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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繼公小考 

廖明飛 
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 

提要 

敖繼公《儀禮集說》在《儀禮》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最近十幾年來有關該書的研

究成果陸續發表。但關於敖繼公其人其事，則尚未有專文討論。明初修《元史》不錄敖

繼公，元人文集及明修方志的記載是後人了解其生平的基本依據。本稿對相關記載展開

了較為全面的檢討分析，認為史料對敖繼公的敘述，經歷了若干演變，直至清康熙間邵

遠平《元史類編》才算基本定型，並揭示其與學術史之間的關聯。此外，於《宋元學

案》所列門人外，又考得姚式、陳繹曾諸人亦從學敖繼公，並大致推定高克恭薦舉敖繼

公之年及敖氏卒年。 

 

關鍵詞：敖繼公 《儀禮集說》 方志 《元史類編》 《通志堂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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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儀禮》鄭玄注孤行千年，至宋末元初敖繼公異軍突起，撰《儀禮集說》十七卷，

創為新解，毅然挑戰鄭學權威。此後的《儀禮》學史，毋寧說是鄭、敖二家此消彼長的

歷史。如清乾隆初期三禮館臣認為《儀禮》自鄭注、賈疏而外，惟敖繼公對經文的解釋

允稱精審
1
。又如日本江戶時代中期儒者河（野）子龍（1742-1779）描述宋元《儀禮》

學的展開，謂南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降，敖氏《集說》最具創見
2
。當代也有學

者以為：「在這二千年的《儀禮》學史上，衹有敖繼公能夠和鄭玄分庭抗禮，獨自對經

文進行深刻的探討。」
3
 

近十幾年來，學者從學術史、經學史、《儀禮》學史等多方面對敖繼公《儀禮集

說》加以考察，陸續有研究成果發表，但敖繼公本人則尚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4
。這一

現狀，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有關敖繼公生平事跡的史料較少，文獻難徵，不容易展開論證

造成的。一方面，敖繼公的傳世著作衹有一部《儀禮集說》，此外未見有詩文之作流

傳。敖氏自述生平，亦僅〈儀禮集說序〉「半生遊學，晚讀此書」八字而已。另一方

面，敖氏歿後，似無人為撰行狀碑銘，明人修《元史》更不為立傳。因而我們對敖繼公

其人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說是相當陌生。 

明修《元史》〈儒學〉既不錄敖繼公，至清康熙間邵遠平《元史類編》始補錄敖繼

公入〈儒學〉，傳文如次： 
 

                                                                 
1 《欽定儀禮義疏》〈凡例〉：「《儀禮》自注疏而外，（中略）惟元儒敖繼公《集說》細心密理，抉摘闡

發，頗能得經之曲折。」（長春市：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頁10。李氏朝鮮後期學者洪奭周（1774-
1842）《洪氏讀書錄》亦云：「《儀禮》在諸經中最為難讀，註解者亦絕罕。自鄭、賈以後，焯焯可稱

者惟（敖）繼公而已。」《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10月），頁4186。 
2 〔日〕河（野）子龍：〈刻儀禮序〉（署「寶曆壬午」，1762）：「自朱熹旁引經傳、分析篇章，其徒頗

知言《儀禮》，而其得也蓋少。獨元敖繼公所著，論學雖不純古，皆誦證于二禮、春秋，多所發明。」

《和刻本經書集成（古注之部）》第6輯（東京：汲古書院，1976年），頁325。 
3 〔日〕喬秀岩：〈左還右還後說圖錄〉，原載《經學研究論叢》第9輯（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收入氏著《義疏學衰亡史論》（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7月），頁247。 
4 程克雅：〈敖繼公《儀禮集說》駁議鄭注《儀禮》之研究〉，《東華人文學報》2000年第2期，頁291-

308；彭林：〈清人對敖繼公之臧否與鄭玄經師地位之恢復〉，《文史》2005年第1輯，頁223-255；顧

遷：〈敖繼公《儀禮集說》與清代禮學〉，《史林》2012年第3期，頁59-66；孫致文：〈從文獻學的角

度考察敖繼公《儀禮集說》與朱熹禮學的關係〉，《鵝湖學誌》第51期（2013年12月），頁99-129；袁

捷：〈論凌廷堪對敖繼公禮說的繼承與批判〉，《儒藏論壇》第7輯（2014年3月），頁392-411；拙稿

〈敖繼公『儀禮集說』における鄭玄注の引用と解釋〉，《中国思想史研究》第37號（2016年7月），

頁29-64。在以上諸文中，衹有孫氏文涉及敖繼公生平事跡的檢討。二○一九年六月補註：2017年以

後發表的關於敖繼公《儀禮集說》的論文主要有：郭超穎〈論元敖繼公《儀禮集說》〉，《中國典籍與

文化》2018年第1期，頁127-136；拙稿〈敖繼公『儀禮集説』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その繼

承と修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第39號（2018年3月），頁10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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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繼公（《烏程縣志》作「翁」），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

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吳下名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

子也。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䇿忤時相，遂不

仕，益精討經學。甞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

存，而王肅、袁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鄭康

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

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三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

高彥敬（一作「顯卿」）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
5
 

 
那末，《元史類編》本傳的敘述是如何形成的呢？本稿第一章，將從明修方志入手，考

察有關敖繼公敘述的演變和《元史類編》本傳成立的學術史背景。《宋元學案》所列敖

繼公門人有倪淵、趙孟頫，但敖氏門人實不止此二人。第二章將以元人文集為主要材料，

考述敖氏門人弟子。敖繼公得到高克恭的舉薦，授予儒學教授之職，是敖氏一生中值得

特書的重要事件，第三章將根據元人的記載，對薦授教授之年及敖氏卒年加以考證。 

經過對以上諸問題的梳理考證，以期建立對敖繼公其人更加豐富完整的認識。 

二 從明修方志到《元史類編》本傳的成立 

（一）明修方志的記載及其演變 

縱覽有關敖繼公的文獻記載，以元人文集的敘述和明修方志所立傳文來源較古，內

容相對可靠。但文集記載零星分散，不若方志所立傳文概述敖氏生平，簡括明瞭之便參

考。事實上，明修方志既代表了明代人的認識，也成為後人瞭解敖氏的基本依據。不過

不同方志之間記載或同或異，需要辨析其異同之所由來。 

此類方志文獻既有全國性的總志，亦有地方府縣志。各志所立敖繼公傳文如表一所

示： 

 

 

 

                                                                 
5 〔清〕邵遠平：〈儒學四（補遺）〉，《元史類編》卷34，《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13冊（上海市：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01-502。按《元史類編》又題《續弘簡錄元史類編》，以續其高祖邵經

邦《弘簡錄》為目標，進表於康熙三十八（1699）年。其〈凡例〉謂：「今止稱儒學，不名道學……

至舊史所載，寥寥數行，疏畧殊甚。今皆搜其生平著作，盡為編入，而又補熊禾以下十八人。」敖繼

公即所補十八人之一。 



 

1048  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林慶彰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  下冊 

表一 明修方志及史傳的記載 

纂修朝代 方志╱史傳 小傳 

景泰間 
 

寰宇通志 
 
 

敖繼公，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經術，冬不爐，夏不扇
6
，

規行矩步，動循禮法。元趙孟頫常師事之，吳之名士莫不以為

矜式。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所著有

《儀禮集說》行於世。
7
（〈湖州府．留寓〉） 

天順間 
 

大明一統志 敖繼公，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經術，動循禮法。元趙孟頫

師事之。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所著有

《儀禮集說》。
8
（〈湖州府．流寓〉） 

嘉靖朝 湖州府志 敖繼翁，字君善
9
，福州人，其先徙居烏程。䆳於經術，冬不

爐，夏不扇，出入進止，皆有常度。湖之名士，多出其門。有

《文集》二十卷。
10
（〈儒林列傳〉） 

萬曆朝 湖州府志 敖繼翁，烏程人。少長，䆳於經術，冬不爐，夏不扇，出入進

止，皆有常度。湖之名士，多出其門。有《文集》二十卷。
11

（〈逸遺〉） 

天啟朝 兩浙名賢錄 敖繼翁，烏程人。少長，䆳於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日讀必

至夜分而寢、雞鳴即興以為常。由是目無不覽之書，每與人談

論今古，滾滾如黃河之東注，然未嘗以學驕人，對僕隸亦辭色

溫和。進止出入，皆有常度。初任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

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於六

經皆有疏說，發為文章，囗金囗玉，以大家稱於東南。有《文

集》二十卷。
12
（卷2〈儒碩〉） 

                                                                 
6 按「冬不爐，夏不扇」語出程顥〈邵堯夫先生墓誌銘〉（《河南程氏文集》卷4）：「先生始學於百原，

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7 〔明〕陳循等纂：〈湖州府．留寓〉，《寰宇通志》卷25，《玄覽堂叢書》（臺北市：正中書局，1985

年），頁511。據云《大明一統志》頒行後，《寰宇通志》隨即毀板，故流傳未廣。 
8 〔明〕李賢等纂：〈湖州府．流寓〉，《大明一統志》卷40（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0年），頁697。 
9 據此，繼公，一作「繼翁」。《經義考》卷133引《姓譜》云「敖繼公字長壽」，實則《萬姓統譜》

「善」譌作「壽」，遂作「君夀」。《經義考》又誤「君」為「長」，故有「字長壽」之說。《四庫全書

薈要》本《儀禮集說》卷前〈提要〉遂謂：「繼公字君善，《姓譜》又曰『字長壽』」，誤從《經義

考》。 
10 〔明〕張鐸修，浦南金纂：〈儒林列傳〉，《（嘉靖）湖州府志》卷14，靜嘉堂文庫藏嘉靖二十一年

（1542）刊本，頁3下-頁4上。 
11 〔明〕栗祁修、唐樞纂：〈逸遺〉，《（萬曆）湖州府誌》卷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市：齊魯書

社，1996年），頁166。 
12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2，《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42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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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朝代 方志╱史傳 小傳 

敖繼翁，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爐，夏

不扇，惟事經史，吳下名士從之游者甚眾。浙西平章事高彥敬

薦授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
13
（卷54〈寓賢〉） 

崇禎朝 烏程縣志 敖繼公，字君善，福州人。寓居烏程，築一小樓，冬不爐，夏

不扇，惟事經史，吳下名士與遊甚眾。浙西平章事高彥敬薦授

信州教授。有《文集》二十卷。趙子昂亦出其門。
14
（〈遊

寓〉） 
 
在現存方志中，《寰宇通志》最早為敖繼公立傳，重要事跡大抵囊括。《大明一統

志》根據《寰宇通志》重修，有刪無改，基本信息沒有不同
15
。《（萬曆）湖州府志》很

明顯據《（嘉靖）湖州府志》略作刪改而成
16
。 

從傳類和內容的異同來看，《烏程縣志》與《寰宇通志》更加接近，而與兩《湖州

府志》稍異。《烏程縣志》將敖氏隸於「遊寓」
17
，與《寰宇通志》（「留寓」）一致，而

與兩《湖州府志》（「儒林」「逸遺」）不同。這表明《寰宇通志》《烏程縣志》與兩《湖

州府志》對敖繼公的出生地的認識不一。《寰宇通志》、《烏程縣志》皆曰「福州人，寓

居湖州（烏程）」，謂敖氏出生於福州，後寓居湖州，故錄入「留寓」「遊寓」。《（嘉靖）

湖州府志》則云「福州人，其先徙居烏程」，謂敖氏先世已移居烏程，故不將敖氏隸於

寓居者的專傳卷十六〈寓賢傳〉。既然敖氏己身為烏程人，則「福州人，其先徙居烏

程」為辭費，故《（萬曆）湖州府志》刪改作「烏程人，少長」五字。且「少長」二字

顯然是萬曆《志》為了在文脈上與下文「䆳於經術」連接更為自然而杜撰。敖繼公〈儀

禮集說序〉〈後序〉自署「長樂敖繼公」，元時長樂縣屬福州路，故志書中稱「福州

人」。敖氏自述「半生遊學」，殆指離開家鄉福州長樂，為求學（或兼講學）遠遊他鄉

（湖州）之謂。然則《寰宇通志》、《烏程縣志》的表述當更接近事實。 

                                                                 
13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54，頁120-121。 
14 〔明〕劉沂春修、徐守綱等纂：〈遊寓〉，《（崇禎）烏程縣志》卷7，《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

（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367。 
15 《大明一統志》編纂始於天順二年（1458），成於天順五年（1461）。明英宗朱祁鎮以《寰宇通志》

「繁簡失宜，去取未當」，敕諭吏部尚書李賢等「折衷群書，務臻精要」，重纂志書。《明英宗實錄》

卷294天順二年八月己卯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年），頁6281。 
16 最近有學者撰文指出，《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所收靜嘉堂文庫藏勞钺修《（成化）湖州府

志》，內容其實就是《（弘治）湖州府志》。詳參沈慧〈一部錯冠其名的《湖州府志》〉，《中國地方

志》2012年第5期，頁62-63。傳世《（弘治）湖州府志》另有國家圖書館（臺北）藏刻本及上海圖書

館藏清歸安姚氏咫進齋鈔本，〈人物志〉俱在闕卷中，故在此僅引據嘉靖、萬曆兩《志》。 
17 《（崇禎）烏程縣志》〈凡例〉云：「士有四方之志者，擇地而棲。吳興山水清遠，固宜攬車寄蹟者

多，載世遂長子孫、成著姓，故述〈遊寓〉溯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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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烏程縣志》與《寰宇通志》同有「薦授信州教授」的記載，兩《湖州府

志》則略而不及。考慮到《寰宇通志》的修撰當以府縣志為藍本
18
，不妨認為《寰宇通

志》應是以《烏程縣志》的較早修本為依據，抑或二者有共同的史料來源。但《湖州府

志》《烏程縣志》衹著錄「有《文集》二十卷」
19
，《寰宇通志》則明記敖氏有《儀禮集

說》行世，此等文字疑出《寰宇通志》之創作，而府縣志編者或囿於見聞，故未之及。 

除了以上方志外，成書於明天啟年間的徐象梅《兩浙名賢錄》也為敖繼公立傳。如

表一所示，該書卷二〈儒碩〉「敖進士繼翁」，卷五四〈寓賢〉「教授敖君善繼翁」並錄

敖繼公事跡。其中，卷五四〈寓賢〉敖繼公傳，內容幾乎全同《（崇禎）烏程縣志》。需

要指出的是，並非後出的《（崇禎）烏程縣志》取材於《兩浙名賢錄》，而是《兩浙名賢

錄》根據崇禎以前所修《烏程縣志》立文
20
。卷二〈儒碩〉首云「敖繼翁，烏程人。少

長，邃於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末云「有《文集》二十卷」，依據的則是《（萬曆）

湖州府志》。中間一段長文：「日讀必至夜分而寢，……初任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

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云云，實為「吳興八俊」之一牟應龍事跡，

誤入敖傳。
21
是知《兩浙名賢錄》卷二、卷五四敖傳，分別根據的是《湖州府志》和

《烏程縣志》傳文，在編輯過程中，還誤將他人事跡錄入敖傳。《兩浙名賢錄》這一偶

然的失誤，為後述的《元史類編》所沿襲，在清代民國文獻中續有體現。因此，從明修

方志到《兩浙名賢錄》，關於敖繼公的記載可以說出現了一次影響較為深遠的變化。 

 

 

 
                                                                 
18 《寰宇通志》始纂於景泰五年（1454）七月，景泰七年（1456）五月由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進呈御

覽，頒行天下。《寰宇通志》卷前〈引用書目〉有「天下府州縣衛所宣慰宣撫招討司志書」，編纂之

時命地方「采錄事跡」，參考了地方府縣志。景泰五年（1454）七月庚申，明代宗朱祁鈺「命少保兼

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陳循等率其屬纂修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進士王重等二十九員，分行各布政司

并南北直隸府州縣，采錄事跡」。《明英宗實錄》卷243《廢帝郕戾王附錄》第61，頁5285。 
19 敖繼公《文集》二十卷不見於元人著錄，也未見有刊本流傳。然《文集》二十卷之記載也未必無

據，或稿藏於家，並未刊刻，而為鄉黨所知，故著於方志，相沿成為一種歷史認識。萬曆間王圻纂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明末清初黃虞稷編纂《千頃堂書目》、舊題倪燦撰或盧文弨撰補的《補遼

金元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魏源《元史新編》皆并錄敖氏《儀禮集說》十七卷與《文

集》二十卷，至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雒竹筠《元史藝文志輯本》則皆止著錄《儀禮集說》十七

卷，未著錄《文集》。 
20 《兩浙名賢錄》是一部分類編排的史傳著作，《四庫全書》列入存目，《總目》謂其「所列之人，本

正史者十僅二三，本地志者乃十至六七。以鄉閭粉飾之語，依據成書，殆亦未盡核實矣。」誠如《總

目》所言，《兩浙名賢錄》多本諸地方志。《四庫全書總目》卷62〈傳記類存目4〉（北京市：中華書

局，1965年），頁562。 
21 前揭孫致文〈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敖繼公《儀禮集說》與朱熹禮學的關係〉（頁108-109）揭示了

《兩浙名賢錄》這一張冠李戴的誤編，指出《宋元學案》、《新元史》皆沿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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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志堂經解》的刊刻與《元史類編》本傳的成立 

如前所述，明修《元史》〈儒學〉未立敖繼公傳，清康熙間邵遠平《元史類編》於

〈儒學傳〉補錄敖繼公。又敖繼公原籍福州，出生於長樂，後寓居烏程。但明修《（弘

治）八閩通志》、《福州府志》、《長樂縣志》皆不錄敖繼公
22
，至清乾隆間徐景熹修《福

州府志》，始為敖氏立傳
23
。從明修《元史》和福建地方志無視敖繼公的存在，到清代

康熙、乾隆間學者和福州本籍鄉閭開始關注敖繼公，不得不說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轉變。

而促成此一轉變的直接原因，也許就是《通志堂經解》本《儀禮集說》的刊刻。 

學者之名以書而傳，而古書無不靠具體的版本延續其生命。《儀禮集說》元時刻於

西湖書院，入明板歸南監，繼續刷印
24
。嘉靖以後刻書業相當發達，而終有明之世，

《集說》並無翻刻新雕之本。由此可知《集說》在學界和讀書人之間的影響有限，市場

需求不大。反過來講，沒有新刻本問世也阻礙了《集說》的傳播。要之，《集說》在明

代不曾流行，未得到廣泛傳播。筆者猜想，整個明代流行的或許既不是敖《說》
25
，也

非鄭《注》，恐怕衹是舊題吳澄《三禮考注》
26
一類的通俗讀物，這種狀況可能一直延

續到清初
27
。 

敖繼公在明代聲譽未顯，《元史》不收，本籍福州地方志不錄，實屬自然。至清康

熙間，徐乾學、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重刻《集說》，擴大了《集說》的流傳，引

                                                                 
22 明修《福州府志》如正德葉溥修四十卷本、萬曆喻政修七十六卷本皆不載敖氏事跡。明代《長樂縣

志》凡四修，今存弘治王渙修八卷本和崇禎夏允彝修十一卷本亦不錄敖氏生平。 
23 〔清〕徐景熹修、魯曾煜纂：〈人物．儒林傳〉：「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精研經史之學，而尤長

於三禮。以《儀禮》一經，鄭氏舊注疵多醇少，因詳為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文，更附以

己見，名曰《集說》，甚為明贍，蓋能不以艱詞奧義自諉者。元大德中，寓居吳興，坐小樓，足不下

梯。吳士多從之游，趙子昂其弟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為信州教授。（原注：纂《通志堂經解》

序）」《（乾隆）福州府志》卷59，清乾隆十九年（1754）刊本，頁10下-11上。案「元大德中，寓居

吳興」的表述不確。 
24 詳參〔日〕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頁393、662、705；《阿部隆

一遺稿集》第1卷《宋元版篇》（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頁301。另詳拙稿〈敖繼公《儀禮集

說》版本小識〉，《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7輯（2017年5月），頁165-179。 
25 二○一九年六月補註：雖說如此，《儀禮集說》在明代《儀禮》學史上也產生過重要影響。比如，明

正德、嘉靖間陳鳳梧校刊《儀禮》白文本、經註本參考了《儀禮集說》的文字，郝敬《儀禮節解》

也積極援用敖繼公的說法。 
26 根據最近學者的研究，《三禮考注》實際上是一部假名吳澄的偽書。詳參劉千惠〈吳澄《三禮考註》

之真偽考辨〉，《中國學術年刊》第34期秋季號（2012年9月），頁31-56。 
27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三禮考注》在明代屢經刊刻重印，其中《儀禮考注》又抽出單行。

至清初張爾岐撰《儀禮鄭注句讀》，並校北監本《儀禮注疏》經文譌字，所依據者，除唐石經外，亦

僅吳澄《儀禮考注》而已。張爾岐：〈儀禮監本正誤序〉云：「取石本、吳澄本與監本較」，吳澄本即

《考注》也。又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儀禮鄭注句讀提要〉：「《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稱尚

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今不在此編中。」云云，此說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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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學者的廣泛關注。錢大昕說：「君善此書（《儀禮集說》）不顯于元、明之世，自納蘭

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
28
，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乾隆中期以前，敖繼公在

《儀禮》學上的影響甚至凌駕於鄭玄之上，中期以後考據學興起，漢宋門戶之爭漸開，

雖然出現肆意貶低敖繼公的傾向，但《集說》仍然保持相當的影響力
29
。正是在此背景

下，康熙間邵遠平撰《元史類編》、乾隆前期徐景熹修《福州府志》已經不容不為敖氏

立傳。尤其是《福州府志》的傳文也是「纂《通志堂經解》序」，即依據《通志堂經

解》本卷前納蘭成德所撰〈儀禮集說序〉
30
編纂而成。 

我們再看《元史類編》敖繼公傳的內容，如表二所示，根據其史料來源，可分為三

部分：①④的記載來自明修方志（《（崇禎）烏程縣志》）的內容；②的說法來源於《兩

浙名賢錄》；③介紹《儀禮集說》的文字「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云云，則是依

據納蘭成德〈儀禮集說序〉敷衍而成。此時相距《通志堂經解》本《儀禮集說》問世亦

僅二十年來年，而學者撰寫敖傳，已經參考其書。因此，《元史類編》補錄敖繼公入

〈儒學傳〉，與《福州府志》為敖氏立傳，當皆直接受《儀禮集說》刻入《通志堂經

解》之驅使。 

另外，《元史類編》敖傳以明修方志的內容為基礎，參考《兩浙名賢錄》和納蘭成

德〈儀禮集說序〉編纂而成，從結果來看，是對此前文獻記載的總結。這一總結，對敖

繼公的敘述趨於固化成型，意義重大。此後《閩中理學淵源考》、《宋元學案》、《新元

史》本傳的內容皆不出《元史類編》之範圍。如表二所示，《閩中理學淵源考》、《宋元

學案》敖繼公傳與《元史類編》的記載高度一致。《新元史》本傳文字雖然比《元史類

編》簡略，但敘述的基本結構及內容無有不同。且《儀禮集說》十七卷，《新元史》誤

從《元史類編》作「十三卷」，是直據《元史類編》而不能訂正其失。敖繼公的寓居地

「烏程」誤作「平江」，則是編纂草率所致。因而《新元史》本傳可以看作是《元史類

編》敖傳的簡化版。除了傳文內容的因襲，敖繼公在《新元史》〈儒林傳〉的位置，也

可以認為是由《元史類編》奠定的。 

 

 

 

 

                                                                 
28 〔清〕錢大昕：〈跋儀禮集說〉，《潛研堂集》卷27（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61。 
29 前揭彭林〈清人對敖繼公之臧否與鄭玄經師地位之恢復〉一文對此過程有詳論。 
30 署「康熙丁巳」，即康熙十六年（1677），可知《通志堂經解》本《儀禮集說》或即刊於是年。另該

序收入納蘭成德《通志堂集》卷12。二○一九年六月補註：楊國彭〈《通志堂經解》刊刻問題新探〉

認為「《經解》刊刻始於康熙十二年（1673），完成於康熙三十年（1691）」，《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
年第2期，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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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清代的記載 

篇名／書名 小傳 

納蘭成德〈儀禮 
集說序〉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

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今自注

疏而外，他無聞焉。……元大德中，長樂敖繼公以康成舊注疵多醇

少，輒為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名

曰《集說》。蓋不以其艱詞奧義自委者已…… 

《元史類編》 
 

①敖繼公（《烏程縣志》作「翁」），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後寓家吳

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吳下名士

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子也。 
②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

遂不仕，益精討經學。 
③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

王肅、袁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

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

之說補其闕，又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三

卷。…… 
④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一作「顯卿」）薦擢信州教授，

未任而卒。（卷34〈儒學四（補遺）〉） 

《閩中理學淵源

考》 
 

①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

不爐，夏不扇。出入進止，皆有常度。日從事經史，吳下名士，多從

之游。 
②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

遂不仕，益精討經學，而尤長於三禮。 
③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

王肅、袁準、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鄭康成舊

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

闕文，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 
④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擢信州教授，未任卒。 
⑤趙孟頫、倪淵皆師事之。

31
（卷35〈教授敖君善先生繼公〉） 

《宋元學案》 ①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

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 

                                                                 
31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3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年），頁456。案此書又名《閩中師友淵源考》，有乾隆十四年（1749）自序。據研究，該書

始編於一七四二年，約成書於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七年之間。張顯慧：《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

研究》（廣州市：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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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書名 小傳 

②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

遂不仕，益精討經學。 
③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

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傳于世。鄭康

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

補其闕，猶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 
④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顯

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32
（卷52〈教授敖

先生繼公〉） 

《新元史》 ①敖繼公，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後寓平江。築一小樓，坐臥其中，

日從事于經史。趙孟頫其弟子也。 
②初為定成尉，以父任當得京官，讓于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

遂不仕。 
③著《儀禮集說》十三卷。 
④大德中，以高克恭薦授信州教授，未仕而卒。

33
（卷235〈儒林傳

二〉） 
 

三 敖氏門人 

《宋元學案》於敖氏門人，僅列倪淵、趙孟頫二人
34
。今查考元人文集等相關文

獻，可知從學敖繼公者，尚有同鄉姚式、陳繹曾諸人。茲將弟子師事敖氏之情況，略述

如次： 

 

 

 
                                                                 
32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52（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年），頁1702。黃宗羲

原本《宋元學案》未錄敖氏，今本《宋元學案》敖氏小傳是道光間王梓材、馮雲濠校訂《學案》時

「從黃氏補本錄入」。所謂「黃氏補本」，即王、馮合撰〈宋元學案考畧〉所列「餘姚黃氏校補本」，

是由黃宗羲玄孫黃璋及其子黃徵乂，孫黃直垕相繼校補謄錄成的八十六卷本。在黃氏補本中，敖氏

隸於〈李俞諸儒學案〉，今本敖氏隸屬〈艮齋學案〉，乃王梓材校訂調整之結果。這樣調整的理由，

據王氏案語云：「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茲以其為《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

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又該書〈點校前言〉云：「時間相隔較遠，傳承世次不明

的稱『續傳』」。 
33 柯邵忞：〈儒林傳二〉，《新元史》卷235（退耕堂刊本，1922年），頁13下-14上。 
34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52，頁1704-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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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人。生於南宋寶祐二年（1254），卒於

元至治二年（1322）。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文敏。

孟頫自述師承云：「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
35
趙氏在宋末曾任真州司戶參軍

36
，至

元十三年（1276），宋恭帝降元，趙氏歸家閒居，致力於學。孟頫從敖氏問學，大約始

於是年。楊載〈趙公行狀〉云： 
 
皇元混一後，閒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

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從老儒敖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

脩，聲聞湧溢，達于朝廷。
37

 
 

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程鉅夫（1249-1318）奉詔搜訪遺逸於江

南，趙孟頫與吳澄（1249-1333）等廿餘人同被徵至大都，次年（1287）六月，授兵部郎

中
38
。從至元十三年從學敖氏，到至元二十三年入都出仕新朝，之間或一直問學於敖氏。 

《宋元學案》載敖氏門人，首倪淵、次趙孟頫，而孟頫又「別見雙峰學案」，隸於

「雪樓門人」。「雪樓」即前述程鉅夫，據云「程鉅夫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先生，以之入

見，故終身以師事之」。此說畢竟牽強，故王梓材特出按語強調孟頫本為繼公門人
39
。 

（二）倪淵 

倪淵（1265-1342），字仲深，其先汴梁人，五世祖遷錢唐，四世祖又家烏程，故為

烏程人。倪淵深研《易》學，著有《易集說》二十卷，《易圖說》、《易卦說》、《敘例》

各一卷。
40
《寰宇通志》、《（嘉靖）湖州府志》皆言倪淵從學於敖繼公。

41
按黃溍

（1277-1357）〈倪公墓誌銘〉云：「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

                                                                 
35 〔元〕趙孟頫：〈送吳幼清南還序〉，《松雪齋文集》卷6，《四部叢刊》影印元沈伯玉刻本，頁10上。 
36 〔明〕宋濂等：《元史》本傳云：「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眞州司戶參軍。」（北京

市：中華書局，1976年），頁4018。 
37 〔元〕楊載：〈趙公行狀〉，《松雪齋文集》附錄，頁2上。由此也可推測敖繼公宋末已僑居湖州。 
38 吳澄不仕南歸，趙孟頫「獨書朱子與其師劉先生屏山所賡三詩為贈」，見危素《臨川吳文正公年譜》

「至元二十四年（1287）」條。 
39 《宋元學案》卷83〈雙峰學案〉下王梓材按語云：「朱氏《經義考》引《姓譜》言『敖繼公寓居湖

州，遂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是文敏本敖氏門人。」頁2830。 
40 據《經義考》著錄，唯《易卦說》一卷存。 
41 《寰宇通志》卷25：「倪淵，烏程人，從學於敖繼公，動必以禮，仕元為湖學教授」，頁517。《（嘉

靖）湖州府志》卷14：「從敖繼翁授《禮經》、易數之學，平居動必以禮」，頁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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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
42
這條記載直接提示倪淵從學

繼公，謂倪氏禮學、《易》學深造有得，是師承授受有以致之。而且黃氏以「深於三禮

而尤善《易》」概括敖繼公學術，提供了其它文獻沒有的信息。敖氏自述「晚讀此書

（《儀禮》）」，即後半生始研究《儀禮》，從事《集說》的撰作。至於早年治何經典，我

們並不清楚。黃氏稱繼公於三禮之外尤長於《易》學，則敖氏早年或專攻《易》。 

（三）姚式 

姚式，字子敬，號筠庵，湖州歸安人。據董斯張《（崇禎）吳興備志》，姚式「學于

敖繼翁」
43
。又據趙孟頫〈送吳幼清南還序〉云： 

 
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

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

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

康祖無逸，吾友也。……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遊江浙，求子之友。余既

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

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44

 
 

上述孟頫諸友錢選
45
、蕭和、張復亨、陳慤、姚式、陳康祖六人，與孟頫及牟應龍以能

詩稱，號「吳興八俊」
46
。其中姚式與孟頫乃「同學故人」

47
，二人同時問學於敖繼

公，友愛甚篤
48
。姚式於易簀之際，命子扶起，「坐而逝」

49
，不苟如此，的是知禮君

                                                                 
42 〔元〕黃溍：〈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32，《四部叢刊》影印常熟

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頁24。 
43 〔明〕董斯張：〈人物徵〉：「姚式，字子敬，歸安人，學于敖繼翁。浙西平章高彦敬薦式與鄧文原、

陳康祖、倪淵，皆為儒官。」《（崇禎）吳興備志》卷1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臺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15。 
44 《松雪齋文集》卷6，頁9下-10上。 
45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湖州人。能詩工畫，學貫經史。據趙汸〈贈錢彦賓序〉，錢選有經說著作

《論語說》、《春秋餘論》、《易說考》、《衡泌間覽》等，皆付之一炬，「隱於繪事以終其身」（《東山存

稿》卷2）。又據黃公望〈錢舜舉《浮玉山居圖》並題卷〉「霅溪翁吳興碩學，其於經史貫串於胸中，

時人莫之知也。獨與敖君善講明酬酢，咸詣理奧。」（《式古堂書畫彙考》〈畫考〉卷47）錢選獨與敖

繼公相與討論學問，蓋當時湖州以錢、敖二人學問為最。 
46 〔明〕董斯張：〈人物徵〉：「張復亨，字剛父，烏程人。……時與趙子昂、牟應龍、蕭子中、陳無

逸、陳信仲、姚式、錢選皆能詩，號」『吳興八俊』。虞邵菴嘗稱唐人之後，惟吳興八俊可繼其音。」

《（崇禎）吳興備志》卷12，頁414。 
47 〔元〕趙孟頫：〈和姚子敬韻〉：「同學故人今已稀，重嗟出處寸心違」，《松雪齋文集》卷4。 
48 〔元〕趙孟頫：〈送姚子敬教授紹興〉：「我友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言無一塵。結交

三十年，每見意自新。……以子絕代才，數賢可比倫……時時書寄我，用慰情相親。」《松雪齋文

集》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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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編有詞總集《古今樂府》，久佚
50
。 

（四）陳繹曾 

陳繹曾乃上述「吳興八俊」之一陳康祖之子，字伯敷，與脩《遼史》，官至國子助

教。繹曾「諸經注疏皆能成誦」
51
，撰有《文筌》，為元代文章學的重要著作。在〈文

筌序〉中繹曾述及師承所自云：「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

習久矣」
52
。繹曾的文章觀的形成，應該也受到敖氏的影響，故於自序中特別表出。

〈文筌序〉開宗明義云：「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是一種理本論的文章觀
53
。又云：

「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

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聲音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

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前曰「剽聞」，繼云「且余聞

之」，或亦称述師說耶？ 

從以上記載，我們推測敖繼公寓居烏程，大概即以授徒講學為業。史載湖州名士多

出其門，蓋非虛言。高克恭所以薦之於朝，當亦與敖氏有功湖州一地之文教不無關係。 

四 薦授教授 

明修方志提示敖繼公得高克恭舉薦，授以信州教授之職，但不知薦授教授之事在何

年。又根據《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的記載，敖繼公雖得薦舉，然「命下而卒」，

未及赴任即已辭世
54
。若此說成立，薦舉之年與敖氏卒年理應相當接近。我們知道《儀

                                                                                                                                                                                 
49 吳師道：〈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彦敬詩〉：「泰定初，明仲來為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為

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絕不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將以是蕩滌

而澿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一子侍。明日，語之（一作「子」）曰：『女知之乎，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嗚呼！其死生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邱居里、邢新欣校

點：《吳師道集》卷18（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373。 
50 詳參卞東波：〈姚式《古今樂府》小考〉，《文學遺產》2007年第4期，頁25。 
51 〔明〕董斯張：〈人物徵〉：「陳繹曾，字伯敷，康祖子。為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皆能成

誦。文詞汪洋浩博，其氣藹如也。與脩《遼史》，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與陳旅相伯仲云。」《（崇

禎）吳興備志》卷12，頁415。 
52 〔元〕陳繹曾：《文筌》，《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13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

407。 
53 詳參慈波〈陳繹曾與元代文章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頁87-95。 
54 此說影響較大，凌迪知《萬姓統譜》、邵遠平《元史類編》皆承其說，此後《閩中理學淵源考》、《宋

元學案》、《新元史》繼承了《元史類編》的表述。《萬姓統譜》卷三十三：「平章高顯卿薦于朝，授

信州教授，命下而卒」，本諸《大明一統志》，而為《經義考》（卷133）所本。《元史類編》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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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集說》完稿於大德五年，敖氏卒年自當在此之後。若如嘉靖五年進士戴璟所云：「《儀

禮集說》雖已脫藁，而信州教授未及蒞官」
55
，則似敖氏卒年即在大德五年之後不久。

茲據元人文集的相關記載，對薦授教授之年稍作考證，并檢討「命下而卒」之說。 

（一）薦授教授之年 

舉薦者高克恭，字彥敬，大都房山人。生於蒙古定宗三年（1248），卒於元武宗至

大三年（1310）。與敖繼公同時得到高克恭薦舉的，尚有門人姚式、倪淵及同鄉陳康

祖、鄧文原，凡五人。「與在舉中」的鄧文原為高克恭撰〈行狀〉曾提及此事： 
 
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文

原自公為都事使杭，首受公知，亦與在舉中。
56

 
 

該文出自當事人敘述，是有關薦舉一事較為直接的史料。此外，黃溍為倪淵撰〈墓誌

銘〉，於倪淵得高克恭薦舉之事也不惜筆墨： 
 
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淛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

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敖先

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

路儒學正。河南王孛憐吉䚟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淛，

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
‧‧

，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
‧‧

已

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儒學教授。
57

 
 

此處明確了高克恭舉薦敖繼公與倪淵等五人，是在南臺治書侍御史任上。據鄧文原〈高

公行狀〉，高克恭調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在大德元年（1297），大德三年復召入都為工

                                                                                                                                                                                 

四：「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一作『顯卿』）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閩中理學淵源

錄》卷三十五：「成宗大德中，以浙江平章高彥敬薦，擢信州教授，未任卒」。《宋元學案》卷五十

二：「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新元史》本傳：「大德中，以高

克恭薦授信州教授，未仕而卒」。然《（崇禎）烏程縣志》雖云「薦授信州教授」，並無「命下而卒」

一說。 
55 〔明〕戴璟：〈湖州府人物策〉：「若夫古之流寓於此者……至於敖繼翁本福州人也，邃通經術，動遵

禮法，趙子昂事之如師，高顯卿薦之于上，《儀禮集說》雖已脫藁，而信州教授未及蒞官，此又流寓

之人物如此也。」董斯張：《吳興藝文補》卷68，《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80冊（上海市：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頁313。 
56 〔元〕鄧文原：〈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状〉，《巴西鄧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第92冊（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774。 
57 〔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32，頁2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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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侍郎
58
，因此可以推定高克恭舉薦敖繼公應在大德元年至三年之間。 

除了上述兩條記載，未見其他可供論證薦舉之年的相關文獻。惟與敖繼公同被舉薦

的鄧文原，情況較為特殊，也因其特殊，似可作為旁證，與上述推測相互印證。大德二

年（1298），鄧文原等二十人隨趙孟頫入大都金書寫《大藏經》
59
。黃溍〈鄧（文原）

公神道碑銘〉云： 
 
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

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

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
60

 
 

據黃氏云，事遂同行二十人皆得賞官，獨鄧文原不預。黃氏所云「第隨牒調補教授一

州」，當即吳澄〈鄧公神道碑〉所云「大德戊戌（二年）部注崇德州教授」
61
。然文原

不得賞官，衹調補崇德州教授，究竟為何？其中緣由，黃氏未作交代。筆者推測，當大

德二年之時，鄧文原因得到高克恭的舉薦，相關任命已經擬定，故獨文原不得另賞官，

衹依任命調儒學教授。此如上引〈倪公墓誌銘〉所述，倪淵雖得孛憐吉䚟移文中書省舉

薦任教國子監，但中書省已經擬定高克恭所薦倪淵等五人調補各路州儒學，故不得如其

所請，衹得依任命調杭州路儒學教授。要之，鄧文原不得賞官與倪淵不得任教國子監，

雖然表面看沒有什麼聯繫，但原因可能衹有一個，即二人同時得到高克恭舉薦，而且人

事任命已定，無從更改。鄧文原調崇德州教授在大德二年，正符合上文高克恭舉薦在大

德元年至三年之間的推測。因此，筆者認為，敖繼公得到高克恭舉薦，很有可能在大德

元年至三年之間。 

（二）關於「命下而卒」 

如上所述，敖繼公得到高克恭舉薦疑在大德元年至三年之間。舉薦之年與實際任命

之年容有一定的時間差，但《儀禮集說》大德五年（1301）始脫稿，若「命下而卒」的

記載屬實，實際任命與舉薦相隔至少三四年，似不無可疑。根據黃溍、楊維楨的敘述，

高克恭所舉薦五人，惟鄧文原漸至通顯，倪淵以富陽縣尹致仕，而敖繼公等人「止於文

                                                                 
58 〔元〕鄧文原：〈高公行狀〉：「大德元年，擢公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三年，復召入，為工部侍

郎」，《巴西鄧先生文集》，頁773。 
59 〔元〕戴表元〈送鄧善之序〉「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祗役於京師」（《剡源戴先生

文集》卷14），袁桷〈送鄧善之應聘序〉「今年春，承徵將如京師，告余以行」（《清容居士集》卷

23），即指此事。 
60 〔元〕黃溍：〈鄧（文原）公神道碑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6，頁26。 
61 〔元〕吳澄：《臨川吳文正公集》卷32，《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85年），頁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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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掾」
62
「卒官文學」

63
，似謂敖繼公實際赴任教授，並且止於教授之職，未云繼公

「命下而卒」。然上述記載皆非以繼公為中心，固略於其事，無法據此證明敖氏曾經赴

任教授之職。總之，「命下而卒」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明初編纂的《寰宇通志》，其說當

有所本，不容輕易質疑。但現存元代文獻相關記載較少，尚無法形成完整證據鏈證成其

說。 

至於敖繼公卒年，鄧文原〈高公行狀〉云：「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

陳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敖、陳相繼死。公每念子敬貧且年逾五十，自刑部

白之都堂曰：『薦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避嫌後賢士』。」
64
。這裡提到敖繼公、陳康祖

相繼去世，姚式（子敬）年逾五十，其時高克恭在邢部任職。〈高公行狀〉又載高克恭

官刑部侍郎在大德八年（1304）
65
，則繼公卒年約在大德五年至八年之間，於《儀禮集

說》脫稿後不久即辭世。 

五 結語 

以上我們嘗試對敖繼公的生平事跡作了初步的考察，對各種文獻記載之間的繼承和

演變關係作了辨析，也對舊說提出了若干修正補充的意見。 

第一章首先對明修方志的記載及其異同作了辨析，其次提出《儀禮集說》刻入《通

志堂經解》直接影響了對敖繼公其人的敘述。不僅本籍福州地方志開始為敖氏立傳，在

《元史類編》中也躋身〈儒學〉之列，并為《新元史》所繼承。 

第二章於《宋元學案》所列門人倪淵、趙孟頫二人之外，考得姚式、陳繹曾也從學

繼公。敖氏寓居烏程，大概即以授徒講學為業。 

第三章考察高克恭薦舉敖繼公一事，推定其事當在大德元年至三年之間，而敖繼公

卒年或在大德五年至八年之間。 

根據本稿的考證，試為敖氏擬一小傳，文曰： 
 

                                                                 
62 〔元〕黃溍：〈倪公墓誌銘〉云：「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

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金華黃先生文集》卷32，頁26下。 
63 〔元〕楊維楨：〈倪公墓碑銘（代歐陽先生作）〉：「玄聞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時薦天下士五人，曰敖

公繼翁、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倪公淵、姚公式、天下謂之「五雋」。鄧公官至法從，敖與姚卒官文

學，倪公晚始以縣大夫引年。」《東維子文集》卷24，《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鈔

本，頁10。倪氏葬後四年，次孫倪璛赴京師請黃溍作墓銘，黃溍作〈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

銘〉。倪氏長孫倪璨則奉倪氏之門生鄭汝原所作〈行狀〉謁歐陽玄，請銘其祖之墓。楊維楨代歐陽玄

撰〈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從內容上看，黃撰〈倪公墓誌銘〉與楊撰〈倪公墓碑銘〉文辭有詳

略，但主體內容一致，應皆據倪氏弟子鄭汝原所作〈行狀〉演繹，當可信。 
64 〔元〕鄧文原：〈高公行状〉，頁774。 
65 〔元〕鄧文原：〈高公行状〉：「（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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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繼公，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寓居烏程，以授徒講學為業，湖州名士多出其

門。從遊有趙孟頫、倪淵、姚式、陳繹曾諸人，與錢選相友善。大德元年至三年

之間，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高克恭薦之於朝，授信州教授。邃通經術，深於三禮

而善《易》。卒於元成宗大德五年至八年之間。有《儀禮集說》十七卷行世。相

傳有《文集》二十卷，未見。 
 

二○一九年六月附記：本文初稿為「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林慶彰教授榮退紀念國

際學術研討會」（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2015年8月）參會論文。後經修訂，發表

於彭林教授主編《中國經學》第二十輯（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