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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叢書部．類叢類(二) 

陳惠美 ∗、謝鶯興 ∗∗ 

類叢類Ｅ０１ 

經Ｅ01.1 

《通志堂經解》一三八種(存五十種)一百六十五冊，清納蘭成德校，清康熙

十九年(1680)通志堂刊本 E01.1/(q1)2445 

含：李樗、黃櫄《李迃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十五冊，朱鑑《詩傳

遺說》存卷四至卷六共一冊，逸齋《詩補傳》三十卷八冊，許謙《詩

集傳名物鈔》八卷四冊，朱倬《詩經疑問》七卷附趙惪《詩辨說》一

卷共一冊，朱善《詩解頤》四卷二冊，劉敞《春秋劉氏傳》十五卷二

冊，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一冊，陳傅良《春秋後傳》十二

卷二冊，葉夢得《石林春秋傳》二十卷四冊，呂祖謙《春秋集解》三

十卷八冊，呂祖謙《左氏傳說》二十卷二冊，陳則通《春秋提綱》十

卷一冊，黃仲炎《春秋通說》十三卷二冊，呂大圭《春秋或問》二十

卷四冊，呂大圭《春秋五論》一卷一冊，徐晉卿《春秋類對賦》一卷

一冊，齊履謙《春秋諸國統紀》六卷一冊，程端學《春秋或問》十卷

三冊，趙汸《春秋屬辭》十五卷六冊，趙汸《春秋師說》三卷一冊，

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一冊，李廉《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七冊，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五冊，陳深《清全齋讀春秋

編》十二卷二冊，張以寧《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春秋春王正月考

辨疑》一卷一冊，王與之《東巖周禮訂義》八十卷十六冊，葉時《禮

經會元》四卷四冊，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傅崧卿《夏小正

戴氏傳》四卷四冊，敖繼公《儀禮集說》十七卷九冊，汪克寬《經禮

補逸》九卷附錄一卷一冊，唐玄宗等《孝經注解》一卷董鼎《孝經大

義》一卷吳澄《草廬孝經》一卷朱申《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句解》

一卷一冊，張栻《南軒論語解》十卷二冊，蔡節《論語集說》十卷四

冊，張栻《南軒孟子說》七卷四冊，蔡模《孟子集註》十四卷三冊，

孫奭《孟子音義》二卷一冊，趙順孫《孟子纂疏》二十六卷十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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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德秀《四書集編》二十六卷五冊，元胡炳文《四書通》二十六卷

十二冊，元張存中《四書通證》六卷二冊，元詹道傳《四書纂箋》二

十八卷七冊，元朱公遷《四書通旨》六卷三冊，元陳天祥 1《四書辨

疑》十五卷三冊，元景星《學庸啟蒙》二卷一冊，宋熊朋來《熊先生

經說》七卷二冊，《十一經問對》 2五卷二冊，明蔣悌生《五經蠡測》

六卷一冊。 

附：<毛詩綱目>(板心題「毛詩李黃集解綱目」)、<毛詩李黃集解圖譜總論

>(收李迃仲毛詩圖譜詳說、黃實夫說詩總論、觀詩說、國風、族譜、

四詩傳授圖、十五國風譜)、宋端平乙未(二年，1235)馬鑑<詩傳遺說

跋>、逸齋<詩補傳序>、逸齋<詩篇目>、元至元五年(1339)吳師道<詩

集傳名物鈔序>、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成德<朱孟章詩疑問

序>、元至正丁亥(七年，1347)劉錦文<詩經疑問識>、<詩經疑問綱目>、

明洪武三十五年(1402)丁隆<詩解頤跋>、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

納蘭成德<劉公是春秋序>、宋開禧三年(1207)樓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序>、宋嘉定元年(1208)周勉<春秋後傳識語>、明萬曆三十六年(1608)

清常道人<(春秋後傳)跋>、葉夢得<石林先生春秋傳序>、清康熙丁巳

(十六年，1677)納蘭成德<葉石林春秋傳序>、宋開禧乙丑(元年，1205)

葉筠<石林先生春秋傳跋>、宋開禧乙丑(元年，1205)真德秀<石林先生

春秋傳跋>、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成德<呂氏春秋集解序>、

<呂東萊先生春秋集解目錄>、<左氏傳說．看左氏規模>、<左氏傳說

目錄>(三行題「看左氏規模」)、明胡光世<春秋提綱序>、<春秋提綱

                                                 
1 按，館藏此書並無題作者名字，《文淵閣四書全書》收有《四書辨疑》，作者署名「元

陳天祥」，約略比對其內容，大致相同，是書<提要>云：「《四書辨疑》十五巷，不著

撰人名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北分隔纔百五六十年，經書文字已有不同。則

元初人所撰矣。蘇天爵<安熙行狀>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北方者，滹南王公

雅以辨博自負，爲說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說，增多至若干言。是書多引王若虛說，

殆寧晉陳天祥書也。朱彞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

偃師陳氏、黄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峯一宗朱子，其爲偃師

陳氏之書無疑。所說當矣。」故依<提要>之說署「元陳天祥」。 
2 按，館藏是書無題作者名字，《文淵閣四書全書》收有《十一經問對》，亦未署作者名

字，但有<目錄>，約略比對其內容，大致相同，是書<提要>云：「《十一經問對五卷》

題本題『何異孫撰』，不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論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

田，則當為元人。第一卷中論論語莫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為

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異孫及見其講經，則當在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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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陳應龍<春秋提綱跋>、宋紹定三年(1230)黃仲炎<春秋通說序

>、宋端平三年(1236)李鳴復等<春秋通說表．經筵講讀奏舉狀>、宋黃

仲炎<春秋通說表．繳進春秋通說表>、宋寶祐甲寅(二年，1254)何夢

申<春秋或問跋>、<春秋或問目錄>、清康熙丁巳(十六年，1677)納蘭

成德<春秋五論序>、宋皇祐三年(1051)徐晉卿<春秋經傳類對賦序>、

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成德<春秋經傳類對賦題辭>、元至大

戊申(元年，1308)區斗英<春秋類對賦識語>、吳澂<春秋諸國統紀序>、

元延祐四年(1317)齊履謙<春秋諸國統紀目錄>、元延祐丁巳(四年，

1317)齊思恭<(春秋諸國統紀)後序>、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

成德<程積齋春秋序>、明宋濂<春秋屬辭序>、元趙汸<春秋屬辭序>、

元趙汸<春秋屬辭目錄>、金居敬<春秋屬辭題跋>、元至正戊子(八年，

1348)趙汸<春秋師說題辭>、<春秋師說序目>、金居敬<春秋師說題跋

>、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序>、元至正九年(1349)李廉<春秋諸傳會通

序>、李廉<春秋諸傳序>、李廉<春秋諸傳會通凡例>、李廉<讀春秋綱

領>、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成德<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凡例>、<程子朱子說春秋

綱領>、<春秋世次圖說>、清康熙丁巳(十六年，1677)納蘭成德<清全

齋讀春秋編序>、清康熙丁巳(十六年，1677)納蘭成德<張翠屏春秋春

王正月考序>、明洪武三年(1370)張以寧<春秋春王正月考序>、明宣德

元年(1426)張隆<春秋春王正月考續附>、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

納蘭成德<東巖周禮訂義序>、宋紹定五年(1232)真德秀<周禮訂義序

>、<(周禮訂義)編集條例>、<周禮訂義序論>(收序周禮興廢、論周禮

綱目、論五官目錄、論天地四時官名、論公孤不列於六職、論官職多

寡、論六官次敘先後、論六官所交互)、宋淳祐二年(1242)<行在祕書

省牒温州>、宋淳祐二年(1242)施洽<温州狀>、宋淳祐二年(1242)趙汝

騰<上奏>、宋王與之<周禮訂義序目>、宋嘉熙丁酉(元年，1237)趙汝

騰<周禮訂義後序>、元至正乙巳(二十五年，1365)潘元明<禮經會元序

>、元至正二十六年(1366)陳基<禮經會元序>、<竹埜先生傳>、元至正

二十五年(1365)葉廣居<識>、<禮經會元目錄>、明嘉靖丙申(十五年，

1536)高叔嗣<太平經國之書序>、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序>、<成周官

制圖>、<秦漢官制圖>、<漢南北軍圖>、<太平經國之書目錄>、宋宣

和辛丑(三年，1121)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序>、清康熙丁巳(十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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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納蘭成德<儀禮集說序>、元大德辛丑(五年，1301)敖繼公<儀禮

集說序>、元大德辛丑(五年，1301)敖繼公<儀禮集說跋>、元至正十四

年(1354)李俊民<儀禮逸經傳序>、元吳澄<儀禮逸經目錄>、明弘治丁

巳(十年，1497)程敏政<儀禮逸經傳跋>、明洪武二年(1369)曾魯<經禮

補逸序>、元汪克寬<經禮補逸序>、宋范祖禹<古文孝經說序>、宋司

馬光<古文孝經指解序>、唐玄宗<今文孝經序>、元大德九年(1305)熊

禾<孝經大義序>、<孝經文義篇目>、元吳澄<孝經題辭>、元大德癸卯

(七年，1303)張恒<草廬孝經跋>、宋乾道九年(1173)張栻<南軒論語解

序>、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成德<永嘉蔡氏論語集說序>、<

論語集說例>、宋淳祐五年(1245)蔡節<進論語集說表>、宋淳祐丙午(六

年，1246)姜文龍<論語集說跋>、宋乾道九年(1173)張栻<南軒孟子說

序>、宋張栻<講義發題>、清康熙丙辰(十五年，1676)納蘭成德<建安

蔡氏孟子集疏序>、宋蔡模<孟子集註序說>、宋孫奭<孟子音義序>、

清康熙丁巳(十六年，1677)納蘭成德<趙氏四書纂疏序>、宋洪天錫<

四書纂疏序>、宋趙順孫<四書纂疏序>、<四書纂疏引用總目>、宋趙

順孫<讀大學章句綱領>、宋淳熙己酉(十六年，1189)朱熹<大學章句序

>、宋寶祐四年(1256)牟子才<中庸纂疏序>、宋趙順孫<讀中庸章句綱

領>、宋淳熙己酉(十六年，1189)朱熹<中庸章句序>、宋趙順孫<讀論

孟集註綱領>、宋趙順孫<讀論語孟子法>、宋趙順孫<朱熹論語集註序

說>、宋趙順孫<朱子集註序說>、宋寶慶三年(1227)真德秀<朱子大學

章句序>、宋咸淳辛未(七年，1271)真志道<學庸集編序>、宋淳熙己酉

(十六年，1189)朱熹<中庸章句序>、宋咸寧九年(1273)劉才之<四書集

編序>3、<論語朱子集注序說>、<朱子集注孟子序說>、元泰定甲子(元

年，1324)胡炳文<四書通序>、元泰定三年(1326)鄧文原<四書通序>、

<四書通凡例>、<朱子四書引用姓氏>、<四書通引用姓氏書目>、元天

曆二年(1329)張存中<四書通引用姓氏書目識>、元胡炳文<大學朱子序

>、元胡炳文<中庸朱子序>、元胡炳文<(論語)朱子集註序說>、元胡

炳文<(孟子)朱子集註序說>、元泰定戊辰(1328)4胡炳文<四書通證序

                                                 
3 按，<序>末署「咸寧九年至日後學迪功郎建泠掾劉才之謹序」，咸淳九年。<四書集

編提要>云：「咸淳九年(案原本作『咸寧九年』，宋無此年號，今改正)劉才之序」。 
4 按，王學熲編《年代對照表》載「泰定帝」僅四年(甲子至丁卯，1324 至 1327)，「戊

辰」則為文宗天順、天曆元年(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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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張存中<四書通證凡例>、<四書通證群書總目>、元至正癸未(三

年，1343)胡一中<四書纂箋序>、<四書纂箋凡例>、宋淳熙己酉(十六

年，1189)朱熹<大學章句序>、宋淳熙己酉(十六年，1189)朱熹<中庸

章句序>、<讀論語孟子法>、<論語集註纂箋序說>、<孟子序說>、<

四書辨疑目錄>、元至正壬寅(二十二年，1362)景星<學庸集說啟蒙序

>、<學庸集說啟蒙凡例>、<讀大學法>、元景星<朱子大學章句序>、

明正統三年(1438)夏時<刻大學集說啟蒙序>、明庚辰(建文二年，1400)

蔣驥<學庸集說啟蒙跋>、明宣德九年(1434)夏時<刻中庸集說啟蒙序

>、元景星<朱子中庸章句序>、<附錄(熊朋來)本傳>、明戊戌(嘉靖十

七年，1538)閔文振 5<五經蠡測序

>、明洪武庚戌(三年，1370)蔣悌

生<五經蠡測序>、<五經蠡測目

錄>、明林愛民<序五經蠡測後>。 

藏印：「翰□李記」橢圓殊印(見「春

秋集傳釋義綱領」)。 

板式：白口，左右雙欄，單魚尾。半

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字至三十字。板框

15.1×20.2 公分。板心上方間見字

數(如《清全齋讀春秋編》)，魚

尾下題書名卷次(如「毛詩李黃

集解卷三」)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通志堂」及刻工。 

《李迃仲黃實夫毛詩集

解》之卷一首行上題「李迃仲

黃實夫看詩集解卷第○」，次行

                                                 
5 按，是序末署「是歲冬十有一日朔後四日浮梁蘭莊閔文振謹書」，序文云：「戊戌之秋，

予謬承州檄，纂修州志，……蔣子宗雨出其先祖仁叔氏《五經蠡測》，……屬宗雨梓

之，……謹匝月工竣，……自仁叔氏沒今百五六十年，……」，蔣氏是書之序署「洪

武庚戌(三年，1370)」，「戊戌」年則有永樂十六年(1418)，成化十四年(1478)、嘉靖十

七年(1538)等，雖不知蔣氏之卒年，然就「仁叔氏沒今百五六十年」之說計算，以嘉

靖十七年(1538)距是序的 168 年最相符合，故是書繼刊於是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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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三山先生李樗迃仲講義」，三行題「南劍教授黃櫄實夫講義」，

四行題「三山先生李泳深卿校正」，五行題「東萊先生呂祖謙伯恭釋

音」，卷末題「李迃仲黃實夫看詩集解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詩傳遺說集解》之各卷首行上題「詩傳遺說卷第○」，卷末題

「詩傳遺說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詩補傳》之各卷首行上題「詩補傳卷第○」，次行上題各卷收

錄之名(如卷一題「國風」)，下題「逸齋」，卷末題「詩補傳卷第○」

及「後學成德挍訂」。 

《詩集傳名物鈔》之各卷首行上題「詩集傳名物鈔卷第○」，次

行下題「東陽許謙」，卷末題「詩集傳名物鈔卷第○」及「後學成德

挍訂」。 

《詩經疑問》之各卷首行上題「詩經疑問卷第○」，次行下題「進

士旴黎朱倬孟章編」，卷末題「詩經疑問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詩解頤》之各卷首行上題「詩解頤卷第○」，次行下題「豐城

朱善備萬學」，卷末題「詩解頤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劉氏傳》之各卷首行上題「春秋劉氏傳第○」，下題各公

名(如「隱公」)，卷末題「春秋劉氏傳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名號歸一圖》之各卷首行上題「春秋名號歸一圖卷○」，

次行題春秋國名(如「周魯齊晉」)，卷末題「春秋名號歸一圖卷○」

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後傳》之各卷首行上題「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第○」，次

行下題「永嘉陳傅良」(僅見於卷一)，卷末題「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卷

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石林先生春秋傳》之各卷首行上題「石林先生春秋傳卷第

○」，次行下題「葉氏」，卷末題「石林先生春秋傳卷第○」及「後

學成德挍訂」。 

《春秋集解》之各卷首行上題「春秋集解卷第○」，次行下題「東

萊呂祖謙伯恭」，卷末題「春秋集解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左氏傳說》之各卷首行上題「左氏傳說卷第○」，次行下題「東

萊呂祖謙伯恭」，卷末題「左氏傳說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提綱》之各卷首行上題「春秋提綱卷第○」，次行下題「鐵

山先生陳則通譔」(僅見於卷一)，卷末題「春秋提綱卷第○」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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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德挍訂」。 

《春秋通說》之各卷首行上題「春秋通說卷第○」，次行下題「永

嘉黃仲炎若晦」，卷末題「春秋通說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或問》之各卷首行上題「春秋或問卷第○」，次行下題「進

士温陵呂大圭述」(僅見於卷一)，卷末題「春秋或問卷第○」及「後

學成德挍訂」。 

《春秋五論》卷之首行上題「春秋五論」，次行下題「樸鄉先生

温陵呂大圭述」，卷末題「春秋五論」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類對賦》卷之首行上題「春秋類對賦」，次行下題「將仕

郎試祕書省校書郎徐晉卿」，卷末題「春秋類對賦」及「後學成德挍

訂」。 

《春秋諸國統紀》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諸國統紀卷第○」，次

行下題「沙鹿齊履謙敘類」，卷末題「春秋諸國統紀卷第○」及「後

學成德挍訂」。 

《春秋或問》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或問卷第○」，次行下題「四

明程端學述」(僅見於卷一)，卷末題「春秋或問卷第○」及「後學成

德挍訂」。 

《春秋屬辭》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屬辭卷第○」，次行下題「新

安趙汸學」，卷末題「春秋屬辭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師說》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屬辭卷○」，次行下題「新

安趙汸編」，卷末題「春秋屬辭卷○」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左氏傳補注》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

○」，次行下題「新安趙汸學」，三行題「○公 杜氏集解隱第○」，

卷末題「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諸傳會通》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諸傳會通卷第○」，次

行下題「廬陵進士李廉輯」，卷末題「春秋諸傳會通補卷第○」及「後

學成德挍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各卷之首行上題「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

第○」，次行下題「後學新安俞皋述」，卷末題「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清全齋讀春秋編》各卷之首行上題「清全齋讀春秋編卷第

○」，次行下題「吳郡陳深撰」，卷末題「清全齋讀春秋編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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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學成德挍訂」。 

《春秋春王正月考》卷之首行上題「春秋春王正月考」，下題「前

集」，次行下題「後學晉安張以寧述」，卷末題「春秋春王正月考」、

「前集」及「後學成德挍訂」。 

《東巖周禮訂義》各卷之首行上題「東巖周禮訂義卷第○」，卷

末題「東巖周禮訂義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禮經會元》各卷之首行上題「禮經會元卷第○」，次行題「龍

圖閣學士光祿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諡文康葉時著」，卷末題「禮經會元卷第○」及「後學成

德挍訂」。 

《太平經國之書》各卷之首行上題「太平經國之書卷第○」，次

行題「永嘉鄭伯謙節卿」，卷末題「太平經國之書卷第○」及「後學

成德挍訂」。 

《夏小正戴氏傳》各卷之首行上題「夏小正戴氏傳卷第○」，次

行題「山陰傅崧卿」，卷末題「夏小正戴氏傳卷第○」及「後學成德

挍訂」。 

《儀禮集說》各卷之首行上題「儀禮卷第○」，次行題「敖繼公

集說」，卷末題「儀禮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儀禮逸經傳》卷之首行上題「禮」，下題「吳澄學」，次行題

「儀禮逸經」(或「儀禮傳」)，卷末題「禮」及「後學成德挍訂」。 

《經禮補逸》卷之首行上題「經禮補逸卷第○」，次行題各禮名

稱(如「吉禮」)，卷末題「經禮補逸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孝經注解》卷之首行上題「孝經」，次行下題「唐玄宗皇帝注」，

三行題「宋司馬光指解」，四行題「范祖禹說」，卷末題「孝經」、「經

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注凡一萬二千三百六十五言」及「後學成德

挍訂」。 

《孝經大義》卷之首行上題「孝經大義 文 公 刊

誤 古 文 」，次行下題「鄱陽

董鼎注」，卷末題「孝經大義」及「後學成德挍訂」。 

《草廬孝經》卷之首行上題「孝經 草 廬 校 定

今 古 文 」，下題「吳澄學」，卷

末題「孝經」及「後學成德挍訂」。 

《孝經句解》卷之首行上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句解」，次

行下題「後學朱申周翰注」，卷末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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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學成德挍訂」。 

《南軒論語解》各卷之首行上題「南軒先生論語解卷第○」，次

行題各篇之篇名，卷末題「南軒先生論語解卷第○」及「後學成德

挍訂」。 

《論語集說》各卷之首行上題「論語集說卷第○」，次行下題「永

嘉蔡節編」，三行題各篇之篇名，卷末題「論語集說卷第○」及「後

學成德挍訂」。 

《南軒孟子說》各卷之首行上題「南軒先生孟子說卷第○」，次

行題各篇之篇名，卷末題「南軒先生孟子說卷第○」及「後學成德

挍訂」。 

《孟子集疏》各卷之首行上題「孟子集註卷第○」，下題「蔡模

集疏」，次行題各篇之篇名，卷末題「孟子集註卷第○」及「後學成

德挍訂」。 

《孟子音義》各卷之首行上題「孟子音義○」，次行題各篇之篇

名，卷末題「孟子音義○」及「後學成德挍訂」。 

《孟子纂疏》的《大學》，卷之首行上題「大學」，次行題上題

「朱子章句」，下題「後學趙順孫纂疏」，卷末題「大學」及「後學

成德挍訂」。《中庸》，卷之首行上題「中庸」，次行題上題「朱子章

句」，下題「後學趙順孫纂疏」，卷末題「中庸纂疏」及「後學成德

挍訂」。《論語》，各卷之首行上題「論語卷第○」，次行題上題「朱

子集註」，下題「後學趙順孫纂疏」，卷末題「論語卷第○」及「後

學成德挍訂」。《孟子》，各卷之首行上題「孟子卷第○」，次行題上

題「朱子集註」，下題「後學趙順孫纂疏」，卷末題「孟子卷第○」

及「後學成德挍訂」。 

《四書集編》的《大學》，卷之首行上題「大學」，卷末題「大

學集編」及「後學成德挍訂」。《中庸》，卷之首行上題「中庸」，卷

末題「中庸集編」及「後學成德挍訂」。《論語》，各卷之首行上題「論

語集編卷第○」，卷末題「論語集編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孟

子》，各卷之首行上題「孟子集編卷第○」，卷末題「孟子集編卷第

○」及「後學成德挍訂」。 

《四書通》的《大學》，卷之首行上題「大學」，次行題「朱子

章句」，三行下題「後學胡炳文通」，卷末題「大學章句」及「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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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挍訂」。《中庸》，卷之首行上題「中庸」，次行題「朱子章句」，

三行下題「後學胡炳文通」，卷末題「中庸章句」及「後學成德挍訂」。

《論語》，卷之首行上題「論語卷第○」，次行題「朱子集註」，三行

下題「後學胡炳文通」，卷末題「論語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孟子》，卷之首行上題「孟子卷第○」，次行題「朱子集註」，三行

下題「後學胡炳文通」，卷末題「孟子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四書通證》的《大學》，卷之首行上題「大學章句或問通證」，

次行下題「新安後學張存中編」，卷末題「大學章句或問通證」及「後

學成德挍訂」。《中庸》，卷之首行上題「中庸章句或問通證」，次行下

題「新安後學張存中編」，卷末題「中庸章句或問通證」及「後學成

德挍訂」。《論語》，卷之首行上題「論語集註通證卷○」，次行下題「新

安後學張存中編」，卷末題「論語集註通證卷○」及「後學成德挍訂」。

《孟子》，卷之首行上題「孟子集註通證卷○」，次行下題「新安後

學張存中編」，卷末題「孟子集註通證卷○」及「後學成德挍訂」。 

《四書纂箋》的《大學》分《大學章句》與《大學或問》兩 種 ，

卷之首行上題「大學章句(或問)纂箋」，卷末題「大學章句(或問)纂箋」

及「後學成德挍訂」。《中庸》分《中庸章句》與《中庸或問》兩 種 ，

卷之首行上題「中庸章句(或問)纂箋」，卷末題「中庸章句(或問)纂箋」

及「後學成德挍訂」。《論語》，各卷之首行上題「論語集註纂箋卷第

○」，卷末題「論語集註纂箋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孟子》，

各卷之首行上題「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卷末題「孟子集註纂箋卷

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四書通旨》，各卷之首行上題「四書通旨卷第○」，次行下題「番

陽朱公遷克升學」，卷末題「四書通旨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四書辨疑》，各卷之首行上題「四書辨疑卷第○」，次行題書

名(如「大學」)，卷末題「四書辨疑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學庸啟蒙》，各書之首行上題「大學(或中庸)集說啟蒙」，次行

下題「後學餘姚景星集說」，卷末題「大學(或中庸)集說啟蒙」及「後

學成德挍訂」。書眉間見註語。 

《熊先生經說》，各卷之首行上題「熊先生經說卷第○」，次行下

題「豫章熊朋來」，卷末題「熊先生經說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十一經問對》，各卷之首行上題「十一經問對卷第○」，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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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十一經問對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五經蠡測》，各卷之首行上題「五經

蠡測卷第○」，次行下題「福寧蔣悌生仁

叔」，三行為各經之書名，卷末題「五經蠡

測卷第○」及「後學成德挍訂」。 

按：一、刻工： 

(一)《李迃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君茂、

王順、卜文、卜升、周世求、世求、范

震生、關召、君仁、周文啟、李立、葛

君宣、陳心甫、王相 臣、洪 甫、方惟 、

王儀公、儀公、栢臣、史弘、陳元、子

振、元沛、陳君侯、文啟、國甫、仲桓、

雍堯之、卜奇、平侯、范玉生、范震生、

子文、陳子能、子能、葛君宣、爾英、君侯、君茂、君靜、子林、

仲桓、王玉文、爾公、化之、爾盛、君德、陳心甫、心甫、王儀

公、范震生、震生、李立、雍堯、史弘、王儀公、李公、玉生、

鄉侯、穆君侯、徐彥、陳國甫、六龍、栢子林、子厚、君生、允

聖、周子振、修來、玉文、元士、栢岳海、岳海、穆君、周允聖、

方。 

(二)《詩傳遺說》：穆、六龍、卜升、葛君宣、關召、爾盛、范震

生、王順、君靜、修來、栢子林、化之、陳心甫、心甫、栢臣、

李公、周允聖、李立、陳元、王儀公、方惟、卜文、洪甫、國甫、

爾公。 

(三)《詩補傳》：邵士、天池、方爾英、甘分、子上、洪運、甘 信 、

爾仲、甘世、鄧子珍、金士玉、周開、公止、爾朋、鄧憲、子來、

大超、以功、繆以功、陶善、公化、君珍、良甫、丰先、鄧順、

王安公、劉良公、高元、甘簡、吳千、玉生、鄧啟、子相、吳正

生、王安、觀鄉、允文、劉公、甘琪、金士、鄧廷、季文、吉士、

甘寅、連生、士仁、甘簡德、玉成、金子重、天、俊卿、王臣、

貞卿、。 

(四)《詩集傳名物鈔》：際生、張達、天渠、聖啟、顧明、鄧國、士

玉、鄧宣、王倫、爾仁、祁生、欽明、望之、君正、鄧弘、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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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詩經疑問》：高元、高珩、劉聖公、聖公、格生、鄧文、劉

良公、爾玉、陳爾工、甘世明、周行生、繆以公、王安公、安公、

周開、金子重、甘玉、玉林、王君任、方子進、三吉、鄧甫卿、

鄧珍、至公。 

(六)《詩解頤》：葛君宣、世求、范震生、王相臣、栢子林、王順 、

國甫、方惟、陳心甫、心甫、卜升、栢臣、周文啟、卜文、王文、

陶季賢、季賢、李公、陳君侯、王弘卿、允聖、君茂、卜奇、洪

甫、周子正、陳元、岳海、子能、關召。 

(七)《春秋劉氏傳》：范震生、李立、子能、洪甫、國甫、爾公、

王玉文、子林、關召、史弘、君茂、心甫、栢臣、君靜、世求、

王順、化之、卜文、子振、雍堯之、雍堯、李公、穆君、穆君侯、

徐彥、卜奇、張君茂、六龍、君仁、玉文、陳君侯、呂年、玉生、

陳國甫、卜生、周世求、王儀公。 

(八)《春秋劉氏傳》：顧明、天渠、爾仁、鄧漢、甘典、高宇、子

秀、蔣太、祁生、任臣、周仲、張昇、鄧芃、張奇、鄧士、鄧宣、

六吉、穆旺、周停、王韵、爾吉、子元。 

(九)《止齋先生春秋後傳》：卜升、李立、周文啟、潘平侯、楊中、

范震生、穆君侯、陶冶、劉大超、蔣榮、呂子、潘玉、王順、化

之、王子沾、陳子能、君仁、關召、子振、子林、洪甫、爾開、

震生、世求、王儀公、仲恒、方惟、君靜、尔英、君宣、君茂、

陳元、尔公、國甫、陳君侯、仲恒、陳心甫、心甫、栢臣、卜奇、

文啟、尔盛、王沾。 

(十)《石林先生春秋傳》：卜升、君宣、王相臣、王子沾、方惟、

王儀公、洪甫、爾英、陳子能、文啟、君仁、仲恒、君侯、范震

生、子林、陳元、李立、國甫、爾公、世求、君茂、陳心甫、心

甫、范玉生、子文、化之、史弘、君靜、李公、卿侯、陳君侯、

卜奇、關召、王順、子能、王玉文、揚先、君德、雍堯之、子振、

玉生、栢臣、卜文、震生。 

(十一)《春秋集解》：鄧尔仁、王倫、尔吉、周亭、欽明、尔仁、

徐世、顧明、望之、君正、鄧宣、尚云、王韵、周仲、邒士、林

伯、李治、子秀、高宇、邒明、天渠、遠之、邒德、張奇、張達、

鄧漢、穆旺、祁生、鄧囯、沈芳欣、公衣、邵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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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左氏傳說》：徐世、陳章、子元、蔣太、張達、邒明、望

之、高宇、張奇、邒芃、任臣、張昇、祁生、受廷、鄧囯、王憲、

王韵、周仲、王倫、王枚、邒士、張錫、天渠、鄧漢、子秀、周

停、穆旺、張昇、王憲、甘典、尔吉。 

(十三)《春秋提綱》：范哲生、陳子能、范震生、方惟、潘平侯、

周文啟、揚先、李立、陳元、穆君侯、楊中、蔣荣、林之、陳君

侯、刘順之、王相臣、震生、蔣荣臣、呂子、陳心甫、心甫、陶

冶、曹尔公、曹尔、邵苕之、孟仙、孫禎之。 

(十四)《春秋通說》：至公、丁山、習先、選臣、甘世明、高祥、

方尔英、鄧圣、尔玉、甘玉、刘良工、圣公、公善、鄧甫卿、刘

圣、刘圣公、周行生、甘信、陳三吉、范茂、高元、世維、甘生

玉、王安、尔王、陳二吉、甘銀、甘子貞、鄧世維、陳尔工、鄧

圣甫、圣甫、伯華、包習先、金子重、陶善、格生、繆以公、安

公、甘生、高珩、甘坤、祥生、周開、王君任、玉林、鄧茂、子

文、玉成、鄧吉、君生。 

(十五)《春秋或問》：鄧尔仁、王倫、邒士、天渠、周仲、高宇、

尚云、顧明、鄧宣、望之、徐世、周亭、林伯、尔仁、李治、治、

尔吉、王韵、張達、遠之、欽明、君正、邒德、穆旺、子秀、祁

生、張奇、邒明、世卿、沈芳欣。 

(十六)《春秋五論》：葛君宣、玉生、世求、尔公、王順、李公、

卜升、李立、王相臣、陳君侯。 

(十七)《春秋類對賦》：陶冶、周文啟、楊中、刘大超、范震生、

李立、陳元、王相臣、潘平侯、潘玉、蔣荣。 

(十八)《春秋諸國統紀》：范震生、方惟、周文啟、林之、陳君侯、

雍堯之、曹洪甫、潘平、陳子能、関召、王相臣、李立、蔣荣、

石貞、楊仲恒、仲恒、陳元、陶冶、陳心甫、心甫、曹尔公、堯

之。 

(十九)《春秋或問》：尔吉、邒明、張達、穆旺、鄧囯、張錫、祁

生、甘典、周停、天渠、高宇、蔣太、周仲、任臣、王枚、王倫、

鄧漢、張昇、王韵、子秀、子元、徐世、望之、張奇、尔仁、六

吉、邒芃、受廷、王憲、邒士、顧明。 

(二十)《春秋屬辭》：君仁、栢臣、周文啟、王順、史子弘、尔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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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弘、子林、仲恒、王相臣、陳心甫、心甫、范哲生、陳君侯、

曹尔公、陳子能、方惟、栢子林、関召、曹洪甫、洪甫、張君茂、

卜奇、范震生、堯之、林之、栢君麗、雍堯、陳元、李立、陶冶、

陳君仁、蔣荣、君茂、卿侯、楊仲恒、潘卿侯、王、尔公、卜升、

曹尔、史弘、王順、穆君侯。 

(二十一)《春秋師說》：包習先、甘信、鄧甫卿、鄧順、金子重、

玉成、王成、刘良公、王安公、伯華、聚甫、陶善、甘居、高元、

甘子貞、周開先、方尔英、天池、良公、陶開卿、金佩卿、方汝、

公化、刘景超、周開、張公化、金重、貞卿、甘簡德。 

(二十二)《春秋左氏傳補注》：陶善、陳三吉、高元、甘世明、刘

圣、鄧甫卿、鄧圣、鄧子珍、甘琪、王安公、周開先、陳聚、金

子重、金佩卿、甘崑、甘信、方尔英、伯華、鄧順、周行生、玉

林、刘良公、甘君宜、甘銀、甘子珍、鄧世維。 

(二十三)《春秋諸傳會通》：邒茂卿、甘簡、邵吉士、繆以功、金

士玉、方尔英、陶善、洪運、吳覌、允文、邵士、邒啟、玉生、

吳正生、大超、尔朋、玉成、天池、刘良公、甘分、公止、高元、

君珍、甘先、甘信、邒順、子來、子上、公化、連生、周開、尔

朋、以功、上之、王安公、金子重、穆坤、良甫、邒玉舟、吉士、

鄧子珍、子相、正生、甘世明、王貞、世明、土貞、士玉、王真

修、邒憲、覌卿、子茂。 

(二十四)《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張昇、鄧漢、邒士、穆旺、天渠、

張錫、徐世、王憲、高宇、張奇、子秀、王韵、周仲、張達、六

吉、王玉、祁生、茂生、鄧囯、甘典、望之、邒芃、子元、王尔

吉、刘和、邒明、栢六吉、鄧宣、顧明、鄧德、王倫、陳章、憲

公、鄧佩、蔣任、沈芳欣、張昇、周用、王云登、云登、王枚、

邒德、任臣、尔吉、周停、蔣太。 

(二十五)《清全齋讀春秋編》：陳章、張達、鄧尹、鄧漢、王韵、

談茂生、王盛、高宇臣、天渠、玉明、沈芳欣、公紀、張奇、孔

仁、王尔吉、張昇、鄧宣、蔣太、楊尔生、楊立本、尚達宣、邵

國、鄧士、邵囯、茂生、文先、王尔極、刘太、重士、尔生、高

宇、刘林、刘公一、玉宣、刘全、尔后、君明、邵先、潁涵、王

伯、懷中、邒芃、蔣逢太、祁生、貞生、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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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春秋春王正月考》：鄧漢、鄧士、鄧尹、尚達宣、重士、

懷中、穆旺、邒芃、甘典、于亮臣、繆天、楊立本、刘林甫、王

茂林、刘荣、王尔極、王綏吉、邒宣、沈芳欣、趙尔祚、張昇。 

(二十七)《東巖周禮訂義》：刘良公、陳聚甫、鄧子珍、方尔英、

高元、鄧憲、子仁、周行、金重、金子重、王安公、甘崑、甘寅、

王林、金佩卿、甘世明、甘君、陶善、鄧甫卿、甘銀、周開先、

玉林、周行生、甘信、陶開卿、鄧順、鄧闇、聚甫、方子進、陳

三吉、高祥、范茂、伯華、尔玉、王安、鄧珍、陳尔工、丁山、

鄧圣、公善、甘子貞、至公、尔王、甘琪、甘玉、玉存、周開、

刘圣、習先、世維、選臣、甘坤、刘圣公、甘生、高珩、安公、

王君任、穆選臣、鄧圣甫、鄧世維、包習先、甘泉、君宣、圣公、

天渠、邒芃、王倫、邒士、張達、鄧漢、蔣太、周用、張昇、高

宇、徐世、王盛、蔣任、陶開、甘簡德、邒甫卿、貞卿、公止、

侯伯華、公善、鄧文、格生、甘君宣、栢臣、君仁、周文啟、子

林、卜奇、雍堯之、曹尔公、尔公、栢子林、陳章、甘典、君用、

堯之、潘卿侯、卿侯、甘奮彛、奮彛、祥生、蔣任臣、高宇臣、

王玉、子秀、甘生玉、君生、三吉、甘生、生玉、刘良、良公、

子林、子文、張君茂、君茂、関召、公化。 

(二十八)《禮經會元》：尔仁、張昇、鄧漢、陳章、張奇、子秀、

蔣太、王倫、鄧囯、周仲、顧明、祁生、周停、任臣、甘典、張

達、王韵、望之、六吉、鄧宣、穆旺、王憲、尔吉、天渠、邒明、

張錫、欽明、受廷、邒士、子元、高宇、邒芃、栢正、君正。 

(二十九)《太平經國之書》：周停、尔吉、邒士、任臣、周仲、天

渠、子元、張昇、張錫、徐世、王倫、鄧漢、祁生、顧明、子秀、

邒芃、張達、甘典、蔣太、鄧囯、鄧宣、尔仁、陳章、邒明、張

奇、望之、王韵、栢六吉、穆旺。 

(三十)《夏小正戴氏傳》：関召、方惟、卜升、李立。 

(三十一)《儀禮集說》：張昇、鄧漢、子秀、穆旺、蔣任、天渠、

鄧囯、張錫、王尔吉、王倫、蔣太、王玉、王盛、周用、望之、

公裔、周仲、張達、祁生、鄧宣、張奇、高宇、甘典、子元、栢

六吉、刘和、邒士、鄧佩、沈芳欣、尔生、邒芃、鄧德、邒明、

鄧茂卿、王枚、受廷、徐世、顧明、憲公、云登、陳章、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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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任臣、王憲、六吉、茂生、邒德、尔吉、刘紀。 

(三十一)《儀禮逸經傳》：君宣、卜升、子林、尔公、化之、李 立 、

王順、方惟、君靜、雍堯之、陳君侯、玉生、范玉生、君侯、君

茂、関召、洪甫、王相臣。 

(三十二)《經禮補逸》：鄧宣、邒士、子秀、任臣、邒明、邒芃、

穆旺、王憲、張奇、尔仁、望之、王倫、張錫、周停、周仲、張

達、王韵、顧明、蔣太、鄧囯、子元、張昇、栢六吉、甘典、高

宇、天渠、鄧漢、尔吉、祁生、徐世。 

(三十三)《孝經注解》、《孝經大義》、：正生、高元、高宇、鄧漢、

子云、鄧子珍、甘簡、邒德、天爵、君仲、邒闇、相臣。 

(三十四)《孝經大義》：立本、天渠、張達、鄧囯、君勝、欽明、

斉卿、際生、王倫、望之。 

(三十五)《草廬孝經》：玉成、高元、連生、金士玉、允文、子良 、

甘信、子茂。 

(三十六)《孝經句解》：邒闇、邒德、鄧子珍、鄧漢、陳章、甘簡 、

邒臣、邒漢。 

(三十七)《南軒論語解》：陳心甫、心甫、君靜、栢子林、尔盛、

卜升、雍堯之、囯甫、世求、王相臣、栢臣、王順、六龍、方惟、

関召、洪甫、范震生、卜文、周子振、君仁、李立、卜奇、玉文、

陳元、君茂、子能、葛君宣、允圣、周文啟、李公、君生、化之、

玉生、尔公、君德、栢子林、子能、岳海。 

(三十八)《論語集說》：世求、王弘卿、王相臣、王攵、葛君宣、

方惟、洪甫、范中、范震生、尔公、子能、王順、卜升、君靜、

金生、潘卿侯、李公、君茂、岳海、周子正、尔英、栢臣、君生、

栢子林、陳君侯、玉文、王文、囯甫、子文、允圣、卜奇。 

(三十九)《南軒孟子說》：鄧玉、尔仁、穆彩、張志、張玉、周 岱 、

金子重、公佩、鄧本立、采生、邒卿、鄧卿、王貞、德洪。 

(四十)《孟子集註》：孫貞之、李立、王相臣、関君召、周文啟、

陳元、雍堯之、陳君侯、曹尔公、穆君侯、范震生、陶冶、邵名

之、陳心甫、心甫、林九占、楊中、孟仙、陳子能、林之、震生、

王子荣、潘玉、方惟、刘大超、刘順之、君侯、將荣、潘平侯、

呂子、孫楨之、刘景超、范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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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孟子音義》：葛宣、邒太、子茂、允文、子良、高元、

世明、金士玉、甘世、甘信。 

(四十二)《孟子纂疏》：鄧世維、繆以功、甘玉、鄧憲、選臣、刘

良公、甘慧生、甘子貞、鄧懋卿、金佩卿、甘惠生、高養元、方

尔英、伯華、丁山、至公、陳三吉、玉成、刘圣、范茂、鄧闇生、

尔玉、陳尔工、鄧圣、陳褧、高元、甘信、周開先、周行生、金

子重、王安公、鄧甫卿、陶善、鄧茂卿、甘世明、鄧子珍、良公、

甘琪、鄧順、邒甫、甘崑、褧甫、周開、吳正生、方汝、公止、

陶開卿、金士玉、君珍、甘分、王和、大超、甘寅、玉林、甘簡

德、甘簡、邒楊、公化、天池、刘廷、邒憲、甘銀、高祥、陳吉、

鄧珍、玉存、方子進、子仁、甘君、甘宣、刘良、刘公、子荣、

開先、刘圣公、包生、鄧闇、尔朋、啟如、陶開、包習先、王如、

甘君宣、周行、公善、甘子琪、陶士、丁鉄山、王貞、孔云、覌

卿、吳正生、連生、子上、鄧楊、鄧廷、貞卿、甘先、邒起。 

(四十三)《四書集編》：鄧珍、尔仁、公佩、邒順、張玉、張志、

欽明、穆彩、本立、邒玉、朱士、邒明、子英、邒卿、邒廷。 

(四十四)《四書通》：潘平侯、栢子林、卜升、王順、葛君宣、栢

臣、方惟、范震生、洪甫、世求、周文啟、王相臣、卜奇、陳心

甫、心甫、雍堯之、関召、李公、王弘卿、葛宣、子能、王弘、

子文、王弘卩、相臣、李立、潘俊卿、周停、陳章、鄧佩、天渠、

蔣太、高宇、鄧漢、邒芃、張奇、張達、張昇、徐世、祁生、王

枚、穆旺、邒士、邒明、望之、君正、尔仁、欽明、王倫、鄧囯、

鄧宣、顧明、際生、陳君、聖啟、鄧弘、陳君、邒囯。 

(四十五)《四書通證》：潘平侯、子能、栢臣、世求、李公、王弘

卩、范震生、子文、周文啟、王順、李立、王相臣、洪甫、葛君

宣、方惟、栢子林、卜升、関召、陳心甫、心甫、葛宣、震生。 

(四十六)《四書纂箋》：君正、際生、天渠、祁生、王倫、望之、

欽明、顧明、尔仁、邒芃、鄧弘、鄧囯、鄧宣、聖啟、陳君、邒

士、鄧士、張達、士玉、君勝、邒弘、邒明、子秀、邒德、王韵、

穆旺、周亭、周仲、鄧漢、遠之、高宇、張奇、尚云、云登、林

伯、尔吉、沈芳欣、公衣、李治、邵敬。 

(四十七)《四書通旨》：吳朋、王乆高、王会、周聖西、巨甫、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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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王乆文、進文、陳章、張永、天池、陳君、公玉、句公、談

欽、子石、邒芃、茆召、幟先、王言、配生、甘典、仲明、君善、

茆德卿、邒玉、習先、談元、蔣太、包習先、周惟、森玉、六吉、

君仲、和生、聖西、天爵、邒弘、楊天爵。 

(四十八)《四書辨疑》：張奇、公紀、王尔吉、王韵、尚達宣、鄧

宣、沈芳欣、鄧漢、張昇、蔣太、邒士、張達、玉公、邵先、鄧

尹、高宇臣、天渠、孔仁、鄧囯、祁生、談茂生、王盛、陳章、

姚重士、楊尔生、玉明、楊立本、邒芃、邵囯、重士、刘林、公

言、高宇、立本、尔生、全甫、于亮臣、公昇、逄太、王云、公

一、張玉、刘全、達宣、甘典、刘太、公玉、懷中、鄧囯、徐盛、

王伯、子銓。 

(四十九)《學庸啟蒙》：李立、王順、雍堯之、卜奇、陳心甫、心

甫、周子正、允圣、尔公、子文、子正、尔。 

(五十)《熊先生經說》：鄧世維、周聖西、子仁、吳子仁、甘公御、

楊天爵、君起、鄧玉、焦景霞、朱士、季奉生、宜生、蔣天一、

王方、子臣、仲希、鄭孔加、邵先、繆君勝、君勝、蕃之、徐元

昇、鄧弘、晋生、于臣、君仲、李左、蔣天、張君起、仲熙、于

子臣、于仲熙、張晋生、包習先、君啟。 

(五十一)《十一經問對》：句公、公玉、甘典、伯良、周聖西、陳

章、叙九、王会、王乆文、茆召、焦景霞、君仲、陳君、六吉、

君善、幟先、仲明、云生、邒玉、茆德卿、王乆高、王和、習先、

張永、王文、蔣太、鄧弘。 

(五十二)《五經蠡測》：公玉、周聖西、楊天爵、季生、冝生、李

左、鄭孔加、君起、甘公御、德卿、孔亮、王玉、用周、君仲、

陳君、巨甫、季奉生、焦景霞、吳子仁、朱士、王方、張進文、

茆德卿、晋生、蔣天一、仲明、茂林、伯良、王乆高、季奉、鄧

世維。 

二、《詩集傳名物鈔》之卷八自葉三十三至四十三等，板心未刻「通

志堂」及刻工。 

三、《詩經疑問》附編收趙惪之作，納蘭成德<朱孟章詩疑問序>云：

「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

作六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惪詩辨說一卷。」知該附編為「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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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說」。 

四、《詩解頤》卷三之葉三十九上半葉<七章>二行以降至葉四十下半

葉從<十六章>前空白。丁隆<詩解頤跋>云：「詩經解頤一編，先

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遂取匡說詩解人頤

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鋟諸梓，遠邇讀詩之士往往稱之，……比

年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不重是編之便學者，但歲久不能無

亥豕魯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類，

正其譌誤，以便觀覽，亦未必無小補。」末署「洪武三十五年 」，

知是書曾在該年重刻。 

五、周勉<春秋後傳識語>云：「先生為後傳將脫稾而病，朞歲而病革。

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留，其帖于編增入

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陵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

可刊，帖于編而增入是正者不可復求哉。」 

清常道人<跋>云：「止齋春秋傳十二卷，金陵焦太史內閣抄本也，

錄之。又假唐太常節抄本挍焉，凡增訂其訛脫，毋慮數十百處，

惜也。節文僅得其十之七，不能盡挍其全，為可恨耳。」 

六、納蘭成德<葉石林春秋傳序>：「宋吳郡葉少蘊當紹興中著春秋傳

考讞三書，凡七十卷，又為指要總例二卷，例論五十九篇，開熙

中公孫筠守延平，刊於郡齋，歷世既久，其書不可盡見，所見者

傳二十卷而已。」葉筠<石林先生春秋傳跋>云：「是以併刊三書

於南劍郡齋」。真德秀<跋>云：「公之聞孫來守延平，出是書鋟木

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末署「開禧乙丑」。

納蘭成德云「開熙中公孫筠守延平」，而南宋無「開熙」年號，據

葉筠與真德秀二<跋>所載，知納蘭成德所云「開熙中」應是「開

禧」之誤。又，是書卷四葉十一下半葉之末二行下題「闕二葉」

至卷十三下半葉之前六行皆為空白缺葉。 

七、《左氏傳說》卷五之葉五與葉六的板框為「四邊雙欄」，與其它

諸葉的「左右雙欄」不同，紙張較白亦和其它的泛黃有異，板心

未見刻工，當為後人所補。 

八、陳應龍<春秋提綱跋>云：「讀竹湖世紀，如溪澗之水，清泠可掬，

魚蝦可以枚數。讀鐵山提綱，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龍萬怪

出沒其閒，見者自惶惑，欲避。奇哉，遂為編次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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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春秋或問》卷二之葉七、葉八及葉十九；卷三之葉一至葉二，

葉十五(存前二行)至葉十七(缺前二行)；卷六之葉十九；卷八之葉

三至葉四，葉十九至葉二十；卷十二之葉一至葉二，葉九至葉十，

葉十三至葉十四等皆空白無字，但板心有字與它葉相同。 

何夢申<春秋或問跋>云：「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論至先

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不敢私秘，與朋

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云。」 

十、徐晉卿<春秋經傳類對賦序>云：「余讀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

傳雅左氏，然義理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

日撰成錄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區斗英<識>

云：「是賦乃徐秘書所作，江陵路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授之

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末署「元至大戊申(元年，1308)」，知

是書曾在元代重刻。 

十一、元齊履謙<春秋諸國統紀目錄>云：「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

會異，以一統萬之書也。始魯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也。然

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類皆務以褒貶為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

秋之所以為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

見妄為敘類。」目錄從「魯國春秋統紀第一」至「吳國春秋統紀

第二十」，末附「諸小國春秋附錄第二十一」及「諸亡國春秋附錄

第二十二」，故又云：「右春秋諸國統紀合二十二篇。」 

十二、清納蘭成德<程積齋春秋序>云：「元四明程積齋先生，……著

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經筵申請下有司

鋟板於集慶路，儒學南海黃佐南雍志錄其書，……或問以挍諸儒之

異同。其書世有傳本，然余所見則本義或問而已。」 

又，卷一之葉二末四行空白，葉三僅存後半葉的末六行，葉二十

八存前五行，葉二十九前二行空白；卷十葉九末二行至葉十下半

葉前四行空白。 

十三、元趙汸<春秋屬辭目錄>云：「至正戊子(八年，1348)歲初，集

諸說之有合於經者，作春秋傳；閱十載，未克成。竊思倫類區別，

為義至精，參互錯綜，易相矛盾，苟不屬辭比事以通之，豈無遺

憾，此八篇之書所為作也。」 

按，<春秋屬辭題跋>未無署名，葉二上半葉之末行缺七字，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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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第二行「得□完」缺一字，葉三上半葉之末行「嘗以▓諸」為

墨釘。比對其內文，則與<春秋師說題跋>相同，末題「學生金居

敬謹識」，葉二上半葉之末行缺七字作「▓」，後半葉第二行缺字

作「未」字，葉三上半葉之末行缺字作「質」釘。故據以訂<春

秋屬辭題跋>為金居敬之作。 

十四、趙汸<春秋師說題辭>云：「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秋說者參以

平日耳聞，去其重復，類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說。」 

《春秋師說》有附錄二篇，附錄上收：思古吟十章、六經辨釋補

注序、易學濫觴春秋指要序。附錄下收：黃楚望先生行狀。 

十五、李廉<春秋諸傳序>收：杜預左氏傳序、何休公羊傳序、范甯

穀梁傳序、程頤程子序、胡安國胡氏傳序、胡氏進春秋傳表、樓

鑰陳氏後傳序略。 

卷三葉一書眉刻有「周桓王九年」，卷五葉一刻「周莊王四年」，

卷八葉一刻「周惠王十六年」，卷十二葉一刻「周襄王二十六年」，

卷十四葉一刻「周匡王五年」，卷十六葉一刻「周定王十七年」，

卷十八葉一刻「周簡王十四年」，卷二十一葉十一刻「周敬王元

年」，卷二十二葉一刻「周敬王十一年」，卷二十四葉一刻「周敬

王二十六年」。 

十六、<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收：左氏傳序、公羊傳序、穀梁傳序、

程子傳序、胡氏傳序。納蘭成德<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葉一及葉

二無「通志堂」三字及刻工名。各卷所收錄魯公的紀年書眉刻有

該年的干支(如卷一「隱公元年」題「己未」)。 

十七、納蘭成德<清全齋讀春秋編序>云：「讀春秋十二卷，原本左胡

采摭諸說，深有益於學者。偶獲元槧本，為加校勘而屬之梓。」 

十八、張隆<春秋春王正月考續附>：「洪武二年己酉(1369)夏使安南，

著述是書。明年庚戌(三年，1370)春書成。……隆愚昧不知痛，念

手澤尚存，深恐泯而無傳，一依舊本謄寫，刊而藏之家塾。」 

十九、《東巖周禮訂義》間見墨釘(如卷四葉十、十二、十三)。 

二十、潘元明<禮經會元序>云：「余涖政之暇，就其六世孫江浙提學

廣居得其書而讀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漢唐，考覈精

詳，一洗漢儒之陋，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

以廣其傳。」末署「元至正乙巳(二十五年，1365)」，知是書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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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曾刊行。 

二十一、《夏小正戴氏傳》卷四末另題「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 

耒貟(二字合併)刊版」、「孫右迪功郎前靜江府修仁縣尉 耒會(二

字合併)挍勘」。 

二十二、納蘭成德<儀禮集說序>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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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程敏政<儀禮逸經傳跋>云：「戊化甲辰(二十年，1484)春過

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蓄書，諏之，云：家有藏本。猝尋不獲。

艤舟候數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復書曰：斯禮之不墜，天

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歲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

而縣學重作明倫堂，師生奉金幣以記，請辭弗獲。則念學校，禮

之所從出也，受之，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 

二十四、《經禮補逸附錄》收：<修史還鄉關文>、明吳國英<環谷汪

先生行狀>、明劉錦文<請春秋胡傳纂疏刊行啟>、明汪蔭等<環谷

精舍募助刊書疏>。 

二十五、張栻<南軒孟子說序>云「歲在戊子(乾道四年，1168)，栻與

二三學者講誦于長沙之家塾，輒不自揆，綴所見為孟子說。明年

冬，會有嚴陵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七年，1171)，自都司罷

歸，秋冬行大江，舟中讀舊說，多不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

蓋鮮矣。抵故廬，又二載，始克繕寫。……題曰癸巳孟子說(九年，

1173)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異日也。」又<南軒孟子說序>及<

講義發題>二篇之板心下方無「通志堂」及刻工姓名。 

二十六、劉才之<四書集編序>云：「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

子集注，附以諸儒問辯，閒又斷之以己意，會稡詳，采擇精，誠

後學所願見者，已鋟之梓，為衍其傳。惟論論孟二書闕焉。扣之

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論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

論諸堂上，學正劉樸谿承謂，讀書記中所載論孟處，與今所刊中

庸大學凡例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可可采摭者。因勉其彙

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

書為大全。」則《四書集編》之論語、孟子二書為劉樸所彙編者

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