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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傅增湘與《四部叢刊》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趙惠芬 

一、前言 

《四部叢刊》是近代著名的善本叢書，張元濟輯，商務印書館影印出

版。所謂的「叢書」，就是把多種書聚在一起，成為另一種書。《四部叢

刊》收錄書籍舉凡經、史、子、集之書皆在其中，其編輯旨趣，張元濟在

＜印行四部叢刊啟＞說：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知新溫故，二者並重。自咸

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上海涵芬樓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慫恿

影印，以資津逮；間有未備，復各出公私所儲，恣其搜覽，得於

風流闃寂之會，成此《四部叢刊》之刻，提挈宏綱，網羅巨帙，

誠可云學海之鉅觀，書林之創舉矣！1 

可知張元濟是以保存中國數千年文明為己任，充分表現出知識分子以文化

報國的胸襟，並因而得到公家圖書館與私人藏書家的鼎力支持，竭盡所儲，

完成此一宏觀鉅製。 

這套叢書刊行之後，學者評價甚高2，皆樂為引據，後人對此套書的評

價亦高，以《四部叢刊》為研究主題的書籍或論文3，皆盛讚張元濟將珍貴

                                                 
＊ 本文為僑光技術學院九十二年度提昇師資專題研究獎助案，編號 92A-090。 
1 張元濟撰 ＜印行四部叢刊啟＞，見《四部叢刊書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年），頁 1。 
2 茲引日人武內義雄之文以為參據，見＜說四部叢刊＞，支那學第 1卷第 4號：「《四
部叢刊》實為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冊數有二千餘冊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

即其選擇之大標準，亦與向來叢書全然不同。所收之本，悉為吾輩一日不可缺之

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戴禮記》、《韓詩外傳》、《說文》等，史部

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普通之叢書 ，如《通志堂

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一切不

采。尤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為精細。于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

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並即其原狀影印，絲毫不加移易。故原書之面目依然，而

誤字除原本外，決無增加之慮。」 
3 見本文之參考書目，以吳柏青撰，《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東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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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化為萬千書種流傳之功。筆者多年前撰寫的碩士論文《傅增湘藏書研

究》，亦曾整理傅增湘提供做為《四部叢刊》刊印底本的書籍，今再將塵

封已久的資料重加論述，希望能藉此揭示對《四部叢刊》印行頗有貢獻的

學者--傅增湘。 

二、張元濟與《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的主編者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一作鞠生，浙江省海

鹽縣(舊隸嘉興府)人。生於清同治六年 (1867)十月二十五日。西元一九五九

年八月十四日病逝於上海，享年九十三歲。張元濟與輯印古籍的緣份，從光

緒二十八年 (1902)應夏瑞芳之邀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開始，其後歷任編譯所

所長、商務印書館經理、監理、董事長。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五十年當中，張

元濟致力於文化的傳播，由於深知搜求、收藏古籍和編輯、印刷之間的緊密

關係，因此先後創辦涵芬樓和東方圖書館，廣事搜羅古籍，再加上與繆荃孫、

傅增湘等藏書家結交後，時而切磋目錄版本之學，鑑賞古籍的功力日深，眼

界亦更加開闊。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的主持之下，從民國五年 (1916)影印《涵

芬樓祕笈》(其中有些是排印本)開始，又連續輯印了《四部叢刊》、《續古

逸叢書》、《道藏》、《續道藏》、《道藏舉要》、《學津討原》，選影《宛

委別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四庫全書珍本

初集》等大部書。除《學津討原》據清張氏刊本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據文淵閣本影印外，其餘諸種，都是精選宋元明舊槧；而沒有舊刊本的，也

大都是經過精選的影鈔、精校精刊的本子。其中《四部叢刊》及其續編、三

編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諸種，都是由他親自選擇、校定、

整理付印的，至於採集書籍的原則，則是＜印行四部叢刊啟＞4中所提及的

「四部之中家弦互誦之書」、「保存原本」、「類多秘帙」、「所求之本具

于一編，省時省事」等要點，也就說張元濟輯印的《四部叢刊》是爰舉四部

之中實用常備的書目，搜求宋元罕傳之本，且經詳細考證版本、精確校勘錯

訛，同時以石印法印成具備「冊小便於庋藏，字大則能悅目」、「版型紙

                                                                                                                         
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8年 5 月）最為全面且詳細。 

4 張元濟撰＜印行四部叢刊啟＞，見《四部叢刊書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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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劃一美觀」等優點的「價廉」叢書。 

《四部叢刊》先後輯印了三次，分別以《初編》、《續編》、《三編》

為名。《初編》從民國八年 (1919)開始輯印，到民國十一年 (1922)全部出版，

共收書三百二十三種；民國二十三年 (1934)輯印《續編》，收書計七十七

種；民國二十五年 (1936)，輯印《三編》，收書計七十一種，另《四編》

則只印行了一小部分。由於張元濟本身即為版本及印刷專家，又常與海內

外藏書家交往密切，當登高一呼輯印《四部叢刊》時，便得到相當的奧援，

各家珍藏盡出，皆為一時之選，「以初編為例，即有宋本三十九，金本二、

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六、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麗舊

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皆明清精刻5」；所根據的底本，除涵芬樓的藏書

外，尚包括海內外圖書館和國內藏書家所藏的珍本，例如：烏程劉氏「嘉

業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長沙葉氏「觀古堂」、江陰繆氏「藝

風堂」、無錫孫氏「小淥天」、江安傅氏「雙鑑樓」、烏程張氏的「適園」、

烏程蔣氏的「密韻樓」、平湖葛氏的「傳樸堂」、上元鄧氏的「群碧樓」、

南陵徐氏的「積學齋」、閩縣李氏的「觀槿齋」、秀水王氏的「二十八宿

研齋」、常熟歸氏的「鐵網珊瑚人家」及江南圖書館(後改為江蘇省立國學

圖書館)、國立北平圖書館、日本的靜嘉堂文庫等6。 

三、傅增湘與《四部叢刊》 

在所有的海內外學者專家都盛讚張元濟對這套書的功勞之時，往往也

忽略了其他參與者為這套書所付出的努力，傅增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傅增湘，字叔和，晚字沅叔，號潤沅，別號雙鑑樓主人、藏園居士、

藏園老人、書潛、薑奄、長春室主、清泉逸叟、西峰老農。清同治十一年

                                                 
5 見張元濟撰＜印行四部叢刊啟＞，見《四部叢刊書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年），頁 1。 
6 參見武內義雄撰＜說四部叢刊＞，支那學第 1卷第 4號，轉引至葉德輝《書林餘

話》（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 年）卷下，頁 280至 281：「（前略）甄采之

材料，則以商務印書館年內搜集珍祕之涵芬樓藏本為主，餘則自江南圖書館、北

京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江安傅氏雙鑑樓、烏程劉氏嘉業堂、江陰繆氏

藝風堂、無錫孫氏小淥天、長沙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樓、南陵徐氏積學齋、上

元鄧氏群碧樓、平湖葛氏傳樸堂、閩縣李氏觀槿齋、海鹽張氏涉園、德化李氏、

杭州葉氏等，名家祕笈，選擇采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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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十月九日(舊曆九月初八日）生於四川瀘州江安縣，卒於民國三十

八年 (1949)。清光緒二十四年 (1898)進士，歷任翰林院編修、國史館協修、

貴州學政、直隸道員、直隸提學使、京師女子師範學堂總理等職，民國以

後並擔任王士珍、段祺瑞、錢能訓等內閣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

長等職。 

傅增湘為人平易，交游多為國內文壇書林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時與

同好沉醉於孤本秘笈的賞奇析異之中，張元濟、楊守敬、沈首植、莫棠、

徐乃昌等藏書賞鑑名家皆為其好友；或獨自徘徊於廠甸冷攤中，搜奇覓古，

曾多次遍走蘇、杭、寧、越各地，訪求古書，曾為了買明翻宋本《春秋經

傳集解》和明鈔本《雲臺編》，誤了船期，弄到連隨身盤纏、衣服都不得

不向朋友借貸的窘況。 

傅增湘生平聚書二十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編撰有《雙鑑

樓善本書目》、《雙鑑樓藏書記》、《雙鑑樓藏書續記》及《藏園群書題

記》、《藏園群書經眼錄》、《雙鑑樓藏書雜詠》等目錄版本學專著7，而

丹鉛餘暇，亦選勝登臨，並不時訪求未曾見於記載的碑碣題詠，考定各種

邑勝地志的謬誤，撰成游記十多篇。傅增湘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

錄學家和刻書家，周松齡說： 

傅增湘是我國近代的藏書家兼學者，一生專精古籍目錄版本、校

勘之學，聞見博洽，收藏宏富，黯熟古書源流，精於鑑別版本，

所撰群書題記，探賾索隱，糾謬拾遺，多發前人所未發⋯⋯，近

代學人，褶若群星，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的領域裏，傅增

湘無疑是一位較有影響的學者8。 

袁同禮說： 

今日藏書家如江安傅氏⋯⋯均足與瞿、楊之藏相發明9。 

                                                 
7 傅增湘另有《藏園續收善本書目》四卷、《雙鑑樓珍藏宋元本祕本目錄》、《雙鑑

樓主人補記莫氏知見傳本書目》四卷、《藏園序跋集錄》、《藏園東游別錄》四卷、

《藏園校書錄》四卷、《藏園校記》、《藏園日記鈔》二卷等書為稿本未刊行。 
8 見周松齡撰＜傅增湘對古籍整理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83年第 2期，

頁 78。 
9 袁同禮撰＜清代私家藏書概略＞，《圖書館學季刊》第 1卷第 1期，民國 15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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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余嘉錫說： 

藏園先生之於書，如貪夫之隴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

不捐，手權輕重，目辨真贗，人不能為毫髮欺，蓋其見之者博，

故察之也詳。⋯⋯至於校讎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書，

於舊本不輕改，亦不曲循，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至於宋之

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10。 

以上三位都對傅增湘有極高的評價，余嘉錫並評論傅增湘所撰之《藏園群

書題記》： 

所作藏書題記，於版本、校讎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來目

錄家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劉向

校書論其旨歸，辨其訛謬者，義乃大備。此豈他藏書家徒以收藏

賞鑑名者所能企及者哉11。 

除了藏書豐富外，傅增湘亦不祕惜自私，他堅持藏書致用的原則12，

所藏之書「手校者十居八九，傳播者十居四五13」，曾自刊《蜀賢叢書》

十二種、《雙鑑樓叢書》十種、影印唐孔穎達《周易正義》十四卷、漢揚

雄《方言》十三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王應麟《困

學紀聞》二十卷、元佚名《南臺備要》一卷《烏臺筆補》一卷、唐皇甫湜

《皇甫持正文集》六卷、清朱錫庚《朱少河雜著稿本》、《公孫龍子》三

卷、《尹文子》二卷、舊題程本《子華子》十卷、漢黃石公《黃石公素書》

一卷、宋陸佃《鶡冠子解》三卷等書，又主動提供藏書給商務印書館輯印

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或朱祖謀、董康、

徐世昌、陶湘、張芹伯、吳昌綬、王大隆等人刊印流傳，較諸其他扃鑰甚

密的藏書家的表現，實不可同日而語。 

                                                                                                                         
月，頁 38。 

10 余嘉錫序言，見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  
11 余嘉錫序言，見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   
12 傅增湘曾於《藏園居士六十自述》一文提到，一些藏書家懂得讀書和鑑別，卻將

書籍束諸高閣、吝惜流通，以致造成部分典籍散亡，因而感慨的說：「此其人既

以多藏是懼，遂不恤與古人為仇，雖謂之藏書而書亡可也。」傅增湘堅持藏書致

用的原則或本諸於此。 
13 見傅增湘撰《藏園居士六十自述》，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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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元濟傅增湘論書尺牘》14中得知，傅增湘與張元濟交往較深時

當在張元濟任職商務印書館之時，由於兩人皆嗜古耽書，時常書信往返討

論版本搜羅與賞鑑之事，傅增湘深深認同張元濟傳播古籍的主張，所以，

當張元濟號召各方人士刊印《四部叢刊》時，傅增湘除提供個人藏書外15，

更義不容辭的為其在各藏書家之間奔走協調，訪求善本，協助張元濟選擇

善本、研討版本優劣，也負責校勘的工作，謝國楨在＜叢書刊刻源流考＞

一文對兩人合作的情形，有以下說明： 

菊生先生所編《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搜討極見矜

慎，一字之微，亦必經審核而後寫定，凡經鏤板，因不愜意而棄

置者不知凡幾。如《遼史》鉤魚之習，後人誤為釣魚，字見元刊，

而後其疑始晰，見於所撰《校史隨筆》；而其所刊各書，取去予

奪，江安傅先生之力為尤多云16。 

今查檢《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傅增湘編撰的目錄書及《四部叢刊書

錄》等，得知傅增湘提供給商務印書館印製的《四部叢刊》底本，計《初

編》二十部、《續編》三部和《三編》八部。以下略述各書的版本大要： 

(一)《四部叢刊初編》 

1.《方言》十三卷 

漢揚雄《方言》十三卷。宋慶元尋陽郡齋刊本。原書半葉八行，行十

七字，注雙行同，白口，四周雙欄，版心上記大小字數，下記刻工姓名。

前錄郭樸序、慶元庚申會稽李孟傳序、東陽朱質序。 

按：據傅增湘於《藏園群書題記》記載，是書為盛昱遺書，傅增湘以

二百金得之正文齋書估譚篤生17。是書傅增湘亦收入於自刊的《蜀賢叢書》

十二種中18。 

                                                 
14 傅增湘、張元濟撰《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 
15 武內義雄撰＜說四部叢刊＞，支那學第 1卷第 4號，轉引至葉德輝《書林餘話》

(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 年)卷下，頁 280至 281。  
16見謝國楨撰＜叢書刊刻源流考＞，收錄在《中國圖書文獻學論集》（台北：明文

書局，民國 72年），頁 572。 
17 見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年企轔軒刊本，卷 1，頁 14至 19。 
18 見周松齡，＜傅增湘對古籍整理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83 年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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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絕書》十五卷 

    本書張元濟原擬用萬曆本，因太為習見而改以傅增湘藏明萬曆三十三

年張佳胤雙柏堂刊本19替代。張佳胤雙柏堂刊本，半葉八行，行十七字，

版心下方有「雙柏堂板」四字，前嘉靖三十三年 (1554)白馬令西蜀張佳胤

刻書序，後有嘉定庚辰徐丁黼跋。本書首行題「越絕書」，次行頂格題「越

絕外傳本事第一」，有龔自珍跋。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五四五六。 

3.《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卷一、六抄配) 

    宋刊梵夾本。原版每開十二行，行十七字。 

4.《中論》二卷 

明嘉靖四十四年 (1565)杜思刊於青州府資深堂。半葉八行，行十六字，

白口，左右雙邊。每卷首行書名下有「四明薛晨子熙校正」一行，前嘉靖

乙丑青州知府四明杜思序，次徐幹序，次曾鞏校書序。後有紹興石邦哲記

二行，至治陸友記八行，都穆弘治壬戌刻書跋，謂為吳縣生員黃華卿紋所

刊。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四二。 

5.《顏氏家訓》二卷 

明嘉靖十二年 (1533)甲申傅鑰刊夲。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每卷次行題

北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三行題明蜀榮昌後學冷宗元校。首嘉靖甲申張璧

序。高安朱軾朱筆評點。鈐有錢萬逵印、鴻序堂印。 

6.《白虎通德論》十卷 

本書原採用繆荃孫所藏之元本，因多爛版描修之跡，張元濟乃改用傅

                                                                                                                         
頁 87：「此套書由缪荃孫監刊，陶子麟刻梓，民國二十六年(1937)全部刻成，因
無力刊行，只印刷少量樣書餽贈同好，書版於民國四十六年(1957)捐贈給四川省

文化局。」另據傅增湘孫傅熹年先生寄給筆者的＜藏園居士六十自述＞一文，空

白處註記：「該書書版已焚毀。」另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9 年 9月)後所附之《雙鑑樓藏書雜詠》＜題宋一經堂本漢書司馬相如

傳＞條，頁 1021，亦曾提及《方言》一書曾由董康寄至日本小林忠治處，委請

以珂羅版印製百部。」 
19 見傅增湘、張元濟撰《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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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藏元刊初印本20。 

7.《西京雜記》六卷 

明嘉靖三十一年 (1552)孔天胤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前有嘉靖

三十一年 (1552)壬子孔天胤刊書序。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記得知：此本為天一閣佚書，傅

氏甲寅秋獲之南中21。 

8.《山海經傳》八十卷 

明成化四年 (1468)北京國子監刊本。半葉九行，行十八字，注雙行同，

大黑口，三魚尾，四周雙欄。目錄首行題「山海經目錄十八卷」，下雙行

題「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

次行題「南山經第一」，下注「本若干字，注若干字」，以下至第十八卷

皆同，後列劉秀校上奏。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一三五四。 

9.《曹子建集》十卷 

明長洲徐氏銅活字印本。半葉九行，行十七字。白口22，左右雙欄。卷

一至四賦，五、六詩，七至十文。首行題「曹子建集卷幾」，次行題「魏

陳思王曹操撰」。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記得知：此書出曲阜孔氏，張瘐

樓於丙辰重五日為傅氏收之23。 

10.《稽中散集》十卷 

明嘉靖四年 (1525)黃省曾南星精舍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白口，

左右雙欄，版心有南星精舍四字。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記得知：此書舊藏莫棠處，後歸

                                                 
20 見傅增湘、張元濟撰《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

頁 160。 
21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787。 
22 此書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989，記
「細黑口」，然經筆者核查，實為「白口」，故改之。 

23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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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寒雲，己未十月丁福保為傅氏收之24。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六九八一。 

11.《幽憂子集》七卷 

明崇禎張燮刊本，刻於閩中漳州。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前有曹荃序25。 

12.《唐元次山文集》十卷《拾遺》一卷 

半葉十行，行二十字，黑口，四周雙欄。本書首葉標題後題「贈禮部

侍郎元結著」「翰林院編修湛若水校」「太保武定侯郭勛編」三行。目錄

四葉為嘉慶戊午冬十一月孔繼涵手鈔。鈐有詞人葒谷印26。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二五四三。 

13.《皎然集》十卷 

    影宋精鈔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單魚尾，白口，左右雙欄。首

于顒序。首行題「晝上人集卷第幾」，次行題「吳興釋皎然」，魚尾下記

「皎然集卷幾」及葉次。 

14.唐《李義山詩集》六卷 

    明嘉靖二十九年 (1550)毗陵蔣氏刊本。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單白魚

尾，白口，左右雙欄。無序跋。首行題「唐李義山詩集卷之幾」，次行題

「太子博士李商隱義山」。鈐有「野□所藏」「長陵仲子」「汪士鐘藏」

「從吾所好」等印記。 

15.《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明江陰朱子儋刊本。半葉十行，行十六字，單魚尾，白口，左右雙欄。

前有韋莊浣花集序，版心下標「綠君亭」，欄外有「江陰朱氏文房」六字，

另有孫毓修識語：「浣花集明朱子儋跋雲其弟藹嘗為作序，今不存，茲以

毛氏綠君亭本補之，補遺及子儋跋文又從之鈔本補得」。首行題「浣花集

卷第幾」，次行郡望題「杜陵韋莊」。  

16.宋《林和靖先生詩集》四卷《補》一卷 

    影鈔明黑口本。半葉十行，行二十字，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

                                                 
2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991。 
25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1005。 
26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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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心下記「林先生詩」，前後無序跋。卷二標題作「重刊西湖」四字。 

按：傅增湘云：「此書紙舊墨渝，艱於攝影，陶湘乃影寫一本付刊27」，

故今日所見無藏印。 

17.《後山詩注》十二卷 

    朝鮮古活字本。半葉九行，行十六字，注雙行，白口，雙魚尾，四周

雙欄。版心題「後山幾」。首彭城陳先生集註魏衍撰，後附政和丙申元城

王雲題。次任淵序，次目錄，年譜附。卷末弘治丁巳石淙楊一清跋。鈐有

「養心窩」「忠信□敬」等印。 

18.《范德機詩集》七卷 

    影元鈔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細黑口，雙魚尾，四周雙欄。版

心題「範詩幾」，書名大字佔雙行，卷首題「臨川葛雝仲穆編次」，「儒

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綱目後有「至元庚辰良月益友書堂新刊」兩行。

有秦恩復、蔣西圃藏印。 

19.《唐文粹》一百卷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錄》＜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云：「前用元刊，

因多漫漶，今改用明嘉靖徐火勃刊本，而補以宋本之校勘28」。 

20.《東維子文集》三十卷《附錄》一卷《校補》一卷 

    按：據民國十六年一月九日傅增湘致張元濟信函29，後附書單有張元

濟批注，論及《東維子文集》一書，原採用舊抄本，然誤脫極多，擬錄傅

增湘據洪武本、校本校勘的校記於書後。 

(二)《四部叢刊續編》 

1.《龍龕手鑑》四卷 

宋刊本。半葉十行，行大小三十字，白口，左右雙欄，單魚尾，版心

上記字數，下記刊工姓名。有徐手跋。武林高瑞南藏書。 

2.《棠陰比事》二卷  

影元鈔本。半葉九行，行十八字，花口，單白魚尾，版心下方記字數。

                                                 
27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補遺，頁 11。  
28 張元濟撰《涉園序跋集錄》＜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頁 181。 
29《張元濟傅增湘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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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莆田劉殔序，四明桂萬榮自序，又後序，張虙後序。鈐有「世宋陳編之

家」、「老屋三間賜書萬卷」、「歙西長塘鮑氏知不足齋藏書印」、「蕭

江書庫藏書靈鶼閣夫婦所藏書畫」、「江建霞」等印記。 

3.《北山小集》四十卷 

影宋鈔本。半葉十行，行二十字，細黑口，單魚尾，四周雙欄。前葉

夢得序，次鄭作肅序。首行題「北山小集卷第幾」，次行題「信安程俱」。

鈐有張蓉鏡諸印。 

(三)四部叢刊三編 

1.《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明趙開美校刊本。版匡高十九公分，寬十三公分。半葉九行，行十八

字，花口，單白魚尾，四周單欄。前有吳縝序。次糾謬表、吳元美跋。每

卷後記「海虞趙開美校刊」一行，後有紹興戊午湖州教授吳元美跋。首行

題「新唐書糾謬卷第幾」，次行題「宋吳咸林吳縝纂」。 

按：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云：「本書卷二第八葉表格脫誤30」，

傅氏並影宋刻一葉證明其致誤之由。此外，卷二十下有「長洲顏植書趙應

期刻」等字。 

2.《弔伐錄》二卷 

清初錢曾述古堂鈔本。版匡高十七公分，寬十三公分。半葉十行，行

二十字，左右雙欄，無欄格，中有書名及葉次。鈐有鮑廷博藏印及「豫州

珍藏」等印記。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一二九二。 

3.《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泰定二年 (1325)慶元路儒學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白口，

左右雙欄，版心上記字數，下記刊工姓名。首深寧叟識三行，大字佔雙行，

下接目錄，目錄後有「伯厚甫」、「深寧居士」墨記二方，卷二十後有「孫

厚孫寧孫校正」一行。後有李盛鐸題跋。 

4.《墨莊漫錄》十卷 

                                                 
30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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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鈔本。半葉九行，行十九字，白口，單魚尾。每卷後均有唐伯虎題

記，卷尾為陸思道記。此外，後附張元濟跋及校勘記。鈐有「傅沅叔藏書

記」朱文長方印。 

5.《密庵詩稿》五卷《文稿》五卷 

明洪武刊本。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欄，雙魚尾。

題「門人始寧任守禮校正」「沛郡劉冀南編次」。詩集有洪武戊寅劉冀南

後序，文集有金華戴良序。有道光初元(1821)晚香居士汪鏞手跋六行。鈐

有「傅增湘讀書」朱文長方印，另錄「文津閣所佚詩文」。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一四二八。 

6.《龜巢集》二十卷 

清鈔本。半葉九行，行十八字，花口，無欄格。前有洪武十二年 (1379)

歲己未七月既望前浙江儒學副提舉豐城始豐山人余詮序，范陽盧熊序。後

有張元濟附校勘記並跋。鈐有四明盧氏抱經堂藏印及傅氏藏印。 

7.《靜居集》六卷 

明弘治辛亥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欄，亦企

翱張氏所刊明初四家之一。前有弘治元年 (1488)江左贊序，末有張習後志

及童冀所撰墓銘。鈐有「鵝湖世家」、「顧炯之印」、「玉函山房藏書」、

「南齊李子裔孫遂徵私印」等印記。 

8.《北郭集》十卷 

明成化二十三年 (1487)吳郡張習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黑口，

四周雙欄。前有成化丙午吳興閔珪序，末有張習自跋。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續集》云：「此書萬曆間陳邦瞻重刊，

已改為六卷，四庫據以入錄，已非習編之舊。」31 

       四、結語： 

    總結來說，《四部叢刊》的出版，對善本古籍的保存和流通，有著極

大的貢獻，其對於後來學者參考、依據之功亦無容抹殺，然而當我們盛讚

張元濟輯印這套叢書的成就的同時，對於部分參與者的付出，也應一併得

                                                 
31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卷 5，頁 2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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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表彰，傅增湘從部分書籍版本的提供、代為訪求善本，到刊本的選擇、

校勘等工作，無一不參與其中，給予張元濟最多的支持與最大的協助，稱

其為《四部叢刊》的功臣之一，當不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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