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67 期 

 130

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張學良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叢書部專著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專著類 

○張船山遺書七十種三百五十八卷八十冊，清王夫之撰，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太

平洋書店排印本，E05.3/(q1)1053 

含：《周易內傳》六卷、《周易內傳發例》一卷、《周易大象解》一卷、《周

易稗疏》四卷、《周易攷異》一卷、《周易外傳》七卷、《書經稗疏》

四卷、《尚書引義》六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攷異》一卷、《詩

經叶韻辨》一卷、《詩廣傳》五卷、《禮記章句》四十九卷、《春秋家

說》三卷、《春秋世論》五卷、《春秋稗疏》二卷、《繼春秋左氏傳博

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讀四書大全說》十卷、《四書稗

疏》一卷、《四書攷異》一卷、《說文廣義》三卷(以上經部二十二種

一百五十五卷)、《讀通鑑論》三十卷坿一卷、《宋論》十五卷、《永曆

實錄》二十六卷、《蓮峰志》五卷(以上史部四種七十七卷)、《張子正

蒙注》九卷、《思問錄內篇》一卷、《思問錄外篇》一卷、《俟解》一

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識小錄》一卷、《搔首問》一卷 、

《龍源夜話》一卷、《愚鼓詞》一卷、《老子衍》一卷、《莊子解》三

十三卷、《莊子通》一卷、《相宗絡索》一卷(以上子部十四種五十四

卷)、《楚辭通釋》十四卷坿一卷、《薑齋文集》十卷、《薑齋文集補遺》

二卷、《船山經義》一卷、《薑齋五十自定稿》一卷、《薑齋六十自定

稿》一卷、《薑齋七十自定稿》一卷、《薑齋詩分體稿》四卷、《薑齋

詩編年稿》一卷、《薑齋詩賸稿》一卷、《柳岸吟》一卷、《落花詩》

一卷、《遣興詩》一卷、《和梅花百詠詩》一卷、《洞庭秋》一卷、《鴈

字詩》一卷、《仿體詩》一卷、《嶽餘集》一卷、《憶得》一卷、《船

山鼓棹初集》一卷、《船山鼓棹二集》一卷、《瀟湘怨詞》一卷、《詩

譯》一卷、《夕堂永日緒論內篇》一卷、《夕堂永日緒論外篇》一卷、

《南窗漫記》一卷、《龍舟會雜劇》一卷、《古詩評選》六卷、《唐詩

評選》四卷、《明詩評選》八卷)(以上集部三十種七十二卷)、《附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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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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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叢書校勘記》二卷。 

附：<王船山先生遺像>、清同治乙丑(四年，1865)莫友芝錄<船山先生自題

畫像小詞>、<清史儒林傳>、清康熙己酉(八年，1669)藩宗洛<船山先

生傳>、清王敔<薑齋公行述>、<薑齋公遺戒>、清道光壬寅(二十二

年，1842)鄧顯鶴<船山著述目錄>、清曾國藩<船山遺書序>、民國二

十二年何鍵<(船山遺書)序>、<重刊船山遺書紀略>、<重刊船山遺書

目錄>、<周易內傳目錄>、清王夫之<(周易大象解)序>、<(周易稗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易外傳目錄>、<(書經稗疏)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簡明目錄>、<(書經稗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經稗疏

目錄>、<(尚書引義)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類存目>、清同治三年

(1864)劉毓崧<(尚書引義)跋>、<尚書引義目錄>、<(詩經稗疏)欽定四

庫全書總目簡明目錄>、<(詩經稗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經

稗疏目錄附攷異>、<詩廣傳目錄>、<禮記章句目錄>、<(春秋家說)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類存目>、戊申(清康熙七年，1668)王夫

之<春秋家說敘>、<春秋家說目錄>、戊申(清康熙七年，1668)王夫之

<春秋世論敘>、<(春秋稗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春秋左氏

傳博議目錄>、民國劉人熙<四書訓義序>、<四書訓義目錄>、南宋淳

熙己酉(十六年，1189)朱熹<大學章句序>、南宋淳熙己酉(十六年，

1189)朱熹<中庸章句序>、<論語序說>、<孟子序說>、<讀四書大全說

目錄>、壬戌(清康熙二十一年，1682)船山老農<(說文廣義)發例>、<

讀通鑑論目錄>、<宋論目錄>、<永曆實錄目錄>、<蓮峰志目錄>、庚

申(清康熙十九年，1680)王夫之<(張子正蒙注)自敘>、<張子正蒙注目

錄>、<宋史張子本傳>、清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論>、甲子(清康熙

二十三年，1684)王夫之<俟解題詞>、壬戌(清康熙二十一年，1682)

王夫之<噩夢序>、<(黃書)後序>、己巳(清康熙二十八年，1689)王夫

之<識小錄引>、民國三年劉人熙<搔首問序>、<龍源夜語目錄>、<

愚鼓詞目錄>、乙未(清順治十二年，1655)王夫之<(老子衍)自序>、清

康熙□□年王天泰<(莊子解)序>、清康熙己丑(四十八年，1709)董思

凝<(莊子解)序>、<莊子解目錄>、己未(清康熙十八年，1679)賣薑翁

<(莊子通)敘>、<莊子通目次>、<史記屈原列傳>、清康熙四十六年

(1707)張仕可<(楚辭通釋)序>、乙丑(清康熙二十四年，1685)王夫之

<(楚辭通釋)序例>、<楚辭通釋目錄>、<薑齋文集目錄>、<薑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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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遺目錄>、癸亥(清康熙二十二年，1863)王夫之<(經義)序>、<經義

目錄>、<五十自定稿目錄>、庚申(清康熙十九年，1680)王夫之<(六

十自定稿)自敘>、<六十自定稿目錄>、戊辰(清康熙二十七年，1688)

王夫之<七十自定稿序>、<七十自定稿目錄>、<薑齋詩分體藁目錄>、

<薑齋詩編年藁目錄>、<薑齋詩賸稿目錄>、<柳岸吟目錄>、<落花詩

目錄>、<遣興詩目錄>、<和梅花百詠詩目錄>、<鴈字詩目錄>、<倣

體詩目錄>、<嶽餘詩目錄>、丙寅(清康熙二十五年，1686)王夫之<述

病枕憶得>、<憶得目錄>、<船山鼓棹初集目錄>、<船山鼓棹二集目

錄>、<瀟湘怨詞目錄>、庚午(清康熙二十九年，1690)王夫之<(夕堂

永日緒論)序>、戊辰(清康熙二十七年，1688)王夫之<南窗漫記引>、

民國六年蕭度<(古詩評選)總序>、民國五年劉人熙<古詩評選序>、民

國五年劉人熙<五言近體詩選序>、<古詩評選目錄>、民國五年劉人

熙<唐詩評選序>、<唐詩評選目錄>、民國五年劉人熙<明詩評選序>、

<明詩評選目錄>、清同治丙寅(五年，1866)劉毓崧<校勘記自序>。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三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四十字。板框 10.7×15.4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書名(如「周易內傳」)，

魚尾下題卷次及卷名(如「卷一周易上

經」)，板心下方題「太平洋書店印行」。 

各卷首行上題各書名及卷次(如

「周易內傳卷一」)，次行上題「衡陽

王夫之譔」(「四書訓義」則次行上題

各書名，如「大學」，三行上題「宋朱

熹集註」，下題「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老子衍」則次行上題「衡陽王夫之

譔」，下題「男敔纂注」，「莊子解」題

「男敔增註」。「古詩評選」、「唐詩評

選」、「明詩評選」等則題「衡陽王夫

之而農」)，卷末題各書名及卷次(如「周

易內傳卷一終」)。 

扉葉題「船山遺書」、「章炳麟署」(各書之扉葉則題各書名，

如「周易內傳」)，後半葉牌記依序題「中華民國廿二年十二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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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書店重校刊」(各部牌記之首行多「船山遺書 經部」[或「史

部」等])、「瀏陽李英侯總勘」、「瀏陽張告吾、平江李蘊平輯校」。 

按：一、<重刊船山遺書紀略>云：「一本書編輯依據新化鄧氏顯鶴刻本、

湘鄉曾氏國藩刻本、瀏陽劉氏人熙補刻本、及長沙湘潭衡陽坊間

各散刻本並船山先生手稿之獲見者，參訂合集其大成」。「一本書

依原集編分四部，一經部，凡二十二種，都一百五十五卷；二史

部，凡四種，都七十七卷；三子部，凡十四種，都五十四卷；四

集部，凡三十種，都七十二卷。合經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種，都三

百五十八卷。」 

二、「周易外傳」卷一末題「周易外『內』傳卷一終」，多「內」字。 

三、第五十一冊至五十三冊(讀通鑑論卷一至卷十五)之封面墨筆題「毅

庵」兩字。 

四、「永曆實錄」卷十缺葉三，被以卷十一之葉三取代，故卷十一之葉

三重見。 

五、《張子正蒙注》與《六十自定稿》二書均有<自敘>一篇，篇末署「庚

申上巳湘西艸堂記」，內容完全相同，玩其內文云：「五十以前不

得者多矣，五十以後未敢謂得一，……此十年中別有柳岸吟，欲

遇一峰、白沙、定山於流連駘宕中學詩，幾四十年」等語，或即

應為《六十自定稿》之敘，暫記於此。 

○張戴東原先生全集二十六種一○四卷三十六冊附安徽叢書第六期全書書目提

要一冊，清戴震撰，民國二十五年安徽叢書編印處，E05.4/(q2)4357 

含：《尚書義攷》二卷、《毛鄭詩攷正》五卷、《杲溪詩經補注》二卷、《考

工圖記》三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緒言》

三卷、《經攷》五卷、《經攷附錄》七卷、《方言注疏證》十三卷、《續

方言手稿》二卷、《聲類表》九卷卷首一卷、《聲韻攷》四卷、《原善》

三卷、《原象》三卷、《續天文略》二卷、《勾股割圜記》三卷、《策

算》一卷、《水地記》一卷、《屈原賦注》十二卷、《屈賦注初稿》二

卷、《東原文集》十二卷、《戴氏遺墨》一卷、《年譜》一卷、《著書

攷》一卷、《經攷附錄校記》一卷。 

附：<安徽叢書第六期全書目錄>、民國二十六年胡樸安<序>、民國二十六

年許承堯<序>、<戴東原先生遺像贊>、<尚書考義例>、清紀昀<考工

記圖序>、鄧實<中庸補注記>、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序>、許承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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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附錄跋>、南宋慶元庚申(六年，1200)李孟傳<刻方言後序>、南

宋慶元庚申(六年，1200)朱質<跋李刻方言>、<聲金攷目錄>、清乾隆

二十三年(1758)吳思孝<句股割圓記序>、清乾隆甲子(九年，1744)戴

震<策算序>、清盧文弨<屈原賦注序>、清戴震<屈原賦注序>、、<

通釋上目錄>、<通釋下目錄>、清庚辰(清乾隆二十五年，1760)汪梧

鳳<屈原賦音義跋>、清戴震<屈原賦注序(稿)>、<屈原賦注目錄

(稿)>、丙子許承堯<屈原賦注初稿跋>、清壬子(乾隆五十七年，1792)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東原集目錄>。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僅見於「尚書義考」、「中庸補注」、「續方言手稿」，「毛鄭

詩考正」以下則為花口，「經考附錄」為白口)，雙魚尾(僅見於「尚

書義考」，「毛鄭詩考正」以下則

為單魚尾，「中庸補注」、「經考附

錄」、「續方言手稿」無魚尾)，左

右雙欄。半葉十一行(或十行)，行

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雙魚尾間題書名卷次(如「尚

書義考卷一」，「毛鄭詩考正」、「杲

溪詩經補」、「考工記圖」、「孟子

字義疏證」等則見於板心上方)及

葉碼。 

「尚書義考」之首行依序題

「尚書義考」、「堯典第一」、「虞

夏書一」(「義例」則次行依序題

「休甯戴震撰」，「貴池劉世珩校

刊」)，卷末題「尚書義考卷○」。 

「毛鄭詩考正」首行上題「毛

鄭詩考正卷○」，次行上題「鄭氏詩譜」(卷一以下題「毛詩故訓傳

鄭氏箋」)，卷末題「毛鄭詩考正卷○終」及「歙縣洪榜校字」(卷

一題「高郵任基振校字」，卷二題「昌平陳本忠校字」，卷三題「歷

城周永年校字」，卷四題「弟澍校字」及「乾隆丁酉[四十二年，1777」

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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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溪詩經補」之首行上題「杲溪詩經補注卷○」，次題「詩國

風」，卷末題「詩經補注卷○終」、「吳縣楊昌霖校字」(卷二題「曲

阜孔廣栻校字」及「乾隆丁酉[四十二年，1777」秋七月栞」)。 

「考工記圖」首行上題「考工記圖○」，卷末題「考工記圖下終」。 

「中庸補注」首行上題「中庸補注」，下題「戴震譔」，卷末題

「中庸補注」。 

「孟子字義疏證」首行上題「孟子字義疏證卷○」，下題「戴震

譔」，卷末題「孟子字義疏證卷○終」。 

「緒言」首行上題「緒言卷○」，下題「休寧戴震撰」，卷末題

「緒言卷○」，卷下末題「譚瑩生覆校」。 

「經考」首行上題「經考卷○」，次行下題「休甯戴震記」，卷

末題「經考卷○」，卷五末題「甲子八月據李南澗原本重校正」。 

「經考附錄」首行上題「經考附錄卷○」，次行下題「休甯戴震

記」，卷末題「經考卷○」，卷五末題「甲子八月據李南澗原本重校

正」。 

「方言疏證」首行上題「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次

行下題「戴震疏證」，卷末題「方言疏證卷○終」。 

「續方言手稿」首行上題「續方言卷之○」，下題「新安戴震記」，

卷末題「續方言卷○終」。 

「聲類表」首行上題「聲類表卷○」，卷首之次行上題「荅段若

膺論韻」，下題「休寧戴震」，卷末題「聲類表卷○終」、「吳縣周夢

棠校字」(卷一題「泰州侍朝校字」，卷二題「浙江丁錦鴻校字」，卷

三、卷八題「受業高郵王念孫校字」，卷四題「歙縣洪朴校字」，卷

五題「長洲胡士震校字」，卷六題「德州梁翥鴻校字」，卷七題「錢

塘汪吳泰校字」，卷九題「曲阜孔廣栻校字」)。 

「聲韻攷」首行上題「聲韻攷卷弟○」，下題「休寧戴震撰」，

卷末題「聲韻攷卷弟○」。 

「原善」首行上題「原善卷○」，卷末題「原善卷○終」、「凡十

一章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序百九字」(卷中題「凡五章二千七百二十二

字」，卷下題「福建李威校字」、「凡十六章三千四百七字」、「總三篇

合序三十三章九千三十一字」)。 

「原象」首行上題「原象」，次行上題「原象一」，下題「休寧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67 期 

 136

戴震撰」，卷末題「原象終」、「婺源董玠校字」。 

「續天文略」首行上題「續天文略」。 

「句股割圜記」首行上題「句股割圜記」，下題「新安戴震撰」

(僅見於卷中、卷下)，卷末題「句股割圜記○終」、「凡一千零七十

七字」(卷中題「凡九百七十三字」，卷下題「凡六百八十九字」)。 

「策算」首行上題「策算」。 

「水地記」首行上題「水地記」，次行下題「休寧戴震」，卷末

題「水地記卷之一終」。 

「屈原賦注」首行上題篇名(如「離騷」)，下題「屈原賦戴氏注」。 

「屈原賦注初稿」首行上題篇名(如「離騷經」)，下題「屈原○」。 

「戴東原集」首行上題「戴東原集」，次行下題「休寧戴震譔」

(目錄則題「四庫館纂修官翰林院庶吉士戴震譔」)，卷末題「戴東

原集卷○終」。 

「戴東原年譜」首行上題「戴東原先生年譜」，次行下題「弟子

金壇段玉裁編」(「行狀」則題「歙洪榜著」，「傳」則題「錢大昕」，

「墓志銘」則題「王昶」)。 

各書扉葉題「安徽叢書第六期全書」、「戴東原先生全集」、「遺

墨一卷附遺像著書攷一卷」、「尚書義攷二卷」、「毛鄭詩攷正五卷」、

「杲溪詩經補注二卷」、「考工記圖三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

字義疏證三卷」、「緒言三卷」、「經攷五卷」、「經攷附錄七卷附校記

一卷」、羅更<經考附錄校記跋>、「方言注疏證十三卷」、「續方言手

稿二卷」、「聲類表九卷」、「聲韻攷四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

「續天文略二卷」(僅卷上及卷中)、「句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

卷」、「水地記一卷」、「屈原賦注十二卷」、「屈原賦注初稿三卷」、「東

原文集十二卷」、「年譜一卷附行狀一卷傳一卷墓誌銘一卷」，牌記題

「民國二十五年安徽叢書編印處印行」。 

按：一、<戴東原先生全集出版啟事>云：「本會編訂戴東原先生全集為安

徽叢書第六期全書，茲已出版。全書二十六種，一百零四卷，用

中國上等連史紙精印精裝共三十六巨冊。……網羅戴氏遺著計已

刻未刻者有二十二種附四種，較孔刻東原遺書多七種。」但<安徽

叢書第六期全書目錄>卷末題：「右書二十二種附校記、遺墨、年

譜、著書攷四種，共一百零四卷，計二千一百二十九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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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叢書第六期全書書目提要》封面墨筆題「張學良」。封底黏

貼「(第一期至第五期)安徽叢書目錄」。《孟子字義疏證》見墨筆

圈點，封底墨筆題「張學良」，或即張先生閱讀時所圈點者。《策

算》封面內葉墨筆題「張學良」。 

三、<考工記圖序>云：「戴君東原始為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說而

無注。乾隆乙亥夏，余初識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

戴君乃為余刪取後後鄭注而自定其說，以為補注，又越半載，書

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考工記圖》有原藏書者之藏

書印及校勘批註。 

四、《經考》第卷末有：「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錄，經餘姚邵二雲手

挍一過、無甚譌錯矣。乾隆己丑(三十四年，1769)九月十八日益都

李文藻記于京城虎坊橋北百順胡同寓舍。」 

五、<經考附錄跋>云：「承堯所得是書，共七卷，題曰經考附錄，不著

撰人姓名，然按其體例與經考同，皆博引眾說，間加按語。其按

語之精審嚴密亦同，以二書互校，則附錄者乃補經考所未備而為

之疏通證明，承堯以為此二書皆先生早年治學時札記之書，在先

生未視為要籍，故段氏未之聞耳。……中間有譌字，因屬羅君長

名校正之。」 

六、「聲類表卷二」末葉題「乾隆四十二年(1777)夏六月栞於京師之壽

霊簃」。卷九末葉題「乾隆丁卯(十二年，1747)夏六月刊」。 

七、「聲韻攷卷四」末葉題「乾隆己亥(四十四年，1779)小除夕前重刊」。 

八、「原善卷下」末葉題「乾隆丁酉(四十二年，1777)八月刊」。 

九、「原象」末葉題「乾隆丁酉(四十二年，1777)六月刻」。 

十、「屈原賦注」含：賦注、通釋二卷及音義三卷三種。「屈原賦注初

稿」之書眉間見批語。 

○張顏李叢書三十三種存一四六卷三十二冊，清徐世昌輯，民國十二年四存學

會校刊活字本，E01.3/(r)2846-1 

含：《習齋先生年譜》二卷、《四書正誤》六卷、《習齋先生言行錄》二卷、

《習齋先生闢異錄》二卷、《四存編》十一卷、《朱子語類評》一卷、

《禮文手鈔》五卷、《習齋記餘附遺著》十卷附《遺著》一卷、《恕

谷年譜》五卷、《周易傳註》七卷《周易筮考》一卷、《詩經傳註》

八卷、《春秋傳註》四卷、《論語傳註》二卷、《學大中庸傳註》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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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註問》二卷、《中庸講語》一卷、《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

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論學》二卷、《學禮》五卷、《學射》

二卷、《學樂錄附竟山樂錄》三卷(卷三至卷五)附《竟山樂錄》一卷、

《平書訂》十四卷、《閱史郄視》四卷續一卷、《擬太平策》七卷、《評

乙古文》一卷、《瘳忘編》一卷、《四考辨》四卷、《恕谷後集》十三

卷、《天道偶測》一卷、《訟過則例》一卷、《谷詩集》二卷。 

附：民國徐世昌<顏李叢書序>、民國十二年趙衡<彙刻顏李叢書序>、丁亥

(清康熙四十六年，1707)李塨<顏李叢書總目>、<凡例>、清康熙丁亥

(四十六年，1707)張琡璋<(習齋先生年譜)跋>、清康熙丁亥(四十六

年，1707)鄭知芳<(習齋先生年譜)跋>、<(習齋先生年譜)刊誤表>、<

四書正誤刊誤表>、<顏習齋先生言行錄目錄>、<(顏習齋先生言行錄)

凡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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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習齋先生闢異錄)刊誤表>、<存學編目>、清康熙

丙子(三十五年，1696)郭金城<存學編序>、<存學刊誤表>、<存性刊

誤表>、清康熙二十八年(1689)李塨<存治編序>、<存治刊誤表>、清

康熙三年(1664)顏元<禮文手鈔(序)>、<朱子語類評刊誤表>、清乾隆

十五年(1750)鍾錂<習齋記餘叙>、<習齋記餘目錄>、<(習齋記餘)刊誤

表>、<習齋先生記餘遺著目錄>、清康熙壬辰(五十一年，1712)馮辰<

李恕谷先生年譜序>、清馮辰<(恕谷年譜)凡例>、<(恕谷年譜)刊誤表

>、清雍正八年(1730)劉調贊<續纂李恕谷先生年譜>、清康熙五十二

年(1713)李塨<周易傳註序>、清道光二十三年(1843)石寶林<(周易傳

註)跋>、清道光二十三年(1843)谷勳<周易傳註重刊序>、清道光二十

三年(1843)馮如松<周易傳註重刊序>、清李塨<(周易傳註)凡例>、<

周易傳註刊誤表>、丙申(清康熙五十五年，1716)李塨<詩經傳註題辭

>、清道光二十四年(1844)段金甌<新刻詩經傳註序>、清道光二十四

年(1844)劉化南<新刻詩經傳註序>、<詩經刊誤表>、清雍正四年(1726)

李塨<春秋傳註序>、<(春秋傳註)刊誤表>、清同治八年(1869)李繼曾<

春秋傳註跋>、清康熙五十七年(1718)李塨<論語傳註序>、己亥(五十

八年，1719)李塨<(論語傳註)凡例>、<論語傳註(刊誤表)>、庚子(康

熙五十九年，1720)李塨<傳註問(序)>、清康熙壬寅(六十一年，1722)

張業書<(傳註問)題辭>、清康熙四十年(1701)陳兆興<恕谷中庸講語序

>、<四書傳註刊誤表>、清康熙四十四年(1705)李塨<小學稽業序>、<



專櫃線裝書目 

 139

小學稽業目錄>、清康熙三十七年(1698)李塨<大學辨業序>、清李培

(及陳兆興、高捷)<(大學辨業)凡例>、<大學辨業目錄>、<(大學辨業)

題辭>、<小學稽業、大學辨業刊誤表>、戊寅(清康熙三十七年，1698)

李塨<聖經學規纂序>、<聖經學規纂目錄>、清康熙庚子(五十九年，

1720)李塨<學禮序>、<聖經學規纂、論學、學禮、學射刊誤表>、清

康熙三十八年(1699)李塨<學樂錄序>、<學樂錄、竟山樂錄刊誤表>、

<平書訂目次>、<平書刊誤表>、清孫勷<閱史郄視跋>、清吳涵<閱史

郄視跋>、<閱史郄視刊誤表>、清李塨<擬太平策序>、清康熙癸亥(十

二年，1673)李塨<瘳忘編自序>、<瘳忘編(凡例)>、民國八年齊樹楷<

瘳忘編識語>、清雍正十年(1732)李塨<評乙古文序>、<擬太平策、瘳

忘編、評乙古文刊誤表>、清雍正四年(1724)閻鎬<恕谷後集序>、<恕

谷後集目錄>、<恕谷後集刊誤表>、清光緒七年(1881)王灝<恕谷後集

識語>、清己巳(康熙二十八年，1689)李塨<訟過則例識語>、<恕谷詩

集上卷目錄>、<恕谷詩集下卷目錄>、民國十二年齊振林<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下白口，單魚尾，四邊單欄。無

界欄。半葉十一行，行三十字；小

字雙行，行三十字。板框 12.1×18.1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書名(如「習齋

先生年譜」)，魚尾下題卷次(如「卷

上」)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四存學

會校刊」。 

各卷首行上題各書名及卷次

(如「顏習齋先生年譜卷上」，次行

以降下題纂訂者姓名(如「門人李

塨纂」、「王源訂」。「四書正誤」、「存

學編」、「存性編」、「存治編」、「存

人編」、「朱子語類評」、「禮文手

鈔」、「習齋記餘」等題「博野顏元

著」。「習齋言行錄」、「闢異錄」等

則題「受業門人鍾錂纂」。「恕谷年

譜」卷一至卷四依序題「清苑馮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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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武進惲鶴生訂」、「孫鍇重加修訂」；卷五題「威縣門人劉調贊

續纂」、「孫鍇重加修訂」。「周易傳註」、「周易筮考」、「詩經傳註」

卷一及卷六、「春秋傳註」、「論語傳註」、「大學傳註」、「中庸傳註」、

「小學稽業」卷一、「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論學」、「學禮」

卷一、「學射錄」卷一、「學樂錄」、「平書訂」卷一、「閱史郄視」、「擬

太平策」卷一、「評乙古文」、「四考辨」、「恕谷後集」卷一、「天道

偶測」、「」等題「蠡縣李塨著」)，卷末題各書名、卷次(如「顏習

齋先生年譜卷上終」)及校者姓名(如「齊樹楷校」)。 

扉葉題「顏李叢書」、「徐世昌題」，後半葉牌記題「壬戌(民國

十一年)中冬四存學會印行」。 

按：一、是書裝幀未全部依序，如叢書之扉葉與徐世昌<顏李叢書序>置於

「恕谷年譜」卷四之前；《學樂錄》則先卷五、次卷三、次卷四，

卷一與卷二闕如。《詩經傳註》卷六之葉二十四與葉二十六，插

入卷七葉二十五，然卷七僅到葉二十，應是板心誤「卷六」為「卷

七」。《評乙古文》全卷之板心題「卷全」，惟葉二十六則題「卷

一」。 

二、「四書正誤」缺卷五，核卷六為「孟子下」，則卷五為「孟子上」。 

三、《四存編》實分：存學編、存性編、存治編及存人編四種。<(大

學辨業)題辭>收：閻若璩、胡渭、朱敬、彭超、維坤、王源、

孔尚任、李塨等人之作。《四考辨》收：宗廟考辨、郊社考辨、

禘祫考辨、田賦考辨。 

四、「恕谷中庸講語」首葉次行分別題：李魁春、王芝、陳兆興、閻

茂宗，三行題：張澍、李廷棟、閻鍵、趙弘深，四行題：王志

燮、繆爾直、趙弘澤、趙弘澍，五行題：李淑聖、陳琪、趙弘

渡、李培，六行題：宋殷裔、趙元璧、高捷、李埈，七行題：

魏炳、管廷耀、閻銓、李壧，八行題：劉發璋、李廷獻、彭游

龍、李曾達。「小學稽業目錄」次行題「蠡吾李塨剛主纂」，三

行題「德州孫勷子未訂」，四行題「大興王源崑繩校」。 

五、「竟山樂錄」題「蕭山毛奇齡撰」。<訟過則例>篇名下小字題「劉

念臺先生原編名紀過格」。 

六、《閱史郄視》冊之封面墨筆題「張學良」。 

七、齊振林<跋>云：「民國八年，余印行恕谷先生論語學庸各傳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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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益溪先生灰畫集，東海徐公見而善之，俾振林與趙湘帆、

齊櫽齋、賀性存諸君倡立顏李學

會以張大兩先生之學，因益求其

遺著之行世者。前後得稿本及舊

刻本十數種，合定州王文泉先生

所刊都四十種，雖兩先生之學，

傳者幾絕，而所著書則略具於是

矣。於時歐戢告終，學術之趨勢

潛轉歐美，大儒每感物質文明將

瀕於危，不惜出多金以購吾古先

聖賢之遺，冀圖補救。振林素好

兩先生所謂三事三物之學，見其

於世界思潮多吻合，又復於周孔

正傳較為切實。學會既成，亟與

同志謀彚刊兩先生之書，公之天

下。若夫取其說施之政事，因革

損益，則聽後之博學君子之自出

焉。徐公喜其書之且傳也，餉以

鉅資，同志復推振林司校讎之

役。鳩工，兵事猝起，負同校之

責者往往出都，振林以公餘之暇

獨任其事。八閱月而印訖。重加

攷校，時有脫訛，復印則縻費為

艱，隱之而不與表見，欺人即無

異自欺，戡本兩先生戒欺之意，

附刊誤表於每冊後，惟期及時蕆

事，出版草率則不敢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