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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館藏漢書板本考略(上) 

特藏組  謝鶯興撰 

一、前言 

《漢書》係東漢班固所撰，全書計一百卷，其中篇幅較大者又細分

為上、下或上、中、下不等，故有作一百二十卷者。由於班固好用古字、

古義，成書以來至今，歷代不乏對該書文字之注疏1，現存最早之注釋本，

則為唐顏師古之《集注》。清乾隆年間曾就「顏注」加以考證，刊行「武

英殿本」；清末王先謙亦就顏氏之後至清代止的歷代注疏彙集為《補注》，

上述諸書皆為研讀《漢書》不可或缺工具，本館典之藏線裝古籍亦見收藏。 

此外，本館另藏「明德藩最樂軒刊本」之殘本，是書國家圖書館與

故宮博物院亦有收藏，為一百二十卷本，殘本則為一百一十卷本，皆題「明

嘉靖間刊本」，與館藏之六十八卷差距頗大。茲就館藏《漢書》各種板本

逐一列出其板式行款，間需考辨者以按語行之，以為讀者利用之便。 

1.前漢書存六十八卷十四冊 漢班固撰 明德藩最樂軒刊本 B01(2)/(Q3)1160 

附：<前漢書目錄>。 

按：是卷缺葉一至葉四及第十六葉之前半葉。是書缺第一、二兩卷目

錄，第三卷僅殘存魏豹、田儋、韓王信三人名字；第六十六卷僅存

「第六十六卷」五字，未見收錄之人名，第十六葉下半葉存「西漢

十二帝起高祖元年乙未盡王莽地皇四年癸未合二百二十九年。十二

帝紀一十三卷，八表八卷，十志一十八卷，七十列傳七十九卷」。 

藏印：「東海大學珍藏之記」。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20 ×14.5 公分。

板心上方刻「德藩最樂軒」，魚尾下題書名、紀(或表、志、傳 )、篇數

次第，即「前漢○○○」，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刻工姓名。 

                                                 
1 近人徐家驥撰<中國古代漢書研究概述>，就東漢至清代為止，歷代學對《漢書》

的研究概況，包含文字的注疏、史實典故的考證、不同板本的校勘與補正闕失或

編制索引等分：a.東漢至唐，注音釋義時期；b.宋代以校勘板本為主及比較研究、

專題研究時期；c.明代評點時期；d.清代校勘訓釋、綜合補遺時期等四大類論述，

請參閱。《咸陽師專學報》(綜合雙月刊)第 11 卷，1996年第 1期(文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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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卷首行上題篇名、篇數，下題書名、卷數，即「○○紀(或表、

志、傳 )第○」，「前漢書○」(<高帝紀第一上>卷之次行並題「漢蘭臺

令史班固撰」 )，篇末上題篇名、篇數，下題書名、卷數，即「○○

紀(或表、志、傳 )第○終」，「前漢書○○」。 

刻工有：李清、李約、莊慶、李澤、章亨、何祥、顧銓、周永

日、李受、章聰、莊意、張敖等人。 

按：一：各卷刻工名單如下： 

1.李清、李約、莊慶(目錄 )。 

2.李澤、章亨、何祥、顧銓、周永日、李受(高帝紀第一上 )，章

聰、李澤(高帝紀第一下 )。 

3.李約、李清(惠帝紀第二 )。 

4.何祥、李約、李澤、李清(高后紀第三 )。 

5.周永日、李約、李澤、何祥(文帝紀第四 )。 

6.何祥、李澤、章亨、李清(景帝紀第五 )。 

7.李澤(食貨志第四下 )。 

8.顧銓、何祥(郊祀志第五上 )，周永日(郊祀志第五下 )。 

9.李約、何祥、顧銓、李清、莊意(天文志第六 )。 

10.何祥、顧銓(五行志第七上 )，顧銓、何祥、莊慶、周永日(五行

志第七下之上 )，莊慶、顧銓、莊意、章亨、何祥(五行志第七中

之上 )，何祥、顧銓(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顧銓、何祥(五行志第

七下之下 )。 

11.李受、莊慶(高五王傳第八 )。 

12.章亨、莊慶(蕭何曹參傳第九 )。 

13.李受(張陳王周傳第十 )。 

14.顧銓、何祥(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 

15.李澤(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 

16.李澤(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 

17.何祥、顧銓(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 

18.李澤(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 

19.李澤(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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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李澤(文三王傳第十七 )。 

21.周永日、莊慶(賈誼傳第十八 )。 

22.莊慶、(李 )澤(爰盎晁錯傳第十九 ) 

23.李受、莊慶、(李 )受(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 

24.李澤、(李 )澤、莊慶(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 

25.章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 

26.李澤(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 

27.李澤、莊意(李廣蘇建傳二十四 )。 

28.李澤、莊意(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 

29.李約、李清、莊意、李澤(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 

30.莊意(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李澤(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 

31.李澤(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 

32.何祥、顧銓(張湯傳第二十九 )。 

33.李約、李清(杜周傳第三十 )。 

34.莊慶、李約、章亨(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 

35.李約、李清、莊慶(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 

36.莊慶、張敖、李約(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 

37.莊慶、李清、李約(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

李約、莊意、李澤、莊慶、李清(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

三十四下 )。 

38.周永日(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 

39.莊慶、莊意、張敖(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 

40.莊慶、周永日(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 

41.章亨(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葉二十後半葉以後缺 )。 

42.莊慶、周永日(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 

43.張敖、章亨、李受、莊慶(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 

44.李澤(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 

45.章亨、莊意(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 

46.莊意、莊慶(韋賢傳第四十三 )。 

47.章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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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章聰、莊慶、章亨(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 

49.何祥、顧銓(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 

50.莊慶、李受、(李 )受(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 

51.李受、(李 )受(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 

52.周永日(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 

53.張敖、莊慶(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 

54.章亨(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 

55.莊慶(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 

56.莊慶、李受(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 

57.周永日、莊慶、李受、李澤、章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 

58.顧銓、何祥(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 

59.章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 

60.莊意(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莊意(揚雄傳下第五十七下 )。 

61.李澤(儒林傳第五十八 )。 

62.何祥、顧銓(循吏傳第五十九 )。 

63.李澤、莊慶、何祥、李受、(李 )受(酷吏傳第六十 )。 

64.何祥、顧銓(貨殖傳第六十一 )。 

65.顧銓、何祥(游俠傳第六十二 )。 

66.何祥、顧銓(佞幸傳第六十三 )。 

67.周永日、張敖、章亨(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顧銓、何祥(匈奴傳

第六十四下 )。 

68.周永日、莊慶、章亨(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 

69.李澤、莊慶、章亨(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何祥、莊慶、章亨、

李受、李約、李清(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 

70.章亨(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莊慶、莊意、李受、周永日、李約、

章亨、顧銓(外戚傳六十七下 )。 

71.李受、莊慶(見元后傳第六十八 )。 

二、是書因為殘卷，除<目錄>缺葉外，僅存「紀」、「志」、「傳」部

份，「表」已全部亡佚。 

1.「紀」存：<高帝紀第一上>、<高帝紀第一下>、<惠帝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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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紀第三>、<文帝紀第四>、<景帝紀第五>。 

2.「志」存：<食貨志第四下>、<郊祀志第五上>、<郊祀志第五

下>、<天文志第六>、<五行志第七上>、<五行志第七中之上>、

<五行志第七中之下>、<五行志第七下之下>、<五行志第七下之

下>。 

3.「傳」存：<高五王傳第八>、<蕭何曹參傳第九>、<張陳王周

傳第十>、<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

二>、<酈陸朱劉叔孫傳第十三>、<淮南衡山濟北王傳第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六>、<文三王傳

第十七>、<賈誼傳第十八>、<爰盎晁錯傳第十九>、<張馮汲鄭

傳第二十>、<賈鄒枚路傳第二十一>、<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李廣蘇建傳二十四>、<衛青霍去病傳

第二十五>、<見董仲舒傳第二十六>、<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

湯傳第二十九>、<杜周傳第三十>、<見張騫李廣利傳第三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武五子傳第三十三>、<見嚴朱吾丘主父

徐嚴終王賈傳第三十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賈傳第三

十四下>、<東方朔傳第三十五>、<公孫劉車王楊蔡陳鄭傳第三

十六>、<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霍光金日磾傳第三十八>(葉

二十後半葉以後缺)、<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傅常鄭甘

陳段傳第四十>、<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王貢兩龔鮑傳

第四十二>、<韋賢傳第四十三>、<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眭

兩夏侯京翼李傳第四十五>、<趙尹韓張兩王傳第四十六>、<見

蓋諸葛劉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蕭望之傳第四十八>、<馮

奉世傳第四十九>、<宣元六王傳第五十>、<匡張孔馬傳第五十

一>、<王商史丹傅喜傳第五十二>、<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見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何武王嘉師

丹傳第五十六>、<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下>、<儒林傳第五十八>、<循吏傳第五十九>、<酷吏傳第六十>、

<見貨殖傳第六十一>、<游俠傳第六十二>、<佞幸傳第六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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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傳第六十四上>、<匈奴傳第六十四下>、<西南夷兩粵朝鮮

傳第六十五>、<西域傳第六十六上>、<西域傳第六十六下>、

<外戚傳第六十七上>、<見外戚傳六十七下>、<元后傳第六十八>。 

三、是書舊錄「明刊本」。然板心上方題「德藩最樂軒」，下題刻工。

按，「善本古籍聯合目錄」著錄典藏「德藩最樂軒」刊本者，有國

家圖書館與故宮博物院，皆題為「明嘉靖間德藩最樂軒」。據張秀

民《中國印刷史》2第一章＜雕板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明代‧藩

府本＞云：「藩府出版古書，有內府所賜宋、元本作為底本，又經

名士校讎，錯誤較少」。並舉例云：「如濟南德藩最樂軒刻《漢書》，

還請李澤、李受、張敖等蘇州良工去刻。所用紙墨，多選上料，

刷印裝背，比較講究，多為大字寬本，藍綾包背裝，近似內府本」。 

同書附＜明代藩府印書表＞3「德王府」條，載：「德王府，

濟南，德莊王見璘，英宗第二子，初封榮王。天順元年三月同日

封德、秀、崇、吉四王。初國德州，改濟南，成化三年就藩。」

並列出德王府所刻之書，其中有「《漢書白文》一百卷，約嘉靖」。

僅以「約嘉靖」稱之，未知其確切刊刻時代。 

按，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一一九<列傳第七‧諸王

四>4載：「德莊王見潾，英宗第二子。初名見清。景泰三年封榮王。

天順元年三月復東宮，同日封德、秀、崇、吉四王，歲祿各萬石。

初國德州，改濟南。成化三年就藩。請得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

袞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予之。復請業南旺

湖，以漕渠故不許。又請漢庶人舊牧馬地，知府趙璜言地歸民間，

供稅賦已久，不宜奪。帝從之。正德初，詔王府莊田畝徵銀三分，

歲為常。見潾奏：『初年，袞州莊田歲畝二十升，獨清河一縣，

                                                 
2 見頁 415。1989 年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同上，見頁 440。 
4 見點校本頁 3636。1974 年北京中華書局。按，德藩相關事蹟的記錄，另見明焦

竑編《國朝獻徵錄》卷 2葉 41「德王見潾」條；清王鴻緒奉敕編《明史稿》卷

110＜列傳五‧德王＞；清傅維麟撰《明書列傳》卷 88＜記一‧皇子諸王宗室記‧

德王＞；清查繼佐撰《罪惟錄列傳》卷 4＜諸王列傳‧英宗七王‧德莊王見潾＞；

明何喬遠輯《名山藏列傳》卷 40＜分藩記五‧英八子‧德王＞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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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議，歲畝五升。若如新詔，臣將無以自給』。

戶部執山東水旱相仍，百姓凋蔽，宜如詔。帝曰：『王何患貧，

其必許』。十二年薨。子懿王祐榕嗣。嘉靖中，戶部議覈王府所

請山場湖陂，斷自宣德以後者皆還官。詔允行。於是山東巡撫都

御史邵錫奏德府莊田俱在革中，與祐榕相訐奏，錫持之益急。儀

衛司軍額千七百人，逃絕者以餘丁補。錫謂非制，檄濟南知府楊

撫籍諸補充者勿與餉。軍校大譁，毀府門。詔逮問長史楊穀、楊

孟法，戍儀衛副薛寧及軍校陶榮。諭王守侯度，毋徇群小滋多事。

議者謂錫故激致其罪，不盡祐榕過云。此十一年八月事。至十八

年，涇、徽二王復請得所革莊田，祐榕援以為請。詔仍與三湖地，

使自徵其課。其年薨。孫恭載墱嗣，萬曆二年薨。子定王翊錧嗣，

十六年薨。子常嗣，崇禎五年薨。世子由樞嗣，十二年正月，

大清兵克濟南，見執。」 

《濟南府志》卷四＜圻封‧明德藩莊王見潾＞5載：「《通志》

云：『英宗子成化三年就國濟南府，傳懿王祐榕，懷王厚燉，恭

王載墱，定王翊錧，端王常及嗣王由樞而終』。《歷城志》云：

『德莊王見潾，英宗庶二子，天順元年封，成化三年就藩濟南府，

正德十二年薨，諡曰莊。子懿王祐榕，正德十六年襲封，嘉靖十

八年薨。子厚燉，初封東平王，嘉靖中改封世子，未幾卒，以子

載墱襲封，追封王，諡曰懷。載墱嘉靖二十年襲封萬歷二年薨，

子翊錧萬歷五年襲封，十六年薨。子常，萬歷十九年襲封，崇

禎五年薨，子由初封廣宗王，萬歷四十三年改封世子，未襲，

卒。弟由樞初封郡王，崇禎中進封，十二年正月大清兵克濟南，

見執』。《歷城志》云：『莊王，英宗之子，睿宗庶兄，天順元年

封濟南，成化三年之國，正德十二年薨，諡曰莊。王崇儒重道，

憂國愛民，精詩賦，工丹青，孔子杏壇像併贊，皆屬睿翰毫，不

與外事，故稱賢。端王，定王子，遵訓守禮，謙恭孝義，通翰墨，

嫻弧矢，著《訓後七十二事》，撫按交薦，詔建坊以褒異之』」。 

                                                 
5 見葉 28，總頁 493。清王贈芳等修，成灌等纂，臺灣學生書局據清道光本己亥--
十九年重修本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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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書卷六＜山水二‧歷城‧水‧濯纓湖＞6載：「《舊志》云：

『在府城內，都司西北，明成化初規入藩邸。德莊王記云：濟南

七十二泉，惟白雲、珍珠、濯纓、灰泉在宮內。是也，今在巡撫

公署內』。《縣志》云：『本名灰泉，合北珍珠、散水、濯纓、硃

砂、劉氏溪亭諸泉，皆匯此，周廣數畝，元憲副竹希仁改今名』」。

末附按語云：「按城內各泉惟珍珠、濯纓、芙蓉三泉為大，珍珠

泉在巡撫公署內；濯纓泉稱湖，前在德王宮內，今在院署西墻外

百餘步，俗稱王府池，周圍四十餘丈，由地溝北流穿民居出起鳳

橋下，至院後會珍珠泉，水經百花鵲華兩橋，入大明湖」。 

同書卷 69「德藩故宮」條7云：「《通志》云：『明成化三年德

王開府於濟南府』，《縣志》云：『德府在濟南府治西，居會城中，

占三之一。成化二年建長史司等，俱在王府前，廣受倉、廣受庫

等俱府內。德府前有坊曰欽承上命，世受齊邦。其正門曰端禮，

東曰體仁，西曰導義，北曰廣智，皆有坊。大殿曰承運殿，後殿

曰存心殿，東曰正宮，正宮之西為西宮，世子之府曰東宮，別有

齋宮在東長安街，後有樓曰御書閣，珍珠泉上有淵澄閣，淵澄閣

之西有亭二，曰白雲，曰翫月。泰安王府在西門內。臨朐王府在

西門內。寧海王府在南門內舜廟東。臨清王府在尹家巷。紀城王

府在縣庠西。嘉祥王府在府館街。清平王府在嘉祥府西。寧陽王

府在寧海府東，即舊安陸府』。《齊音》云：『白雲樓在濯纓湖南，

珍珠泉上，今規入藩，於樓舊基起亭名曰白雲亭』。《池北偶談》

云：『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數十計，

皆澄浤見底，石子如樗蒲，然青州衡藩故宮，亂後尚存望春樓及

流觴曲池，上有偃蓋松，蓋數百年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甘

橘繡毬尚數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丞有德另建撫署，乃即

                                                 
6 同上，葉 23，總 636頁。按，同卷葉 32「北珍珠泉」條，卷 9 葉 3<公廨>「巡撫
部院署」條，卷 11<古蹟一‧歷城>葉 13「白雲樓」條，卷 17<學校>葉 58「濟南
書院」條，卷 65<藝文一‧歷城>明德藩莊王見潾撰「白雲亭記」條，亦見德藩

相關資料。 
7 同上，葉 15，總 68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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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藩廢宮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搆之，落成壯麗甚，衡藩廢宮鞠為

茂草矣』」。後附按語云：「按德府又有孝友堂、燕居齋，在潚

澄閣後」。 

上述資料雖都記及德藩受封與後裔之事蹟，然皆未提其刻書

之事，惟《續修歷城縣志》<藝文>「明‧胡嗣廉靈秘十八方加減

一卷」條引《四庫存目提要》8云：「舊本題德府良醫所輯，良醫

濟南胡嗣廉校編。前有嘉靖十七年可泉子序之，不知何人所輯。

則嗣廉但校正編次耳，非所撰也」，提及德府良醫輯書一事，其

餘闕如。 

四、昌彼得先生於<明藩刻書考‧史部>「漢書一百卷，漢班固撰，

德藩最樂軒刊本」條9云：「見《郋園藏書志》(以下簡稱郋志)、《莫

錄》、《中圖善目》。此本白文無注，每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版

心上有『德藩最樂軒』五字，版心下記刻工姓名，前後無序跋，

不詳刊年。按此本刻工有李澤、李受、張敖與嘉靖三年徐刻《唐

文粹》同；有李受、張敖、周永日與嘉靖四年王延刻《史記》

同；有周永年、李受、李清、李澤、何祥、顧祥等與嘉靖八年南

監刻本《漢書》同；則此書當亦刻於嘉靖初年也。《明史》表載懿

王祐榕，正德十六年襲封，嘉靖十八年薨，當即其所刻也。 

是書所載刻工雖多，但其生平資料不詳，無法考得年代。昌先生之說，又

有同姓名的疑慮，亦缺其他佐證；上列關於德藩之各條資料，亦無法得知

該藩刻書的確切時代，現暫依張、昌二先生之說錄之並俟考。 

                                                 
8 見卷 23，葉 9，總 1294頁。是文云：「其書以世人多用和劑局方，不知加減之用，

因以此十八方各詳其因，證加減之法，以便於用。然病機萬變，相似者多，但據

證以加減藥味，似非必中之道，仍與執局方者等也。十八方後又附補中益氣湯等

四方，共為二十二方，亦不知何人所加，或即嗣廉續入歟？」民國五十七年成文

出版社據清毛承霖纂修民國十五年鉛本影印。 

按《山東通志》卷 34<疆域志第三古蹟一>頁 1372「白雲樓」條載白雲樓建於

成化間，康熙 5年巡撫周有德改建為巡撫署。華文書局據孫葆田等撰民國四年重

印本影印。 
9 收錄於《版本目錄學論叢一》頁 39--104，學海出版社，民國 66年 8 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