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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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楚辭類暨別集類晉唐之屬 

陳惠美 ∗、謝鶯興 ∗∗ 

集部．楚辭類  

○戴山帶閣註楚辭六卷卷首一卷餘論二卷說韻一卷四冊 清蔣驥註 蔣棨、蔣

榕、蔣榘校  民國二十二年北平來薰閣影印清雍正五年武進蔣氏

山帶閣刊本  D01/(q1)4471 

附：<山帶閣註楚辭卷次>、清康熙癸巳(五十二年，1713)蔣驥<序>、清

雍正丁末(五年，1727)蔣驥<後序>、<採摭書目>、漢司馬遷<屈原

列傳>、唐沈亞之<屈原外傳>、<楚世家節畧>、<楚辭地圖>、<

楚辭篇目>、蔣驥<識語>、<卷二目次>、<卷四目次>。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戴君仁」、

「梅園書存」方型硃印，「唐西朱氏結一廬校藏經籍記」方型墨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三十一字。板框 10.7×13.4 公分。魚尾下題「楚辭卷○」及葉

碼，板心下為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上題「楚辭卷○」，次行下題「蔣驥註」，三行為

篇名，卷末題「楚辭卷○終」。 

封面書籤題「山帶閣注楚辭」、「錢玄同題」。扉葉右題「武

進蔣涑畻註」，左題「山帶閣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三閭楚辭」，

後半葉牌記題「民國二十二年北平萊薰閣景印」。 

刻工有：呂殿揚、芮大千、呂殿臣、王亦曾、王奕曾、王

法呂桃、高心時、高心儒。 

按：<山帶閣註楚辭卷次>末題「右計十卷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字」、

「男蔣棨方召」、「榕裕中」、「榘少巖校」。 

○戴屈子章句七卷四冊  清劉夢鵬撰  清劉光鏌、劉光鑑、劉光鑾、劉光銘

仝校  清藜青堂刊本  務本源藏版  D01/(q1)7247 

附：清乾隆己酉(五十四年，1789)謝錫位<序>、清乾隆二十五年 (1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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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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夢鵬<屈子序>、清劉夢鵬訂<目錄>、清劉夢鵬<屈子紀畧>。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 (低一

格)十九字。板框 12.6×17.8 公分。板心上方題「屈子章句」，魚尾

下題「卷之○」、篇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藜青堂」。 

各卷首行上題「屈子章句卷之○」，次行下題「浠川劉夢鵬

雲翼氏訂」、「男光
鏌

鑑」、「姪光
鑾

銘」、「仝校」，卷末題「卷○終」。 

扉葉右題「浠川劉夢鵬著」，左題「務本源藏版」，中間書

名大字題「楚辭燈章句」。 

○戴屈原賦注七卷屈原賦通釋二卷屈原賦音義三卷一冊  清戴震撰  清羅

棻、潘元杰、陶濬宣校 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刊本 D01/(q2)4310 

附：清盧文弨<序>、清戴震<序>、<屈原賦通釋上目錄>、<屈原賦通釋

下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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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5.3×21.1 公分。魚尾下題「屈原賦注

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廣雅書局栞」。 

各卷首行上題「屈原賦注卷○」(或「屈原賦通釋○」、「或屈

原賦音義○」)，次行下題「休寍戴震撰」，卷末題「屈原賦注卷

○」(或「屈原賦通釋○」、「或屈原賦音義○」)，書耳題字數 (如

卷一題「大一百八小五」)。「屈原賦音義下」卷末題「順德羅棻」、

「南海潘元杰初校」、「會稽陶濬宣覆校」。 

封面墨筆題「戴震：屈原賦注」，封面內葉墨筆題「屈原賦戴

氏注」，扉葉題「屈原賦戴氏注十二卷」，後半牌記題「光緒辛卯

(十七年，1891)秋七月廣雅書局栞」。 

按：扉葉題「屈原賦戴氏注十二卷」，內容收屈原賦注七卷、屈原賦通

釋二卷、屈原賦音義三卷，則是書當三個部份所組成。 

集部．別集類  

○戴陶淵明詩不分卷雜文不分卷一冊  晉陶潛撰  南宋曾集編  民國間影

印宋刊本  D02.1/(c)7731-1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0期 

 88

附：南宋紹熙壬子(三年，1192)曾集<題記>、南朝宋顏延年<靜節徵士

誄>、南朝梁昭明天太<傳>。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六字；小字雙行，

行十六字。板框 9.5×13.3 公分。上魚尾下題「陶詩」，下魚尾下

為葉碼及刻工姓名。 

卷之首行上題「陶淵明詩」(或「陶淵明雜文」)。 

按：卷首及卷末均鈐多顆硃印，如「項子京家珍藏」、「華林山人」、「何

經襄」、「二樂齋書畫」等，其它難以辨識。 

○戴陶淵明集注十卷卷首一卷諸本評陶彙集一卷靖節先生年譜考異二卷四

冊  晉陶潛撰  清陶澍集注  民國十五年上海中原書局石印本  

D02.1/(c)7731-2 

附：<靖節先生象>、清乾隆丙午(五十一年，1786)張燕昌<題詞>、<陶

靖節先生小像>、清吳騫<贊>、<陶淵明墓山>、清道光庚子(二十

年，1840)周詒樸<識語>、<總目>、清道光己亥(十九年，1839)陶

澍<例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陶澍編<陶淵明集諸本序錄>、

<誄傳雜識>、陶澍<聖賢羣輔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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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雙欄。半葉十四行，行三十字；小字雙

行，行三十字。板框 12.2×17.1 公分。板心上方題「陶淵明集注」

(或「陶淵明先生年譜」)，魚尾下題「卷○」(或「考異○」)及

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陶淵明集注卷之○」，次行下題「安化陶澍

集注」(或「後學安化陶澍撰」)，三行為詩文體名。 

封面書籤題「陶淵明先生集注」、「上海中原書局印行」。扉

葉右題「陶文毅公原本」，左題「上海中原書局印行」，中間書名

大字題「陶淵明先生集注」，後半葉牌記題「民國十五年印」、「中

原書局」圓章。 

按：1.周詒樸<識語>云：「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十九年，1839)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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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於位，秋，夫人奉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年譜考異

二卷授余，曰：公於從政之暇，不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歸

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詒樸謹受命

校讐數，槧於金陸，既卒業，因志其緣起於簡端。」 

2.<陶淵明集諸本序錄>收：梁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陽休之序錄、

宋丞相私記、僧思悅書集後、文獻通考經籍考序錄．陶靖節集、

東坡蘇氏、朱子語錄、西山真氏、靖節年譜一卷年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陳氏(陳振孫)、靖節詩注四卷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

清公漢、李公煥本、何孟春本、汲古閣本、焦竑本、張溥漢魏

百三名家本、張爾公本、毛晉綠君亭本、何焯校正本、湯東磵

本、黄文煥陶詩析義本、吳瞻泰陶詩彙注本、蔣薰本、無名氏

集後記、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吳澄詹若麟淵明集補注序。 

3.<誄傳雜識>收：顏延之陶徵士誄、宋書隱逸傳、蕭統陶淵明傳、

晉書隱逸傳、南史隱逸傳、蓮社高賢傳、附錄雜識 (收：何孟春

附錄原採及陶澍新增)。 

4.<諸本評陶彙集>云：「自李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論，諸本踵之，

遞有增録，今彙為一卷，刪其重複，又續采數條附於其後，其

巳見本篇者，則悉略焉。」 

○戴李義山詩偶評一冊  唐李商隱撰  民國黃侃評  潘重規錄  民國六十

三年影手抄本  D02.2/4007-1 

附：無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 

板式：紅格，無板心，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 

首之次行上題「李義山詩偶評卷○」，下題「程夢星箋注

本」，三行題「蘄春黃侃季剛」，卷下末葉題「女念容藏稿」、「甲

寅(民國六十三年 )冬至受業壻潘重規恭錄」。 

按：封面內葉墨筆右題「靜山先生惠存」、「潘重規敬贈」，左題「李義

山詩偶評」。 

○戴藏雲山房杜律詳解八卷卷首一卷八冊  唐杜甫撰  清石閭居士評點  

清道光八年北平聚魁齋刊本  D02.2/4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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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道光壬午(二年，1822)石閭居士<藏雲山房杜律詳解序>、<杜律

詳解原題>、<年譜>、<藏雲山房杜律詳解目錄>(題下小字雙行題

「杜詩原目長短錯綜編次不均今依仇本刪節本篇詩題則各仍其

舊」)。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聚魁齋鐫」

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無行格。半葉十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3.3×16.5 公分。板心上方題「杜律詳解」，

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藏雲山房杜律詳解○言律卷之○」，次行上

題「一止主人珍藏」，下題「石閭居士評點」，三行為詩題，卷末

題「杜律詳解卷之○終」。書眉有評語，行間有圓圈。 

扉葉上題「道光戊子(八年，1828)年新鐫」，右題「藏雲山

房」，左雙行題「此書寄存京都琉璃廠西門」、「路北聚魁齋刻字

舖內發傳」，中間書名大字題「杜律詳解大全集」 

按：1.<藏雲山房杜律詳解序>云：「緣係一正子家藏即題為藏雲山房杜

律詳解云。」 

2.<杜律詳解原題>云：「是書典故本於仇滄柱杜解詳註，但刪繁補

略而已，其詩次亦依仇本，其間間有改訂者，惟註明於本詩題

下，並不移篇章，以便叅考仇氏杜詩詳註，易於翻閱耳。」 

○戴讀杜心解六卷卷首一卷十二冊  唐杜甫撰  清浦起龍講解  清浦起麟

參讀  清浦敬疇、浦敬敷、浦敬思、王皐、浦錦雲、浦錦雯、浦

錦□、浦錦霦、浦元福、浦通儒、浦復□受讀  清王聯曾、蔡名

烜、浦起麟、浦芳體校  清雍正二年無錫浦氏寧我齋刊本  

D02.2/4453-6 

附：<題辭>、清雍正二年 (1724)浦起龍<發凡>、<舊唐書文苑本傳>、<

新唐書本傳>、唐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讀杜

心解總目>、<土氏世系表畧>、清浦起龍編<少陵編年詩目譜>(王

聯曾、蔡名烜、浦起麟校)、<讀杜提綱>、<讀杜心解卷一．卷一

之一五古目錄>、<卷一之二五古目錄>、<卷一之三五古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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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之四五古目錄>、<卷一之五五古目錄>、<卷一之六五古目錄

>、<讀杜心解卷二．卷二之一七古目錄>、<卷二之二七古目錄>、

<卷二之三七古目錄>、<讀杜心解卷三．卷三之一五律目錄>、<

卷三之二五律目錄>、<卷三之三五律目錄>、<卷三之四五律目錄

>、<卷三之五五律目錄>、<卷三之六五律目錄>、<讀杜心解卷四．

卷四之一七律目錄>、<卷四之二七律目錄>、<讀杜心解卷五．卷

五之一五排目錄>、<卷五之二五排目錄>、<卷五之三五排目錄>、

<卷五之四五排目錄>、<卷五之末七排目錄>、<讀杜心解卷六．

卷五之上五絕目錄>、<卷六之下七絕目錄>、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三

十二字。板框 13.7×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讀杜心解」，魚尾下

題「卷○之○」、詩體名(如「五古」)及葉碼，板心下方題「寧我

齋」。 

卷一首行上題「讀杜心解卷○」，次行下題「無錫前磵浦起

龍二田講解」，三行下題「弟起麟三玉叅讀」(卷二第三行題「敬

疇子洪」、四行題「男 敬敷官虞受讀」、「敬思瞻季」，卷三第三

行題「壻王皐逸羣」、四行題「姪 錦雲章黻受讀」，卷四之第三

行題「錦雯掌綸」、第四行題「姪 錦□有筠受讀」、第五行題「錦

霦寶榖」，卷五之第三行題「男 敬敷官虞」、第四行題「姪 錦雱

寶穀受讀」，卷六之第三行題「元福慶成」、第四行題「孫 通儒

收子受讀」，第五行題「姪孫復□茹初」)，四行上題「卷○之○」

及詩體名(如「五古」)，卷末題「卷○之○」。 

扉葉右題「錫山浦起龍是正」，左題「少陵全書」、「靜寄東

軒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讀杜心解」。 

按：卷四之二之卷末有牌記題「雍正甲辰 (二年，1734)九月前磵浦氏刋

定」，板心下方題「寧我齋」，故題為「清雍正二年無錫浦氏寧

我齋刊本」。 

○戴音註韓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十冊  唐韓愈撰  民國二十三年文

祿堂影印本  D02.2/4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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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趙德<文錄序>、唐李漢<文集序>、<音註韓文公文集目錄>、甲戌

張允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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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郡潘寅叔藏書印」、「李印長英」、「潘氏寅叔

珍藏」、「盧倧私印」、「□寅之印」方型墨印、「瞻綠堂」長型墨

印。 

板式：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二字。板框 12.2×17.7 公分。板心上方間題字數 (如卷一葉一

題「大三․五十四小百八十五」，間為白口)，上魚尾下題「韓文

卷○」，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間題字數 (如卷一葉五題「大

四․十六小一․七十八」，間無字數 )及刻工。 

各卷首行上題「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或「音註韓文公

文外集卷第○」)，次行中題「門人李漢編」(僅見卷一)，三行為

文體名，卷末題「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或「音註韓文公文

外集卷第○」)。 

卷三之卷末鈐牌記「知止堂」、「知足不辱知止不殆」墨印。 

扉葉題「音註韓文公文集」，後半葉牌記題「甲戌(民國二十

三年，1934)三月文祿堂印」。 

按：1.外集卷五之卷末題：「子開云文公外集五卷疑當時李漢有所不取

亦疑有假冒失真者如雷塘禱雨文見於栁子厚集此所載殆不可讀

以栁文校正十七處始完直諫表論顧威狀別本注云亡此本獨収非

文公所為無疑也。」 

2.外集卷六至卷十為「順宗實錄」，第卷六首葉之次行下題「史臣

韓愈撰」。 

3.張允亮<跋>云：「此本敦字減筆而廓字不減當是宋光廟時刻行格

彫工與婺本最近江山為衢州屬邑衢婺接壤婺州私家刻書之風極

盛祝書既出婺人遂稍加刪節取以刊行理或然也。⋯⋯丁夘嵗暮

此書出徐梧生司業家展轉歸於蕭山朱翼厂翼厂以鄉先哲遺箸不

忍聴其湮沒適文祿主人有刋傳古籍之舉因畀其景印流通公諸當

世屬為序其大畧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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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十六冊，唐韓愈撰，唐

李漢編，宋朱熹考異，宋王伯大音釋，明朱吾弼重編，明汪國楠、

朱家楙、譚昌言、任家相、徐有德、劉遷喬仝校，明馬孟復重閱，

明朱崇沐訂梓，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D02.2/4480-6 

附：明萬曆三十三年 (1605)朱吾弼<韓文考異序>、南宋寧宗慶元三年

(1197)朱熹<韓文考異序>、唐長慶四年 (824)李漢<朱文公校昌黎先

生集序>、<昌黎先生集諸家姓氏>、<韓文考異閱訂姓氏>、<朱文

公校昌黎先生集凡例>、<朱文公校昌黎先生集目錄>(次行題「李

漢編集」)、<朱文公校昌黎先生外集目錄>。 

藏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 

板式：單白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

八字。板框 15.0×22.3。板心上方題「韓文考異」，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卷一首行題「朱文公校昌黎先生文集卷之一」(卷二以下題

「朱文公校昌黎先生文集卷之○考異音釋附」)，次行題「宗後

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三行題「禮部儀制司郎中婺源汪

國楠」，四行題「松江府通判新淦朱家楙」，五行題「婺源縣知縣

長水譚昌言」，六行題「教諭武昌任家相」，七行題「訓導姑孰徐

有德」，八行題「金陵劉遷喬仝校」，九行題「選貢縣丞長汀馬孟

復重閱」，十行題「文公裔孫庠生朱崇沐訂梓」。 

扉葉右題「朱文公校正」，左題「宋本重刊」，中間書名大

字題「昌黎先生全集考異」。 

按：1.該書藏者曾以「東雅堂本」校之，於卷十葉十貼一紙條云「鍠按

此作駚」、卷十四葉廿一貼紙條云「李紱巨來與談方靈皋論學生

代齋郎書」、卷二十二葉二貼一紙條云「李紱巨來書茅順甫查近

川書後」、<新書本傳>葉十六貼一紙條、外集卷二頁十四貼一紙

條云「李紱巨來書膺作昌黎與大類書後」。 

2.書眉間見墨筆註語，書中間見硃筆句讀與補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