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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張學良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子部藝術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藝術類  

○張(袖珍)停雲館法帖十二卷附釋文一卷書人小傳一卷十三冊，明文徵明集，

日本松田南溟釋文，樋口銅牛句逗，日本昭和三十一年(民國四十五

年，1956)東京西東書房據停雲館摹刻影印，CH C08.22/(p)0026  

附：<訂正>。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無板心，無界欄。拓本複製。紙幅 6.4×12.4 公分。 

「袖珍停雲館法帖釋文」分上、下二欄，每欄每頁十五行，行

二十一字。首行上題「停雲館法帖釋文」，次行下題「松田南溟釋文」，

三行下題「樋口銅牛句逗」。 

 

函套書籤題「袖珍停雲館法帖」、「附釋文書人小傳」。函套內頁

鈐「樂譜．字帖．圖書」、「大陸書店」、「台北市衡陽路 79 號」橢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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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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印，黏貼「台隆書店」、「台北市衡陽路 79 號」、「郵政劃撥 12935」、

「電話 34807」方型紙條。 

第一冊封面書籤題

「晉唐小字卷弟一」，右

上欄由右至左依序題：

「晉唐小字卷第一」、「黃

庭經」、「同  斷爛本(倪

瓚跋)」、「樂毅論」、「同 

斷缺本」、「東方朔書

讚」、「孝女曹娥碑」、「墓

田丙舍帖」、「尚書宣示

表」、「洛神賦十三行(柳

公權跋)」，右下欄由右至

左依序題：「華陽隱居真

蹟帖(行書)」、「破邪論序

(虞世南)」、「波羅密多心

經(歐陽詢)」、「尊勝陁羅

尼呪」、「陰符經(褚遂良

草書)」、「同 (褚遂良小

楷)」、「靈寶度人經」、「小

字麻姑仙壇記(顏真卿)」、「斷爛本護命經」。卷末題「嘉靖十六年(1537)

春正月長洲文氏停雲館摹勒上石」。 

第二冊封面書籤題「唐撫晉帖卷弟二」，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唐撫晉帖卷第二」、「王羲之尺牘二」、「王獻之尺牘一」、「王薈

尺牘一」、「二徽之尺牘一」、「王僧虔牒一」、「王慈尺牘一」，右下欄

由右至左依序題「無名人尺牘」、「以上萬歲通天進帖」、「有岳珂、

張雨、沈周、王鏊、文徵明跋」、「嵇叔度絕交書(李懷琳倣)」。 

第三冊封面書籤題「唐人真蹟卷弟三」，右欄由右至左依序題「唐

人真蹟卷第三」、「孫過庭書譜」。卷末題「嘉靖十七年(1538)春三月

長洲文氏停雲館摹勒上石」。 

第四冊封面書籤題「唐人真蹟卷第四」，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唐人真蹟卷弟四」、「顏魯公祭姪文稿(陳深，陳繹曾，文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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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朱巨川告身(鄧文原，喬簣成跋)」、「林緯乾尺牘一」、「王右

軍平安帖」，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題：「僧懷素草千字文(文嘉跋)」、

「楊凝式草書神仙起居法(米友仁跋)」、「同 上行書釋文(商挺、留

炎、文徵明跋)」。卷末

題「嘉靖二十年(1541)

夏六月長洲文氏停雲

館摹勒上石」。 

第五冊封面書籤

題「宋名人書卷弟

五」，右上欄由右至左

依序題：「宋名人書卷

第五」、「李西臺尺牘

一」、「杜祁公尺牘二

(黃裳、陳暘、魏了翁

跋)」、「歐陽文忠公尺

一」、「文潞公尺牘

一」、「王荊公尺牘

二」，右下欄由右至左

依序題：「蔡忠惠公尺

牘二」、「蘇文忠公尺牘

三」、「蘇文家公尺牘

一」、「黃文節公尺牘

一，評陳叡達語一」、「米南宮草書九帖(米友仁跋)」。 

第六冊封面書籤題「宋名人書卷弟六」，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宋名人書卷第六」、「蘇才翁史事二」、「蘇滄浪尺牘一」、「司馬

温公尺牘一」、「馮當世尺牘一」、「范文正公道服賛并序(文與可

跋)」、「范忠宣公尺牘一」、「錢穆父尺牘一」，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賀方回尺牘一」、「林和靖尺牘二」、「秦淮海尺牘一」、「毛澤民

尺牘一」、「釋參寥尺牘一」、「李端叔尺牘一」、「陳簡齋詩翰(五首)」、

「薛道祖臨修禊序(危素跋)」、「李元中蓮社十八賢圖記」。卷末題「嘉

靖三十七年(1558)秋七月長洲文氏停雲館摹勒上石」。 

第七冊封面書籤題「宋名人書卷弟七」，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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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宋名人書卷第七」、「米敷文尺牘一」、「陸放翁尺牘一」、「葉少

蘊尺牘一」、「王定國尺牘一」、「范文穆公尺牘一」、「姜白石蘭亭序

真蹟本末」，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題：「朱文公尺牘一」、「張南軒尺

牘一」、「虞雍公尺牘一」、「韓子蒼與叔興禮部書」、「張于湖尺牘一」、

「張樗寮與人救族人書」、「文信國公五言律詩二」。卷末題「嘉靖三

十年(1551)冬十月長洲文氏停雲館摹勒上石」。 

第八冊封面書籤題「元名人書卷弟八」，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題

「元名人書卷第八」、「趙文敏公尺牘九(皆與中峰和尚)」、「同 臨王

右軍尺牘一」、「同 臨洛神賦十三行」，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題：「同 

小楷千字文」、「同 常清靜經」、「同 尺牘三」、「趙彥徵詩牘」。 

第九冊封面書籤題「元名人書卷弟九」，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元名人書卷第九」、「鄧文肅公尺牘二」、「鮮于太常尺牘一」、「鮮

于必仁書李白詩」、「胡石塘尺牘一」、「虞文靖公尺牘一」、「揭文安

公送劉衷序」、「揭伯防漢晉印譜序」、「康里承旨尺牘二」，右下欄由

右至左依序題：「周景遠尺牘一」、「袁清容尺牘一」、「饒介之尺牘

二」、「陳敬初尺牘一、呈書一」、「張貞居中庭古栢詩」、「王叔明姑

蘇錢塘懷古詩」、「倪雲林姑蘇錢塘懷古詩並跋」。卷末題「嘉靖三十

四年(1555)夏五月長洲文氏停雲館摹勒上石」。 

第十冊封面書籤題「國朝名人書卷弟十」，右上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明名人書卷第十」、「宋學士尺牘一」、「宋仲珩尺牘一」、「詹孟

舉書叙字(文徵明跋)」、「解學士淵靜解先生傳讃」、「解禎期唐人

詩」、「宋仲温書鍾王小傳」、「沈學士書聖主得賢臣頌」，右下欄由右

至左依序題：「沈學士尺牘一」、「沈大理書陳情表」、「徐武功口號

詩」、「馬刑部遊石湖詞」、「劉西臺尺牘一」、「李太僕言事上書」、「張

東海唱和七律六首並跋」。卷末題「嘉靖三十五年(1556)春二月長洲

文氏停雲館摹勒上石」。 

第十一冊封面書籤題「國朝名人書卷弟十一」，右欄由右至左依

序題：「國朝名人書卷第十一」、「祝枝山書、古詩十九首」、「同、榜

枻歌」、「同、秋風辭」、「顧璘、陳淳、王寵、許初跋」、「祝枝山書、

書述」。卷末題「嘉靖二十六年(1547)夏六月長洲文氏停雲館摹勒上

石」。 

第十二冊封面書籤題「停雲館帖卷弟十二」，右欄由右至左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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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停雲館帖卷第十二」、「文徵明臨、黃庭經」、「文徵明書、鶴林

玉露一則」、「同、西苑詩十首」。 

第十三冊封面書籤題「袖珍停雲館法帖釋文」、「附書人小傳」。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昭和三十一年(1956)十一月十五日印

刷」、「昭和三十一年(1956)十一月二十日發行」、「袖珍停雲館法

帖」、「全十三冊一帙入」、「定價金一五○○圓」、「不許複製」、「東

京都台東區上野恩賜公園天神山」、「發行者 七條兼三」、「東京都

台東區淺莫壽町一ﾉ九」、「印刷所 三和紙業株氏會社」、「東京都千

代田區神田花房町五番地」、「發行所 株式會社 西東書房」、「電話

神田(25)○七○六．三九七八」、「振替口座東京七三七番」。 

○張(袖珍)淳化閣帖十卷附淳化閣帖釋一卷書人小傳一卷十一冊，日本桶口銅

牛釋文並句句逗，日本昭和二十六年(民國四十年，1951)東京西東書

房據明肅藩刻本影印，CH C08.22/(p)5034   

附：無。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無板心，無界欄。拓本複製。紙幅 7.9×11.8 公分。 

「袖珍淳化閣帖釋文」分上、下二欄，每欄每頁二十行，行二

十字。首行上題「淳化閣帖釋文」，卷末題「昭和丁卯(二年，民國

十六年，1927) 樋口銅牛 釋文」。(「淳化閣帖後跋釋文」則題「昭

和丁卯 樋口銅牛釋文並句逗」。 

函套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函套內頁鈐「樂譜．

字帖．圖書」、「大陸書店」、「台北市衡陽路 79 號」橢圓藍印，黏貼

「台隆書店」、「台北市衡陽路 79 號」、「郵政劃撥 12935」、「電話

34807」方型紙條。 

第一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一」。右上

欄由右至左依序題：「歷代帝王法帖第一」、「漢 章帝書」、「晉 武

帝書」、「西晉 宣帝書」、「東晉 元帝書」、「東晉 明帝書」、「東晉 康

帝書」、「東晉 哀帝書」、「東晉 簡文帝書」、「東晉 文孝王書」、「東

晉 武帝書」，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題：「宋 明帝書」、「齊 高帝書」、

「梁 武帝書」、「梁 高帝書」、「梁 簡文帝書」、「唐 太宗書」、「唐 

高宗書」、「陳 長沙、陳叔懷書」、「陳 永陽王、陳伯智書」。卷末

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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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二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二」。右上

欄由右至左依序題：「歷代名臣法帖第二」、「後漢 張芝書」、「後漢 

崔子玉書」、「魏 鍾繇書」、「吳 青州刺史、皇象書」、「晉 丞相、

張華書」、「晉 丞相、桓温書」、「晉 丞相、王導書」、「晉 丞相、

王敦書」、「晉 中書令、王洽書」、「晉 司徒、王珉書」，右下欄由

右至左依序題「晉 司徒、王珣書」、「晉 侍中、王廙書」、「晉 太

宰、郝鑒書」、「晉 侍中、郝愔書」、「晉 中書郎 郝超書」、「晉 尚

書令、衛瓘書」、「晉 黃門郎、衛恒書」、「晉 太傅、陳郡、謝安書」、

「晉 散騎常侍、謝萬書」。卷末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

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三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三」。右上

欄由右至左依序題：「歷代名臣法帖第三」、「晉 太尉、庾元亮書」、

「晉 車騎將軍、庾翼書」、「晉 太守、沈嘉長書」、「晉 侍中、杜

預書」、「晉 王循書」、「晉 劉超書」、「晉 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晉 黃門郎、王徽之書」、「晉 謝莊書」、「晉 侍中、司馬攸書」、

「晉 劉瓌之書」、「晉 王坦之書」、「晉 王渙之書」、「晉 王操之

書」、「晉 王凝之書」、「晉 征西將軍、索靖書」，右下欄由右至左

依序題：「晉 侍中、劉穆之書」、「晉 尚書、王劭書」、「晉 車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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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紀贍書」、「晉 司徒、王廞書」、「晉 太守、張翼書」、「晉 陸

雲書」、「晉海陵恭侯、王遠書」、「晉 中書令、王恬書」、「晉 太守、

山濤書」、「晉 侍中、卞壺書」、「晉 謝發書」、「宋 特進、王曇首

書」、「宋 中散大夫、羊欣書」、「宋 太常卿、孔琳之書」、「齊 侍

中、王僧虔書」。卷末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

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四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四」。右上

欄由右至左依序題：「歷

代名臣法帖第四」、「梁 

尚書、王筠書」、「梁 特

進、沈約書」、「梁 交州

刺史、阮研書」、「梁 征

西將軍、蕭確書」、「梁 蕭

思話書」、「梁 蕭子雲

書」、「陳 陸逵書」、「唐 

中書令、褚遂良書」、「唐 

秘書少監、虞世南書」，

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唐 率更令、歐陽詢

書」、「唐 諫議大夫、柳

公權書」、「唐 李邕書」、

「唐 諫議大夫、褚庭誨

書」、「唐 尚書令、薛稷

書」、「唐 洺州刺史、徐

喬之書」、「唐 東宮長

史、陸柬之書」、「唐 薄紹之書」。卷末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

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五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五」。右上

欄由右至左依序題：「諸家古法帖五」、「蒼頡書」、「夏禹書」、「魯 司

冦、仲尼書」、「周 史籀書」、「秦 丞相、李斯書」、「秦 程邈書」、

「唐 宋儋書」、「晉 衛夫人書」、「古法帖」，右下欄由右至左依序

題「陏朝法帖」、「隋 僧智果書」、「何氏書」、「魏 蔡琰書」、「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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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陳 僧智永書」、「唐 張旭書」、「古法帖」。卷末題「萬曆四

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肅藩令旨重

摹上石」。 

第六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六」。右欄

由右至左依序題：「法帖第六」、「東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卷

末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

奉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七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七」。右欄

由右至左依序題：「法帖第七」、「東晉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卷

末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

奉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八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八」。右欄

由右至左依序題：「法帖第八」、「東晉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卷

末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

奉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九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九」。右欄

由右至左依序題：「法帖第九」、「東晉 中書令、王獻之書」。卷末

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

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十冊封面書籤題「褎珍淳化閣帖」、「寉寔署」、「第十」。右欄

由右至左依序題：「法帖第十」、「東晉 中書令、王獻之書」。卷末

題「萬曆四十三年(1615)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艸莽臣温如玉張應召奉

肅藩令旨重摹上石」。 

第十一冊封面題「袖珍淳化閣帖釋文」、「附書人小傳」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昭和二十六年(1951)八月二十日印

刷」、「昭和二十六年(1951)八月二十五日發行」、「明肅王府原刻初

拓」、「袖珍淳化閣帖」、「全十一冊一帙入」、「定價金壹千圓」、「不

許複製」、「東京都台東區上野恩賜公園天神山」、「發行者 七條兼

三」、「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猿樂町一丁目五番地」、「印刷者 淺田

孝」、「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花房町五番地」、「發行所 株式會社 西

東書房」、「電話神田(25)○七○六．三九七八」、「振替口座東京七

三七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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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一集六卷四冊第二集六卷六冊第三集六卷六冊，文明

書局編，民國十一年上海文明書局景行， CH C08.22/(r)0065 

附：<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一集目錄>(卷四至卷六目錄下題「霍丘裴氏壯

陶閣藏稿」)、<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二集目錄>(卷一至卷二目錄下

題「揚子鮑氏春圃藏稿」，卷三至卷四目錄下題「武進莊氏秉翰藏

稿」，卷五與卷六因破損而未能知悉 )、<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三集目

錄>(卷一至卷三目錄下題「霍丘裴氏壯陶閣藏稿」，卷四目錄下題「無

錫秦氏褧生藏稿」，卷五至卷六目

錄下題「吳興章氏紫伯藏稿」)。 

藏印：無。  

板式：景印本。無板心，無界欄。尺幅

15.4×26.0 公分。 

封面書籤題「明清名人尺牘墨

寶第○集第○冊」，扉葉題「明清

名人尺牘墨寶」、「第○集西湖伊

蘭」。 

第二集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

題：「中華民國十一年一月三

版」、「明漬名人尺牘墨筆第二

集」、「每部售銀二元四角」、「不

許複製」、「印刷兼發行者 文明書

局」、「上海河南路四八九號」、「發

行所 文明書局」、「代售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第三集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十一年一月三版」、

「明漬名人尺牘墨筆第三集」、「每部售銀二元四角」、「不許複製」、

「印刷兼發行者 文明書局」、「上海河南路四八九號」、「發行所 文

明書局」、「代售處 各埠中華書局」。 

按：1.第一集第一冊與第二冊的尺牘有小字題撰者小傳(如「李應禎字貞伯

長洲人景泰癸酉舉人官太僕寺少卿」)。 

○張中國書譜第一集不分卷十二冊，藝文印書館編，民國四十二年台北藝文印

書館照相金屬版，CH B17.12/(r)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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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無。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拓印本。無板心，無界欄。紙幅 18.9×26.2 公分。 

封面右題「第一集」，書籤題「中國

書譜 含光 ○」。 

第一冊扉葉右題「第一集第一冊」、

「殷商甲骨 孟鼎銘」、「殷商金文秦金

文」、「周金文 漢金文」、「毛公鼎銘」，

左下題「藝文印書館印行」，中間大字題

「中國書譜」，小字題「含光」。 

第十二冊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

「中華民國四十二年八月初版」、「照相

金屬版精印」、「每集實價新台幣臺百

元」、「外埠酌加運費滙費」、「台北市重

慶南路一段一一一號」、「發行者 藝文印書館」、「印刷者 藝文印書

館」、「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內政部出版業登記證內警台業字

第○六○號」。由上至下依序題：「中國書譜」、「第一集全十二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按：1.第二冊扉右邊則題「第一集第二冊」、「秦石鼓文」，第三冊題「第一

集第三冊」。「漢簡」、「漢恆農磚文」、「漢熹平石經周易殘石」。第四

冊題「第一集第四冊」、「漢袁安碑」、「魏蘇君神道」、「魏三體石經」。

第五冊題「第一集第五冊」、「魏鍾繇荐季直表」、「晉王羲之千字文」。

第六冊題「第一集第六冊」、「北魏元顯儁墓志銘」、「北魏司馬顯姿

墓志銘」、「北齊張世寶造像」。第七冊題「第一集第七冊」、「唐歐陽

詢波羅密多經」、「唐褚遂良聖教序」。第八冊題「第一集第八冊」、「唐

孫過庭書譜」。第九冊題「第一集第九冊」、「宋徽宗神霄萬壽宮碑」。

第十冊題「第一集第十冊」、「唐人寫經」、「顏

真卿建中告身」、「鄭審則越州錄跋」。第十一冊

題「第一集第十一冊」、「宋徽宗穠芳詩」、「宋

蘇軾任氏墓志銘」、「宋米芾韓文忠公詩」。第十

二冊題「第一集第十二冊」、「趙孟頫歸去來

辭」、「趙孟頫聖經」、「趙孟頫韓 文 三 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