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稿 

 29

李肇《唐國史補》版本述要 

孫秀君 ∗ 

一、作者與成書年代 

李肇，唐趙州贊皇人，新舊唐書均無傳。由《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知其為李華之子 1。《新唐書》〈藝文志〉載：「李肇《國史補》三卷」，下注

云：「翰林學士，坐薦柏耆，自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 2《唐摭言》卷

一：「元和中，中書舍人李肇撰《國史補》。」3則《唐國史補》似成於元和

中。 

關於李肇的生卒仕宦，岑仲勉先生曾詳加考證。他探討認為：元和十

三年 (818)，李肇自監察御史遷翰林學士，十四年 (819)遷右補闕，十五年 (820)

司勳員外郎，長慶元年 (821)正月出守本官。可知元和以前，李肇並未官至

中書舍人。且在長慶元年 (821)十二月被貶為澧州刺史。而以《新唐書》的

記錄來考察，柏耆獲罪，當在大和三年 (829)，則李肇官中書舍人似乎應在

大和初年 4。岑仲勉先生並以今本《國史補》中所記錄之「長慶初，吏部尚

書李絳議置郎官十人」與「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來推斷，認為書曰

穆宗，則最早也是敬宗時所作，不是元和間 5。 

但筆者目前所見之版本，除了《唐代叢書》本、《唐人說薈》本云：「穆

宗以刑法為重」、「吏部尚書李絳議置郎官十人」6外，其餘所見均為「上以

刑法為重」、「李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且《唐代叢書》、《唐人說薈》所

                                                
∗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副教授。 
1 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10月初版。頁

2559。 
2 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頁 1467。 
3 (唐)王定保撰，《唐摭言》，台北：世界書局，1959 年。頁 3。 
4 岑仲勉，〈跋唐摭言〉，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央

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

利委員會出版，1971 年 1月再版。頁 246。 
5 岑仲勉，〈跋唐摭言〉。頁 245。 
6 (唐)李肇撰，《國史補》，(清)王文誥、邵希曾輯，《唐代叢書》，台北：新興書局，

1968 年 6月新 1版。頁 169。(唐)李肇撰，《國史補》，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
第四十九卷，(清)陳世熙輯，《唐人說薈》，蘇州市：古吳軒出版社，2005 年 3
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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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國史補》為後期收錄不全之本，所以，以此來做論據並不恰當。且

今所見各本，序前多有「唐尚書左司郎中李肇撰」字樣，他並未稱中書舍

人。因此，此書很可能是他在元和中所做，而後人以他較高的官階來稱呼

他。所以，在元和中成書的可能性還是很大，不見得是大和時期。 

二、著作動機與評價 

李肇作《唐國史補》的原因，於其序中已見：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

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

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言報應、敍鬼

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

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 7 

可知此書乃續劉餗小說 (《國朝傳記》)而作。記錄了開元至長慶間的

事情。所記之事，雖然有些經後人考證為誤，但是《唐國史補》的成書，

還是保存了不少當時的事蹟，可供後人參考。全書各分上、中、下三卷，

目錄各以五字標題，此五字即正文各條的大意。 

《天祿琳琅書目》云：「考《崇文總目》於肇《國史補》外，又載林

恩《補國史》六卷，高若拙《後史補》三卷。而晁氏《讀書志》中皆不載，

是當時所重者惟肇所補之書。」8可知此書在宋時於同類書中，最受重視。

另《四庫全書簡明目錄》稱此書「在唐、宋說部中，最為近正。」9《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云：「然論張巡則取李翰之傳，所記左震李汧李廙顏真卿

陽城歸登鄭絪孔戣田布鄒待徵妻元載女諸事。皆有裨於風教。又如李舟天

堂地獄之說，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有名理，末卷說諸典故，及下馬

陵相府蓮義亦資考據。餘如摴蒲盧雉之訓，可以解劉裕事。劍南燒春之名，

可以解李商隱詩，可採者不一而足。⋯⋯歐陽修作《歸田錄》，自稱以是

                                                
7 (唐)李肇撰，《唐國史補》三卷二冊，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國家圖書
館微捲)。 

8 (清)于敏中、彭元瑞等編，《欽定天祿琳琅書目、續目》，台北：廣文書局，1968
年 3月初版。頁 397。 

9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錄》，台北：洪氏出版社，1982 年 1月初版。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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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為式，蓋於其體例有取云。」 10對此書都有相當不錯的評價。 

此書於後代著錄時的歸類，頗為混亂。例《新唐書》在史錄雜史類，

《宋史》在史類傳記類，《四庫全書》歸子部小說家類等。從不同的角度

去看，就歸於不同類別。因為它的內容包含了史部與子部，以致產生判別

的差異。 

三、版本考 

(一)書名與卷次 

《唐國史補》於《新唐書》與《宋史》均名《國史補》，其餘各版本

則採《唐國史補》、《國史補》的都有。但以今天所見流傳的版本統計，稱

《唐國史補》的還是佔多數。加上現存最早的「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

鈔本」的書名是《唐國史補》，所以，以唐之後來看，《唐國史補》應該才

是比較完整的書名。《唐國史補》是全稱，而《國史補》應屬略稱。由傅

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的「校唐國史補跋」條下稱「國史補」 11，也可得

知。 

以流傳的卷次而言，如《新唐書》12、《崇文總目》13、《通志》14、《直

齋書錄解題》 15、《宋史》 16等均記為三卷。而《郡齋讀書志》 17、《文獻通

考》18等記為二卷(以上不包括節錄本)，王國良先生認為此不同應是「字之

誤也」 19。 

                                                
10 (清)永瑢等撰，《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台北：商務

印書館，1985 年 5月增訂 3版。頁 2885~2886。 
11 (清~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績集》，台北：廣文書局，1967 年 8月
初版。頁 278~279。 

12 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頁 1467。 
13 (清)錢侗撰，《崇文總目輯釋》，台北：廣文書局，1968 年 3月初版。頁 183。  
14 (宋)鄭樵撰，《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年 3月初版。頁 774。「肇」誤
作「趙」。  

15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錄解題》，台北：廣文書局，1968 年 3月初版。頁 337。 
16 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宋史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10月初版。頁 5113。 
17 (宋)晁公武撰，《郡齋讀書志》，台北：廣文書局，1967 年 12月初版。頁 510。 
18 (元)馬端臨撰著，《文獻通考．經籍考》，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年 9月台

1版。頁 557。 
19 王國良，《唐代小說敘錄》，台北：嘉新水泥公司文化基金會，1979 年 11月出版。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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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國史補》的三卷本，是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一○三節，中

卷一○三節，下卷一○二節，共三○八節 20。而今所見《四庫全書簡明目

錄》記為二○五條 21，另《筆記小說大觀》本有三○九條22。為何有此不同，

原因應在於： 

《四庫全書》本之序言「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23至

《四庫全書簡明目錄》記錄者少算了一○三條，所以成了二○五條。至於

三○九條的差異，主要在卷下也為一○三條。今將兩書互相對照，得知《筆

記小說大觀》本是將卷下的「李汧公琴名」分成了「李汧公琴名」與「樊

氏路氏琴」，因此多出一條。基本上還是沒有不同。 

另於《天祿琳琅書目》著錄為「三百有六節」24，因未見原書，無法

判斷。但由於此書各節區分有時不甚明顯，所以其中被後人合併的可能性

很大。 

(二)內容問題 

傅增湘以《太平廣記》所收來對照《唐國史補》，發現有四條為《唐

國史補》所無：「山東士大夫類例」(一百八十四)、「源乾曜」(二百二)、「唐

同泰」(二百三十八)、「胡延慶」(二百三十八)25。經王國良先生考訂，「山

東士大夫類例」出自《國史異纂》(即《隋唐嘉話》)。「源乾曜」見《次柳

氏舊聞》，《廣記》注「出《國史補》」，是傳鈔刊刻的錯誤。「唐同泰」與

「胡延慶」見今本《朝野僉載》卷三。此乃明代人自《廣記》中抄合而成，

所以論據不足，無法肯定此二條是否為《唐國史補》的佚文 26。 

傅增湘以照宋摹寫之本(有毛氏汲古閣印)與《津逮秘書》本對照，發

                                                
20 (唐)李肇撰，《唐國史補》三卷二冊，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國家圖書
館微捲) 

21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錄》。頁 531。 
22 (唐)李肇撰，《國史補》，《筆記小說大觀》，台北：新興書局，1960 年 7月初版。 
23 (唐)李肇撰，《唐國史補》，(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文淵閣四庫全書》，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6 年 3月初版。頁 1035~416。  
24 (清)于敏中、彭元瑞等編，《欽定天祿琳琅書目、續目》。頁 397~398。  
25 (清~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績集》。頁 280。 
26 王國良，《唐代小說敘錄》。頁 8。王國良將「唐同泰」誤為「唐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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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最大出入在卷下的〈內外諸使名〉條下，《津逮秘書》本脫失一行 27。筆

者根據此記錄來對照，〈內外諸使名〉：「團練『使有時而置者，則大禮使

禮儀使禮會使刪定使三』司使⋯⋯。」此『』中二十字，《津逮秘書》本

確實無。不但如此，僅有現存最早的影宋本有此二十字，其餘均無。而就

如傅增湘所言「若脫去此行，是大禮刪定，三司會盟，冊立諸使皆屬之外

任，於官制寧不刺謬耶。」28所以，這二十字的有無，的確是一個很重要

的問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云此書：「所載如謂王維取李嘉祐永田白鷺

之聯，今李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一條，沈括亦辨其妄。又謂李德裕清

直無黨，謂陸贄誣于公異皆為曲筆。」29說明此書所錄並非沒有可商榷之

處。 

(三)版本流傳 

根據目前所見的各版本及前人著錄，《唐國史補》的原刊未見，可能

已經失傳了。現存最早的本子，應算是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而

流傳之版本也依其收錄可分為三卷本與一卷本(所謂一卷本，即節錄不全之

本)。以下就以此為大分類，分別介紹各版本。 

1.三卷本 

(1)《唐國史補》三卷二冊 

收藏處：國家圖書館(舊稱國立中央圖書館) 

刊刻時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版匡：高一七‧七公分，寬一二‧○公分。 

行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字。 

版式：左右雙欄、白口、單魚尾，魚尾下記卷次、版心下方記頁數。 

序跋：目錄前有李肇序。 

印記：序處有八個印記，其中一個是「國立中央圖書館收藏」。 

卷上第一頁有四個印記，其中一個是中圖印。 

                                                
27 (清~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績集》。頁 279。  
28 (清~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績集》。頁 279。 
29 (清)永瑢等撰，《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頁 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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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第一頁有中圖印。 

卷下末頁有七個印記，沒有中圖印。 

另此鈔本有闕字空格，但不多見。 

(2)傅增湘云：「絳雲樓有宋刊本，見有學集題跋」 30，但未見其書。 

(3)元本  

《天祿琳琅書目》記「此本密行小字，製甚工整，雖墨光稍遜而刊

手印工咸出上選。目錄後有『董氏萬卷堂本』篆書木記，較元槧他

書木記獨精，此書賈中不苟於刻梓者。」「其字蹟刻畫精能，當推

為元本之冠。乾隆御識鈐寶二，曰『幾暇臨池』，曰『稽古右文之

璽』。」「錢謙益藏本，有『牧翁蒙叟』。『如來真子天子門生』二

印。⋯⋯」 31 

此本只見記錄，原書未見。 

(4)《唐國史補》三卷--清．葉石君鈔本 

原書未見。《文祿堂訪書記》記錄「唐李肇撰，清葉石君鈔本，半

葉十二行，行二十字，首自序，目後篆書曰『董氏萬卷堂本』，卷

末蘇郡錢穀鈔本，有『葉萬石君孫從添慶增』印。」 32 

(5)《唐國史補》三卷三冊 

收藏處：國家圖書館 

刊刻時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 

版匡：高一九‧○公分，寬一四‧三公分。 

行款：半葉八行，行十八字 

版式：左右雙欄、花口、版口記書名，版心中記卷數頁次、版心下

有「汲古閣」三字。 

序跋：目錄前有序。  

印記：序處有「國立中央圖書館收藏」及另一印(四周已磨損)。 

                                                
30 (清~民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績集》。頁 279。 

(清)錢謙益等撰，《絳雲樓書目》，台北：廣文書局，1969 年 2月初版。頁 40~41。  
31 (清)于敏中、彭元瑞等編，《欽定天祿琳琅書目、編目》。頁 397~398。 
32 (清~民國)王文進，《文祿堂訪書記》，台北：廣文書局，1967 年 8月初版。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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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中下第一頁均有中圖印。 

(6)《國史補》三卷一冊 

收藏處：國家圖書館 

刊刻時地：國家圖書館僅註明「舊鈔本」。但以內容「玄」字缺筆

來判斷，應為清康熙時期的本子。 

全幅：高二九‧八公分，寬一六‧四公分。 

行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 

印記：僅卷上第一頁有中央圖書館印。 

沒有序及目錄。上中下三卷第一頁均有「唐李肇撰  陶宗儀閱」字

樣。 

(7)《唐國史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收藏處：國立故宮博物院 

刊刻時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冊，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1986 年 3 月景印初版。 

版匡：此為照相縮印本，未見故宮收藏之原書，所以無法確知。 

行款：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 

版式：四周雙欄、花口、版口有「欽定四庫全書」六字，單魚尾、

版心中記書名、卷次，版心中右下記頁數。 

目錄後有序及原序。 

(8)《唐國史補》三卷--《學津討原》本 

收錄於《學津討原》中。 

刊刻時地：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年 12 月景清嘉慶張海鵬

輯刊之《學津討原》照曠閣刊本。編入第十三冊。 

版匡：景印縮本，無法確知。 

行款：半頁九行，行二十一字。 

版式：左右雙欄、細黑口，版心中記書名卷次，版心中右下記頁數，

版心下偏右有「照曠閣」三字。 

收錄原序、目錄與<四庫全書提要>。 

(9)《唐國史補》三卷附提要--《叢書集成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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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錄於《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三冊。 

刊刻時地：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著發行，1985 年 1 月初版。 

此八十三冊<總目>記錄本書為《學津》本，版面更為縮小，其餘與

前項《學津討原》本所列無差別。 

(10)《國史補》--《筆記小說大觀》本 

收錄於《筆記小說大觀正編》第一冊 

刊刻時地：台北：新興書局，1960 年 7 月景道光本。 

版匡：縮印本，無法確知。 

行款：半葉十四行，行三十二字。 

版式：四周雙欄、細黑口，版口右邊記書名，版心中偏右記卷次，

版心中右下記頁數。 

目錄前有提要、序與原自序。 

(11)《唐國史補》--世界書局新校 

出版時地：台北：世界書局，1978 年 10 月 3 版。 

行款：半葉十行，行四十二字。 

有<四庫全書提要>及原序。 

(12)《唐國史補》--《隋唐文明》本 

收錄於《隋唐文明》第五十卷－《隋唐小說補編》－雜錄。 

刊刻時地：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蘇州市：古吳軒出版社，2005

年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注明「景印清嘉慶張氏照曠閣刻學

津討原本」 

版匡：景印縮本，無法確知。 

行款：半頁九行，行二十一字。 

版式：左右雙欄、細黑口，版心中記書名卷次，版心中右下記頁數，

版心下偏右有「照曠閣」三字。 

收錄原序、目錄與<四庫全書提要>。 

(13)《唐國史補》--《百部叢書集成初編》本 

收錄於《百部叢書集成初編》之四十六《學津討原》第十二函。 

刊刻時地：台北：藝文印書館，1965 年景清嘉慶張海鵬輯刊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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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討原》照曠閣刊本。 

版匡：景印縮本，無法確知。 

行款：半頁九行，行二十一字。 

版式：左右雙欄、細黑口，版心中記書名卷次，版心中右下記頁數，

版心下偏右有「照曠閣」三字。 

收錄原序、目錄與<四庫全書提要>。 

２.一卷本 

一卷本，是由三卷本中節取成書的。各本所節取之條目條數均未必相

同。 

(1)《唐國史補》一卷 

收錄於(明)鍾人傑、張遂辰同編，《唐宋叢書》一三四卷二四冊。 

收藏處：國家圖書館。 

刊刻時地：明末刊本。 

版匡：高一九公分、寬十四‧二公分。 

行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 

版式：左右雙欄、花口，版口著書名，有白單魚尾。版心下有頁數。 

印記：第一頁有二印，其中一個是：「吳興劉氏嘉業堂」⋯⋯。 

沒有序與目錄，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條前另外加了標題，二至四字

不等。 

(2)《國史補》一卷 

收錄於《說郛》，明．陶宗儀編，卷七十五。 

收藏處：國家圖書館 

刊刻時地：國家圖書館僅註「藍格舊鈔本」。 

板匡：高一八‧六公分、寬十四‧一公分。 

行款：半葉十一行，每行字數不定。 

版式：左右雙欄，各行有格。 

無序、目錄，各條間空一或二格即另起一條，不換行。 

(3)《國史補》 

收藏於《說郛》卷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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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時地：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7 年 11 月據明鈔本排印。 

行款：半葉十三行，行二十五字。 

版式：單欄，白口，雙魚尾，版心上方記「說郛」卷次，下方記頁

數。版心下偏右有「涵芬樓」三字。 

此與中圖藍格舊鈔本所收錄條數內容均同。疑涵芬樓所採原本即為

國家圖書館所藏藍格舊鈔本。 

(4)《唐國史補》一卷 

收藏於《說郛》，明．陶宗儀，陶珽重編並續，卷四八。 

收藏處：國家圖書館。 

刊刻時地：清順治丁亥(四年，1647）兩浙督學李際期刊本 

版匡：高一九‧二公分，寬十四‧一公分。 

行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 

版式：左右雙欄、花口 、版口著書名，白單魚尾，版心下有頁數。 

沒有序與目錄、印記。各條前另加二至四字標題。 

除了版匡與印記二處不同之外。與《唐宋叢書》本均同，似同出一

源。 

(5)《國史補》--《唐代叢書》本 

收錄於《唐代叢書》中 

刊刻時地：台北：新興書局 1968 年 6 月景印清王文誥、邵希曾輯

之《唐代叢書》(清嘉慶十一年弁山樓原刻本) 

版匡：景印縮本，無法確知。 

行款：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 

版式：左右雙欄，花口，版口記書名，單魚尾，版心中下方記頁數，

版心下有「二集」二字。 

(6)《國史補》--《隋唐文明》－《唐人說薈》本 

收錄於《隋唐文明》第四十九卷－清．陳世熙輯，《唐人說薈》十

六集一百六十八卷之第三集。 

刊刻時地：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蘇州市：古吳軒出版社，2005

年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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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匡：景印縮本，無法確知。 

行款：半葉十五行，行三十二字 

版式：左右雙欄，花口，版口記「唐人說薈」，單魚尾，版心中上

偏右記「國史補」，下方記頁數，版心下記「掃葉山房石印第三

冊」。 

王寶先〈台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目錄〉云：「《唐代叢書》(又名《唐人

說薈》)一百六十四種，清王文浩(「浩」應為「誥」)輯，清嘉慶十一年 (1806)

序刊本」33。與《台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索引》的記錄有別。《台灣

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索引》也著錄了《唐代叢書》一百六十四種，清

王文誥、邵希曾同輯，清嘉慶十一年 (1806)刊本 34。但另有：「《唐人說薈》

一百六十四種一百七十卷，清蓮塘居士(陳世熙)輯，清同治三年 (1864)緯文

堂刊本」35。透過台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目錄檢索，確於《唐人說薈》本下

又另列其他書名：《唐代叢書》。今以所見《唐代叢書》與《唐人說薈》的

《國史補》加以對照，行款、版式有異。但二者實際來源與刊刻情形如何，

在此不敢妄加臆測 36。 

根據著錄，一卷本尚有《無一是齋叢鈔》本，筆者未見 37。另《叢書

子目類編》與《中國文言小說書目》得知《得月簃叢書》也錄有《國史補》

三卷 38。但《得月簃叢書》於臺灣大學圖書館所見為藝文印書館一九六七

                                                
33 王寶先，〈台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目錄〉，《大陸雜誌》第 28卷第 1期至第 29卷
第 3期，1964 年 1月~1964 年 8月。第 29卷第 2期(十一)，頁 67。 

34 國立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台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索引》，台北：國立

中央圖書館，1982 年 1月初版。頁 611。 
35 國立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台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索引》。頁 609。 
36 《唐代叢書》與《唐人說薈》的關係，可參考：魯迅＜破《唐人說薈》＞：「《唐

人說薈》，筆記小說叢書，原有明末桃源居士輯本，共收一四四種；清代乾隆時

山陰陳世熙(蓮塘居士)又從《說郛》等書中補入二十種，編成二十卷。后來坊刻

本有的改名為《唐代叢書》。」(魯迅，《集外集拾遺補編》，《魯迅全集》第 8卷，
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年 11月北京第 1版第次印刷。頁 133)及魯迅＜書

的還魂和趕造＞(魯迅，《且介亭雜文二集》，《魯迅全集》第 6卷。頁 238~240)。 
37 文史哲出版社編著，《叢書子目類編》，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 6月再版。
頁 1048。 

38 文史哲出版社編著，《叢書子目類編》。頁 1048：「《得月簃叢書》初刻」。 
袁行霈、侯忠義編，《中國文言小說書目》，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1 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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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刊《百部叢書集成》所收，並未錄於此。《得月簃叢書》總目錄對於《國

史補》曾加以說明：「所選百部叢書中《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及《津

逮秘書》均有此書，《學津》本校刻清晰，故據以影印入《學津討原》中。」

39很有可能是景印《學津討原》本。不過，未見《得月簃叢書》的《國史

補》原書，不敢妄下斷語。而此目錄將《唐宋叢書》一卷本與《學津討原》

三卷本並列，有可商榷之處。 

經以上的整理，我們知道，李肇《唐國史補》原刊未見，現存最早為

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其餘各本除節錄本外，均差異不大。而不

論三卷本或一卷本，現今所見大部分是由明清時期流傳下來的本子，可見

明清之際對此書的刊刻甚為風行，也明白此時期對此書的重視。 

李肇《唐國史補》，今於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等資料庫查詢

檢索，至少可找到七、八十筆相關資料，這其中當然不乏相同或類似的版

本。而筆者目前大致以國家圖書館與東海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為主做歸納整

理，其餘疏漏之處，則留待日後補正。 

參考資料 (依姓氏筆劃多寡排列，同筆劃則依出版年月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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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出版社編著，《叢書子目類編》，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 6 月再版。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錄》，台北：洪氏出版社，1982 年 1 月

初版。 

(清)永瑢等撰，《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

台北：商務印書館，1985 年 5 增訂 3 版。 

(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 年 5 月再版。 

(清)周中孚撰，《鄭堂讀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年 3 月初版。 

屈萬里、昌彼德著，潘美月增訂，《圖書板本學要略》，台北：中國文

化大學出版部，1986 年 10 月增訂版。 

(宋)晁公武撰，《郡齋讀書志》，台北：廣文書局，1967 年 12 月初版。 

袁行霈、侯忠義編，《中國文言小說書目》，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1981 年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元)馬端臨撰著，《文獻通考．經籍考》，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年 9 月台 1 版。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錄解題》，台北：廣文書局，1968 年 3 月初版。 

國立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索引》，

台北：國立中央圖書館，1982 年 1 月初版。 



文稿 

 43

國立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台北：國

立中央圖書館，1986 年 12 月增訂 2 版。 

曹小莉、謝忠明，〈《國史補》作者李肇卒年考証〉，《湖南教育學院學

報》1994 年第 3 期。 

(清~民國)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續集》，台北：廣文書局，

1967 年 8 月初版。 

(清~民國)葉德輝，《書林清話》，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8 年 4 月

再版。 

楊家駱主編，《唐史資料整理集刊》第一輯，台北：中華學術院中國

學術史研究所唐史座談會印行，1971 年。 

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10

月初版。 

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宋史附索引》，台北：鼎文書局，1976 年 10 月

初版。 

(宋)鄭樵撰，《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年 3 月初版。 

潘美月，《圖書》，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 年 6 月初版。 

魯迅，《魯迅全集》，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年 11 月北京第 1

版第次印刷。 

(清)錢侗撰，《崇文總目輯釋》，台北：廣文書局，1968 年 3 月初版。 

(清)錢謙益等撰，《絳雲樓書目》，台北：廣文書局，1969 年 2 月初版。 

羅偉國、胡平編，《古籍版本題記索引》，上海：上海書店，1991 年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台北：藝文印書館，1956 年~1970 年。 

嚴靈峰編輯，《書目類編》，台北：成文出版社，1978 年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