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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本 書 目  

東 海 大 學館 藏 善 本書 簡 明 目錄 --集 部 ． 別 集 類．宋代之屬 (二 ) 

陳惠美 ∗、謝鶯興 ∗∗ 

別集類Ｄ０２.3 

《東萊遺集》二十卷《卷首》一卷二十冊，清王崇炳輯，清雍正元年(1723)

東陽王氏敬勝堂重刊本，D02.3/6030 

附：清雍正癸卯(元年，1723)張坦<序>、宋嘉泰四年(1204)呂喬年<原序>、

清王崇炳<重刻呂東萊先生遺集敘>、<呂東萊先生遺集目錄>、清王

崇炳<呂東萊先生本傳>。 

藏印：「書癖禪心」方型硃印、「盧氏小抱經堂藏書印」方型陰文硃印、

「盧牲賢」方型陰文硃印、「車川後裔」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

十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3.7

×19.7 公分。板心上方題「呂

東萊先生遺集」，魚尾下題

「卷之○」、各文體名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敬勝堂」。 

各卷首行題「呂東萊先

生文集卷之○」，次行題「東

陽王崇炳虎文編輯」，三行

題「金華陳思臚宸若較

梓」，四行題「男士瑛璨文」

「邦琛煥文」，五行題「壻

程開業敬一仝較」，卷末題

「呂東萊先生文集卷之○

終」。 

扉葉題「呂東萊先生遺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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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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張坦<序>云：「庚子(康熙五十九年，1720)夏余膺簡命出守是邦，

每欲蒐羅彙帙而不逮也。越明年政平歲稔，百廢具舉，竊欲端風

示之本以為世道倡，因合麗澤、崇正二書院而一之以重新焉。攷

麗澤實先生晚年講學會友之所，然祠雖重新而先生之遺編仍未一

二數數覯。又明年三月，院長王君虎文以先生遺集一冊見貽且索

敘，余詰其所以迺蘭邑唐生購於葉老人之子，而陳子允琡謀於其

季父陳子宸若而付之剞劂者也。」 

2.呂喬年<原序>云：「自太史公之沒，不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

集》者，真贋錯糅殆不可讀，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流布

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拾整比，將付之鋟木者

以易舊本之失，會言事貶不困就，喬年追惟先緒之不可墜，遂刊

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讀書雜記之類皆總之別集，策問宏

辭之類為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年譜遺事與凡可參考者皆總之附

錄，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不著。」 

3.王崇炳<重刻呂東萊先生遺集敘>云：「成公所著自《博議》外人

皆罕覩，《文統》及《五先生集》則略而不備，偶於蘭谿學博褚

先生處見其遺集，而脫簡不少，思得重吹灰燼彙萃成集，以嘉惠

後學而苦於無貲，乃因及門陳允琡謀貲於其季父陳君宸若，一言

慨諾，經今十載不得完本，蹉跎不舉。今年蘭谿弟子唐思臣購於

葉老人之子而得之，葉老人者名自合，予舊友也。少時為章無逸

先生門人，無逸先生身任婺州，文獻凡遺書之垂滅而不盡者賴以

存傳，而老人所手抄書不下數千卷，向嘗出以示予，不知其有《呂

成公集》也。今一旦得之，十餘年宿願幸而得酬，仍謀 諸陳 君 ，

慨然允諾猶初志也。方予與陳君訂刻此書時，其長子年十三四，

眉目娟秀，今已為諸生；次子才思傑出館；甥程君敬一舉庚子(清

康熙五十九年，1720)副榜，一門斯文之盛，斐然駿發。」 

4.呂喬年<記>(卷二十末葉)云：「伯父《太史說經》唯《讀詩記》

為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劉>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

洛誥>口授為講義，其他則皆講說所及而門人記錄之者也。伯父

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不能止，伯父沒，流散益廣，

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奧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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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不可以不傳也。故今仍擔舊錄附益次比之不敢輒有刪改，若

年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 

《屏山全集》二十卷六冊，宋劉子翬撰，清秋柯草堂刊本，D02.3/7211 

附：宋紹興三十年(1160)胡憲<屏山全集序>、宋慶元己未(五年，1199)

朱熹<跋家藏劉病翁遺帖>、宋乾道三年(1167)朱熹<有宋屏山先生劉

公墓表>、宋張磻<謚議>、宋鄭起潛<覆議>、<屏山全集目錄>(末題

「文晟重校」、「李鴻儀書刻」)、《宋史‧儒林傳》、宋乾道癸巳(九

年，1173)朱熹<跋屏山集>。 

藏印：「長相思室」長型硃印、「松菴居士」方型硃印、「崇明蘇曾奎印」

方型陰文硃印、「春暉艸堂」方型硃印、「長相思室」方型陰文硃印、

「崇明蘇曾奎春□(馬宣)甫珍藏經籍金石書畫之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九字。板框 12.7×18.0 公分。

板心上方題「屏山全集」，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

「秋柯草堂藏書」。 

各卷首行題「屏山全

集卷第○」，次行題「宋文

靖公劉子翬著」，卷末題

「屏山全集卷○終」、「文

晟重校」、「李鴻儀書刻」。

卷二十末多題「海陽吳開

來刻字」。 

按：1.胡憲<屏山全集序>云：「予

方以親依愜所願為幸，乃

遽哭其喪，是年予蓋六十

有一而彥沖甫四十七，以

如斯人而止於斯，痛念疇

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

望，豈不重可哀邪？越十

有三年其嗣子玶始編次

其遺文，凡得古賦、古律

詩、記、銘、章、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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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為序。」 

2.朱熹<跋屏山集>云：「《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編

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啟手足時玶年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

逸。後十餘年始復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異參錯

而不可讀矣。於是反復讎訂又十餘年，然後此二十者始克成書，

無大譌謬。」 

3.唐文英「劉子翬」(見《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網路版)云：「《屏

山集》20 卷，有明正德七年(1512)劉澤刊本、清道光十八年(1838)

李延玉秋柯草堂刊本。」 

《岳忠武王文集》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四冊，宋岳飛撰，清黃

邦寧纂修，清李林校閱，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彰德官署刊本，

D02.3/7212 

附：<岳忠武王文集總目>、清乾隆四年(1739)高宗<御製武穆論>、清乾

隆十五年(1750)高宗<御製武穆祠詩>、清乾隆十五年(1750)高宗<諭

祭文>、清乾隆三十五年(1770)何煟<宋岳忠武王文集序>、清乾隆三

十五年(1770)楊景素<序>、清乾隆壬辰(三十七年，1772)譚尚忠<岳

忠武王文集序>、清乾隆三十五年(1770)周於智<序>、清乾隆三十五

年(1770)朱岐<序>、清乾隆三十四年(1769)黃邦寧<序>、<岳忠武王

文集例言>、<岳忠武王遺像暨贊>、<年譜>、<宋史本傳>、<岳忠武

王文集卷一目錄>、<岳忠武王文集卷二目錄>、<岳忠武王文集卷三

目錄>、<岳忠武王文集卷四目錄>、<岳忠武王文集卷五目錄>、<

岳忠武王文集卷六目錄>、<岳忠武王文集卷七目錄>、<岳忠武王文

集卷八目錄>、<岳忠武王文集卷末目錄>、清乾隆三十五年(1770)

李林<岳忠武王文集後跋>、清乾隆三十五年(1770)沈鳳來<岳忠武王

文集後跋>。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2.0×17.6 公分。板心上方題「岳忠武王文集」，魚尾下題「卷

○」、各文體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岳忠武王文集卷○」，次行題「護理河南巡撫河

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兼理河道何煟」，三行題「署河南布政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31 期 

 108

司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楊景素鑒定」，四行題「彰德府知

府黃邦寧纂修」，五行題「湯陰縣知縣李林校閱」，卷末題「岳忠

武王文集卷○終」。 

扉葉題「岳忠武王文

集」、「藏板」。 

按：1.譚尚忠<岳忠武王文集序>

云：「宋《岳忠武文集》為

王孫珂手輯成編，曰《經

進家集》，序中已有散佚，

不知幾何之語，至明歸安

茅元儀纂王遺文幷行軍禦

敵之制，繪圖付梓，板旋

遭燬。遠亭黃公守彰之丙

戌年(三十一年，1766)式瞻

廟貌，祗慕有加，乃就《經

進家集》暨《金陀粹編》、

《續編》、《桯史》諸書旁

參而互訂之，間益以諸書

所未載者，釐為八卷。」 

2.黃邦寧<序>云：「湯陰為

宋岳忠武王故里，其廟社較他處為獨盛，累朝賜謚加號典至渥

也。歲丙戌(三十一年，1766)寧承命忝守茲土，下車瞻謁祠像，

思敬起慕英靈如或式憑，竊嘆王之忠誠謀略往往散見於奏疏狀

牘，天下士至今傳誦，以未讀全文為恨。爰從《金陀編》外益以

《桯史》諸書，參訂同異，排定釐為八卷，首冠聖製，崇褒嘉也。

繼系<年譜>，詳出處也。而<遺編>、<軼事>掇拾附諸卷後。捐俸

付梓，不敢謂忠武文章已盡于此。」 

3.《卷末》收：<忠武王遺事>、宋岳珂<經進家集序>、宋岳珂<金

陀粹編序>、宋岳珂<籲天辨誣錄序>、<歷代加封>(宋嘉定四年

[1204]李大異<追封鄂王告>、宋岳珂<碑陰記>、<改諡忠武指揮

>、王塈行<賜諡誥>)、<創建精忠廟碑記>、明景泰五年(1454)徐



善本書目 

 109

有貞<碑陰記>、明正德十三年(1518)崔銑<重修岳忠武王廟記>、

清岳俊<家廟紀略>、清乾隆三十五年(1770)李林<岳忠武王文集後

跋>、清乾隆三十五年(1770)沈鳳來<岳忠武王文集後跋>。 

《斜川詩集》九卷二冊，宋劉過撰，清初刊本，傅增湘手校並跋，D02.3/7237 

附：癸丑(民國二年，1913)傅增湘(硃筆)<識>、<本傳>、<斜川詩集目錄

>(次行題「宋蘇過叔黨著」) 

藏印：「藏園校定群書」長型硃印、「菊圃」長型硃印、「懷古情深」方型

陰文硃印、「古觀居陸氏藏書記」方型硃印、「沅叔手校」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

板框 13.7×18.0 公分。魚尾下題「斜川詩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斜川詩集卷之○」，次行題「宋蘇過叔黨著」，

卷十末題「終」。 

書皮鈐有「藏園校定群書」，扉葉有傅增湘校語。 

按：1.傅增湘<識>云：「癸酉二月十六日訂前一日校對畢。甲戌七月二

十一日借夏竹虛所藏刻本再校刻本舛錯甚多，毫不足據，當更覓

善本校之。乙亥七月於吳門得《龍洲道人集》十五卷，丙子元宵

燈下閱。小坡《斜川集》已失傳，此龍洲道人劉改之集，改之名

興叔，黨同坊人遂借刻之以射利，予借鈔於味村先生，錄畢始知

其偽，標題處及姓氏俱未改正，恐後有好古之士得全書者或誤信

焉，因題數語於末簡云，丙子元旦淥飲居士識。凡題上加點者俱

將十五卷本對過。前歲在杭收得鮑淥飲抄校本，用此活字本對過，

其經淥飲手校之字則改於本字旁，抄本原有異同則注之下方，淥

飲原有校語亦錄於上方，用資參證。淥飲前後所跋亦原幷彙書於

右，別有鈔集外詩二首，<賦羊腰腎羹輓張魏公>及<放翁贈改之

詩>一首不備錄。此本卷中墨筆乃陳氏所校，與鮑氏多合又加詳

焉，第不著明鈔本所自出耳。癸丑十月三十日傅增湘識。」 

2.<本傳>末墨筆題云：「甲午春日客有以鈔本《斜川集》來售者，

大人買得之，適友人新刻活字板，因請於大人刷印行世。但叔黨

世稱號小坡，今集中有『誠齋知未可喚作小坡休』之句大人固疑

其贋，又<贈侯戎>結句為言『劉子尚狂生』，余亦竊疑不應以劉

子自稱。及閱<襄陽雪中詩>項聯，確係劉改之句，始悟改之與叔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31 期 

 110

黨同諱，後人以此嫁名斜川耳。仲秋過語溪，因囑勉之大兄覓劉

集鈔本校讎，果與《龍洲道人集》無異，宋人小集最為難得，片

光吉羽皆足珍同拱璧，當寓書友人為之改正，亦萟林一快事 也 。

海昌陳世佶識晜孫德滋謹錄。」 

3.卷一首行與三行間墨筆小字題：「按是集乃廬陵劉改之先生所著

名《龍洲道人集》，劉先生諱與叔黨同，人遂以此嫁名斜川，今

於友人處借得劉集鈔本校讎編次幷補錄所遺，但劉集鈔本止一百

五首，是集較多二百餘首，豈鈔本經前人選定而此其全集耶？當

更訪之藏書家訂其錯訛誤乃稱全璧耳。吳曾《能改齋漫錄》載東

坡記叔黨詩『葉隨流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今集中無此

句，非蘇集無疑。」 

4.書中間見墨筆圈點及題字，亦見硃印訂正。卷二葉七、卷三葉二、

卷四葉五至六、卷六葉十等葉補入手抄。 

5.卷三葉七後半葉有德滋墨筆抄錄《桯史》、張世南《游宦紀聞》

及「劉改之初謁辛稼軒……其所遺漏者多矣。此冊首尾無紙附錄

於此。辛酉寒食德滋識」等七行。 

○和《須溪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一冊，宋陳與義撰，劉辰翁評，日本甲申

年江宗白據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朝鮮宋麟壽刊本重刊和訓本，

D02.3/7578 

附：宋劉辰翁<簡齋序>、<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目錄>、明嘉靖二十三

年(1544)柳希春<跋語>、<刊刻姓名>(原無名稱，編者自按 )、日本

甲申年江宗白<跋>。 

藏印：無。 

板式：白口，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4.2×20.9 公分。魚尾間題「簡齋○」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卷之○」，卷末題「須

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卷之○」。 

柳希春<跋語>末附<刊刻姓名>由左至右：「嘉善大夫全羅道

觀察使宋麟壽」、「承訓郎守都事李士弼」、「中訓大夫行茂長縣監柳

泗」、「校正幼學張漢雄李大訓」、「都色記官金克寶」、「刻手僧釋

雄」、「法燈」、「信連」、「天圭」、「崇軒」、「宗修」、「金章文」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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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書中間見硃筆圈點，書眉見墨筆音釋。 

2.<刊刻姓名>題「嘉善大夫全羅道觀察使宋麟壽」，全羅道係朝鮮

地名，參酌柳希春<跋>云：「陳簡齋集未能盛於東方」語，末署

「嘉靖二十三年」，則是書當於嘉靖二十三年時，宋麟壽在朝鮮

刊刻，柳希春<跋>。惜二人事蹟不詳，然「全國圖書聯合目錄」

著錄柳希春著作有二，一為「績蒙求八卷」，日本萬和二年(1659，

清順治十六年 )刊本，一為「眉岩日記」，漢城探求堂 1969 年出版。

據此，宋麟壽和柳希春二人或為朝鮮人。又江宗白<跋>末僅署「甲

申」，嘉靖二十三年後之甲申有：明萬曆十二年(1584)、明崇禎十

七年(1644)、清康熙四十三年(1704)、清乾隆二十九年(1764)、清

道光四年(1824)、清光緒十年(1884)等，由於未列朝代帝號，未知

究係何代，暫記於此。<跋>云：「嘗得是集手寫自珍，遂欲鋟梓

廣其傳於不朽矣，於是以付剞劂氏，且欲便童蒙加以和訓。」則

江宗白係日本人，據朝鮮本加和訓重刊者，故僅著錄為「日本甲

申年江宗白據明嘉靖二十三年(1544)朝鮮宋麟壽刊本重刻和訓本」。 

○和《茶山集》八卷(缺七、八兩卷)二冊，宋曾幾撰，日本萬笈堂據武英殿

本重刊本，D02.3/8022 

附：<茶山集目錄>、清乾隆四十一年(1776)<四庫提要>。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一字。板框 9.8×12.7 公分。板心上方題「茶山集」，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茶山集卷○」，次行題「宋曾幾撰」，卷末題「茶

山集卷○」。 

目錄首行上題「茶山集目錄」，下題「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扉葉右題「柳灣先生校閱」，左題「萬笈堂梓」，中間書名題

「茶山集」。 

按：是書係殘卷，存卷一至六，未見任何牌記可知其刊刻時間，然字句

間見日文訓讀，故仍定為和刻本。至於目錄之首行題「武英殿聚珍

版原本」者，係書賈為自提身價而加之，僅能視為據「武英殿聚珍

版」重刊罷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