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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十二種見於別集類的宋人孟子著述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九十二學年度筆者以<兩宋以前孟子著述存佚考>為題，申請學校的專

題研究案1，檢核資料過程當中，經常運用東海圖書館館藏資料，而興整理

之思。因於撰寫專題結案報告之際，順帶整理東海館藏《孟子》相關著述，

並略考其板本，別為<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一)>、<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

目--漢至唐之部>二文2，藉《館訊》先行刊布，提供相關研究者參考。 

由於計畫先就朱彝尊《經義考》3「孟子類」著錄兩宋以前之著述予以

考察，作為基本書目，再擴及蔣復璁《孟子集目》4、鄭卜五《孟子著述考》

5等書，因此即仿《經義考》著錄存佚之例，註明各書存、闕、未見、佚；

然而，每每有《經義考》逕曰「存，若干卷」，而核對書目著錄卻未見單

行者。其後經由朱彝尊偶附之按語，搭配全文資料庫，從子部、集部中析

出多種《孟子》著述，今整理原收錄於別集類當中的十二種宋人《孟子》

著述，考述各書之作者、流傳狀況，從中亦可窺知「互著」、「別裁」法的

運用。此外，由於所見仍多東海館藏資料，於各條書名、出版資料後，繫

附索書碼，以便讀者考察。 

二、十二種分述 

1.司馬氏光《疑孟》一卷，見《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第七十三卷，《四部

叢刊》本，上海涵芬樓景印瞿氏鐵琴銅劍樓藏宋紹熙刊本，商務印

書館，D02.3/1779 

                                                 
1 僑光技術學院，92 年度獎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案，計畫編號：92A-087。 
2 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 (一 )>，《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三十一期，
頁 31-48，民國 93 年 4 月。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 ----漢至唐之
部>，《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三十二期，頁 40-47，民國 93 年 5 月。  

3 《四部備要》本，台北中華書局，民國 70 年。 
4 蔣復璁《孟子集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 2卷第 2期，1926 年 10月。 
5 鄭卜五《孟子著述考》，台北國立編譯館出版，2003 年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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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宋紹興二年 (1132)劉嶠<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序>、南宋紹興三年

(1133)劉嶠<進司馬溫公文集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目錄>、清

黃丕烈<跋>。 

藏印：「瀧川氏圖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魚尾，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字。板框 14.2×9.3

公分(縮印本)。上魚尾下題「溫公文○○」(或「溫公○○」、「司

馬文○○」、「溫公文集○○」不等)，下魚尾下為葉碼，板心下方

有刻工名字。各卷首尾皆題「溫國文正公文集卷○○」。 

按：一、司馬光(1019-1088)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司馬光年幼時，持

石擊破水缸救友的故事，廣為傳頌；其年甫冠，中進士甲科，

聞喜宴上不願戴花，為當世所稱；至其編《資治通鑑》，則於

史學影響深遠。相關事蹟見《宋史》卷三百三十六 <司馬光

傳>6。 

二、宋‧晁公武《郡齋讀書志》卷五下「《疑孟》一卷」云：「右

溫國司馬文正公光所著也。公疑《孟子》之書有非軻之言者，

故為《疑孟》十有一篇」7；宋‧姚福亦云：「溫公平生不喜

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論。」8則司馬光之著此書，

則為《孟子》接受史當中，非孟、疑孟的系列。此書雖僅一卷，

其後卻引起對話，如宋‧余允文《尊孟辨》、宋‧朱熹＜讀虞

隱之尊孟辨＞、清‧陳鐘英《答疑孟》、清‧匡援《疑疑孟》

等均是。9 

                                                 
6 元脫脫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據故宮藏本照相縮印本，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72 年。 

7 見晁公武《郡齋讀書志》卷五下<拾遺>(葉五十)「《疑孟》一卷」條，《書目續編》
本，台北廣文書局，民國 56 年 12月初版。 

8 姚福之說，乃評司馬康等《孟子節解》，兼及司馬光之書，然則司馬光疑《孟子》

為偽，而著《疑孟》，為當時人所知。姚福語，轉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

三十三，葉四＜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條。 
9 余允文、朱熹之說，見《晦庵集》卷七十三，詳參本文第 5條；匡援《疑疑孟》，
收入《十室迂談九編》，為《匡劍堂先生遺稿》之一，民國間抄本，中國國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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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宋‧邵博《聞見後錄》卷十一收「司馬光《疑孟》一卷」，

題「右題司馬文正公疑孟」10、晁公武《郡齋讀書志》卷五下<

拾遺>載「《疑孟》一卷」二書記載，司馬光此書似已有單行的

情形，其後宋‧王應麟《玉海》卷四十一11、元‧馬端臨《文獻

通考》卷一百八十四亦均載《疑孟》一卷12。今見《說郛》所收

即《疑孟》一卷，屬單行系列。13 

然在另一方面，此書又另入別集中。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三有<

讀虞隱之尊孟辨>14，乃朱熹為說余允文《尊孟辨》兼收<溫公疑孟

上>。此外，《疑孟》一卷，收入司馬光集中。《文淵閣四庫全書》

八十卷本《傳家集》15，卷七十三亦收錄此書。《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云：「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六卷、題跋疑

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樂詞共一卷、誌三卷、碑行狀

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16今核原書，<伯夷隘柳下惠不恭>

以下題「元豐五年 (1082)作」，<性猶湍水>以下題「元豐八年 (1085)

作」，計十二則17。 

2.蘇氏轍《孟子解》一卷，見《欒城集‧後集》卷六，《四部叢刊》本，上

海涵芬樓景印明蜀府活字本，商務印書館，E02.6/0017v.170-172 

附：明嘉靖二十年 (1541)劉大謨<欒城集序目錄>、明嘉靖辛丑(二十年，

1541)王珩<欒城集序>、<欒城集凡例總目>、南宋淳熙三年 (1176)<

                                                                                                                         
書館藏；陳鐘英《答疑孟》，收入《欖香小品》，清道光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

藏。 
10 《叢書集成》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年不詳。 
11 <藝文‧孟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2 <經籍考十一‧經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3《說郛》卷三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4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5 宋司馬光《傳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6 清紀昀等奉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7 按《傳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說郛》本皆十二則，《四部叢刊》本則僅

十一則，缺「孟子謂蚳鼃居其位不可以不言言而不用不可以不去已無官守無言責

進退可以有餘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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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定公謚議>、<欒城集目錄>、<欒城後集目錄>、<欒城第三

集目錄>、南宋淳熙六年 (1179)鄧光<後序>、南宋淳熙己亥(六年，

1179)蘇詡<後序>、南宋開禧丁卯(三年，1207)蘇森<後序>、明

嘉靖辛丑(二十年，1541)崔廷槐<欒城集後序>。 

板式：單魚尾，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4.2×9.3 公分(縮印本)。板心上方題「欒城集」(或「欒城

後集」、「欒城三集」)，魚尾下題卷次及葉碼。各卷之首尾皆題

「欒城集卷第○」(或「欒城後集卷第○」、「欒城三集卷第○」)。 

按：一、蘇轍(1039-1112)字子由，年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

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

之事，尤為切至。事蹟見《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蘇轍傳>。 

二、歷來著錄此書，史志、政書、載記，如《宋史‧藝文四‧子類‧

儒家類》、《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經籍十一‧經論>、《欽定

續通志‧藝文略‧經部‧四書類》18、《蜀中廣記》卷九十一<著

作記第一‧經部>19；經學目錄、藏書目，如《經義考》卷二百

三十三、《直齋書錄解題》卷三<語孟類>20、清‧陸心源《皕宋

樓藏書志》卷十21、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22，皆作

「《孟子解》一卷」，作者無疑，書名、卷數亦無參差。 

三、《直齋書錄解題》卷三<語孟類>載：「穎濱《孟子解》一卷，蘇

轍撰。其少年時所作，凡二十四章。」參對蘇轍《欒城集‧後

集》卷六<孟子解二十四章>標題小字有「予少作此解，後失其

本，近得之，故錄於此」云云，能知《孟子解》為蘇轍少作。 

四、今存蘇轍《孟子解》有兩個系列，其一收入叢書，如《兩蘇經

                                                 
18 清嵇璜等奉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19 明曹學佺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20 宋陳振孫撰，《書目續編》本，台北廣文書局，民國 56 年 12月初版。 
21 《書目續編》本，台北廣文書局，民國 56 年 12月初版。 
22 《書目叢編》本，台北廣文書局，民國 56 年 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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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子學彙函》本、《百部叢書集成》本、《指海》本、《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23、《四部叢刊》本、《叢書集成新編》本，均

以一卷本的面貌單行。另一則收入蘇轍的文集，今館藏《四部

叢刊》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欒城集‧後集》卷六<孟子

解二十四章>，其內容與收入叢書實相同。24 

3.徐氏積《嗣孟》一篇，見《節孝集》卷二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01  

附：清乾隆四十五年 (1780)紀昀等<提要>。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7×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節孝集卷○」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節孝集卷○」，

下題「宋徐積撰」，卷末題「節孝集卷○」。 

按：一、徐積(1028-1103)字仲車，楚州山陽人。孝行出於天稟。三歲

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讀《孝經》，輒淚落不能止。事母至

孝，朝夕冠帶定省。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

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登進士第，歷任揚州司戶參軍、楚

州教授、和州防禦夫官、宣德郎監中岳廟，享年七十六。著《節

孝語》一卷、《節孝集》三十卷。事蹟見《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卓行‧徐積>、宋王稱《東都事略》卷一百一十七<卓行傳‧

徐積>。25 

二、徐積《嗣孟》僅一篇，然《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葉一著錄「徐

氏積嗣孟，一篇，存」，則朱彝尊視其為孟子著述，殆無疑義。

不過，歷來徐積《嗣孟》並未見載於其他書目、史志，亦未見

                                                 
23 《文淵閣四庫全書》於「經部‧四書類」收錄蘇轍《孟子解》一卷，並撰<提要

>；「集部‧別集類」收錄蘇轍《欒城集‧後集》中，亦有《孟子解》。 
24 《四庫全書薈要》本《欒城後集》卷六亦收《孟子解》一書。 
25 《東都事略》，清乾隆間刊本(東海大學藏)。另，段朝端編《宋節孝先生年譜》，

收錄於《楚州叢書》第一輯；＜徐積行狀＞，宋王資深撰，附《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節孝集》卷三十二。兩文皆徐積生平事蹟載記，可詳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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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叢書或別行；惟朱氏逕載曰「存」，當確見其書。今檢核徐

積傳世文集，終可逆知朱彝尊之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收錄《節

孝集》卷二十八有<嗣孟>一篇外，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喜靖乙丑

(四十四年，1563)淮安知府劉祐修補舊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有明刊本及清宣統三年 (1911)刊本等。26 

然而，今《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錄者為三十卷附錄二卷本；考陳

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七<別集中>載：「《節孝集》二十卷」，《文

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經籍考六十四‧集‧別集>載：「《節孝集》

二十卷」，《欽定續通志》卷一百六十二<藝文略‧文類第十二上‧

別集‧文淵閣著錄‧宋>載：「《節孝集》三十卷《附錄》一卷，宋

徐積撰」，從上述資料知《節孝集》顯然有二十卷、三十卷兩種不

同的版本，則在二十卷本中，《嗣孟》一篇是否亦收入，因未見該

版本，僅能存疑俟考。 

4.余氏允文《尊孟辨》三卷《尊孟續辨》二卷《尊孟別錄》一卷，《百部叢

書集成》本，據清道光錢熙祚校刊《守山閣叢書》本影印，台灣藝

文印書館，HB E02.6/6614-02v.52pt.21，又見朱熹《晦庵集》卷七

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附：南宋隆興元年 (1163)余允文<尊孟辨原序>、<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南宋乾道八年 (1172)余允文<尊孟續辨原序>、李紱<書尊孟辯後

>、宋陳振孫<尊孟辨說>、胡玉縉<四庫提要補正>。 

板式：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三字。板框

13.8×9.9 公分(縮印本)。板心題「尊孟辨卷○」及葉碼。各卷

之首行上題「尊孟辨卷○四庫全書原本」下題「守山閣叢書經

部」，次行上題「宋余允文撰」下題「金山錢熙祚錫之校」，卷

末題「尊孟辨卷○終」。 

                                                 
26 參「善本古籍聯合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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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余允文字隱之27，建安人。生平未詳，然觀其書辨李覯、司馬

光、蘇軾等人之說，而朱子有<讀虞隱之尊孟辨>，則余氏殆為

北宋晚期人。 

二、余氏是書，名為《尊孟辨》，僅觀書名，已可略知其著書大端，

至其內容大要，則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卷九「尊孟辨七卷」

條說之甚詳：「以司馬公有《疑孟》及李遘泰伯《常語》，鄭厚

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論

衡‧刺孟》及東坡《論語說》中與《孟子》異者亦辨焉。」28可

知余氏著書旨在針對北宋諸家疑孟批評孟子的說法提出駁辨，

屬《孟子》由子入經過程中，尊孟一系。 

三、余氏《尊孟辨》，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卷九作「尊孟辨七

卷」；《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經籍考十一‧經論>載曰：「尊

孟辯七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題「《尊

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錄》一卷，永樂大典本」；不僅篇

卷有淆誤、流傳卷數亦不一。《四庫全書總目》詳論是書云：「陳

振孫《直齋書錄解題》載是書卷數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

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葉以

後已無完本矣。所載凡辨司馬《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

條，辨李覯《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

辨》則辨王充《論衡‧刺孟》者十條，辨蘇軾《論語說》者八

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

辨》及《續辨》、《別錄》之名亦釐然具有條理，蓋猶完書。今

約略篇頁，以《尊孟辨》為三卷，《續辨》為二卷，《別錄》為

                                                 
27 據宋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宋朱熹《晦庵集》、宋黃震《黃氏日抄》(《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余氏名允文，字隱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字隱文」，

當鈔錄之誤。又，《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六十八<藝文一‧延平

府‧宋>載「虞允文《尊孟辨》」，「虞」當為「余」之誤。 
28 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卷九<儒家類>「尊孟辨七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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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讀余氏尊孟辨說>於後，首尾完

具復還舊觀，亦可謂久湮復顯之秘帙矣。」 

知四庫本內容自《永樂大典》錄出，館臣核對陳振孫《直齋書

錄解題》所載，認為已是「首尾完具，復還舊觀」；然一為七卷、

一為六卷，明明有參差，不知館臣何以做如是言？不過，此本

自《永樂大典》錄出，顯較完整，現存《尊孟辨》一書，皆為

四庫本之流衍，四庫館臣輯佚之功實不可沒。29 

四、現存《尊孟辨》已趨近舊觀，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載「《通考》七卷，存、闕」，並繫附「按語」曰：「余氏《尊孟

辨》五卷，今惟<辨溫公疑孟>十一條、<史剡>一條、李泰伯<

常語>十七條、<鄭淑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30顯然朱氏當時未見單行本，亦以其書已闕，因別為標出附載於

朱熹集內。四庫館臣並據《經義考》所載，推論《尊孟辨》一

書在明代中葉已無完本。然則，《尊孟辨》一書，曾有一段時間

附載於別集中而流傳，直至乾隆年間方有較完整的版本出現。 

5.朱氏熹《讀余氏尊孟辨說》，見《晦庵集》卷七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43-1146 

附：清乾隆四十四年 (1779)紀昀等<提要>、<晦庵集目錄>、明嘉靖壬辰

(十一年，1532)蘇信<晦庵集原序>、明成化十年 (1474)黃仲昭<

晦庵集後序>、明嘉靖壬辰 (十一年，1532)潘潢<晦庵集後序>。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7×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晦庵集卷○」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晦庵集卷○」，

下題「宋朱子撰」，卷末題「晦庵集卷○」。 

按：一、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登紹興十

                                                 
29 「善本古籍聯合目錄」所見《尊孟論》皆是「《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

錄》一卷」。 
30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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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 (1148)進士第，官泉州同安簿。淳熙五年 (1178)知南康軍。

歷官寶文閣待制。慶元六年 (1200)卒，享年七十一。著有《易

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句》、《論語孟子集註》等數十

種。事蹟見《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學三‧朱熹>。 

二、《讀余氏尊孟辨說》一卷，見《晦庵集》卷七十三<雜著>，題

「讀虞隱之尊孟辨」，「虞」當作「余」。此為朱子讀余允文《尊

孟辨》的對話，相較於《孟子集注》，實不足以呈現朱子於《孟

子》一書的發明精義；不過，卻因其引述，保存了《疑孟》、《常

語》、《尊孟辨》等部分內容，而為後代輯佚提供了材料。  

6.沈氏括《孟子解》，見《長興集》卷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

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17 

附：清乾隆四十六年 (1781)紀昀等<提要>。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8×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長興集卷○」

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長興集卷

○」，下題「宋沈括撰」，卷末題「長興集卷○」。 

按：一、沈括(1029-1093)字存中，吳興人。博覽古今，於書無所不通。

舉進士第，為揚州司理參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寧 (1068-1177)

間除太子中允、遷集賢校理、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著有《夢

溪筆談》、《長興集》、《孟子解》等書。事蹟見宋王稱《東都事

略》卷八十六。 

二、沈括《夢溪筆談》，內容廣博，歷來備受矚目；其《長興集》

雖有篇帙脫佚情形31，然流傳不絕；至其《孟子解》一卷，則未

                                                 
31 《四庫全書總目》載：「長興集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云：「陳振孫《書錄解

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希嘗合沈遼、沈遘二集刻於括蒼，題曰《吳興三沈

集》，此本卷末題『從事郎處州司理參軍高布重校』一行，蓋即括蒼所刻本也。⋯⋯

惜流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

一，共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爛蠹蝕已非一日。」若如館臣所言，

則《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七<別集類中>載：「《長興集》四十一卷」，《文獻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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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別行刊本。《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逕云「一卷，存」，則

朱氏當確見該書；今檢核《文淵閣四庫全書》，收沈括《長興集》

十九卷本，其卷十九正有<孟子解>一卷，應即《經義考》據以

載錄者。 

7.劉氏安節《孟子》二篇，見《劉左史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24 

附：清乾隆四十六年 (1781)紀昀等<提要>、留元剛<劉左史集原序>。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劉左史集卷

○」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題「劉左史

集卷○」，三行題「宋劉安節撰」，卷末題「劉左史集卷○」。 

按：一、劉安節(1068-1116)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年 (1100)進士，官

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遷知宣州，卒於官。著有

《劉左史集》32，事蹟見《明一統志》卷四十八33。 

二、劉安節《劉左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收錄，「提要」云：「是

集不知何人所編，前有留元剛<序>。⋯⋯凡《周禮》十一篇、《論

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孟子》二篇，

未見書目著錄，《經義考》殆亦未考知附錄於別集中而失載，今

為裁出。 

8.程氏俱《孟子講義》，見《北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30 

                                                                                                                         
卷二百三十六<經籍考六十三‧集‧別集>載：「《長興集四十一卷》」，《浙江通志》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百四十八<經籍八‧集部一‧別集‧宋‧天聖至嘉祐

時人>載：「《長興集》四十一卷」，當皆非足本。 
32 《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七<別集類中>載：「《劉左史集》四卷」，《文獻通考》卷二

百三十八<經籍考六十五‧集‧別集>載：「《劉左史集》四卷」，《欽定續通志》卷

一百六十二<藝文略‧文類第十二上‧別集‧文淵閣著錄‧宋>載：「《劉左史集》

四卷，宋劉安節撰」，《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八<經籍八‧集部一‧別集‧宋‧

元祐至元符時人>載：「《劉左史集》四卷」。 
33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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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北山集目錄>、清乾隆四十三年 (1778)紀昀等<提要>、宋葉夢得<

北山集原序>、宋鄭作肅<後序>。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北山集卷○」

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北山集

卷○」，下題「宋程俱撰」，卷末題「北山集卷○」。 

按：一、程俱(1078-1144)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

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茶場，坐上書論事罷歸。

起知泗州臨淮縣，累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

宣和二年 (1120)，進頌，賜上舍出身，除禮部郎，以病告老，

不俟報而歸。所著有《北山集》等，事蹟見《宋史》卷四四五

<文苑七‧程俱傳>。 

二、《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載程俱是書「四篇，存」，餘未繫附

任何資料，遍檢書目，未見載之，核《北山集》，則見《北山

集》卷二十九，34「孟子講義」四篇具在，然則此又附見別集中

的《孟子》著述之例。 

9.游氏酢《孟子雜解》，見《游薦山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

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21 

附：清乾隆四十六年 (1781)紀昀等<提要>。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 (縮

印本 )。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游薦山集卷

○」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題「游薦山

                                                 
34 《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十卷本，《四庫全書總目》題「北山小集」。《直齋書錄解

題》卷十八<別集類下>載：「《北山小集》四十卷，中書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遂

初堂書目》<別集類>載：「程俱《北山集》」，《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九<經籍考
六十六‧集‧別集>載：「《北山小集》四十卷」，《欽定續通志》卷一百六十二<
藝文略‧文類第十二上‧別集‧文淵閣著錄‧宋>載：「《北山小集》四十卷，宋

程俱撰」，《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八<經籍八‧集部一‧別集‧宋‧天聖至嘉祐

時人>載：「《北山小集》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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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三行題「宋游酢撰」，卷末題「游薦山集卷○」。  

按：一、游酢(1053-1123)字定夫，建陽人。元豐六年 (1083)登進士第，

歷官監察御史，宣和五年 (1123)卒於濠州知州任上。35著有《中

庸義》、《易說》、《詩二南義》《論語雜解》《孟子雜解》及《文

集》等，事蹟具宋楊時《龜山集》卷三十三<御史游公墓誌銘>36、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行類稿》卷三十二<游酢>37，並入《宋史‧

道學傳》。 

二、《游薦山年譜》(附在文集第四卷末)載游氏「年四十六作《論孟

雜解》」，論孟合稱，且未云卷數；楊時<墓誌銘>稱「《論語》、《孟

子雜解》各一卷」，二者已有參差。詳考其他記載，《宋史‧藝

文志》載「游酢《孟子雜解》一卷」、宋王稱《東都事略》卷一

百十四<游酢傳>題「《語孟新解》各一卷」、朱熹撰《伊洛淵源

錄》卷九收楊文靖公(楊時)<游察院墓誌略>載「《論語》、《孟子

雜解》各一卷」38，皆主《論》、《孟》各一卷；宋章定《名賢氏

族言行類稿》卷三十二載「《論語孟子雜解》」、宋黃震《黃氏日

抄》卷三十六「游御史祠記」載「《論孟雜解》」39、清李清馥《閩

中理學淵源考》卷二載「《論語孟子雜解》」40、清朱軾《史傳三

編》卷五<名儒傳五‧宋‧游酢>載「《論語孟子雜解》」41、《福

建通志》卷六十八<藝文一‧建寧府>載「游酢《論孟雜解》」42，

則皆論孟合稱，未著卷數。43 

                                                 
35 《四庫全書總目》＜游薦山集提要＞云：「元豐五年(1082)進士」；楊時<御史游公

墓誌銘>則云：「元豐六年(1083)登進士第」，此處從楊時之說。至其卒年，＜提要

＞僅言「宣和初」，楊時則確言「宣和五年」，此亦從楊氏之說。 
36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3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38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39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40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41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42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年。 
43 《游薦山年譜》，見《游薦山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楊時<御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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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見《孟子雜解》，收入游酢《游薦山集》卷一，《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卷一有《論語雜解》、《中庸義》、《孟子雜解》三種，

僅八條。《四庫全書總目》因言此書「蓋後人掇拾重編，不但非

其原本，且併非完書矣。」 

10.楊氏時《孟子義》，見《龜山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

務印書館，R082.1/2767/v.1125 

附：清乾隆四十三年 (1778)紀昀等<提要>、<龜山集目錄>。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 (縮

印本 )。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龜山集卷○」

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龜山集卷

○」，下題「宋楊時撰」，卷末題「龜山集卷○」。 

按：一、楊時(1053-1135)字中立，南劍將樂人。幼穎異，能屬文，稍

長，潛心經史。熙寧九年 (1076)，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

頤講孔、孟絕學，河、洛之士翕然往師之。楊時調官不赴，以

師禮見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四年而顥死，楊時聞之，設位哭寢門。其事蹟詳見《宋史》卷

四百二十八<道學二‧程氏門人‧楊時傳>。 

二、《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著錄是書曰「楊氏時孟子義」，今《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龜山集》卷八則題「孟子解」，書名略異；

核《龜山集》卷二十五有<孟子義序>，與《經義考》所引<自

                                                                                                                         
公墓誌銘>，見《龜山集》卷三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史‧藝文四‧

子類‧儒家類》載「游酢《孟子雜解》一卷」；宋王稱《東都事略》卷一百十四<

儒林傳九十七‧游酢傳>題「《語孟新解》各一卷」；宋朱熹撰《伊洛淵源錄》卷

九收楊文靖公(楊時)<游察院墓誌略>載「《論語》、《孟子雜解》各一卷」。宋章定

《名賢氏族言行類稿》卷三十二<游>載著有「《易說》、《詩二南義》、《中庸義》、

《論語孟子雜解》」；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三十六「游御史祠記」載「《論孟雜

解》」；清李清馥《閩中理學淵源考》卷二<文肅游廣平先生酢學派‧文肅游廣平

先生酢>載「《論語孟子雜解》」；清朱軾《史傳三編》卷五<名儒傳五‧宋‧游酢>

載「《論語孟子雜解》」；《福建通志》卷六十八<藝文一‧建寧府>載「游酢《易說》、

《詩二南義》、《中庸義》、《論孟雜解》、《文集》一卷。」皆未著卷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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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內容相同，且觀同卷收<書義序>、<論語義序>、<中庸義

序>等，或以「孟子義」為是。44 

三、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卷三<經解類>載：「《龜山經說》八卷」

云：「楊時撰，《易》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

則經筵講義也。」馬端臨《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經籍考十

二‧經解>載：「《龜山經說》八卷」由二書所載觀之，楊時《孟

子義》，在宋元時，為《龜山經說》的一部分。 

除此，《孟子義》尚另入《龜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收《龜山

集》四十二卷本 45，《孟子義》錄於該書卷八；而卷二十五又收<孟

子義序>。然則此書既以《經說》別行，又錄於別集中，流傳於世。 

11.楊氏簡《論孟子》，見《慈湖遺書》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

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56 

附：清乾隆四十三年 (1778)紀昀等<提要>、<慈湖遺書後序>。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 (縮

印本 )。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慈湖遺書卷

○」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慈湖

遺書卷○」，下題「宋楊簡撰」，卷末題「慈湖遺書卷○」。 

按：一、楊簡(1140-1225)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年 (1169)舉進士，授

富陽主簿。會陸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契，遂定師弟子之禮。

事蹟見《宋史》卷四百七<楊簡傳>。 

二、楊簡《論孟子》，今見於《慈湖遺書》卷十四＜家記八＞。歷

                                                 
44 《福建通志》卷六十八<藝文一‧延平府‧宋>載楊時「《學庸語孟解》、《易春秋

孟子義》」，似乎楊時既作《孟子解》，又作《孟子義》，然未見其他相關記載，因

以註釋記之，俟考。 
45 楊時著作，歷來著錄多作《龜山集》，或二十八卷，如《直齋書錄解題》卷十八、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八；或四十二卷，如《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六十二、《欽定國子監志》卷五十一。僅《宋史》卷二百八<藝文七‧集類‧

別集類>載：「《楊時集》二十卷又《龜山集》三十五卷」，似重複著錄，卷數亦迥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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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著錄楊簡著作，《直齋書錄解題》卷九<儒家類>載：「《慈湖遺

書》三卷」、《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十<經籍考三十七‧子‧儒家

>載：「《慈湖遺書》三卷」，屬於三卷本。另有《百川書志》又

有《家記》十卷《記先訓》一卷4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慈

湖遺書》即包括此兩種。統言之，楊簡之《論孟子》，原屬《家

記》十卷，其後編入《慈湖遺書》中，亦是兩種流傳的方式。  

12.施氏德操《孟子發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據北京圖書館藏宋刻

《橫浦先生文集》附刻本，台南莊嚴文化公司，082.1/6008V.154 

附：<孟子發題提要>、宋郎曄<跋>。 

板式：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八字，板框 9.6×7.0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有字(字跡不清無法辨識 )，上魚尾下題「施先

生孟子發□」，下魚尾下為葉碼，板心下方為刻工。卷之首行題

「施先生孟子發題」，卷末為郎曄<跋>。 

按：一、施德操(生卒年不詳)字彥執，鹽官人。以病廢不能婚宦，坎壈

而歿。其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學者稱為持正先生，與

張九成、楊璇號稱三先生。事蹟見宋潛說友《咸淳臨安志》卷

六十七<人物八‧施德操>。47 

二、施德操與張九成游從頗厚，張九成曾為文稱「其發於言辭粹然

可錄」；及施氏卒，張九成為文祭之曰「予生平朋友不過四人，

姚葉先亡，公繼已去」。張九成門人郎曄以其文章學問亦橫浦

輩流，而「平生論纂甚富，未暇褎錄，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

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略。」郎曄

將施德操《孟子發題》附於張九成《橫浦集》之後，此為《孟

子發題》刊刻之始，其後亦以此形式傳世。直至朱彝尊《經義

考》卷二百三十四著錄此書，標明「一卷，存」，引郎曄跋語

                                                 
46 《續修四庫全書》本，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4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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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刊刻因緣，又別繫按語，為之表發，注明「今孟子發題一

篇，附載橫浦集後」48，足徵當時仍是附於別集，而無單行本。 

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孟子發題》提要」云：「宋

施德操撰。⋯⋯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子有大功四：

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辟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

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指出施氏此書

大要，並言其附九成《橫浦集》末，「今析出存目於經部，庶

不沒其名焉。」四庫館臣特意將書目析出，冀不沒其名。今《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收入此書，題：「施先生《孟子發題》一卷」。

至此，施德操《孟子發題》一卷，始有別行本。 

四、現存《孟子發題》一卷，其一系列，見《橫浦先生文集》二十

卷，明萬曆四十二年 (1614)吳惟明刊本；《橫浦先生文集》二十

卷，明萬曆四十三年 (1615)海昌知縣方士騏刊本；《孟子發題》

一卷，據明刻本影印本。另外，則為《孟子發題》一卷，《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本》，兩個系列並存傳世。 

三、結語  

學術發展隨著流衍長遠，著述漸多，而有分類的必要；然一部書的內

容有時涵蓋較廣，不僅不屬一類，甚至包括有若干著作，若將該書歸於一

類，則其中不同部類的著作又將受忽視，既不便檢閱，著作亦可能漸形湮

沒不傳。明末祁承為避免書籍歸類產生的盲點，提出「通」(將一書中所

收不同全書類別的篇卷析出分載，註明原在某集之內 )、「互」(將內容廣泛

的書互載於幾類之中，一為本類，餘為應收 )的方法，既便檢閱，亦使後來

者知所考求。49而清代章學誠提出的「互著法」、「別裁法」，則建立更全面

                                                 
48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葉七。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北

炙輠後>，亦特意標出「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卷，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
集》附之卷末」。 

49 祁承＜庚申整書略例四則＞，收錄於昌彼得編《中國目錄學資料選輯》，頁 455
至 470。台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3 年 01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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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朱彝尊《經義考》中，有多處運用祁承「通」、「互」法著錄前

人著作，50或於書名下註明，「分見各經」、「載某某集」；或以按語，標出

附見於某某書，如本文所討論的施德操《孟子發題》、余允文《尊孟辨》

均是。 

隨著全文資料庫的建立，搜尋資料，更為便捷；然而，中國經籍浩繁，

欲全數建立，非短期內可竟全功。若能掌握上述「互著」、「別裁」的要領，

設立檢索點當更完密，而能善用已有的全文資料庫。 

本篇討論的十二種宋人《孟子》著述，或嘗有別本，或未曾單行，然

均見於別集之中。各書的篇卷不多，於宋代孟子學的演變，亦無重要的影

響。然文史學術研究，往往如拼圖，斷片的匯集，或可更趨近原貌。本篇

藉由《經義考》著錄運用「通」、「互」之法，而獲較多線索，搭配漢籍

全文資料庫，而初得成果，冀能為相關研究者提供資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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