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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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陳惠美 ∗、謝鶯興 ∗∗ 

類叢類Ｅ01 

子Ｅ01.3 

《顏李遺書》十七種八十六卷二十四冊，清顏元、李塨著，清鍾錂纂，清馮

辰、劉調贊等撰，清馮辰、王源校，，清乾隆年間畿輔叢書本

E01.3/(q1)0110 

含：《顏習齋先生言行錄》二卷、《顏習齋先生闢異錄》二卷、《存學編》

四卷、《存治編》一卷、《閱史郄視》四卷《閱史郄視續》一卷、《大

學辨業》四卷、《擬太平策》七卷、《評乙古文》一卷、《聖經學規纂》

二卷附《論學》二卷、《學禮》五卷、《學射錄》二卷、《平書訂》十

四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李恕谷先生年譜》

五卷、《習齋記餘》十卷、《顏習齋先生年譜》二卷。 

附：<凡例>、<顏習齋先生言行錄目錄>、清乾隆二年(1737)鍾錂<習齋先生

敘略>、清乾隆三年(1738)鍾錂<顏習齋先生闢異錄序>、<顏習齋先生

闢異錄目錄>、清康熙丙子(三十五年，1696)郭金城<存學編序>、<存

學編目>清李塨<存治編序>(存葉一)、清康熙乙酉(四十四年，1705)李

塨<(存治編)書後>、清吳涵<閱史郄視跋>、清孫勷<閱史郄視跋>、清

康熙三十七年(1698)李塨<大學辨業序>、清李培、陳兆興、高捷<(大

學辨業)凡例>、清閻若璩、胡渭、朱敬、彭超、王復禮、維坤、王源、

孔尚任<(大學辨業)題辭>、清癸未(康熙四十二年，1703)李塨<(大學辨

業)題辭>、<大學辨業目錄>、清雍正九年(1731)李塨 1<擬太平策序>、

清雍正十年(1732)李塨<評乙古文序>、清康熙戊寅(三十七年，1698)

李塨<聖經學規纂序>、<聖經學規纂目錄>、<平書訂目次>、清康熙四

十四年(1705)李塨<小學稽業序>、<小學稽業(目次)>(下題「吾李塨剛

主纂」、「德州孫勷子未訂」、「大興王源崑繩校」)、<恕谷後集目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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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擬 太 平 策 序 >末 署 「 七 十 三 歲 病 夫 李 塨 」， <評 乙 古 文 序 >末 署

「 雍 正 十 年 歲 次 壬 子 端 月 下 浣 恕 谷 七 十 四 歲 病 叟 李 塨 」，故 題「 雍

正 九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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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四年(1726)閻鎬<恕谷後集序>、清光緒七年(1881)王灝<恕谷後

集跋>、清康熙壬辰(五十一年，1712)馮辰<李恕谷先生年譜序>、清乾

隆十五年(1750)鍾錂<習齋記餘敘>、<習齋記餘目錄>、清丁亥(康熙四

十六年，1707)李塨<(顏習齋先生年譜)凡例>、清康熙丁亥(四十六年，

1707)張琡璋鄭知芳<顏習齋先生年譜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四邊單欄，無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二字。板框 13.2×16.6 公分。板

心間題書名(如「顏習齋先生言行錄」)、

卷次及葉碼。 

各書各卷之首行上題書名卷次(如

「顏習齋先生言行錄卷上」)，下題「畿

輔叢書」(僅出現在各書之第一卷)，次

行下題「受業門人鍾錂纂」(「存學編」、

「存治編」、「習齋記餘」則題「博野顏

元著」。「閱史郄視」、「閱史郄視續」、「恕

谷後集」則題「蠡縣李塨著」。「大學辨

業」、「聖經學規纂」、「論學」則題「蠡

吾李塨稿」。「評乙古文」、「學禮」、「學

射錄」則題「蠡縣李塨稿」。「擬太平策」

則未題著者。「平書訂」則題「蟸吾李

塨」。「小學稽業」則題「蠡縣李塨纂」。

「李恕谷先生年譜」題「清苑馮辰撰」，卷五題「劉調贊續纂」。「顏

習齋先生年譜」則題「門人李塨纂」「王源訂」)，「恕谷後集」卷一

之三行下題「門人馮辰校」，卷末題書名卷次及「終」(如「顏習齋先

生言行錄卷上終」)。 

按：一、《存學編》四卷、《存治編》一卷同在一冊，館藏本重複，惟另冊

無郭金城<存學編序>及<存學編目>。 

二、《李恕谷先生年譜》卷五末題「乾隆元年(1736)丙辰冬調贊續修

先生年譜。」 

三、舊題「乾隆間刊本」，覽序文有上自康熙三十五年(1696)，下至

乾隆十五年(1750)，舊題似是，然夾有光緒七年(1881)王灝<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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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集跋>，查《畿輔叢書》係王灝於光緒年間刊刻，《中國叢書

綜錄》云：「《畿輔叢書》，清王灝輯。清光緒五年（1879）定州

王氏謙德堂刊本。」 2故改題「清光緒年間畿輔叢書本」。 

集Ｅ01.4 

《詩觸》九卷十二冊，清朱琰重校，清程拱宇校，清嘉慶三年(1798)刊本

E01.4/(q2)3519 

附：<詩觸目錄>、清雍正乙巳(三年，1725)俞兆晟<漁洋詩話序>、漁洋老

人<漁洋詩話序>、清沈德潛<說詩晬語序>。 

藏印：「文風」方型硃印、「滿美緣姻」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單魚尾。無界欄(間見有界欄)，半葉九行，行

二十二字。板框 9.4×13.8 公分。魚尾

下題卷次、書名(如「詩品」)及葉碼。 

各書首行上題該書名(如「詩

品」)，次行下題該書作者(如「梁鍾

嶸原本」)，三行下題「海鹽朱琰重

校」，書末題「桐鄉程拱宇校字」(見

「二十四詩品」、「詩式」、「滄浪詩

話」、「談藝錄」、「古夫于亭詩問答」)。 

《漁洋詩話》扉葉右題「嘉慶

戊午(三年，1798)年新鐫」，左題「本

衙藏板」，中間書名題「漁洋詩 話」。 

《說詩晬語》扉葉右題「嘉慶

戊午(三年，1798)年新鐫」，左題「本

衙藏板」，中間書名題「說詩晬 語」。 

按：一、收鍾嶸《詩品》、司空圖《二十

四詩品》、釋皎然《詩式》、姜夔

《白石道人詩說》、嚴羽《滄浪詩

話》、王世懋《秇圃擷餘》、徐禎

卿《談藝錄》、劉大勤《古夫于亭

詩問》漁洋老人《答》、吳兢《樂府古題要解》、張炎《樂府指迷》、

                                                 
2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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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輔之《詞旨》、任昉《文章緣始》、陳懋仁《續文章緣起》、葉樾

《端溪硯譜》、王阮亭《漁洋詩話》二卷及《說詩晬語》二卷。 

二、《古夫于亭詩問答》依序題：「長山劉大勤問」、「漁洋老人答」、

「太原苹秋史訂」、「海覽朱琰重校」。《樂府古題要解》僅題「唐

吳兢齋撰」。《樂府指迷》依序題：「宋張炎叔夏撰」、「雲間姚培謙

迷齋」、「張景星西圃問」。《詞旨》僅題「元陸輔之述」 3。《續文

章緣起》僅題「檇李陳懋仁無功撰」。《端溪硯譜》僅題「宋葉樾

文叔」。「漁洋詩話」僅題「濟南王貽上」。 

《韓柳集註》二種一○四卷三十六冊，唐韓愈，柳宗元撰，明蔣之翹輯注，

明崇禎六年(1633)雋李蔣氏三徑草堂刊本 E01.4(1)/(p)4434 

含：唐韓愈《韓昌黎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附錄》一卷，

唐柳宗元《柳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遺文》一卷《附錄》

一卷。 

附：明崇禎癸西(六年，1633)陳繼儒<注韓柳集序>(末題「武林潘懋功書」、

「檇李呂叔容鐫」)、明崇禎癸西(六年，1633)蔣 之翹<注韓柳集序>、

明崇禎癸西(六年，1633)蔣之翹<校注韓柳集論例>、唐李漢<唐韓昌

黎集序>、<讀韓集叙說>、<唐韓昌

黎集目錄>、<唐韓昌黎外集目錄>、

<唐韓昌黎集遺文目錄>、<唐韓昌黎

集附錄目>、唐劉禹錫<唐柳河東集

序>、<讀柳集叙說>、<唐柳河東集

目錄>、<唐柳河東外集目錄>、<唐

柳河東集遺文目錄>、<唐柳河東集

附錄目>。 

藏印：「中館文庫」方型硃印、「茂松清

泉館記」方型硃印、「瀧川氏圖書記」

長型硃印。 

板式：左右雙欄，無魚尾。半葉九行，

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十七字。

板框 13.9×19.3 公分。板心上方題「韓

                                                 
3 按，<目錄>作「元張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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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黎集」(或「柳河東集」)，板心間題卷次(如「卷第○」)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三徑藏書」。 

各卷首行上題「唐韓昌黎集卷第○」(或「唐韓昌黎外集卷第

○」、「唐韓昌黎集遺文」、「唐韓昌黎集附錄」，或「唐柳河東集卷第

○」、「唐柳河東外集卷第○」、「唐柳河東集遺文」、「唐柳河東集附

錄」)，次行下題「明檇李蔣之翹輯注」，卷末題「唐韓昌黎集卷第○

終」(或「唐韓昌黎外集卷第○終」、「唐韓昌黎集遺文終」、「唐韓昌

黎集附錄終」，或「唐柳河東集卷第○終」、「唐柳河東外集卷第○

終」、「唐柳河東集遺文終」、「唐柳河東集附錄終」)。 

按：一、<讀韓集叙說>收：李翱、皇甫湜、陸希聲、司空圖、姚鉉、宋祁、

程灝、蘇洵、蘇軾、黃庭堅、秦觀、陳師道、蔡寬夫、李廌、洪

邁、王十朋、朱熹、蔡絛、羅大經、劉辰翁、吳澄、方孝孺、王

鏊、何景明、楊慎、王世貞、茅坤、陳禹謨、郭正城、胡應麟、

孫鑛、鍾惺、陳仁錫等人之說。 

二、<讀柳集叙說>收：孫光憲、唐庚、歐陽修、蘇軾、黃庭堅、李

朴、韓駒、司馬光、洪邁、葉夢得、張敦頤、朱熹、葉世傑、呂

本中、趙善愖、黃震、王十朋、劉克莊、蔡絛、嚴羽、劉辰翁、

元好問、劉定之、何孟春、廖道南、楊慎、王世貞、茅坤、何良

俊、胡應麟、孫鑛、陳文燭、陳仁錫等人之說。 

三、《韓昌黎集》卷十八至卷二十及《柳河東集》卷四十四至卷四十

五為後人補鈔，不知何人所鈔，版式行款與前同。 

《宋名家詞》六十種八十八卷四十八冊，明毛晉編，明毛氏汲古閣刊本  

E01.4(2)/(p)2010 

含：《珠玉詞》一卷，宋晏殊撰；《六一詞》一卷，宋歐陽修撰；《樂章詞》

一卷，宋柳永撰；《東坡詞》一卷，宋蘇軾撰；《山谷詞》一卷，宋黃

庭堅撰；《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小山詞》一卷，宋晏幾道撰；

《東堂詞》一卷，宋毛滂撰；《放翁詞》一卷，宋陸游撰；《稼軒詞》

四卷，宋辛棄疾撰；《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宋周邦彥撰；《梅

溪詞》一卷，宋史達祖撰；《白石詞》一卷，宋姜夔撰；《石林詞》一

卷，宋葉夢得撰；《酒邊詞》二卷，宋向子謹撰；《溪堂詞》一卷，宋

謝逸撰；《樵隱詞》一卷，宋毛幵撰；《竹山詞》一卷，宋蔣捷撰；《書

舟詞》一卷，宋程垓撰；《坦菴詞》一卷，宋趙師俠撰；《惜香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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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宋趙長卿撰；《西樵語業》一卷，宋楊炎撰；《竹屋癡語》一卷，

宋高觀國撰；《夢窗稿》四卷《補遺》一卷，宋吳文英撰；《近體樂府》

一卷，宋周必大撰；《竹齋詩餘》一卷，宋黃機撰；《金谷遺音》一卷，

宋石孝友撰；《散花菴詞》一卷，宋黃昇撰；《和清真詞》一卷，宋方

千里撰；《後村別集》一卷，宋劉克莊撰；《蘆川詞》一卷，宋張元幹

撰；《于湖詞》一卷，宋張孝祥撰；《洺水詞》一卷，宋程瑟珌撰；《歸

愚詞》一卷，宋葛立方撰；《龍洲詞》一卷，宋劉過撰；《初寮詞》一

卷，宋王安中撰；《龍川詞》一卷、《龍川詞補》一卷，宋陳亮撰；《姑

溪詞》一卷，宋李之儀撰；《友古詞》一卷，宋蔡伸撰；《石屏詞》一

卷，宋戴復古撰；《海野詞》一卷，宋曾覿撰；《逃禪詞》一卷，宋楊

旡咎撰；《空同詞》一卷，宋洪塨撰；《介菴詞》一卷，宋趙彥端撰；

《平齋詞》一卷，宋洪咨夔撰；《文溪詞》一卷，宋李昂英撰；《丹陽

詞》一卷，宋葛勝仲撰；《嫻窟詞》一卷，宋候寘撰；《克齋詞》一卷，

宋沈端節撰；《芸窗詞》一卷，宋張矩撰；《竹坡詞》三卷，宋周紫芝

撰；《聖求詞》一卷，宋呂渭撰；《壽域詞》一卷，宋呂安臣撰；《審

齋詞》一卷，宋王千秋撰；《東浦詞》一卷，宋韓玉撰；《知稼翁詞》

一卷，宋黃公度撰；《無住詞》一卷，宋陳與義撰；《後山詞》一卷，

宋陳師道撰；《蒲江詞》一卷，宋盧祖皋撰；《琴趣外篇》六卷，宋晁

補之撰；《烘堂詞》一卷，宋盧炳撰。 

附：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宋名家詞

一集總目>、<硃玉詞目錄>、明毛晉<

珠玉詞跋>、<六一詞目錄>、明毛晉<

六一詞跋>、<樂章集目錄>、明毛晉<

樂章集跋>、<東坡詞目錄>、明毛晉<

東坡詞跋>、<山谷詞目錄>、明毛晉<

山谷詞跋>、<淮海詞目錄>、明毛晉<

淮海詞跋>、<小山詞目錄>、明毛晉<

小山詞跋>、<東堂詞目錄>、明毛晉<

東堂詞跋>、<放翁詞目錄>、明毛晉<

放翁詞跋>、<稼軒詞目錄>、明毛晉<

稼軒詞跋>、宋淳熙上章困敦(庚子，

七年，1180)強煥<題周成詞>、<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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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目錄>、明毛晉<片玉詞跋>、宋嘉泰辛酉(元年，1201)張鎡功<題梅

溪詞>、<梅溪詞目錄>、明毛晉<梅溪詞跋>、花菴詞客<題白石詞>、

<白石詞目錄>、明毛晉<白石詞跋>、宋紹興十七年(1147)關注<題石

林詞>、<石林詞目錄>、明毛晉<石林詞跋>、胡寅<題酒邊詞>、<酒

邊詞目錄>、明毛晉<酒邊詞跋>、漫叟<題西堂詞>、<西堂詞目錄>、

明毛晉<西堂詞跋>、宋乾道柔兆閹茂(丙戌，二年，1166)王木叔<題

樵隱詞>、<樵隱詞目錄>、明毛晉<樵隱詞跋>、元至正乙巳(二十五年，

1365)湖濱散人<題竹山詞>、<竹山詞目錄>、明毛晉<竹山詞跋>、宋

紹熙甲寅(五年，1194)王稱<題書舟詞>、<書舟詞目錄>、明毛晉<書

舟詞跋>、宋尹覺<題坦菴詞>、<坦菴詞目錄>、明毛晉<坦菴詞跋>、

<惜香樂府目錄>、明毛晉<惜香樂府跋>、<西樵語業目錄>、明毛晉<

西樵語業跋>、<竹屋癡語目錄>、明毛晉<竹屋癡語跋>、<夢窗甲藁

目錄>、<夢窗乙藁目錄>、明毛晉<夢窗乙藁跋>、<夢窗詞稿目錄>、

明毛晉<夢窗詞稿跋>、<近體樂府目錄>、明毛晉<近體樂府跋>、<竹

亝詩餘目錄>、明毛晉<竹亝詩餘跋>、<金谷遺音目錄>、明毛晉<金

谷遺音跋>、<散花菴詞目錄>、明毛晉<散花菴詞跋>、<和清真詞目

錄>、明毛晉<和清真詞跋>、<後村別調目錄>、明毛晉<後村別調跋>、

<蘆川詞目錄>、明毛晉<蘆川詞跋>、<于湖詞目錄>、明毛晉<于湖詞

跋>、<洺水詞目錄>、明毛晉<洺水詞跋>、<歸愚詞目錄>、毛晉<歸

愚詞跋>、<龍洲詞目錄>、明毛晉<龍洲詞跋>、<初寮詞目錄>、明毛

晉<初寮詞跋>、<龍川詞目錄>、明毛晉<龍川詞跋>、明毛晉<龍川詞

補跋>、<姑溪詞目錄>、明毛晉<姑溪詞跋>、<友古詞目錄>、明毛晉

<友古詞跋>、<石屏詞目錄>、明毛晉<石屏詞跋>、<海野詞目錄>、

明毛晉<海野詞跋>、<逃禪詞目錄>、明毛晉<逃禪詞跋>、<空同詞目

錄>、明毛晉<空同詞跋>、<介菴詞目錄>、明毛晉<介菴詞跋>、<平

齋詞目錄>、明毛晉<平齋詞跋>、<文溪詞目錄>、明毛晉<文溪詞跋>、

<丹陽詞目錄>、明毛晉<丹陽詞跋>、<孏窟詞目錄>、明毛晉<孏窟詞

跋>、<克齋詞目錄>、明毛晉<克齋詞跋>、<芸窗詞目錄>、明毛晉<

芸窗詞跋>、宋乾道二年(1166)孫兢<竹坡詞序>、<竹坡詞目錄>、明

毛晉<竹坡詞跋>、明毛晉<竹坡詞又跋>、宋嘉定壬申(五年，1212)趙

師屷<聖求詞序>、<聖求詞目錄>、明毛晉<聖求詞跋>、<壽域詞目錄

>、明毛晉<壽域詞跋>、<審齋詞目錄>、明毛晉<審齋詞跋>、<東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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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目錄>、明毛晉<東浦詞跋>、宋淳熙戊申(十五年，1188)曾丰<知稼

翁詞序>、<知稼翁詞目錄>、宋淳熙十六年(1189)黃沃<知稼翁詞跋>、

明毛晉<知稼翁詞跋>、<無住詞目錄>、明毛晉<無住詞跋>、<後山詞

目錄>、明毛晉<後山詞跋>、<浦江詞目錄>、明毛晉<浦江詞跋>、<

琴趣外篇目錄>、明毛晉<琴趣外篇跋>、<烘堂詞目錄>、明毛晉<烘

堂詞跋>。 

藏印：「同川范氏二半樓藏書」方型陰文

硃印、「君耆」方型硃印。 

板式：間見白口(見「稼軒詞」)，左右雙

欄，無魚尾。半葉八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4.4×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集書目(如「珠玉

詞」)，板心中間題葉碼(「樂章集」

則另刻「耆卿」，「稼軒詞」刻「稼軒」

或「稼軒卷○」。「惜香樂府」題「卷

之○」。「竹坡詞」、「琴趣外篇」題「卷

○」)，板心下方題「汲古閣」。 

各書首行上題書名((如「珠玉

詞」)，次行下題各書之作者(如「宋

晏殊」)，書末題各書名與「終」(「珠

玉詞終」)。 

按：一、毛晉<烘堂詞跋>末硃筆題：「己巳春正

月六日從孫氏抄本校一遍正四字杏花

天八字抄本亦同未稱善本也。」 

二、毛晉諸跋字體多種，地名亦有：「古

虞」、「湖南」、「海虞」等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