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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戴君仁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經部小學類訓詁暨文字之屬 

陳惠美 ∗、謝鶯興 ∗∗ 

經部．小學類 

○戴爾雅義疏二十卷八冊  清郝懿行疏  清郝聯蓀、郝聯薇校字清同治四年

(1865)歷邑中和堂鮑連元刊本 A09.112/(q3)4742 

附：清咸豐六年 (1856)宋翔鳳<爾雅義疏序>、清咸豐六年 (1856)胡珽<

爾雅義疏跋>、清同治五年 (1866)郝聯蓀、郝聯薇<爾雅義疏序>。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1×18.5 公分。魚尾下題「爾雅義疏○

○」、篇卷名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爾雅郭注義疏○之○」，次行題「棲霞郝懿行

學」，卷末題「爾雅郭注義疏○之○」及「孫男聯蓀伯愷  薇近

垣校字」。 

清郝聯蓀、郝聯薇<爾雅義疏序>末題「歷邑中和堂鮑連元

手刊」、 

扉葉題「爾雅義疏二十卷」，牌記題「同治四年歲在乙丑沐

上重刊」。 

按：清郝聯蓀、郝聯薇<爾雅義疏序>云：「歲乙丑二月聯蓀有事濟南，

晤陽湖汪叔明司馬，欣然以所藏楊氏足本相授，且任校讎之役，

聯薇既刺涿州，謹節廉俸所人為剞劂之資，閱月九而工始竣，原

書訛誤尚多，又經德清鍾舍人麟、陽湖周司馬懋祺、鍾醝尹履祥

及汪司馬互相讎勘，是皆有於是書者。」 

○戴文字孳乳序例不分卷一冊，民國杜學知撰， 國立藝術學校叢書，民國

四十八年三月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A09.211/(r)4478 

附：杜學知<為「文字孶乳考」三十卷都五百萬言之著作與出版事敬求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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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學術研究出版等機構合作其辦法簡訂如下>、民國四十八年

杜學知<自序>、<文字孶乳序例目錄>、<附錄>。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 

板式：無界欄，半葉十八行，行四十四字。板心題「文字孶乳序例」、

各篇之篇名及葉碼。 

上編首葉首行題「上編  序說」，次行題篇名，如：「文字孶

乳說與六書之不傳」。 

下編首葉首行題「下編  示例」，次行題篇名，如：「一、箕

(其)系考」。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次題：「中華民國四十八年三月初版」、「國

立藝術學叢書」、「文字孶孔序例   全一冊」、「定價新台幣  元

整」、「外埠酌加運費滙費」、「著作者  杜學知」、「印刷者  藝

文印書館」、「台北市康定路六十七號」、「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

店」。橫題「版權所有」。 

按：1.封面內頁墨筆題「靜山先生  教正」、「杜學知敬贈  四十八年

六月」。 

2.書分上編「序說」，收文八篇：文字孶乳說與六書之不傳、文字

孶乳有說以右文字母等名目者、文字孶乳有不說以名目者、文

字孶乳研究之一例、文字孶乳與六書轉注假借之關係、文字孶

乳僅以聲訓說之之不當、文字孶乳之難究明者凡三事、文字孶

乳研究三家之體例。下編「示例」，收：箕(其)系考、析折制系

考、壺系考。附錄收：文字孶考自序、文字孶乳凡例兩篇。 

○戴說文解字注三十卷附六書音韻表及汲古閣說文訂二卷二十四冊  清段

玉裁注  清龔麗正等校字  清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書局刊

本   A09.211/(q2)7714 

附：清嘉慶戊辰 (十三年，1808)王念孫<說文解字注序>、<說文解字注

分卷目錄>、<校字姓名>(以下皆收於第十五卷下 --即第三十卷)、

清嘉慶十九年 (1814)江沅<說文解字注後敘>、清嘉慶乙亥(二十

年，1815)陳煥<跋>、清乾隆五十一年 (1786)盧文弨<說文解字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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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清嘉慶乙亥(二十年，1815)陳煥編<說文部目分>、清乾隆

丁酉(四十二年，1777)戴震<(六書音表)序>(以下收於第三十一

卷)、清乾隆丁酉(四十二年，1777)吳省欽<(六書音表)序>、清

乾隆庚寅(三十五年，1770)錢大昕<原序>、清乾隆癸巳(三十八

年，1773)<戴東原先生來書>、清乾隆乙未(四十年，1775)<寄戴

東原先生書>、<六書音均表目錄>、清嘉慶二年 (1797)段玉裁<汲

古閣說文訂序>。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二字(《六書音均表》為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九字)。板框 13.9×18.6 公分。魚尾下題「○篇○」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說文解字第○篇○」，次行題「金壇段玉裁

注」，卷末題「說文解字第○篇○」。 

扉葉題「說文解字注附六書音均表  汲古閣說文訂」，牌

記題「同治壬申(十一年，1872)冬月湖北崇文書局重鑴」。 

<校字姓名>依序題：「愛業婿仁和龔麗正校字」、「嘉慶二

十年 (1815)歲次乙亥五月刊成」、「胞弟玉成  男驤  孫男美中  

曾孫男義正」、「(胞弟)玉章  (男)   (孫男)美度   (曾孫男)義

方」、「(胞弟)玉立   (孫男)美製  (曾孫男)義曾  同校字」、「(孫

男)美韞」、「(孫男)美」。 

<六書音均表目錄>次行題「四川候補知縣前貴州玉屏縣知

縣臣段玉裁記」，分：<今古分十七部表弟一>、<古十七部諧

聲表弟二>、<古十七部合用類分表弟三>、<詩經分十七部表

弟四>、<群經分十七部表弟五>。 

按：1.書中間見硃、墨筆雙色註語及句讀。 

2.<校字姓名>題「嘉慶二十年 (1815)歲次乙亥五月刊成」，知初刻

於是年。 

3.《六書音均表》卷本之末葉題「乾隆丙申(四十一年，1776)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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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順官廨」。 

○戴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不分卷一冊  清王國維撰  介休齊校錄  海寧王

忠愨公遺書 民國十六年據海寧王氏排印本石印 A09.212/(r)1062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0.2×14.1 公分。魚尾下題「諧譜」及葉碼。 

卷之首行上題「補高郵王氏說文諧聲譜」，下題「王忠愨公

遺書內編」，次行題「海甯王國維」，卷末題「後學介休齊希潞

校錄」。 

扉葉題「補高郵王氏說文諧聲譜」、「海甯王氏校印」。 

按：是書屬「王忠愨公遺書」之內編，未見任何序跋及牌記，無法確

知其刊印日期，姑依舊錄。 

○戴(說文)諧聲譜五十卷附錄二卷存卷三至卷十九共三冊  清張成孫撰  戴

姜福校錄  民國二十三年浙江武林葉氏石印本 A09.212/(q3)1151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三十字。板框 14.1×18.1 公分。板心上方題「諧聲譜」，魚尾下題

「○部第○」，板心下方題「武林葉氏」及葉碼。 

卷之首行上題「諧聲譜卷之○」，下題「張成孫學」，次行

題「說文諧聲譜」，卷末上題「諧聲譜卷○」，下題「吳縣戴姜

福校錄」。 

按：是書係殘本，未見任何序跋及牌記，無法知其刊刻日期，然「台

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載中研究傅斯年圖書館藏一套烏絲欄

原鈔本清張成孫撰《諧聲譜》五十卷本，館藏《續修四庫全書》

收原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三年葉景葵影印本，題清

張惠言撰張成孫編《諧聲譜》五十卷附錄二卷本，扉葉右題「武

進張氏稿本」，左題「武林後學葉景葵印行」，中間書名題「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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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牌記題「甲戌孟秋之月章鈺署」。經核其內容，發現係同一

板本，茲將該書所收之序跋錄之如下：閼逢閹茂(甲戌，民國二

十三年，1934)<武進張氏諧聲譜序>、民國甲戌年 (二十三年，1934)

戴姜福<諧聲譜校記>(云：「是書為武進張皋文先生惠言撰，經其

子彥惟先生成孫改編」，又云：「皋文先生手書題說文諧聲譜」、「彥

惟先生所編題諧聲譜」)、清道光十七年 (1837)阮元<序>、<阮相

國與汪農部喜孫書>、<諧聲譜總目>。 

○戴說文聲系十四卷二冊  清姚文田撰  清光緒七年(1881)姚覲元據嘉慶

九年(1804)粵東督學使者署刊板修補重刷本 A09.212/(q3)4206 

附：清嘉慶甲子(九年，1804)姚文田<序>、<說文聲系標目>、姚文田<

校後>、清光緒七年 (1881)姚覲元<卷末>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三字。板框 15.6×20.1 公分。魚尾下題「說文聲系○○」

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說文聲系○○」，次行題「歸安姚文田述」。 

扉葉右題「嘉慶甲子(九年，1804)春日刻於」，左題「粵東

督學使署中」，中間書名題「說文聲系」。 

按：姚覲元<卷末>云：「先公此書刻版于粵東督學使署，時在嘉慶甲子，

越七十有八年，次孫覲元任廣東布政使，復攜版來粵，以舊本校

之，雖間有漫漶而首尾完好如故，因命工修補精印流傳，用承先

志且與粵之學士大年更結一重文字因緣云。」 

○戴說文引經考異十六卷六冊  清柳榮宗撰  清同治六年(1867)柳森霖據

咸豐二年江蘇刊本重刊 A09.213/(q3)4793 

附：清咸豐五年 (1855)柳榮宗<敘>、清咸豐二年 (1852)李玉貴<敘>、<

說文引經攷異目錄>、清同治六年 (1867)柳森霖<跋>。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10期 

 104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3.2×17.4 公分。魚尾下題「攷異○」及

葉碼。 

卷之首行題「說文引經攷異卷○」，次行題「丹徒柳榮宗

譔」。 

扉葉題「說文引經攷異十六卷」「咸豐二年 (1852)刊」。 

按：柳森霖<跋>云：「丁卯歲(六年，1867)森霖檢公遺書，悲公學術過

人而受阨於天者獨甚，爰述其梗概以告世之閱是編者。」知是書

若非據「咸豐二年」刊板重刷，即以「咸豐二年」之刊本為底本

重刊(或覆刻)者，並補入柳森霖之<跋>。 

○戴史籀篇疏證不分卷一冊  清王國維撰  羅福頤校  海寧王忠愨公遺書  

民國十六年(1927)據海寧王氏排印本石印  A09.22/(r)1062 

附：民國丙辰 (五年，1916)王國維<史籀篇敘錄>。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0.3×14.2 公分。魚尾下題「史籀」及葉

碼。 

卷之首行上題「史籀篇疏證」，下題「王忠愨公遺書內編」，

次行題「海甯王國維」，卷末題「史籀」及「上虞羅福頤校」。 

扉葉依序題「史籀篇疏證」、「丁卯(民國十六年，1927)寒

露節」、「海甯王氏校印」。 

按：是書係「王忠愨公遺書」內編之一，未見牌記，僅<史籀篇敘錄>

署「丙辰」年，暫依舊錄。 

○戴標準草書第七次修正本一冊  民國于右任編  民國四十年臺北中國公

學校友會  A09.24/(r)1042 

附：<于右任相片>、<標準草書第七次修正本目錄>、民國三十七年于

右任<百字令題標準草書>、民國二十五年于右任<標準草書自序

>、<檢字表>、于右任<標準草書凡例>、<標準草書釋例>、<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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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五年劉延濤<標準草書後序>。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無板心，無界欄。封面墨筆題「標準草書第七次修正本」及「吳

敬恆謹題」，扉葉墨筆依序題「靜農先生惠存」、「于右任」、「四

十二年元月」。 

○戴校松江本急就篇一卷、校補一卷、唐韻佚文一卷一冊  清王國維撰  羅

福頤校  海寧王忠愨公遺書  民國十六年海寧王氏排印石印本

A09.26/(r)1062 

附：民國己未(八年，1919)王國維<急序>、民國丁卯(十六年，1927)羅

福頤<校補後記>、唐天寶十年 (751)<序>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0.2×14.0 公分。魚尾下題「急校」(或「唐

佚」)及葉碼。 

《急就篇》之卷首行題「急就篇」，小字雙行題「空海本首

署急就章三字，下署漢黃門令河東史游，顏本章作篇，署漢黃

門令史游撰，漢簡及他諸本均不署書名及撰人姓名」，卷末題「急

校」及「上虞羅福頤校」。 

《唐佚文》之卷首行上題「唐韻佚文」，下題「王忠愨公

遺書內編」，次行題「海甯王國維輯」，卷末題「唐佚」及「上

虞羅福頤校」。 

《急就篇》之扉葉題「校松江本急就篇」、「海甯王氏印行」。

《唐佚文》之扉葉題「唐佚文」、「海甯王氏校印」。 

按：<校補>葉末題：「公此書往歲刊于滬上，茲據滬本校印，嗣由趙斐

雲萬里寄公藏本至，上有手自補校廿餘處，爰印錄裝附於後，丁

卯(民國十六年，1927)十月後學羅福頤謹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