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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漢至唐之部 

僑光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惠美 

本次所載書目，為漢至唐諸家《孟子注》，自高誘、程曾、劉熙(兩種

輯本)、鄭玄、綦毋邃、丁公著、張鎰、陸善經，凡八家。這八家所撰，《隋

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或載，或不載，然均佚失已久，清代輯

佚學家馬國翰，皆為輯得若干佚注，刻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因此，

本篇大抵以《玉函山房輯佚書》，漢至唐之《孟子注》為主，別有資料，

則以按語繫入。又，本篇篇名，原欲作「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二)」，以

續前期所刊載「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一)」；不過，以(一)(二)為題，較

不易具體反映東海館藏孟子書狀況，因此，改以時代標出。 

一、孟子高氏章句一卷一冊，漢高誘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十一種存

五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堂，頁 601，

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高氏章句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低一格，

行十九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高氏章句」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高氏章句」，次行題「漢高誘撰」。 

按：1.高誘<呂氏春秋序>云：「《正孟子章句》」，然《隋》、《唐》書志

已不載，殆久佚。 

2.馬國翰<孟子高氏章句序>云：「宋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引高氏

誘二則，此外亦無引之者。焦循作《孟子正義》頗篤古訓，以

誘所著諸書多及《孟子》，尚可攷見，迺詳取《呂氏春秋》、《淮

南子》、《戰國策》三注，凡涉《孟子》者彙集之，附於序說，

語辭多少往往與今本不同，⋯⋯誘受業於盧植，與鄭康成先後

同師古義，討論要必有所依據，茲就所集次第編錄，並熙時子

所引合訂成卷，以存漢學。至於三書訓注，焦皆採入《正義》，

多與趙氏相發明，然未顯言孟子，不敢附合，有焦書在固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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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焉而會其通也。」可知馬氏輯本包括焦循《孟子正義》所採

的三十餘節，並熙時二節。然熙時子《孟子外書》既屬偽託，

則馬氏據以採入，或未必恰當。又，此書所採既非高氏《孟子

章句》原注，逕題《孟子高氏章句》，似仍待商榷。1 

3.與《孟子章指二卷篇敘一卷》、《孟子程氏章句》合為一冊。 

二、孟子程氏章句一卷附錄一卷一冊，漢程曾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

十一種存五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

堂，頁 601，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程氏章句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低一格，

行十九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程氏章句」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程氏章句」，次行題「漢程曾撰」。 

按：1.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

子章句》。事蹟詳《後漢書‧儒林傳》。 

2.清馬國翰<孟子程氏章句序>云：「《孟子程氏章句一卷》，漢程曾

撰。⋯⋯不詳卷數，《隋書經籍志》未及著錄，佚在隋前，諸書

亦絕少徵引，惟宋熙時子所注《孟子外書》第三篇引有一則。⋯⋯

然劉貢父傳之，馬廷鸞敘之，雖非孟子本真，而要為治孟子者

所宜參攷也。茲錄存附載本傳，俾論世者知其人焉。」據馬氏<

序>，知輯本乃從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注採一節，附上曾氏生

平。不過，如馬氏所言，此書《隋志》不著錄，佚在隋前，則

宋代的熙時子又何得而見佚書？因此，馬氏輯此節以為《程氏

章句》，實待商榷。2 

3.與《孟子章指二卷篇敘一卷》、《孟子高氏章句》合為一冊。 

                                                 
1 陳建華、孫啟治編《古佚書輯本目錄附考證》。北京中華書局，1997年 8 月第 1

版，頁 73-74。另載俞樾《孟子高氏義》一書，陳氏附注認為若「俞氏題《孟子

高氏義》猶可也，馬氏直題《章句》之名，未免不符其實。」 
2 關於熙時子注《孟子外書》事，參見孫啟治、陳建華編《古佚書輯本目錄附考證》

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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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子劉氏注一卷一冊，漢劉熙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十一種存五

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堂，頁 601，

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劉氏注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劉氏注」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劉氏注」，次行題「漢劉熙撰」。 

按：1.清馬國翰<孟子劉氏注序>云：「《孟子劉氏注》一卷，漢劉熙

撰。⋯⋯其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今佚。《史記》、

《漢書》、《文選》等注尚有徵引，而注上所列經文往往與今本

不同，蓋所據之本劉與趙異，如《書》分古今，《詩》判齊、

魯、韓、毛，即佚說之僅存頗資考覈之助。宋熙時子傳《孟子

外書》四篇，其<孝經第三>引劉氏熙一則，案熙注七卷無外書，

不知熙時何據，姑依錄之，存其疑焉可已。」觀馬氏之言，輯

含《孟子外書》所引一則；惟宋時熙《孟子外書》已屬偽託，

遽採之，誠不足據。 

2.與《孟子鄭氏注》、《孟子綦毋氏注》、《孟子陸氏注》、《孟子張氏

音義》、《孟子丁氏手音》合為一冊。 

3.劉熙《孟子注》，清代有數種輯本，以今所知，宋翔鳳、黃奭、

陳鱣、王仁俊、葉德輝均曾輯其佚文。《經義考》著錄是書，朱

彝尊亦自《文選》等書輯佚文，以按語記之，然未別行。 

四、孟子劉注一卷一冊，清宋翔鳳輯，嚴一萍選輯，藝文印書館影印，民

國 57 年，清嘉慶孫馮翼輯刊，百部叢書集成，28，R121282，HB E02.6/ 

6614-02 v.38 pt.28 

附：清光緒辛卯(十七年，1891)葉德輝<孟子劉熙注敘>、清光緒十七年

(1891)葉德輝<劉熙事蹟考>。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3.7×10.1 公分。上魚尾下題「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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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魚尾上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孟子章句」，次行上題「漢劉熙注」，下題「長

沙葉德輝撰集」。 

扉葉後半牌記題「本館《百部叢書集成》所選《問經堂叢

書》有宋翔鳳輯本《孟子劉注》一書案此書以葉德輝所輯《郋

園全書》本最佳今即以此本代入影印所選百部叢書僅有此本」。 

按：卷之首行「孟子章句」下雙行小字題：「德輝按《文選》<張景陽

雜詩注>引《孟子章句》仲子云云，下有劉熙曰，則劉亦名『章

句』也。」 

五、孟子章句附劉熙事蹟考一卷一冊，漢劉熙注，民國葉德輝輯，郋園本，

藏史語所，叢書集成續編第 37 冊 

附：清光緒辛卯(十七年，1891)葉德輝<孟子劉熙注敘>、清光緒十七年

(1891)葉德輝<劉熙事蹟考>。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

雙行，底一格，行二十一字(是書為縮印本，無法得知其原始尺

寸)。上魚尾下題「孟注」，下魚尾上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孟子章句」，次行上題「漢劉熙注」，下題「長

沙葉德輝撰集」。 

扉葉後半牌記題「光緒壬寅(二十八年，1902)仲冬長沙葉

氏刊行」。 

按：1.葉德輝《孟子劉熙注》，原收入《郋園先生全集》、《觀古堂所著

書》，此種即以史語所藏《郋園先生全集》本縮印出版。 

2.據葉德輝<孟子劉熙注敘>云：「劉熙《後漢書》無傳，其事惟

略見《三國志》韋曜、程秉、薛綜、許慈等傳，知為當時大儒，

予故輯其佚注，并為<事蹟攷>一篇，所以表章漢儒注經之功，

而補陳范二史之闕，斯亦讀孟子者所忣欲共者與。」則知所

附<事蹟考>，為葉氏所撰。其實，關於劉熙生平，歷來即有不

同的說法，清儒亦多有考辨，葉氏之說後出，採摭甚多。3 

                                                 
3 陳建華、孫啟治編《古佚書輯本目錄附考證》頁 73，關於《孟子劉氏注》別有詳

述，請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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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孟子鄭氏注一卷一冊，漢鄭玄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十一種存五

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堂，頁 601，

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鄭氏注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鄭氏注」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鄭氏注」，次行題「漢鄭元撰」。 

按：1.馬國翰<序>此書云：「《孟子鄭氏注》一卷，漢鄭元撰。⋯⋯《漢

書》本傳詳列所著書，不言《孟子》，而《隋志》有《孟子》七

卷，鄭元注；《唐志》亦有《鄭元注孟子》七卷，未知何據？或

為鄭學者依托其說而成此書與？今佚，傳記絕無徵引，茲取元

注諸書中所引《孟子》及隱括《孟子》義者輯錄以補缺遺，雖

非本書而文字與今本異者，可準《鄭箋詩》改字及注《魯論》

以齊古讀正之例，而訓釋之得諸他經注者，轉確然見康成之手

澤矣。」則馬氏頗疑《隋》、《唐志》所載《鄭氏注》為後學依

託。而其輯此書計三十節，實取鄭玄注諸書引及《孟子》或隱

括《孟子》義者。4 

2.鄭玄注孟子事，現今論者多與馬氏觀點相近，王利器《鄭康成年

譜‧著述》，辨之甚詳，可參閱。 

3.與《孟子劉氏注》、《孟子綦毋氏注》、《孟子陸氏注》、《孟子張氏

音義》、《孟子丁氏手音》合為一冊。 

七、孟子綦毋氏注一卷附附考一冊，晉綦毋邃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

十一種存五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

堂，頁 601，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綦毋氏注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低一格，

                                                 
4 馬氏之後，清王仁俊亦輯《孟子鄭氏注》一卷，補馬氏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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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十九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綦毋氏注」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綦毋氏注」(葉一題「孟子綦氏注」)，

次行題「晉綦毋邃撰」。 

按：1.晉綦毋邃事蹟不詳，大抵為穆、哀時人，著有《列女傳》七卷、

《孟子注》七卷、《二京賦音》二卷、撰《誡林》三卷、注《三

都賦》三卷，今並亡。5其中所注《孟子注》，於《隋書‧經籍

志》、《舊》、《新唐書》均曾載及。然有九卷、七卷之別。6 

2.唯其書已佚，此處所見乃馬國翰輯本。據馬國翰<孟子綦毋氏注

序>云：「《孟子綦毋氏注》一卷，晉綦毋邃撰。⋯⋯蓋其書亡於

隋世，至唐復得之，而缺二卷也，今佚，惟《通典》、《文選注》

引凡五節，而宋熙時子所注《孟子外書》其<孝經篇>亦引綦毋

氏四節，蓋在唐二卷佚篇中。劉貢父得《外書》於湮散之餘，

佚說幸存也，茲並輯錄其說。」 

3.與《孟子劉氏注》、《孟子鄭氏注》、《孟子陸氏注》、《孟子張氏音

義》、《孟子丁氏手音》合為一冊。 

八、孟子丁氏手音一卷一冊，唐丁公著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十一種

存五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堂，頁

602，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丁氏手音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低一格，

行十九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張氏音義」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張氏音義」，次行題「唐張鎰撰」。 

按：1.唐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舊唐書》卷 188<孝友傳>有傳。 

2.馬國翰<孟子丁氏手音序>云：「《孟子丁氏手音》一卷，唐丁公著

                                                 
5 據陳師鴻森先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辨證(二)>「孟子注」條，考
證繫文。詳見《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55 期，頁 375-424，民國 90年 11 月。 

6 《隋書‧經籍志‧經籍三‧子》「梁有《孟子》九卷，亡。」《舊唐書‧經籍志‧

丙部子錄‧儒家類》、《唐書‧藝文志‧丙部‧子錄‧儒家類》，均載為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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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事蹟具《唐書》本傳，傳言著《太子諸王訓》十篇，

不言《音釋孟子》。《舊新唐書志》均未載之，《宋史‧藝文志》

有《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蓋《唐志》遺之也，今佚，惟孫

奭《音義》載其說，據以輯錄。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注亦引

一則，編次卷後。孫<序>謂丁氏稍識指歸，謬時有。今觀所

引頗詳攷證，足與趙注相發明，則經芟削之餘，所存者固皆醇

義也。」由馬氏<序>知書主要據孫奭《音義》所引而輯錄；惟

馬氏之前，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32，著錄「丁氏公著孟子

手音」，於按語處，云「其見於《孫氏音義》者」，凡朱子《集

注》採用者、音異者、文異者、義異者，皆為錄出。實亦屬《丁

氏孟子手音》之輯佚，然未別行罷了。 

3.與《孟子劉氏注》、《孟子鄭氏注》、《孟子綦毋氏注》、《孟子陸氏

注》、《孟子張氏音義》合為一冊。 

九、孟子張氏音義一卷附錄本傳一冊，唐張鎰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

十一種存五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

堂，頁 601，E02.8/7164 

附：無。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低一格，

行十九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張氏音義」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張氏音義」，次行題「唐張鎰撰」。 

按：1.唐張鎰，蘇州人，朔方節度使張齋邱之子。大曆五年 (770)除濠

州刺史，為政清淨。撰《三禮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

《孟子音義》三卷。事蹟詳見《舊唐書》卷 125<張鎰傳>。7 

2.此書《舊唐書‧經籍志》失載，朱彝尊《經義考》卷 232 著錄是

書，亦輯《音義》若干節，附於按語。 

3.與《孟子劉氏注》、《孟子鄭氏注》、《孟子綦毋氏注》、《孟子陸氏

注》、《孟子丁氏手音》合為一冊。 

                                                 
7 《宋史‧藝文志‧子類‧儒家》載張諡《孟子音義》三卷，「諡」當為「鎰」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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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孟子陸氏注一卷一冊，唐陸善經撰，玉函山房輯佚書六百三十一種存

五百七十種，經篇，清馬國翰輯，清光緒十年 (1884)楚南湘遠堂，頁 601，

E02.8/7164 

附：清馬國翰<孟子陸氏注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2.5×8.3 公分。板心題「孟子陸氏注」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湘遠堂重刊」。 

卷之首行題「孟子陸氏注」，次行題「唐陸善經撰」。 

按：1.唐陸善經，曾參與《開元禮》之纂修，著有《古今同姓名錄》二

卷，《孟子注》七卷，《新字林》一卷等。 

2.此書《舊唐書‧經籍志》失載，據馬國翰<孟子陸氏注序>云：「其

注孟子《舊唐書‧經籍志》不載，《新唐書》有《陸善經孟子注》

七卷，《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

《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復為七篇。孫奭《孟子正義》云自陸

善經已降其訓說雖小有異同，而咸歸宗於趙氏。今佚，惟孫奭

《音義》引之，輯錄一卷。⋯⋯其它訓詁已不可見，以《正義》

歸宗趙氏，推之要必無大殊，於舊注音義或錄其不同者以備參

攷乎。」知是書仍以孫奭《音義》所引者為主，而大抵同於朱

彝尊《經義考》卷 232「陸氏善經孟子注」條按這所輯者。8 

2.與《孟子劉氏注》、《孟子鄭氏注》、《孟子綦毋氏注》《孟子張氏

音義》、《孟子丁氏手音》合為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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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彝尊《經義考》卷 232 所附按語，所引亦出《音義》，而首二則並為朱熹《集
注》采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