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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易類(二) 

陳惠美 、謝鶯興  

經部．易類 

《周易通論》四卷缺卷三存三冊，清李光地撰，慎厥堂藏板，清刊本，

A01.2/(q1)4094 

附：無。 

藏印：「風尌亭藏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左右雙欄，單魚尾。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板框 12.8×17.3 公分。

板心上方題「周易通論」，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周易通論卷〇」，次

行題篇名，卷末題「周易通論卷〇終」。 

扉葉右上題「李安溪先生著」，左下

題「慎厥堂藏板」，中間書名題「周易通

論」。 

按：〈周易通論提要〉云：「《周易通論》四卷，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

熙庚戌(九年，1670)進士，官至大學士。

諡文貞。是書綜論易理，各自為篇，一卷、

二卷乃發明上、下經大旨，三卷、四卷則

發明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義。冠以

易本、易教二篇，次及卦爻、象彖、時位，

反覆辨說，詳盡無遺。」館藏缺卷三，參「四庫全書本」，知缺〈論

易言陰陽之序〉至〈論愛惡遠近情偽〉等，共二十一篇(各篇若分一、

二者僅計一篇)。 

○周《江氏周易述補》四卷一冊，清江藩撰，四部備要聚珍倣宋本，上海中華

書局據學海堂經解本校刊，A01.2/(q2)3144 

附：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凌廷堪撰〈周易述補敘〉。 

藏印：「周法高」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欄，單魚尾。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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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字。板框 10.8×14.8 公分。板心上方題「周易述補」，魚尾下題

篇名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行上題「周易述補卷○卷○

十五卦」(〈彖下傳〉題「卷十十五卦彖傳」，

〈象下傳〉題「卷十四十五卦象傳」，〈序

卦傳〉僅題「卷二十」 )，下題「學海堂」，

次行下題「甘泉江上舍藩著」，三行題各篇

篇名，卷末題「周易述補」。 

扉葉前半題「江氏周易述補」，後半牌

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上海中

華書局據學海堂經解本校刊」、「桐鄉陸費

逵總勘」、「杭縣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

縣丁輔之監造」。 

按：封面襯葉有墨筆題「法高」。 

○周《周易述》二十一卷三冊，清惠棟撰，四部備要聚珍倣宋本，上海中華書

局據學海堂經解本校刊，A01.2/(q2)5045 

附：無。 

藏印：「周法高」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欄，單魚尾。半葉十三行，經文行二十六字，注文行二

十五字，疏文雙行，行二十五字。板框

10.7 ×14.9 公分。板心上方題「周易述」，

魚尾下為卷數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

華書局聚珍倣宋版本」。 

各卷首行上題「周易述○」，下題「學

海堂本」，次行題「元和惠徵君棟著」，

卷末題「周易述○」。 

扉葉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經部」、「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海堂

經解本校刊」、「桐 陸費逵總勘」、「杭縣 

高時顯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版

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封面襯葉墨筆題「法高」二字，並鈐有「周法高」方型硃印。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0 期 

 94

《易例大全》不分卷一冊，清惠棟撰，清活字本，A01.2/(q2)5045 

附：清咸豐辛酉(十一年，1861)榕園書屋主人

〈敘〉。 

藏印：「用三」方型 硃印、「 儀 庭 」方型 硃 印 。 

板式：四邊雙欄，單魚尾。無界欄，半葉十六

行，行三十字。板框 9.9×12.6 公分，板

心上方題「易例大全」，魚尾下各篇名(如

「六十四卦分編 乾」)及葉碼。 

扉葉右上題「咸豐十一年(1861)鐫

校 對 無 訛

精 工 刊 刻 」，左題「內附 二 十 八 宿 星 象

六 十 甲 子 納 音 翻刻必究」，

中間書名題「易例大全」。 

按：〈敘〉云：「昔元和棟有《易例》二卷，其

中簡略殘缺，指不勝屈。說者謂其采摭

未完，實未成之書也。茲集焦京卦氣，

馬鄭辰，與夫諸書所載可得而放者，兼

收並蓄，剖析詳明，易例於焉完備。」 

○周《邵村學易》二十卷四冊，清張其淦撰，民國張景乾校，民國十五年活字

本，A01.2/(q3)1143 

附：〈張其淦像〉、癸亥(民國十二年)張其淦〈自序〉、丙寅(民國十五年)祁

正〈跋〉、〈邵村學易勘誤〉。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欄，無界欄。半

葉十三行，行三十五字。板框 13.5 ×20.4 公

分。板心上方題「邵村學易」，魚尾下題「卷

○」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邵村學易卷○」，次行

下題「東莞張其淦豫泉學」，第二十卷末題

「男景乾校丙寅秋七月印書跋」。 

扉葉題「邵村學易」、「二十卷丙寅六

月」、「東莞張其淦」。 

按：一、張其淦〈自序〉云：「余僑寓滬濱，閉

門思過。以易為寡過之書，法孔子之假年，願學博稽舊說，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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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頗採老子之義，以補先儒之所未及，復以周易之言切於人

事，又採諸儒之證史事，闡儒理者附於後，以發明之先天、後天，

皆可會其通也。」 

二、第一冊封底黏貼題：「廣州古籍書店」、「書名邵村著述四種」、「冊

數 10」、「大寫○千○百○十肆元○角」、「19○○年○月○日」。 

三、祁正〈跋〉云：「《邵村學易》二十卷，吾師豫泉夫子所著也。自

辛亥國變，師隱居滬上，著述自娛。其於易也，潛心而探其奧，

並萃諸家之說而會通之。茲書命名，蓋取孔子假年學易意也。……

師平日博覽多識，於書無所不讀，而提要鈎元，凡有撰述必能綜

其大旨，……其著述已付活印者，《邵村學易》而外，有《左傳禮

說》十卷……」，故著錄為「民國十五年活字本」。 

四．第二十卷末題「男景乾校丙寅秋七月印書跋」。。 

《易原》十六卷三冊，清多隆阿撰，遼海叢書第十集，民國二十四年遼海書

社鉛印本，A01.2/(q3)2077 

附：〈遼海叢書第十集總目〉、強圉大淵獻(丁亥，道光七年，1827)多隆阿

〈自序〉、清道光丁酉(十七年，1837)多隆阿〈又序〉。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四邊單欄，單魚尾。半葉十

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單行，行三十

字。板框 11.015.5 公分。魚尾下題「易

原卷〇」及葉碼，板心下方題「遼海叢

書」。 

各卷首行上題「易原卷〇」，下題

「慧珠閣原本」，次行下題「岫巖多隆

阿雯溪」，卷末題「易原卷〇」。 

第一葉的扉葉右題「第十集」，左

題「桐城張延厚署」，中間題「遼海叢

書」，後半葉牌記題「 遼海 書 社 印行」。

第二葉的扉葉題「易原」、「乙亥孟冬孝

胥」，後半葉牌記題「 遼海 書 社 印行」。 

按：多隆阿〈又序〉云：「余自弱齡讀易，僅

能記誦；少而習焉，稍長粗能解釋。成童以後，就學遼潘，得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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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藏書，參以師友講論，不揣固陋，僭為折衷，輯成篇帙，私藏於

篋，已十數年。草凡五易，釐為十六卷，名之曰《易原》。原者，本

原也，推原也，言漢儒學有本原，余因漢說而推原之。」 

《周易集解纂疏》十卷附《易筮遺占》一卷十冊，清李道平撰，清左樹玉、

李孚惪、李心地、丁兆松、錢桂笙、張彭齡、楊介康、史開甲、陳培

庚、汪郁、楊昌頤、杜宗預、王廷梓、甘葆真、屈開埏、張華蓮、左

樹瑛、向事璠仝校，湖北叢書本，清光緒十七年(1891)湖北三餘草堂

刊本，A01.2/(q3)4031 

附：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自序〉、唐李鼎祚〈周易

集解序〉、〈周易集解纂疏凡例〉、〈周易集解纂疏諸家說易凡例〉、閼

逢涒灘(甲申，道光四年，1824)蒲眠居士(李道平)〈易筮遺古自序〉。 

藏印：「奕學屬槀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無不可齋」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四字。板框 11.9×16.3 公分。雙魚尾間題「周易集解纂疏〇」及

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周易集解纂疏卷

〇」，下題「湖北叢書用安陸李氏家藏

本」(僅見於卷一)，次行下題「安陸李

道平箸」，卷末上題「周易集解纂疏卷

〇終」，下由右至左依序題「左樹玉校

字」(卷二為「錢 桂 笙」，卷 三、卷 九、

卷十為「張彭齡」，卷四為「陳培庚」，

卷五、卷八為「汪郁」，卷六為「楊昌

頤」，卷九為「杜宗預」)、「李孚惪德

覆校」(卷二為「楊介康」，卷三為「史

開甲」，卷四為「錢桂笙」，卷五為「王

廷梓」，卷六為「杜宗預」，卷七為「甘

葆真」，卷八為「屈開埏」，卷十為「張

華蓮」)、「李心地續校」、「丁兆松續

校」、「史開甲續校」(見卷四，卷五為「左樹瑛」，卷六為「向事璠」)。 

「易筮遺占」卷末依序題「李孚惪校字」、「丁兆松覆校」、「李

心地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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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葉題「周易集解纂疏十卷坿易筮遺占一卷」，後半葉牌記題「光

緒辛卯(十七年，1891)三餘艸堂藏板」。 

按：一、封面書籤題「湖北叢書」。 

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自序〉云：「唐祭酒孔君沖遠奉勅疏解諸

經傳注，獨于易黜鄭、虞，而宗王、韓，取輔嗣野文，疏而行之，

其書遂籍以獨尊于世，而漢學寖微，于是梓州李君鼎祚恐逸象就

湮，乘其時古訓未散，取子夏以下三十餘家，成集解一書，表章

漢學，俾古人象數之說得以緜延，至今弗絕，則此編之力多。予

少時嘗取其書讀之，隱辭奧義深邃難闚，予不自揆，輒欲有所闡

發，以通窔宣幽，卒以多所滯礙而止。久之，得東吳惠氏書，而

向之滯者十釋四五矣；又久之，得毗陵張氏書，而向之滯者十釋

二三矣；又久之，廣覽載籍，旁及諸家之說，而向之滯者，即有

未釋，蓋亦無幾矣。復不自揣，萃會眾說，句梳而字節之，義必

徵諸古，例必溯其源，務使疏通證明，關節開解，讀者可一覽而

得其指趣。舊注閒有未應經義者，或別引一說以申其義，或旁參

愚慮，以備一解，亦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邱，葉歸根本之習。」 

三、〈周易集解纂疏凡例〉云：「是編舊有毛氏汲古閣本、胡氏祕冊彙

函本、盧氏雅雨堂本，魯魚亥豕，互有異同。孫氏岱南閣本兼采

諸家，字畫踳駮尤甚。唯木瀆周氏枕經樓本，據儒先論定，多所

改正，較諸本為完善，今所據以纂疏者周氏本也。閒有未盡善者，

悉改訂于各條之下。」 

○周《李氏周易述補》五卷一冊，清李林松撰，清李尚暲補，四部備要聚珍倣

宋版本，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海堂經解本校

刊，A01.2/(q3)4044 

附：無。 

藏印：「周法高」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欄，單魚尾。半葉十三行，

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六字。板框

10.8 ×14.8 公分。板心上方題「周易述補」，

魚尾下題卷數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

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行上題「周易述補○」，下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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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書院」，次行題「上海李林松心庵著」，卷末題「周易述補○」。 

扉葉前半題「李氏周易述補」，後半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海堂經解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勘」、「杭

縣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 

按：封面襯葉有墨筆題「法高」。 

《易經解注傳義辯正》四十四卷卷首二卷卷末易經圖說辯正二卷二十四冊，

清彭申甫撰，清光緒十二年(1886)刊本，A01.2/(q3)4253 

附：清光緒乙酉(十一年，1885)彭申甫〈易經解注傳義辯正序〉、〈易經解

注傳義辯正目錄〉。 

藏印：「奕學屬槀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芷園」橢圓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八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七字。

板框 13.0×19.3 公分。板心上方題「易經解注傳義辯正」，魚尾下題

「卷〇」、各篇名(如「上經總注」)及葉碼、字數。 

各卷之首行上題「易經解注傳義辯

正卷〇」，次行下題「長沙彭申甫編輯」 

扉葉題「周易解注傳義辯正四十八

卷」，後半葉牌記題「光緒丙戌 (十 二年 ，

1886)秋吳錦章署檢」。 

按：一、卷首收〈例言〉、〈(微引)姓氏〉、〈參

訂姓氏〉、〈及門分姓氏〉。 

二、彭申甫〈易經解注傳義辯正序〉云：「取

四家書合編之，凡先儒議論與四家相

比附者，遇有辯正即錄而存之，歷寒

暑二十餘年，稿或三五易，或七八易，

非敢云學易。」 

三、〈例言〉云：「是編以李氏周易集解、

王氏易注、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為宗。蓋集解經唐李氏鼎祚搜輯

漢魏諸家易說殆遍，王注則通行之注疏本，程傳及本義皆通行之

本，惟四家易各自為書，其說亦間多異同。集解於漢易得其 全 ，

王、程、朱之說為宋儒所宗，故取四書全錄之，不 敢 增減一 字 。

其說有先儒所辯正者，則一切收輯之，以附於四家之後，名曰解

注傳義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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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爻辰補》六卷四冊，清戴棠撰，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燕山書屋刊本，

A01.2/(q3)4390 

附：清李承霖〈序〉、清戴棠〈序〉、〈凡例〉、〈鄭氏爻辰圖〉、〈王昶六十

四卦爻辰分配圖〉、〈近南極星(十二宮圖)〉、〈近北極星(圖)〉。 

藏印：「奕學屬槀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

字。板框 8.9×12.5 公分。板心上方題「鄭氏爻辰補」，魚尾下題「卷

〇」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鄭氏爻辰補卷

〇」，次行下題「丹徒戴棠著」 

扉葉右上題「道光己酉(二十九年，

1849)夏鐫」，左下題「燕山書屋藏板」，

中間書名題「鄭氏爻辰補」。 

按：李承霖〈序〉云：「余友戴君召亭自幼嗜學，

於經義尤邃。自余入塾時已聞其蜚聲藝

苑。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甲午(道光

十四年，1834)以後，蹤跡始密，授徒之

地相去咫尺，……歲庚戌(道光三十年，

1850)以所著《鄭氏爻辰補》見示，……。」 

《易釋》四卷二冊，清黃式三撰，清唐文治、沙從心、馮銘、趙椿季、黃家

京、黃炳煥、黃家垣、黃家岱、黃家辰、

黃家鷟、黃家驥同校，儆居遺書本，清光

緒十四年(1888)黃氏家塾刊本，

A01.2/(q3)4441 

附：戊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傅夢占〈序〉、

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黃式三

〈序〉。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

二字。板框 13.1×18.2 公分。板心上方題「易

釋」，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板心下

方題「儆居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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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之首行上題「易釋」，次行上題各卷名(如「彖爻合釋一」)，

下題「定海黃式三學」，卷末題「後學太倉唐文治」(卷二題「江陰

沙從心」，卷三題「江陰馮銘」，卷四題「陽湖趙椿季」)、「孫 家 京

炳 煥 」(卷

二題「家 垣

岱 」，卷三題「家 辰

岱 」，卷四題「家 鷟

驥 」)、「同校」。 

扉葉右上題「遺書之一」，左下題「會稽陶濬宣蒃檢」，中間書

名題「易釋」，後半葉牌記題「光緒戊子(十四年，1888)春黃氏家塾

刊」。 

按：黃式三〈序〉云：「歲庚子(二十年，1840)避兵鎮邑之甘溪，行篋所攜

祇有李氏集解、王注、孔疏、程傳、本義及舊所鈔叢說，繙閱之，

討論之，思之又思之，融會彖爻傳之所合，導其綱領而後推各爻之

所變，于是私有所去取，作《易釋》焉。……爰是增刪易釋，曰彖

爻合釋一，曰同辭合釋二，曰疑義分析三，曰通釋四，臧之家塾，

為讀易之門。」 

《易拇》圖說八卷經說八卷十冊，清萬年淳撰，清道光四(1824)年刊本，

A01.2/(q3)4483 

附：清道光四年(1824)陶澍〈序〉、清徐承恩〈易拇序〉、清劉斯嵋〈易拇

序〉、清道光四年(1824)萬年淳〈易拇自序〉、〈易拇校刊同門姓氏錄〉、

〈易拇目錄〉、「奕學屬槀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清嘉慶二十二年

(1817)萬年淳〈易拇經說序〉、〈易拇目錄〉。 

藏印：「範廷」方型硃印、「國模廷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三字。板框 16.4×22.2 公 分。

各卷首行上題「易拇卷之〇」，次行上題

「圖說〇」(或「經說上」)，下題「華容

萬年淳彈峰氏著」，三行為各圖之名稱(如

「河圖中圖五」、「河圖中五十圖」，或各

卦名，如「乾」)，卷末題「易拇卷之〇

終」。 

扉葉右上題「陶中丞鑒定」，左題

「 圖 說  經 說  通 說  

例 說  附 說     本衙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

「易拇」。 

按：一、間見藏者硃筆句讀。 

二、陶澍〈序〉云：「書以拇名，而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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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於拇，余頗疑之。萬子曰：易首乾坤，演而為六十四卦者，自

震之一畫始。震足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生而足應，必於拇乎

始也。夫易以天道惕人事者也。淳故以拇致慎終于始之義焉。余

恩思聖明傳道，首推顏、曾，顏子言復，曾子言 艮，但 舉一 卦 ，

而易之全體在其中矣。然則萬子之言拇也，夫奚疑。」 

三、〈易拇校刊同門姓氏錄〉著錄：張元榜、楊若淳、許前軫、晁貽

端、陸桂林、晁貽穀、鄧康齡、方滙、祝寅堂、祝文鑑、方心玉、

楊若銑、方枚、熊家麟、陳明生、黃人偉、徐元偉、王霖、晁貽

勳、金源遠、鄭承晉、程朝元、祝英鑑、胡長裕、祝澄鑑、晁貽

哲、王根堂、鄭承璧、楊鳳鈞、段寅、陳常、陳辭、許前烺、胡

長吉、陳端、胡長綬、陳恪。 

四、萬年淳〈易拇經說序〉云：「淳所成《易拇圖說》八卷，已竭其

所得，觕有可觀，劈畫分爻，似細而尚有條理，翻河倒洛，似奇

僻而實屬尋常。書之大綱，已具於前，而本經之 義，猶有未 盡 ，

茲復輯其所獲，釐為七卷，合前圖說共十五卷，亦圖書之本體也。」 

五、《經說》之卷八，為「附說」，附鄭注、鄭氏周易異字、釋文及經

史異字、京氏易傳異字、許氏說文周易異字、周易字數說、洪範

綱目衍義說、訂正周子通書說等。 

○徐《周易古義》七卷二冊，民國楊樹達注，民國十八年上海中華書局聚珍倣

宋版本，A01.2/(r)4643 

附：民國十三年(1924)葉德輝〈周易古義序〉、

民國十七年(1928)楊樹達〈周易古義自

序〉、〈周易古義目錄〉。 

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復觀

藏書」方型藍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一

行，行二十一字(含標點符號)；小字單行

(低一格)，行十九字。板框 10.5×15.2 公

分。板心上方題「周易古義」，魚尾下題

「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

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行題「周易古義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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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題「長沙 楊樹達 遇夫 撰集」，卷末題「周易古義卷○竟」。 

扉葉書名題「周易古義七卷」，左題「積微」。書末附版權頁，

題「民國十八年九月印刷」、「民國十八年九月發行」、「周易古義全

二冊」、「定價銀一元四角」、「編輯者 長沙楊樹達」、「發行者 中華

書局」、「印刷所 中華書局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總發行所 上

海棋盤街中華書局」、「分發行所(北平等各地[略]) 中華書局」。 

※《周易費氏學》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四冊，民國馬其昶撰，民國馬振彪、

何汝賢同校，民國九年豫章饒氏抱潤軒刊本，A01.2/(r)7143 

附：民國柯劭忞〈重定周易費氏學序〉、己未(民國八年，1919)馬其昶〈自

序〉、〈易序目〉、〈易例舉要〉、清光緒三十年(1904)馬其昶〈(《集虛

草堂叢書》本)原序〉、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李國松〈(《集虛草堂叢

書》本)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字。板框 12.4×17.6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卦名(如「乾」)，魚尾

下題「卷〇」、葉碼，板心下方題「抱

潤軒」。 

各卷之首行上題「〇經〇」(如「上

經一」)，下題「周易費氏學〇」，卷末

題「易〇終」。 

扉葉題「重定周易費氏學八卷首末

各一卷」，後半葉牌記題「庚申(民國九

年，1920)秋日豫章饒氏廬陽聶氏助資刊

行」。 

〈易例舉要〉卷末題「桐城馬振彪

何汝賢仝校」。〈敘錄〉卷末題「庚申(民

國九年，1920)夏五馬振彪何汝賢仝校

訖」。 

按：一、馬其昶〈自序〉云：「余主講潛川書

院三年，成《易費氏學》八卷，寫定，值上丁釋奠，謹焚薦稿，

本不敢瀆先聖，為冊祝以通於先師朱子之前，冀牖其明，俾得是

正繆失。後館合肥，李生國松輯入《集虛草堂叢書》，遂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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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十餘年，雖老矣，異時不知此所得當何如。今幸猶及肄業芟

夷裒益，視前有加，自度此生殆無能更進，因即以此為定本。」 

二、馬其昶〈易例舉要〉云：「《集虛草堂》刻本後坿〈敘錄〉一卷，

詳其義例，圖則闕如。然學者不先通義例，則經難讀，故復簡

其要者置之卷首，不以複出為嫌也。」 

三、李國松〈跋〉云：「是書創稾丙申(光緒二十二年，1896)，時先

生方主廬江講席，閱三稔乃成。及壬寅(光緒二十八年，1902)

來合肥，復勤勤刪訂，蒐輯益多，蓋先生嫥揖此經垂十年，至

是乃始發匧寫定。國松既受讀卒業，爰付手民，殺青斯竟，乃

謹繹誦師說，略陳大凡以餉同志。」 

四、馬其昶〈坿記〉云：「初稿閒取泰西新說以證明易象，後以科學

夙未研求，懼涉附會，遂刊除焉。世有博通君子賡續書而發明

之，固所望也」。 

《焦氏易詁》十一卷易象補遺一卷六冊，民國尚秉和撰，黃壽祺校，民國二

十三年刊本，A01.2/(r)9026 

附：王樹枏〈焦氏易話序〉、甲戌(民國二十三年，1934)黃壽祺〈敘〉、槐

軒主人〈凡例〉、〈焦氏易詁目錄〉。 

藏印：「皋川熊輿王氏藏書記」方型陰文硃印、「尚秉和印」方型硃印、「無

不可齋鑒藏」方型陰文硃印、「奕學屬稾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王

□」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二字。板框 13.7×18.2 公分。魚尾下題「焦氏易詁卷〇」及葉

碼。 

各卷首行上題「焦氏易詁卷〇」，次行下題「行唐尚秉和節之撰」 

扉葉題「集氏易詁」，後半葉牌記題「甲戌(民國二十三年，1934)

春開雕九月工竣」。 

按：一、〈凡例〉云：「一易林、易象、易說為漢魏以來所無者，得即隨注

於簡端。久之上下四旁皆滿而有所得，因紙狹略記數子者，後竟

其為何義，而友人往往借鈔，不得已因全行移錄於冊，故雖說經

並無前後次第，閱者以隨筆視之可也。」「一黃生壽祺嘗從事校

訂，於此書義意頗有糾正及補助處，喜其年少通達易理能如此，

故特著其助以志師友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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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一、三、五、七、九等卷末及〈易象補遺〉卷末皆附〈對象

表及覆象表〉。 

 

○周○方○徐 《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三卷一冊，民國屈萬里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六，民國五十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

印本，A01.4/7746 

附：民國五十年(1961)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自序〉，〈漢石經周易

殘字集證目錄〉，〈校文凡例〉、民國五十一年(1962)屈萬里〈漢石經

周易殘字集證跋〉。 

藏印：「屈萬里」方型硃印。 

板式：單欄，單魚尾。半葉十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卷

二)；板框 15.7×19.2 公分。板心上方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魚

尾下題「卷○」及頁碼。 

封面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六 漢石經周易

殘字集證」。 

扉葉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三卷」、「屈萬里自署」，後半葉題

「本書在寫作時，承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之推薦，得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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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學社之補助，特此致謝。屈萬里謹識」。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題「中

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專之四十六」、「漢石經周易

殘字集證(全壹冊)」、「定價：

每冊新臺幣伍拾元」、「著者：

屈萬里」、「編輯者：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

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經銷處：臺灣商務印書

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

段」，上題「版權所有不准翻

印」。 

按：一、屈萬里〈自序〉云：「民國

十一年後，漢石經周易殘

石，始陸續出土。……抗

戰勝利後，國立中央圖書

館奉命接收南京澤存書庫

圖書，其中有『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四冊，余粗閱之，見其周

易部分，收殘字三千有餘，皆世人所未見者。余且驚且疑，曾先

後請徐森玉、蔣穀孫兩先生鑒定，皆謂其非偽。……客歲，余將

綜合所見漢石經周易殘字，草述此書。承蔣慰先生惠假舊雨樓藏

漢石經拓本，並許影攝照片。會李濟之先生遊美歸來，購得馬叔

平遺著『漢石經集存』一書。其所收周易殘字頗備，凡諸書所著

錄者，除方氏外，馬氏既盡收之；且頗有溢出諸家之外者。合此

兩書所著之周易殘字，共得四千四百餘，約佔周易全書五分之一

而弱。」 

二、卷一收「論證」六篇，卷二收「校文」十二篇，卷三收「漢石經

碑周易部分復原圖」。 

三、館藏周法高先生藏兩套、方師鐸、徐復觀先生贈書，本館共有五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