳，汝芳之學出於顔鈞」，而言其為「明季狂禪一派耳。」  

12.陳士元《孟子雜記》四卷    (235/9b)    存 

作者生平： 

陳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辰進士，官至灤州知州。其著作有

《易象鈎解》四卷，專闡經文取象之義。《五經異文》十一卷，考訂五經

文字異同，「大抵以許愼《說文》、陸德明《經典釋文》爲主，而捃摭雜說

附益之，其所援據頗爲寒窘。」21另著有《論語類考》二十卷，考證論語

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四目。 22 

著書大旨： 

《孟子雜記》四卷，《四庫全書》著錄。「提要」言陳士元因鑑於明薛

應旂撰《四書人物考》，不長於考證，舛漏頗多，而嗣輯此書。此書第一

卷叙孟子事迹，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又評士

元此書「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不爲泛濫之卮言，若趙岐注義以尾生抱柱

不去，證不虞之譽；以陳不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毁，槩爲刪薙。與所作

論語類考均爲有裨於經義。」 23 

現存版本： 

(1)孟子雜記，清光緖辛卯(十七年 ,1891)三餘草堂刊本--國家圖書館、東海

大學 

13.姚舜牧《孟子疑問》七卷    (235/9b)    存 

作者生平： 

姚舜牧，字虞佐，烏程人。生於嘉靖癸卯，萬歴癸酉舉人，歴官新興、

廣昌二縣知縣。舜牧於諸經皆有疑問，其「五經疑問」皆年過六十所撰，

                                                 
21 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31，頁 4，＜五經異文十一卷＞條。 
22 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36，頁 17，＜論語類考二十卷＞條。 
23 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36，頁 1，＜孟子雜記四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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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年過八十又重訂易、詩、禮三經，其序並載所著《來恩堂集》中。 

著書大旨： 

《四庫全書》著錄姚氏諸書，然評價不高。於《易經疑問》「其一生

精力殫於窮經，然此書率敷衍舊說，間出已意亦了不異人。葢其學從坊刻

講章而入，門徑一左，遂終身勞苦而無功耳。」24於《書經疑問》則云：「是

編於經義罕所攷定，惟推尋文句以意說之，往往穿鑿杜撰。」 25於《詩經

疑問》則評價稍高：「是編釋詩兼用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時亦自出新

論，如辨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禮樂，其說頗爲有見」；於《禮記疑問》則

稱其「書依文訓義，多作語錄之體，間有新說，則多與經義違背」；《春秋

疑問》不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說，正厯來刻深嚴酷之論，視

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不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例。」又於《孝經疑問》

一書，尤多批評：「以孝經語意聯貫，不應分章，尤不宜立章名。如首章

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因悉爲删去，其所詮

釋則皆老生常談也。」更不滿舜牧更變亂古籍，未有依據而一一分別此爲

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的作為。 

按，《四庫全書》所收錄者為《四書疑問》十一卷，未另見《孟子疑

問》，則《經義考》之《孟子疑問》大抵乃朱彝尊以別裁法著錄之。至於

其書大旨，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略窺之：「牧有《易經疑問》已著

錄，是編但各章總論其大 � ，不復逐句箋釋，立說多與朱子異，如謂大學

親民之親，不當作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二句非衍文，亦無闕文。蓋沿姚江古本之說，自爲一解。謂孟子無以

則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數王字俱讀如字，不作去聲。伯夷非其君不

事章，是論去就，非論淸和；隘與不恭，非其流弊，亦尙有見。至於訓格

物之格爲品格，自謙之謙爲謙虛，命也之命爲命，數致曲之曲爲心曲，則

穿鑿附會，碍不可通。⋯⋯尤以禪機詁儒理矣。」 

14.王豫《孟子尊周辨》一卷    (235/9b)    未見  

王豫與此書，所得資料甚少。據《經義考》引鄭元慶及《烏程縣志》

可知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厯丁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以事

                                                 
24 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8＜易經疑問十二卷＞條。 
25 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巻 14，書類存目二，＜書經疑問十二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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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職。歸，講學桐川。 26 

15.郝敬《孟子說解》十四卷    (235/10a)    存 

作者生平：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人。幼稱神童，然性跅弛，嘗殺人繫獄。

李維楨，為其父之交遊也，援出之，館於家。始折節讀書，舉萬曆十七年

進士。歷知縉雲、永嘉二縣，並有能聲。官戶科給事中，坐事，謫知江陰

縣。遂投劾歸，杜門著書。崇禎十二年卒。 27 

著書大旨： 

按，郝敬《孟子說解》，前有讀孟子三十一條，為一卷。又孟子遺事

一卷，餘隨文詳說十二卷。《四庫提要》肯定此書論孟子生卒當在周安王

的說法，然於其書之諸說，則言「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議論而不

究其實。」28並列入存目，今傳《孟子說解十四卷》，為《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本。  

16.陳懿典《孟子貫義》二卷    (235/10a)    存 

作者生平： 

陳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曆二十年進士，官至中允，乞假歸。崇

禎初，起為少詹事，不赴。 29 

著書大旨：  

據《經義考》著錄是書，並引陳懿典＜自序＞，略曰：「十三經中，

《孟子》有趙岐注，晦菴為《孟子集注》，又於《禮記》中表章曽子《大

學》、子思《中庸》，為之章句，與《論語集注》並行，號為《四書》。成

祖文皇帝詔儒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

而論、孟、學庸三義，則人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皆一

篇，朱子析為章句，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不必添說。《論語》、《孟子

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無詳略不同。予在京邸時曽為《論語》

                                                 
26 參《經義考》卷 59，葉 3＜王氏豫周易翼＞條、卷 235，葉 9＜王氏豫孟子尊周
辨＞條。 

27 參《明史》卷 288/列傳第 176「文苑四」＜郝敬傳＞及《經義考》卷 60，葉 3＜
郝氏敬學易枝言＞條，引陸元輔曰。 

2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巻 37，四書類存目，＜孟子說解十四卷＞條。 
29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巻 30，春秋類存目一，＜讀左漫筆一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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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其義數篇，歸來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已，已復為續

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為之序。」從序中可知此書是針對朱熹《四書集

注》每章之小引詳略不一，因而有補續之意。其於《孟子》有《孟子貫義》

二卷，於《論語》則有《論語貫義》二卷，雖未見其書，觀是書，約略可

知其著作之意。 

17.戴君恩《繪孟》七卷    (235/10b)    存 

作者生平： 

《經義考》著錄此書，並引林侗曰，可略知其生平：「戴君恩，字忠

甫，澧州人。萬厯癸丑進士，累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惟今檢核《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讀風臆評＞條述其作者：「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

長沙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巴縣知縣。」 30而於＜剩言十四卷＞條，則作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厯癸丑進士，官至四川兵備副使。」

31比對三則資料，可推知有兩個戴君恩。今衡諸「提要」於＜讀風臆評＞

條言該書為「烏程閔齊伋以朱墨版印行之」，而目前《繪孟》一書所見善

本，亦為閔氏刻朱墨套印本，頗疑著此書者當即《讀風臆評》之作者，而

非《經義考》所引者。  

現存版本：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聯合導航系統」知目前有兩種

善本： 

1.《繪孟》七卷，(明)戴君恩撰，明天啓閔齊伋刻朱墨套印本九行十九字

白口四周單邊。 

2.《繪孟》七卷，(明)戴君恩撰，龔惟敬編，明天啓六年刻本九行十八字

白口無格四周單邊。 

18.陳一經《孟子大全纂》五卷    (235/10b)    存 

陳一經，四川成都衛人，成化丙戌進士。歴任左布政使，清介不阿，

致仕，歸，杜絶請謁，鄉評重之。著有《孟子大全纂》五卷、《大學大全

纂》一卷等書。 32 

                                                 
3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巻 17，詩類存目一，＜讀風臆評無卷數＞條。 
3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巻 125，雜家類存目二，＜剩言十四卷＞條。 
32 參酌《經義考》卷 158，頁 6，引「俞汝言曰」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川
通志》卷 8，頁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