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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閣補刻本是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一部水滸傳版本。此本在版本
史上的定位一直有爭議，至今尚未有定論。因為此版本上無有刊記可推論出
版時間、出版人、地點等出版信息。版面上所留下之唯一頭緒係一些葉面上
刻下的「石渠閣補刻」而已。因此筆者從石渠閣出版物研究著手，得知石渠
閣是明末句容蔣氏之書肆。蔣氏石渠閣第一代蔣時機大致明天啟年間在金陵
開始活動。此時，蔣時機參與金陵出版界的主要人物之一王世茂出版活動。
當初蔣時機受到王世茂之託從事編輯、刻板等。我們至今尚可看到石渠閣所
重刻或補刻之書籍。據其活動地點和交流範圍，石渠閣很可能透過在金陵所
建立的出版界人脈購得之前的暢銷書版木和其重印、補刻權而出版書籍。順
治年間以後，我們可以發現從編輯、刻板、印刷到出售都自家處理的書籍。
雖說如此，到清代，重刻或補刻而出版他家書肆的舊版書還是石渠閣的主力
商品之一。透過以上考察，筆者推測石渠閣補刻《忠義水滸傳》亦是曾在金
陵一家書肆所刻板的，而且很有可能此為明天啟年間之前的，甚至不能排除
石渠閣補刻本留有一些未經過修補之原版之可能。

關鍵詞：水滸傳版本、石渠閣、金陵、出版界

-----------------------------------------2015 年 9 月 16 日收稿，2016 年 7 月 31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8 月 14 日通過刊登。
 作者係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亞洲文化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為「2014 年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獎助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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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之版本，首先出現分卷一百回本，其後各種版本相繼出現，呈
現百花爭妍。就分卷一百回本，雖有很多說法，不少學者支持嘉靖年間成書
說。可是現存最早且完善的不過是明末萬曆年間版本而已，即備有萬曆三十
八年序的《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此書由於版心底下
刻有「容與堂藏板」五字，通常稱作容與堂本。歷來曾有不少研究者尋找較
之更早的一百回本。迄今被看做早期一百回本的主要有兩種：一是《忠義水
滸傳》殘八卷；二是《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本。兩種均藏於北京中國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為北圖）
。就前者，筆者亦曾發表文章討論，其結論為：
此書極可能為二十卷一百回本殘本，其刊行時間雖然未能確定，但透過文本
比對得知此書與容與堂本同屬一個版本系統。而且部分很有可能保留早期二
1

十卷本面貌。 有不少學者稱之為「嘉靖殘本」，本文沿用此名。
後者為一百卷一百回，具備封面、目錄、圖像而沒有缺卷，是一部完本。
在 1954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刊行之排印本《水滸全傳》中，鄭振鐸介紹此
2

本說「萬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 當時學者便皆認定此本為較容與堂本還
早的一百回善本。之後此本一直未被影印出版。過了近三十年，吳曉鈴大白
真相說竟然並無可靠根據證明此本為「萬曆十七年出版」的「天都外臣序
3

本」。 因此有些研究者就失去對排印本的信任而不肯認定此本為明代善本。
也有些研究者依然以「天都外臣序本」之名引用此排印本。此本在《水滸傳》
版本史上的位置至今尚未獲得多數學者認同的定論。此本有一些版心刻下「石
渠閣補」、「康熙五年石渠閣補」等字樣的補刻葉，除此之外並沒有說明由何

-----------------------------------------1 （日）荒木達雄，
〈嘉靖本「水滸傳」と初期の「水滸傳」文繁本系統〉，
《日本中國學
會報》64(2012.10): 228-229。
2 鄭振鐸編，《水滸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鄭振鐸，〈序〉，頁 5。
3 吳曉鈴，
〈漫談天都外臣本《忠義水滸傳》〉
，
《吳曉鈴集》第 1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6）
，頁 21。其中吳曉鈴說看到此書時序文末尾部分已被剪掉，無法看到
序文作者題署、作序時間等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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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出版、經過何人之手等任何文字。所以只好稱之為「石渠閣補刻本」。 雖
然從事《水滸傳》研究的學者都知道此本之存在，由於很久沒有公開原本、
影印出版等緣故，此本尚有餘蘊可討論。本文企圖從和前行研究稍微不同的
視角加以分析，作為闡明此本在《水滸傳》版本史上的位置之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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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研究者都同意最早《水滸傳》文繁本是二十卷本。嘉靖殘本與容
與堂本，在其文本上認不出顯著差異，說明一百卷本是據二十卷本做的後繼
5

本。 一百卷本後，紛紛出現不分卷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以
及各種文簡本。一百卷一百回算是比較早期的形式。馬幼垣嚴厲批評石渠閣
補刻本和認定此本為萬曆年間善本的研究者。其重點主要有三點：一、鄭振
鐸等校勘態度不妥當；二、不知補刻部分據何而來，不可靠；三、原刻部分
6

已有不少字跡模糊之處，表示原刻就不整齊。 正如馬幼垣指出，此本為萬
曆十七年善本之說法實在不適當。不過，姑且不討論萬曆十七年善本說是否
妥當而坦然面對此本，我們也不能不顧此本具備一百卷一百回早期版本形
式。不管是否為萬曆善本或完本，還是值得討論石渠閣補刻本和其他分卷一
百回本有何關係。馬幼垣亦說：
「此本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出自補刊……這個
7

本子不可用的部分超過四分之一」、 「千瘡百孔的本子根本就不值我們理
8

會」， 而對補刻部分棄若敝屣。此本的確處處見到手術傷痕。儘管如此，至

-----------------------------------------4 高島俊男提倡「石渠閣補刊本」之稱，見（日）高島俊男，〈水滸傳石渠閣補刊本研
究序說〉
，
《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論集》
（東京：汲古書院，1986）
，頁 576。
馬幼垣亦支持此稱，見馬幼垣，
〈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
〉
，
《水滸二
論》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
，頁 116。范寧亦用「石渠閣補刻本」之稱，見范
寧，
〈《水滸傳》版本源流考〉
，
《范寧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
頁 449。筆者也同意此說法，由於石渠閣另有不少「補刻本」出版，故本文採用「石
渠閣補刻本」之稱。
5 詳見註 1 拙論。
6 馬幼垣，〈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水滸二論》，頁 112-114、
120-125。
7 同上註，頁 120-121。
8 同上註，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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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原刻部分，我們還需要闡明此本文本究竟屬於哪種版本系統。不僅如此，
馬幼垣雖說因補修而不可靠，竊以為補修部分之出處和可信度亦值得重新討
論。不該只因序文、補刻、發現過程等外部因素輕易否定其文本本身之研究
價值。
屬於容與堂本系統的本子，現在世界各地有七部為人所知。北圖藏有兩
部，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以下簡稱為內閣文庫）
、奈良天理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北京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圖書館各藏一部。其中筆者曾以借
閱原本、縮微膠捲、影印本等方法目睹五種，即：兩種北圖藏本（以下分別
、內閣文庫藏本（內閣容本）
、天理圖書館藏本（天
稱為北圖 A 本、北圖 B 本）
9

理容本）、上海圖書館藏本（上海容本）。 將前行研究和筆者調查結果結合
起來，北圖 B 本和天理容本，雖然都不是容與堂原刻本，但極有可能是存世
版本中以最大程度保留原刻本之文本。兩者之間雖有不少不同的文字，本文
暫不討論兩者先後關係。

10

同為一百卷一百回的容與堂本和石渠閣補刻本，其文本有何關係？黃俶
成說：
「北圖石本與北京容本、文庫容本比起來，若抽去各種插圖、批評，其
本身的內容是非常接近的，卷數、回目完全相同，僅有個別文字小異。這 3
11

種版本實際是同一個版本，或據同一個版本刊刻、挖補的。」 文中北京容
本和文庫容本分別是北圖 B 本和內閣容本。高島俊男說，石渠閣補刻本的原
刊部分之文本可以視為位於嘉靖殘本與各種容與堂刻本之間，且有可能比現
12

存容與堂本早而接近容與堂初印本。 范寧亦說：「《水滸傳》刻本以嘉靖刻

-----------------------------------------9 聶紺弩說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容與堂本（見聶紺弩，
〈論《水滸傳》版本鬥爭〉，
《中國古典小說論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頁 149）
，但北大圖書館館藏
目錄上沒有容與堂本記載，亦不知現在藏於北大與否。
10 各種容與堂本之間的文字異同問題，詳見（日）大內田三郎，
〈《水滸傳》版本考—
容與堂本について〉，《ビブリア》79(1982): 8-24、〈《水滸傳》版本考—容與堂本
について（二）〉，
《人文研究》45.5(1993): 433-447；
（日）氏岡真士，
〈容與堂本《水
滸傳》3 種について〉，《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9(2016.10): 1-20。
11 黃俶成，
〈《水滸傳》版本衍變考論〉
，
《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1(2001):
40。
12 高島俊男，
〈水滸傳石渠閣補刊本研究序說〉
，
《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論集》，
頁 58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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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容與堂刻本、石渠閣補刻本文字最完整，可能接近原作。三個本子字句
完全相同，只是刻印時各本錯字多少不一樣。這三個刻本雖然先後時間不同，
但無疑是屬於同一個系統的版本」
，進而說石渠閣補刻本和容與堂本各自抄寫
13

同一種底本而成。 三位皆認定兩者文本有密切關係。
筆者亦曾對石渠閣補刻本、北圖 B 本、嘉靖殘本三者之文本進行初步比
對，亦獲此三位類似的結果。
「字句完全相同」是未免太誇張的說法。石渠閣
補刻本和其他兩本有不少異同，但幾乎都只是幾個字之替換或增減而已。而
且有很多部分我們較為容易推測發生異同之原因，如：寫錯字、弄錯字體或
字音相似的字、漏寫字等，大部分都屬於抄寫者粗心大意之錯誤。其中也會
有因原本有錯，後來抄寫者更正而出現的異同。總之，此三種之間沒有影響
到故事情節的嚴重差異。雖然如此，我們也無法看出哪一種為哪一種的底本
等顯而易見的繼承關係，說明此三種《水滸傳》
，皆屬於同一個版本系統，但
也沒有直接關係。就文字異同關係，筆者將另立專文討論。在此僅提筆者推
論結果。
透過比對筆者又發現，在不少文字異同部分，石渠閣補刻本之文字最準
確，容與堂本或嘉靖殘本文意不通順。引起這種狀況，會有兩種可能：一，
石渠閣補刻本反映早期分卷一百回本文本，而容與堂本和嘉靖殘本抄錯；二，
石渠閣補刻本是清代才出現的本子，製作時可以參照前行版本而選出最佳文
字。筆者認為第一種可能性較大。不過，在石渠閣補刻本也具備不少懷疑之
處的情況下，僅靠文本比對結果來推斷，未免太武斷。因此暫時離開版本內
部因素，試圖透過石渠閣之出版活動等外部因素來討論《水滸傳》石渠閣補
刻本問題。

ˬă३ ᄫ
首先再仔細觀察石渠閣補刻本之面貌：一百卷一百回，每卷卷數均與回
數一致，即「第 X 卷」就是「第 X 回」。封面分為三欄，由右到左分別刻有
「李卓吾先生評∕水滸全傳∕本衙藏版」
。其次「水滸傳敘」
、每半葉一張共兩

-----------------------------------------13 范寧，〈《水滸傳》版本源流考〉，《范寧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頁 452。

218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百幅的圖像、「忠義水滸傳目錄」、「忠義水滸傳引首」，後進入第一卷。每卷
卷首第一行刻有「忠義水滸傳卷之一」
，第二行、第三行底下分別刻著「施耐
庵集撰」
、
「羅貫中纂修」
。引首、卷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二十二、四十三、六十二、八十二，施羅兩人名字上方還有「李卓吾評
閱」五字跨在第二行和第三行刻下著。雖說「評閱」
，正文裡連一句評語半個
評點都沒有。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所為也惹起不少研究者對此書之懷疑。左
右雙邊、有界、白口、單黑魚尾、每半葉 12 行、每一行 24 字。版心題於魚
尾下，為「忠義水滸傳」。版心底下刻有「石渠閣補」的有 237 葉、「康熙五
年石渠閣補」的有 15 葉、刻有圈子標誌的補刻葉有 3 葉。亦有一些雖無補
刻標誌而字體與其他部分顯然不同的 11 葉。此外，筆者懷疑為補刻葉的還
14

有若干。 補刻葉亦均為半葉 12 行 24 字，有圈子標誌的補刻葉和大部分無
標誌的補刻葉皆無界線。至於字體，
「石渠閣補」葉皆與沒有補刻標誌部分很
相似，得知用心仿效。
「康熙五年」葉稍微不同，筆畫稍細、字體稍長。其他
補刻葉字體顯然不同，一看就能夠辨識出來。筆者認為補刻順序很可能是「石
渠閣補」在先，其次為「康熙五年」，之後其他補刻葉補進來。

15

α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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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所具備之唯一出版信息是「石渠閣補」。因此我們只好從「石渠閣」
之名著手調查。

-----------------------------------------14 馬蹄疾說：「書口底間刻有『康熙五年石渠閣補』八字者共計二十五頁，只存『石渠
閣補』四字（『康熙五年』挖去者二百三十七頁）。全書總計補刻者二百六十二頁。」
馬蹄疾，
《水滸書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頁 71）
；馬幼垣則說：
「四字
題識二百三十九次、八字提識十七次」
，
「無題識的補刊葉子共五十五葉」
，
「零星補刊
共涉及二百零二行」，〈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水滸二論》，頁
119。
15 馬幼垣說：「補刊是清康熙年間書商石渠閣做的工作」，〈問題重重的所謂天都外臣序
本《水滸傳》〉，《水滸二論》，頁 120，「最先補刊時用四字題識。待工作做得差不多
了，才發現還有些地方需要補刊，為了注明這是隨後才做的工作，故用加上年份的八
字題識。」（同前，頁 123）看來馬幼垣認為所有補刻葉都出自石渠閣。可是，無標
識的補刻葉無法確定由何人而做。馬幼垣也認為石渠閣相繼做兩種補刻葉。對此，筆
者由於字體不同等原因，認為兩種補刻工作之間有一段時間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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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載有明代一家書肆「金陵書房蔣氏石渠閣」
，但其
16

出版物僅提《杏苑生春》一書，不知與補刻《水滸傳》之石渠閣有無關係。

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解釋說，石渠閣為：
「1.明萬曆間人王
「2. 明萬曆間浙江寧波人蔣
世茂的室名」
，他出版過《忠義水滸傳》100 卷；
17

時機的室名」。 兩位說法不一致。
現在尚有許多書上有「石渠閣」三字的版本藏於世界各地。
「石渠閣」本
來是漢朝宮廷藏書樓之稱，很適合做為書房、書估之名。曾有兩家以上「石
渠閣」存在亦不足為怪。不適合把所有版本都無條件的認定為「補刻《水滸
傳》的石渠閣出版物」
。因此本文先設定一些條件，只有符合條件的版本才認
定為《水滸傳》的石渠閣有關之版本。

條件（一）出版於嘉靖至康熙，版心刻有「石渠閣補」字樣。
一般認為一百回《水滸傳》最早刊本問世於嘉靖年間。而據「康熙五年
石渠閣補」標誌，可以暫且將此年定為下限。出版於此時段且版心刻有類似
於「石渠閣補」字樣的出版物，極可能是由同一家石渠閣出的。符合此條件
之出版物，筆者迄今確認過四種。
1. 彙書詳註
臺灣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為臺大總圖）藏微捲。封面分為三欄，從右
到左分別寫著「鄒善長先生訂輯∕王氏彙苑∕梅墅石渠閣梓」。接著有萬曆
乙未（二十三年，1595）序、同年序、目錄。卷首題為「彙書詳註」。
卷一第 1 至 8 葉（以下以「卷一 1-8」方式來表示）
、32-34、卷十六 43-44、
卷二十六 1-2，版心底部皆刻有「石渠∕閣補」。卷十九 57-58、卷二十八
57-58、卷三十六 8-9，版心底部皆刻有「石渠閣∕補刻」
。兩種標誌說明有
分為兩個時期進行補刻之可能。
2. 山堂肆考（甲） 五集二百四十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為傅圖）藏本、國
家圖書館善本書室（以下簡稱為國圖善本）藏微捲。兩者當為同版。封面「彭

-----------------------------------------16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346、350。
17 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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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舉先生編輯∕類書山堂肆考∕梅墅石渠閣藏板」。後面有萬曆乙未（二十
三年，1595）序、同年序、序；萬曆丁酉（二十五年，1597）序；萬曆乙未
序；重訂序；萬曆乙未自序；跋；書成日跋；萬曆己未（四十七年，1619）
小記；重訂凡例；參定姓氏；重定姓氏。
角集卷十三 23-24；徵集卷十 7-8；卷二十九 9-10；羽集卷十三 6-8，版
心下方刻有「石渠∕閣補」(a)。徵集卷二十七 19-20；卷二十八 1-2、25-28；
卷二十九 1-6；羽集卷十二 9-10；羽集卷十四 3-4；版心下方皆刻有「石渠
∕閣補」(b)。
「石渠∕閣補」字體有兩種。(a)為趙體字，(b)則是硬體宋字。正文字體
各與「石渠閣補」字體相同。說明此書有可能進行過兩次補刻。沒有補刻標
誌部分正文都是趙體字，(a)字體則與此極為相似，(b)的字體卻顯然不同而容
易辨別為補刻葉。筆者以為(a)應是第一次補刻。
3. 山堂肆考（乙） 五集二百十七卷，角集第一卷至第二十三卷缺
國圖善本藏本。封面「彭雲舉先生編著∕山堂肆考∕梅墅石渠閣藏
。卷首題、版心題皆為「山堂肆考」
。自萬曆乙未序至重定姓氏，皆與（甲）
板」
同。
（甲）
、
（乙）兩本，大多部分可以認定為同板。可是亦有些部分無法認定。
兩種「石渠閣補」葉，除無法確認角集第十三卷外，兩本幾乎都一致。只是，
（乙）本徵集第十卷 7-8 無有(a)標誌而字體和有些句號位置與（甲）本不同，
（甲）本眉欄裡之兩條界線亦無。筆者以為此葉是石渠閣補刻之後，他人又重
新補刻的。
4. 山堂肆考（丙） 殘卷，二集五卷
國圖善本藏本。無封面。
角集卷十三 23-34，版心下方刻有「石渠∕閣補」(a)。
國圖館藏目錄有誤。第一冊，即角集第一卷至第四卷，不是刊本，而是
清代抄本；第三冊至第五冊收入角集第十卷至第二十三卷，當改為第二冊至
第四冊才妥當；第二冊為羽集第五卷至第十卷，當改為第五冊才對。
版本破舊而難以辨別的文字頗多。有不少文字字體與（甲）
、
（乙）不同，
亦有文字異同。當為石渠閣補刻本又重新經過補修的後印本。
5. 山堂肆考（丁） 四卷一百九十二卷（缺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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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以下簡稱為東大總圖）藏本。無封面。與（甲）
相比，此本沒有第一個「萬曆乙未序」，以下皆同。
角集卷十三 23、24，版心下方刻有「石渠∕閣補」(a)。羽集卷十四 3-4，
版心下方刻有「石渠∕閣補」(b)。
有些葉印得模糊，該不是初印本，而是經過多少次印刷後的版木。
石渠閣補刻《山堂肆考》有兩種封面存在。
（甲）本和（乙）本封面雖不
同而都共同具備兩種「石渠∕閣補」標誌，看不出兩種封面和兩種補刻標誌
之間有任何對應關係。
6. 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史紀事本末十卷、元史紀事本末四卷
均藏於內閣文庫。
通鑑。封面（貼在第四十二卷前）
「張天如先生鑒定∕通鑑紀事本末∕正
編 鬱岡山房藏版」。前面有萬曆丁未（三十五年）焦紘「刻通鑑紀事本末
序」
（三葉，第三葉與楊萬里序之第三葉錯簡）
；寶佑丁巳（五年）趙與𥲅序；
延祐六年陳良弼舊序；淳熙元年楊萬里序（三葉）
；目錄首葉「通鑑記事本末
正編目錄∕建安袁樞機仲編輯∕茅州蔣先庚震青較訂」。卷首「通鑑記事本
末卷第幾」。
卷一 51-52、卷三 43-44、卷四 33-34、卷九 71-72、卷二十五 81-82、
卷二十六 49-50、卷三十二 35-36、53-54、卷三十三 73-74、卷三十五 17-18、
。
卷四十 71-72、卷四十二 51-52、79-80，版心下方右側皆刻有「石渠閣補刻」
宋史。封面「張天如先生鑒定∕通鑑紀事本末∕宋編 鬱岡山房藏版」
。
萬曆三十三年（1605）序。目錄第一葉「通鑑紀事本末宋編目錄∕北海馮琦
。卷首「宋史紀事本末∕明 北海 馮琦 原
具區編輯∕東吳蔣先庚震青較訂」
編∕高安 陳邦瞻 纂輯∕句吳 徐申 校正∕豫章 劉曰梧∕秣陵 沈朝陽 繙
閱」。
元史。封面「張天如先生鑒定∕通鑑紀事本末∕元編 鬱岡山房藏版」
。
萬曆丙午（三十四，1606）序。目錄第一葉「通鑑紀事本末元編目錄∕高安
陳邦瞻德遠編輯∕東吳蔣先庚震青較訂」。卷首「元史紀事本末∕高安 陳
邦瞻 編∕吳興 臧楙循 補 /句吳 徐申 校∕豫章 劉曰梧」。
7. 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 三十九卷
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本。無封面。萬曆癸未（十一年，1583）重刻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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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刊序、舊序；隆慶己巳（三年，1569）舊序；隆慶戊辰（二年，1568）
舊序；隆慶己巳舊序。卷一中有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自序、萬曆癸
未重刻自序；卷八末有萬曆十年（1582）便覽。卷首題為「重刊人子須知資
孝地理心學統宗」。
舊序第 2 葉版心下方刻有「石渠閣」
。目錄第 7 葉、卷六 128、卷七 28，
版心底下皆刻有「石渠閣∕補刻」。亦有可能經過兩次補刻。
每卷卷首所列舉的人名不一。卷一列舉「江右德興山人 徐善繼 徐善述
同著∕窗友同邑庠生 葉君遷 校 閱∕門人南昌 徐元良 參錄∕郢中陽白居
。他卷裡亦出現「程世篤」
、
「張日新」
、
「戴道鳴」
、
「張祖約」、
士 曾璠 校刊」
「李符」等名。每卷首所標記的卷數亦有混亂，而與版心卷數標誌往往不一致。
此四種皆有萬曆年間的序文。雖不知石渠閣補刻為何時，可知重印萬曆
年間的暢銷書乃是石渠閣常用的營業策略。
《彙書詳註》
、
《山堂肆考》二書均
具備刻有「梅墅石渠閣」之名的封面。由此我們可推測，補刻《水滸傳》的
石渠閣也是這家「梅墅石渠閣」。因而可以設定第二個條件。

條件（二）書中具備「梅墅石渠閣」標誌。
符合此條件的共有七種。
8. 四書集說 二十八卷
內閣文庫藏本。封面「徐長善先生纂著∕趙問源先生參訂∕四書集說真
本∕順治戊戍重訂梓行∕梅墅石渠閣藏板」；順治辛卯（八年，1651）序；
同年序；卷首題「石渠閣精訂徐趙兩先生四書集說∕堯山徐養元長善甫手集
∕門人陳培德子厚甫較閱∕同里趙漁問源甫參訂∕絳巖蔣先庚震青甫點
定」。版心題「四書集說」。卷六 25-28 版心底下刻有「梅墅藏板」，卷十二
19 版心底下有「板」字，似為挖掉「梅墅藏板」之痕跡。得知石渠閣刻本後
來轉到他家而受到補修。
9. 元韻譜 五十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封面「魏貞菴先生鑒定∕中丘喬還一先生纂∕元
；萬曆三十八年（1610）序；順治甲午（十一年，1654）
韻譜∕梅墅石渠閣梓」
序；康熙辛未（三十年，1691）敘，句曲後學蔣先庚震青甫書於石渠閣；
卷首題「石渠閣新鏽元韻譜∕（上段）鄗邑魏裔介貞庵訂∕中丘喬中和還一
纂∕（下段）華陽蔣先庚震青∕蓬背鳥崔數仞玄洲∕東陽朱士錦赤州∕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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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士栢年 仝較/ 子 鉢文衣∕鋏陸離∕孫 溯∕澥∕澍∕正字」。版心題為
「元韻譜幾卷」。
10. 山中一夕話

上集七卷，下集七卷

東大總圖藏本。內閣文庫藏本。臺大總圖藏微捲。三者可以認定為同版。
封面「屠赤水先生參閱∕開卷一笑∕梅墅石渠閣梓行」；序卷首題「山中一
夕話∕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士較閱」
（上集很多卷首都有挖
改痕跡，所留下之文字不一。下集每卷首題都被挖掉為空行）
。上集版心題「開
卷一笑」。下集則無。
11. 四書注疏直解 二十三卷
內閣文庫藏本。封面「華陽蔣畏菴注疏∕四書注疏直解 /（四行廣告文）
梅墅石渠閣梓」蓋有「石渠閣」陰刻朱印；順治戊戍（十五年，1658）句
曲蔣先庚敘；卷首題「四書注疏直解∕江陵泰嶽張居正直解∕句容畏菴蔣
先庚注疏」。版心題「四書注疏直解」，除論語卷四 29-30，卷五 14 外版心
底部皆刻有「玉芝園」。
12. 世說新語補 二十卷
國圖善本藏微捲。封面「劉須溪先生纂輯∕世說新語補∕梅墅石渠閣
梓」。蓋有「百城樓藏書」印；嘉靖丙辰（三十五年，1556）王世貞序；萬
曆丙戍（十四年，1586）陳文燭序；萬曆庚辰（八年，1580）王世懋書；萬
曆乙酉（十三年，1585）王世懋再識。卷首題「世說新語補∕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張文柱
王湛

校注∕彭燧 校訂」（卷三、四沒有彭燧之名）。版心題「世說補」。
13. 仕途懸鏡 八卷
美國國會圖書館（以下簡稱為美國圖）數位資料。封面「王爾培先生纂
輯∕仕途懸鏡∕梅墅石渠閣梓」；天啟丙寅（六年，1626）繍谷王世茂尔
培甫書于三山車書樓中。卷首題「新刻精纂詳注仕途懸鏡∕豫章王世茂爾
培甫纂輯∕華陽蔣時機道化甫較訂」。版心題「仕途懸鏡」。
內閣文庫亦藏有一部《仕途懸鏡》
。很可能是與此書同版。可其封面為「王
爾培先生纂註∕仕途懸鏡∕金陵唐氏梓行」。
14. 月令廣義 二十四卷首一卷
故宮博物院藏微捲。國圖善本藏微捲。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東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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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以下簡稱為柏圖）數位資料。封面「馮慕岡先生纂輯∕月令廣義∕梅墅
石渠閣梓」；萬曆壬寅（三十年，1602）序；自序；萬曆辛丑（二十九年，
1601）序；萬曆壬寅序；紀略；首卷序由（辛丑春新安戴任、秣陵陳邦泰校
梓）
。卷首題「月令廣義∕盱眙馮應京纂輯∕新安戴任增釋∕秣陵李登叅訂」
。
版心題「月令廣義」
。三者可以認定為同板。故宮藏本沒有第三個序文和敘由
而自序放在萬曆辛丑序後面；國圖善本藏本沒有〈紀略〉
，可視柏圖藏本為完
本。
由上列七種，我們得知石渠閣出版物的體例。即，封面刻上「梅墅石渠
閣」，卷首題上則僅刻「石渠閣」三字。
另外，我們亦可以發現名叫蔣先庚的人，以注疏者、序文作者、點定者、
較訂者等身分出現於四種書上。而且據《四書直解》封面廣告文說，梅墅石
渠閣請此人編寫注疏，
《元韻譜》亦寫明他在石渠閣撰寫序文。看得出此人和
梅墅石渠閣關係相當密切。因此一種版本上「石渠閣」和「蔣先庚」都有出
現，就足夠證明該本與梅墅石渠閣有關係。

條件（三）
「石渠閣」和「蔣先庚」都出現於書上。
15. 周易去疑

十一卷首一卷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無封面；自序；石渠閣較書儂蔣時機無謀
氏重梓副言；凡例；目錄。卷首題，首卷為「石渠閣三訂重刻周易去疑」、
以後「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宛旌舒弘諤士一原著∕綘巖蔣先庚震青增
補」。版心題「周易去疑」。「副言」解釋此本重刻出版之經緯。
16. 王謹山先生集 十四卷
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影印本。無封面；劉正宗序言。卷末亦有戊子
年評敘。卷首題參差不一。有「某編∕古安成無住道人王辰著」
、
「石渠閣訂
、
「石渠閣訂刻王謹山先生集某編∕
刻王謹山先生集某編∕安成王辰天樞著」
安成王辰天樞著∕句曲門人蔣先庚較」、「石渠閣訂刻王謹山先生集某編∕
安成王辰天樞著」等。版心題「某編」或「謹山集某編」。
劉正宗生於萬曆十四年（1594）
，卒於順治十八年（1661）
。評敘所記之
戊子年當為時間較為接近的順治五年（1648）或康熙四十七年（1708）。
17. 四書童子問 十卷
國圖漢學研究中心複製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圖書館藏本。無封面；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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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1677）句曲蔣先庚震青父題序。卷首題「石渠閣新訂四書講義童
子問某論卷之幾∕句曲蔣台梅塩臣叅訂∕男九齡嵩年較正∕書林蔣雲華
梓行」。版心題「四書童子問」。每葉版心底下皆刻有「石渠閣」。
由此得知此人姓蔣名先庚，字震青，號畏菴。至此我們又發現，還有一
位名叫蔣時機的人亦與石渠閣關係很深。除上列二書外，還有三種記有其名
的石渠閣出版物。
18. 天涯不問 九卷
傅圖藏北平圖書館舊藏書微捲。無封面；江寧壽國平子序。卷首題「石
渠閣精訂天涯不問∕江東（卷二、三、四、五、六、九：句容∕卷八：
東吳）蔣時機述」。版心題「天涯不問」。
19. 四六宙函 三十卷（甲）
國圖善本藏本。封面「岳石帆先生鑒定∕四六宙函∕石渠閣藏板」；天
啟乙丑（五年，1625）序；天啟丙寅（六年，1626）序；凡例（天啟歲次乙
。卷首題「岳石帆先生鑒定四六宙凾∕固陵
丑仲夏古華陽蔣時機道化父誌）
李自榮元白輯 豫章王世茂爾培釋∕華陽曹可明懋德選 白門蔣時機道
化較」。版心題為該葉正文標題。
卷十第 113 葉 b 面（以下以「113b」方式表示）最後一行刻有「華陽
石渠閣較」。卷二十九 33b 首行亦刻有「華陽石渠閣較」。此書體例為附在
每篇文章後的註釋部分每行都低一格。只有卷二十九 32-33，即末尾附有石
渠閣標誌的一文，註釋沒有低一格而第一格起就有字。
20. 四六宙函（乙）
國圖善本室藏微捲。與（甲）本同版。按印刷狀態來看，印刷時間應稍
早於（甲）本。無封面；沒有序跋、目錄。
卷十只有第 1 至 30 葉的三十張。無法確認第 113 葉模樣如何。
21. 鋪茵古集 八卷（甲）
美國圖數位資料。無封面；丁卯年序。卷首題「石渠閣評輯鋪茵古集∕
固陵李自榮元白父評點∕華陽蔣時機道化父類輯」。版心題「鋪茵古集」。
22. 鋪茵古集（乙）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本。無封面；沒有序文、目錄。
以下與（甲）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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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時機名字還能在非由石渠閣出版的書籍上看到：
王 1. 片札鋪茵 八卷
美國圖數位資料。無封面。序。卷首題「車書樓批註分類片札鋪茵∕句
曲曹可明懋德甫彙選∕繡谷王世茂爾培甫參訂」。版心題「片札鋪茵」。
卷八 46（最後一葉）a 第六行（a 面最後一行。因為 b 面無字，即是全
書最後一行）寫著：「天啟歲次癸亥（天啟三年，1623）蔣時機無謀氏三復
詳較」。
綜合如上消息，蔣時機，字道化，號無謀。
蔣先庚之名亦見於看不到石渠閣三字的出版物上：
庚 1. 佛經釋義 一卷
內閣文庫藏抄本。無封面。卷首「佛經釋義∕句容鬱岡蔣先庚震青參
補」
。卷末有「康熙乙巳春三正月刻本壬午秋九月木弘恭校正」朱字。乙巳為
康熙四年（1665）。
庚 2. 新刊校正增補圓機詩韻活法全書

十四卷

傅圖藏本。封面「鬱岡山房較訂∕韻學全書∕文盛堂藏板」。卷首「新
刊校正增補圓機詩韻活法全書∕弇州 山人 鳳洲 王世貞 增校∕江東 句曲
震青 蔣先庚 重訂」。
庚 3. 新刻重校增補圓機活法詩學全書

二十四卷

國圖善本藏微捲。無封面。序。卷首「新刻重校增補圓機活法詩學全書
∕大倉 鳳洲 王世貞 校正∕蕭灘 後學 楊 淙 參閱∕句曲 震青 蔣先庚
重訂」。
庚 4. 玉芝園新訂歷史龍門綱鑑

二十卷

四庫禁燬叢書影印本。無封面。潘氏總論；目次「玉芝園新訂歷史龍門
。卷首「龍門綱鑑正編∕句曲蔣先庚震
綱鑑正編∕華陽 蔣先庚 震青 纂輯」
青纂輯男

台梅雪園
台楫僊搓

較訂」。每版心下方皆刻有「玉芝園」。

蔣先庚與蔣時機究竟何人？關注冠在名字前面之地名，蔣先庚是「句容、
句曲、華陽、鬱岡、絳巖」，蔣時機則是「句容、東吳、華陽、茅州、江東、
白門」
。
「句容」是位於南京東南的一個縣。
「句曲」是句容茅山之舊稱。茅山
中有道教洞天之一「華陽」洞，也有「鬱岡」山。縣西南又有「絳巖」山。
可知二人為同鄉。按《四六宙函》的「華陽石渠閣」標記來看，石渠閣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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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有關係。
上列書籍中我們還能看到蔣氏人。即，
《四書童子問》的蔣台梅塩臣、蔣
九齡嵩年和蔣雲華，
《龍門綱鑑》的蔣台梅雪園和蔣台楫僊搓。蔣台梅塩臣、
蔣九齡嵩年亦為句容人。

̣ăϮറᅦ߿જॡมгᕇ
我們已經得到足夠資料可證明石渠閣和句容蔣氏有關係。接下來要探討
句容蔣氏何時、何處展開活動。
首先看以下八種具備可以推斷時間線索的書籍：
時間最早的是《片札鋪茵集》末尾之「天啟歲次癸亥」。得知天啟三年
（1623）蔣時機已有活動。其次為《四六宙函》，蔣時機〈凡例〉末尾有天啟
五年（1625）署名。第三種是《仕途懸鏡》。卷首刻有王世茂和蔣時機的名
字而王世茂序文有天啟六年（1626）署名，說明天啟六年左右此二人一起編
纂此書。
入清後最早的是《四書集說》
。其卷首有「石渠閣精訂」
、
「蔣先庚震青」，
序文末尾有順治五年（1651）署名。封面上還刻有順治十二年，得知編書七
年後又重印。至於《周易去疑》
，據蔣時機〈重梓副言〉得知此書之重梓晚於
。其次為《四書注疏直解》
，具有順治十五年（1658）蔣先
順治七年（1653）
庚序。之後有具備康熙十六年（1677）蔣先庚題序的《四書童子問》。最後
為《元韻譜》，書中有蔣先庚康熙三十年（1691）序。
此八種說明句容蔣氏在天啟至康熙期間以石渠閣名義從事出版業。此外
筆者亦曾目睹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石渠閣精訂皇明英烈傳》
具崇禎癸未（十六年，1643）序，臺大總圖亦藏有具「金陵石渠閣繡梓」封
面的《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可是此二書沒有蔣姓人、「梅墅」等
符合上列條件的標記。故宮博物院亦藏有封面題為「浦江紛欣閣校本∕黃山
谷先生題跋∕咸豐十年重刊石渠閣藏板」的《山谷題跋》
。此書也不滿足上列
條件，也難以認定咸豐年間的石渠閣和天啟至康熙的石渠閣之間有無關聯。
此三種只好排除在分析對象之外。
上列蔣姓人中唯有蔣時機才有明代活動的痕跡，其活動時間最短也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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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三年至順治七年的二十八年。蔣先庚的活動時間最短也長達順治五年至
康熙三十年的四十一年之久。據此可判斷，蔣時機當屬蔣先庚的長輩。
《龍門綱鑑》卷首寫明蔣台梅雪園和蔣台楫僊搓皆為先庚之子。《四書童
子問》卷首又說蔣九齡嵩年是蔣台梅塩臣之子。要將台梅雪園和台梅塩臣視
為一人，他們的關係應該是：
父輩：蔣先庚∕子輩：蔣台梅、蔣台楫∕孫輩：蔣九齡
石渠閣顯然是句容蔣氏世世代代繼承下來的名稱。既然如此，我們難以想像
唯有蔣時機和蔣雲華才和此四位沒有血緣關係。雖然沒有鐵證，筆者認為將
蔣時機視為屬於蔣先庚上一輩之族人也不會離譜。蔣氏至少連續四代從事出
版業。亦從《四書童子問》之「書林」、「梓行」字樣來判斷，蔣雲華當為出
版此書時的石渠閣主人，將他認定為句容蔣氏之一員也應該不為過。
《四書注疏直解》封面上印有如此廣告詞：
直解一書授自 太嶽張師，相近百年來家絃戶誦膾炙人口，稱絕諦矣。但
分章合節惜無主意，字句輕重苦乏推詳。本坊特懇 震青蔣先生參閱大
全，存疑淺說蒙引及前輩諸講融會□□獨出心裁。……令學者開卷了然，
不復翻閱別書，總會良備允稱全璧云 梅墅石渠閣梓

文中「本坊」無疑是梅墅石渠閣。但卷首題只提蔣先庚而不提石渠閣，每葉
版心下方則刻有「玉芝園」三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龍門綱鑑》每葉
版心底下同樣刻有「玉芝園」
，說明《四書直解》
、
《龍門綱鑑》二書由玉芝園
雕版。
《龍門綱鑑》較訂者是蔣先庚的二子。和卷首題的「玉芝園新訂」核對
起來，
「玉芝園」所指的應該是此二位或者其中一位。既然如此，我們只能理
解為蔣台梅和蔣台楫以「石渠閣」名義請蔣先庚導讀四書注疏，並以「玉芝
園」名義監督雕刻。筆者以為，石渠閣是句容蔣氏全體共用的名稱，玉芝園
則是蔣台梅、蔣台楫兩個人或其中一個人之號。鬱岡山房也該一樣為蔣先庚
個人室號。據「鬱岡山房藏板」可推知，蔣先庚除蔣氏石渠閣共有的版木外
還私藏版木。
接著我們看看石渠閣所在地。冠在蔣時機名字上的幾乎都是和句容有關
的地名。但《四六宙函》卷首刻有「白門蔣時機」，《四六爭奇》蓬左文庫藏
本和美國圖藏本刻有「秣陵蔣時機」字樣。
蔣先庚曾為吳應箕《留都見聞錄》作序，其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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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庚申（康熙十九年，1680）天子詔訪逸才……凡通經學古，宏才
淹貫之儒，無不擢列史館纂修《明史》……。先是移檄督撫，取先生所著
《剝復錄》、《三大征本末》、《續觚不觚錄》，朝野爭購之，如百朋異
珍。令嗣子班策蹇長安狀投闕下，道過白門，篋有《留都見聞錄》一冊，……
金陵後學蔣先庚震青謹序。

《留都見聞錄》原稿在明清交替動亂中散佚了許多。因清朝史館開始徵集明代
資料，吳應箕之子孟堅（字子班）找出《留都見聞錄》殘卷赴北京，其路上
訪問蔣先庚於白門。從末尾署名得知蔣先庚在南京作序。綜合以上消息，蔣
時機和蔣先庚所說的應該都是南京白門。六朝建康城外南邊有宣陽門，其異
18

稱正是白門。其遺址在明清兩代的江寧府城內。 順治前期蔣時機和蔣先庚
同時從事出版。之後蔣時機之名在出版物上消失。筆者推測大概在順治後期
蔣時機退休或歸天而蔣先庚繼承其事業，也繼承南京白門的住址。

̱ăቼॡ፟ᄃͳ͵ࡷ!
對照《片札鋪茵》、《鋪茵古集》和《四六宙函》三書，我們就可以發現
有趣現象。
《片札鋪茵》和《鋪茵古集》題署分別為「句曲曹可明∕繡谷王世
茂」和「固陵李自榮∕華陽蔣時機」
。這四位正是出現在《四六宙函》卷首之
四人。此外，《仕途懸鏡》卷首亦有「豫章王世茂∕華陽蔣時機」。說明王世
茂和蔣時機二人經常聯手編書。
王世茂在明後期從事很多書籍的編輯和出版。筆者迄今閱過下列十種。
由於篇幅有限，僅提示封面題、卷頭題、卷首的編輯者消息、序文之有無和
與本文討論有關的消息。
王 2. 新刻呂涇野先生校正中秘元本

二十卷，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四行廣告詞）金陵車書樓王養恬謹識∕事類 中秘元本」
。
「浚水任廣
德儉編次∕新安吳明郊子野閱∕金陵王世茂爾培梓」，卷五「新安吳明郊子
野閱」，卷六「浚水任廣德儉編次∕車書樓王養恬爾培繡梓」，卷十一「新
安吳明郊子野閱∕車書樓王養恬爾培繡梓」。金陵朱之蕃序；吳興沈松序；

-----------------------------------------18 清．呂燕昭修，姚鼐纂，《江寧府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128 號，臺北：成文出版
社，1970），卷之 1〈天章．白門〉
，頁 82；卷之 8〈古蹟〉，頁 315-316。

230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高陵呂柟後序。
王 3. 車書樓選刻翰墨鼎彝

十卷，美國圖藏

「浙姚朱錦文 甫鑒定∕繡谷王世茂爾培甫參閱（卷四以後：校閱）
（卷
二、三：浙衢徐齊孟千甫父習）」。金谿聶文麟敘
王 4. 車書樓彙輯各名公四六爭奇 八卷，國圖善本藏
「春穀許以忠君信甫選∕金谿王世茂爾培甫校」。秣陵程堯功萬曆庚申
（四十八年，1620）序。
王 5. 蘭嵎朱宗伯彙選當代名公鴻筆百壽類函

八卷，國圖善本藏

「彙選當代名公鴻筆∕百壽類函∕萬曆乙卯（四十三年，1615）車書樓
梓」
。
「春穀許以忠君信甫參閱∕定遠徐榛邊實甫∕新都吳明郊子野甫（卷五：
姑孰王焞次公甫）釋註∕繡谷王世茂爾培∕金陵王鳳翔寵之甫（卷三、四、
六：金陵周文耀汝映甫）校梓」
。浙姚朱錦萬曆丙辰（四十四年，1616）序。
王焞萬曆乙卯序。
王 6. 旁註雲箋一統

八卷，國圖善本藏

「車書樓彙選分類旁註∕雲箋一統∕萬曆庚戍（三十八年，1610）王養
。
「南陵貫日許以忠君信父選註∕秣陵養恬王世茂爾培父校梓」
。秣陵
恬梓」
朱之蕃序。
王 7. 新刻大千生鑑聖賢年譜萬壽全書
「大千生鑑定∕古今萬壽全書

六卷，國圖善本藏

是集精較一字無訛
飜刻者千里必究

」。「南司馬尚書職方司郎中蘇門

聶文麟考正∕青藜閣四素劉維詔蒐輯∕丹筆齋賓野徐選 青雲閣鶴洲徐標參
閱∕筆花館雪舸黃之芳 車書樓養恬王世茂 編次」。南岳山樵項聲國序。
王 8. 尺牘爭奇 八卷，國圖善本藏
「六安張一中不偏甫選∕金谿王世茂爾培甫校」。張一中序。
王 9. 車書樓纂註四六逢源 六卷首一卷，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影印本
「麻城曾汝魯先生類纂 四六逢源 得月齋周譽吾梓」
。
「麻城曾汝魯得卿甫
纂註∕金谿王世茂爾培甫參閱∕友人鄧茂林仲翔甫鑒定∕仲男曾若鳳子鳴
甫編次∕金陵周四達譽吾甫督梓」。瑞陽田生芝丁卯引。
王 10. 精選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甲） 九卷（首卷、一至八卷）
，四庫
禁燬書叢刊影印本
「選註名公短札∕春谷許貫日先生彙集∕字字珠∕金陵書坊傅春溟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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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赭玉王焞選∕貫日許以忠∕玉□徐榛∕還初吳明郊校」（首卷）、「貫日
許以忠選∕玉□徐榛校∕還初吳明郊註」（一卷至八卷）。
王焞〈小引〉說王世茂帶著原稿來請他作序，得知王世茂參與此書編輯
出版。
王 11. 精選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乙） 九卷（首卷、一至八卷）
，國圖
善本藏微捲
封面與（甲）本同。大部分與（甲）本同版，但也有些覆刻葉。
王 12. 精選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丙） 九卷（首卷、一至八卷）
，國圖
善本藏本
「丙春谷□□□□生彙集∕字字珠∕金陵書坊吳小山梓行」。沒有〈小
引〉。 以下與（乙）本同。與（乙）本同版。
王 13. 車書樓選刻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傅圖數位資料
「車書樓彙輯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金陵書坊傅春溟梓行」。
「長水項桂芳輯∕春谷許以忠選∕淮水張知校∕洪都王世茂註」、「春谷許以
忠選∕休寧丁惟喧著∕古繁劉養聘校∕洪都王世茂註」（五卷）、「貫日許以
忠∕赭玉王焞選∕覺我劉養聘∕養恬王世茂校」（五卷）。項桂芳泰昌元年
（1620）冬日序。
上列書籍中經常出現吳明郊、許以忠、徐榛等名。他們似乎組織一個編
書社團。其中有八種皆以王世茂之號車書樓名義出版，看來王世茂居於社團
領導地位。王世茂自稱為金陵人、秣陵人、金谿人、繡谷人，也號金陵車書
樓。得知金谿、繡谷該是其出身地或祖貫之地，南京是該社團之活動地點。
我們不妨稱他們為「南京車書樓集團」。
該集團所編之書幾乎都是文集。
《四六宙函》
、
《四六逢源》為四六文。
《雲
箋一統》
、
《四六爭奇》
、
《尺牘爭奇》
、
《鋪茵古集》
、
《字字珠》則是書函集。
《百
壽類函》為專門蒐集祝賀壽星之書函。這些書籍都大量且廣泛蒐集古今作品。
《百壽類函》封面刻有「彙選當代名公鴻筆」一詞。
《字字珠》封面亦豪稱「精
選當代各名公」
。這些書的確登載李卓吾、屠隆、袁宏道、陳繼儒、李攀龍、
祝允明、王穉登、湯賓尹、王世貞、焦竑等堪稱「當代名公」之人的作品。
讀者購買此書就能欣賞名人文章。明代是隨著識字人口之遽增，很多人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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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創作的時代。在此潮流之下，這種書籍也可以當作模範文例集出售。
還值得關注的是書中也能看到編輯者、校訂者自己的作品。《四六爭奇》
收有撰者許以忠本人的作品；
《百壽類函》亦收入參閱者許以忠、釋註者吳明
郊的作品；《雲箋一統》同樣收入許以忠之作；《四六逢源》第一卷居然都是
編纂者曾汝魯的作品，第五卷也幾乎都是曾文。看來他們趁編纂文集發表作
品。而且這該不是編纂者擅自做的。大部分書籍也都有收入集團領袖王世茂
之作，還收入其他集團成員的作品。由此可推知，車書樓集團編書有一個重
要目的，即提供成員們作品問世之場所。
車書樓集團還請當代名公撰寫序文。例如，為《中秘元本》
、
《雲箋一統》
作序的朱之蕃是萬曆二十三年的狀元。此人原籍山東，後附籍南京，由於善
19

於詩文書畫生前就有名聲， 亦著有專門介紹南京風光的《金陵圖詠》一書，
是位和南京深有緣分之名人。撰寫《翰墨鼎彝》敘的聶文麟是金谿人，萬曆
20

四十七年進士，天啟末年曾任應天府教授。 王世茂也許憑藉同鄉緣分請他
作序。附上高官、名公序文便會提升該書之價值。提升價值，便會吸引更多
讀者。車書樓集團成員作品觸目的機會越多，越能夠擴大他們備受青睞之機
會。集團成員大部分都在正史、方志等舉人、進士名單中找不出其名來。他
們可能是還未考上科舉或已放棄舉業的文人。在商業繁榮的明代，未考上科
舉也能夠透過出版物獲得名聲。陳繼儒、馮夢龍等是透過大量出版物問世之
21

手段獲得名聲的明代「山人」之代表性人物。 車書樓集團成員居然把自己
作品放入名公作品行列中去，讓自己與名公並肩而行。從中我們不難聽出他
們渴望如陳繼儒、馮夢龍般獲得盛譽的心聲。
而且他們身邊已有前例。王焞，安徽太平府繁昌縣人，因善於詩文被稱
為太平府的「萬曆四子」之一。但終生沒考上科舉，到天啟四年才舉歲貢任

-----------------------------------------19 關於朱之蕃生平參見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
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29.2(2011.6): 53-80。
20 清．王有年纂，
《金谿縣志》
（《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29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
，
卷 8〈聶文麟〉，頁 150-151。
21 陳繼儒、馮夢龍之出版活動，詳見（日）大木康，
《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
（東京：研
文出版，2004），第四章〈明末江南の出版人〉，頁 16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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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山衛教授而致仕。 他為《字字珠》寫〈小引〉說：
宗人王養恬一日偶持短札一帙來山中問序。一則曰珠。再則曰珠。余念其
遠來，慰勞備至。因憶癸丑寓秦淮，為武林李生作白袍將。……余志趣返
山中。回首往事。已成陳跡於梓人之事，了不關念矣。偶語殺青，獵心復
躍。因受短札珠卒業焉。……

文中說王世茂為宗人。安徽人王焞和江西人王世茂可能不是親戚，應該因二
人是故友、皆姓王而如此說。此文說明王焞曾經參與出版業，而且很可能是
王世茂之事業。癸丑當為萬曆四十一年（1613）。此時他寓居南京。也許為
科舉而來的。王焞萬曆四十三年寫《四六爭奇》序。《百壽類函》（萬曆四十
四年序）
、
《四六爭奇》
（萬曆四十八年序）亦收入不少其作品。得知王焞和車
書樓集團建立友好關係。不知何時，王焞離開南京而退居於山中。此不一定
是真山，而是「山人」之山。為何王焞離開呢？最大的可能是放棄舉業。不
過，此時王焞似乎已經由於其文章而獲得聲譽，不再需要親自參與編輯發表
作品，也不必留在南京。據《太平府志》記載，王焞年少時在安徽已有聲譽，
其起跑點也許和其他集團成員不同。但對為名聲而掙扎的集團成員來說，曾
前和自己一樣參與編書的人，後來成為名公而撰寫序文，應該是一種理想處
境。
蔣時機也一樣希望以詩文獲得名聲而加入集團嗎？可是集團書籍中幾乎
不見其作品。筆者管見所及，只有《尺牘爭奇》卷五〈柬王養恬〉一文而已。
為何對發表作品這麼消極呢？〈柬王養恬〉如此說：
《四六爭奇》一時傳布，遐邇嚮風。不惟臺下遴選功高，即不佞董役剞劂
令海內亦知有蔣無謀也者，孰非餘光之所波及也哉。事有多取而不貪，仍
請尺牘以稱合璧，幸毋珍惜為帳中之秘……。

卷五亦收入王世茂回信〈答蔣太和〉，曰：
《四六爭奇》稍博海內痂嗜。……足下袒役殺青乃得響布，直是共相獎成，
寧獨白袍哉。尺牘之役已有完局，爰似足下登梓……。

-----------------------------------------22 清．朱肇基修，陸綸纂，《太平府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華東卷下編第
149-150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卷 26〈人物志．文學〉，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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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茂說蔣時機監督刊刻《四六爭奇》
。國圖善本藏本上看不到其名，但
據《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記載，該文庫所藏之《四六爭奇》係
23

「天啟癸亥（三年）秣陵蔣時機三復詳較刊本」。 又據國圖網站〈古籍與特
，其卷末
藏文獻資源〉
（http://rbook2.ncl.edu.tw），美國圖亦藏有《四六爭奇》
刻有「天啟歲次癸亥秣陵蔣時機無謀甫三復詳較」。《四六爭奇》和《尺牘爭
奇》版面極為相似，皆為四周單邊、無界、單黑魚尾、白口、每半頁 9 行每
行 18 字、注釋低一格，兩者可稱為「姊妹本」。由此得知，王世茂首次出版
《四六爭奇》後，讓蔣時機重新校訂和重刊，還編輯另一本同樣尺牘集《尺牘
爭奇》把它和《四六爭奇》做為一組而交給蔣時機出版。兩人的書信似乎是
各自獨立活動的編纂者和書賈的洽談，而不像屬於一個文藝集團的同仁之對
話。
類似情形也在《鋪茵古集》和《片札鋪茵集》上能看到。〈鋪茵古集敘〉
曰：
余友蔣君道化博洽嗜古。向出所著述有《片札鋪茵集》，業已珠呈光而玉
輸潤矣。茲復進而上稽。自左氏班馬而下，以迨列代名家，摘其片段隻
言。……故合今古二刻為雙璧云。丁卯夏日晉陵楊謙益之甫題于猛石齋。

《片札鋪茵集》卷首不提蔣時機之名，但全書末一行則有「天啟歲次癸亥蔣時
機無謀氏三復詳較」
。因此〈鋪茵古集敘〉所題之「丁卯」當為天啟七年無誤。
兩者均為四周單邊、無界、無魚尾、白口、每行 16 字，字體也很像，也是
一組姊妹本。只是《鋪茵古集》每半葉 7 行，《片札鋪茵集》則 6 行。
此兩組姊妹本，不僅兩本一組型態相似，蔣時機「三復詳較」第一本的
時間也都是天啟三年。由此我們不妨如此想像，蔣時機注意到王世茂所編之
書很受歡迎而籌備一個出版計畫，就是在從王世茂曾出版的書籍中選出暢銷
書而校訂、重刊的同時，編輯同類書而和前書作為一組。王世茂同意此建議
而讓蔣時機校訂《四六爭奇》和《片札鋪茵集》並編輯《鋪茵古集》
，自己亦
參與《尺牘爭奇》編輯。蔣時機身為書商擔任校訂、雕版、出售。上列車書
樓集團書籍上也出現幾家書商名，即周四達、王鳳翔、周文耀、傅春溟、吳

-----------------------------------------23 （日）名古屋市蓬左文庫編，
《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
（名古屋：名古屋市
教育委員會，1975），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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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等，都是金陵書賈。 他們可以比做車書樓集團的出版、門市部。重印
《仕途懸鏡》的唐氏也應該是這種書肆。據張秀民統計明代南京有十五家唐氏
25

《字
書坊， 無法確定是哪一家。王世茂有時自己梓行，也有時讓這些人雕版。
字珠》和《仕途懸鏡》狀況說明，王世茂也會讓兩家以上書賈相繼使用同一
套板木。
到天啟六年的《四六宙函》和《仕途懸鏡》
，蔣時機之名才和王世茂一起
出現於卷首，說明蔣時機在其策畫階段就參與。據此筆者推測蔣氏石渠閣以
天啟三年的重訂為契機投入王世茂出版事業，然後在天啟六年之前，獲得參
與出版策畫之地位。因此萬曆年間的車書樓集團書籍上看不到其名。
《片札鋪茵集》卷首，除王世茂外還有曹可明的名字。他也在《四六宙函》
卷首和王世茂、蔣時機一起出現。曹可明亦是句容人，萬曆四十年舉孝廉，
26

天啟二年進士，會試詩經題獲得第一名，堪稱當代名公。 這裡有我們可展
開想像之餘地。就是王世茂請曹可明協助編書（也許請求允許借用曹可明名
義編書），他答應而給他介紹同鄉書商蔣時機。雖然不知真相究竟如何。
總之筆者認為，蔣時機開始和王世茂交流的動機與其他集團成員不同。
蔣時機雖有機會擔任編輯，但對發表作品沒有興趣。其目的始終在於獲得他
們的原稿和出版權。

˛ăϮറᅦ߿ۍજ!
我們也在石渠閣封面《四六宙函》上能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儘管
其卷首註明「白門蔣時機較」，書中竟有兩處特意刻下「華陽石渠閣較」，此
表示何意？

-----------------------------------------24 王鳳翔、周四達、傅春溟、吳小山均見於張秀民，
《中國印刷史》
，頁 344-346。周文
耀是金陵書肆萬卷樓主人，詳見（日）上原究一，〈金陵書坊周曰校萬卷樓仁壽堂と
周氏大業堂の關係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48(2014): 222-226。
25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頁 348。
26 清．曹襲先纂修，
《句容縣志》
（《中國方志叢書》第 13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卷 9〈人物志．政治〉
，頁 775、776。筆者 2015 年 8 月訪問句容博物館參觀〈句容
縣新建嘉禾□□生祠記〉碑。據碑文可知，地方官員、當地名士、舉人、生員都參與
立碑。其中有「舉人」「曹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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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書樓集團似乎具有強烈的版權意識。如《萬壽全書》封面警告曰：
「是
集精較一字無訛，飜刻者千里必究」
。坊刻出版是牟利所為，嚴禁他人擅自翻
刻亦理所當然。不是車書樓集團版權意識特別強烈，而是當時出版界共有的
27

氣氛。 「華陽石渠閣較」或許說明石渠閣獲得重印權，但並未允許自由修
改。因而在重新校訂處需要註明「此非原版，而是經過石渠閣重訂」之意。
然而補刻時不小心弄錯格式，結果只有「華陽石渠閣較」的一文注釋部分沒
有低格。
照理說，要重印之前暢銷書，冒稱全是原刻更有利於生意。石渠閣之所
以偏偏做出貶低版本價值之所為，或許正因為原藏者正式授與重印出售權之
故。我們可知石渠閣以相當謹慎的態度保持與王世茂的友好關係。而且這種
態度也可能會獲得讀者對此書的信任。因為不能在原板上刻下「此為原板」
等標誌。重新刻下字樣，已不是原板。但透過老實註明重刻部分，可以間接
的宣布「其他都是原封不動的原板」
。此方法並非只有石渠閣才做。如國圖善
本藏微捲胡應麟《少室山房類稿》
，雖為萬曆四十六年原刻，但有些版心刻有
「壬申重刻」
。此標誌會引起讀者相信其他均為原刻的心理作用。
「石渠閣補刻」
標誌存在之緣故，一是為獲得轉讓版木給自己的原刊者之信任，二是讓讀者
相信除補刻葉外皆為原汁原味的原板。
雖然時間稍晚，
《周易去疑》蔣時機〈副言〉中可見得到正式獲得原刻者
的同意而重新出版暢銷書的情形之一斑：
周易去疑一書，舒士一於崇禎辛未歲（四年，1631）授梓於昆仰池氏，
越庚寅（順治七年，1650）池氏板災書遂絕印。今海內奉為津梁，書賈
傳索，如同秘寶。本坊不惜重費，搆原本於池氏，重加訂梓。蓋以答四方
之企望云。

本文所舉之石渠閣書籍中幾乎沒有明代石渠閣自家編纂的。只是蔣時機
著述的旅遊指南書《天涯不問》有明代出版之可能而已。明代石渠閣似乎尚
未具備獨自編書的能力。因此名士之原稿、其他出版人士所授與之重印權和

-----------------------------------------27 就明代出版人之版權意識，詳見（日）井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 出版と傳統學術
の臨界點》（東京：平凡社，2011），第一章〈文化の雅と俗〉
，第三節〈商品として
の書籍とその購買者〉，頁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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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刻版木是石渠閣的救命索。
南京是明末時期出版業最繁榮的地方之一。如果與某一家書商發生糾
紛，其消息必定瞬間傳播全南京書商，便失去信任。石渠閣謹慎對待版權亦
不足為怪。要補修舊刻板木而重印出售，必須留下原有的刊記、編纂者姓名、
序文等而註明何處補修。石渠閣非遵守這種規則不可。背叛信任關係就意味
著斷絕以低成本出版暢銷書之途。清代石渠閣擁有自家編纂書籍之能力。蔣
先庚積極參與編輯、作注，亦已有為別人作序的能力和名聲。也許因為蔣時
機蒐集不少書籍，蔣先庚才能夠獲得豐富的知識。
在此我們推測石渠閣營業方針如何。再次列舉石渠閣書籍並加以簡單的
分類：
書名
四書集說

教育

卷首
石渠閣精訂

特徵

部分版心底下「梅
自家編纂、雕版
墅藏板」

四書注疏直解

自家編纂

月令廣義

重印舊書

周易去疑

石渠閣三訂

重訂舊書

四書童子問

版心底下「石渠
自家編纂、雕版
閣」

通鑑紀事本末

有補刻葉

重印、修補舊書

人子須知

有補刻葉

修補舊書

生活知
識、實 仕途懸鏡
用書
天涯不問

參與車書樓集團
編書
石渠閣精訂

自家編纂
參與車書樓集團
編書

四六宙函
詩文參
鋪茵古集
考書
元韻譜
類書

筆者判斷

彙書詳註

石渠閣評輯

與王世茂提攜

石渠閣新鏽

自家重新雕刻舊
書
有補刻葉

修補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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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堂肆考
詩文集 王謹山先生集

有補刻葉
石渠閣訂刻

修補舊書
自家編纂、雕版

山中一夕話

重印或修補舊書

世說新語補

重印或修補舊書

故事集
通俗小
忠義水滸傳
說

有補刻葉

修補舊書

重印、重刻、修補舊書共有十種。蔣時機參與車書樓集團編輯的有兩種，
與王世茂提攜的有一種。自家編輯的有五種。
就種類而言，講解四書的參考書有三種，符合科舉重視四書的時代背景。
其中，《四書童子問》並沒有具備應試的水準。例如〈學而〉篇開頭「子曰」
的夾註為：「子.是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魯國人」、「曰.是說」。其對象一定
是初學者。明代中後期，商業繁榮、出版技術發達等因素導致非以應試得官
為目標的讀書人口之增加。他們將儒教、歷史、文學等當作基本教養而學習。
不難想像《四書童子問》讀者群裡會有不少這種新興讀書階層之人。鬱岡山
房的書籍亦有同樣傾向。
《詩學全書》
、
《詩韻全書》兩部多引用古人詩句。
《詩
學全書》在每個詩題後分為「起句」
、
「聯句」
、
「結句」
，列出大量例句。甚至
到只要選出詩句就能組合成一首詩的程度。這種文學創作「教科書」之出現，
亦與識字階層之擴大有關係。

28

《天涯不問》講述從甲地移到乙地要經過的城鎮、驛站、道路、水路等名
稱和距離，每條路程後附上簡單的解說。除宦遊全國的官人外，周遊各地的
行商也會需要這種指南書。這種書籍之出現亦與商業繁榮的時代背景有密切
關係。石渠閣出售的幾乎都是大眾性質的教養書、參考書、類書、實用書。
不是已受歡迎的暢銷書，就是十分可以期待獲得大量讀者的書籍，而沒有專
業性高或針對高級知識階層的。當代文人作品集《王謹山先生》是唯一的例
外。蔣先庚說自己是其門人。也許正因為如此，為師不顧銷量而出版。石渠
閣總是避免風險而挑選暢銷書，可以說是一家在讀書大眾化時代才能出現的

-----------------------------------------28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第二章〈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業隆盛の背景〉，
第三節〈書物の需要〉，頁 8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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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因此其出版物無法得到上層知識人之肯定。如，
《四庫全書總目》將石
渠閣出版物分到存目類裡去說：
周易去疑十一卷 明舒宏諤撰。……初梓於池氏，後版燬於火。蔣時機又
重刊之而改其體例。卷首又題蔣先庚增補。標目雜糅不可究詰。大抵書賈
29
射利之本也。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是編採集朱子、或問、存
30
疑、大全諸書及諸家之說而成。不出流俗講章之派。

四庫館臣果然說中石渠閣活動方針。從結果來看，這種不願名留青史只願射
利的方針相當成功。也可以說按照市場需求挑選暢銷書的眼光相當準確。本
文所提的七部《月令廣義》均為同板。不是石渠閣印本，就是後代重印本。
五部《山堂肆考》也都是經過石渠閣補刻後的版本。說明石渠閣板銷售優良，
印出大量本子而席捲市場。
《水滸傳》也應該是這種「暢銷候選書」之一。石
渠閣認為如上所述的讀者群會愛讀《水滸傳》而決定購買版木並補刻。

ˣăϮറᅦ̝ࢦОώăྃגώ!
接著我們再仔細觀察石渠閣所重印、補刻之書。

（一）《月令廣義》
《月令廣義》第十五卷〈八月令．日次．十七日〉條寫著：「今上皇帝聖
。
「今上皇帝」無疑是萬曆皇帝，說明此書編纂
誕日 嘉靖四十二年吉日亥時」
於萬曆年間。但首卷 60b-61a〈山海輿地全圖〉中卻刻有「大清國」，〈歷季
統緒圖〉57b 亦有「大清萬萬歲」字樣。得知此書入清後加以修正而重印。
雖然無法知道此修補是否出於石渠閣之手，石渠閣之重印無疑在清代。

（二）《山中一夕話》
內閣文庫藏有一本《開卷一笑》。無封面。卷首題為「開卷一笑上（下）

-----------------------------------------29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卷 8，經部八，〈易類存目二〉，
頁 214。
30 同上註。卷 37，經部三十七，〈四書類存目〉，頁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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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卓吾居士李贄編集∕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此書與石渠閣印本《山中一夕
話》正文幾乎一致。不僅如此，字形字體、版木裂縫痕跡等很多特徵一致。
可以認定為同版。但兩者之卷一和卷三有替換，即《山中一夕話》第一卷是
《開卷一笑》第三卷。目錄標題亦照正文順序修正。兩者還有些不同之處。
《山
中一夕話》卷首署名原則上為「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士校
閱」
，但在一些地方露出破綻。如，卷三卷為「卓吾先生編次∕（空格）∕一
衲道人屠龍參閱」。卷五卷只有「卓吾先生編次」，該有「笑笑先生增訂∕哈
哈道士校閱」的地方不僅是空行，而且有明顯的挖掉版木的痕跡。卷七卷首
標題部分亦有挖掉痕跡，落得「（空六個）之七」。下集更為明顯。下集卷一
至卷七都沒有卷首標題和署名。卷三只有「一衲道人屠龍參閱」
。不僅如此，
《山中一夕話》封面題竟為《開卷一笑》，上卷版心題亦為《開卷一笑》。《山
中一夕話》
「卓吾先生編次」六字刻於「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士校閱」之上
方，即第三行和第四行中間。
《開卷一笑》此處無字，只有界線，而此處看不
出任何挖掉、埋木痕跡。這些現象說明《山中一夕話》是《開卷一笑》之補
修後印本。將「開卷一笑上（下）集卷之幾∕卓吾居士李贄編集∕一衲道人
屠隆參閱」挖改為「山中一夕話卷之幾∕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
哈道士校閱」的才是《山中一夕話》
。改換卷首題、替換卷一和卷三等措施，
其目的可能在裝作新書以騙取購買者。

（三）《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
31

武陵出版社有影印出版《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八卷。 此
書和石渠閣補刻本《地理心學統宗》卷數、行款不同，顯然為異版。但附在
書前之重刻序、重刊序、舊序五種、自序、重刻自序，兩者皆有。至於文本，
兩者之間，通假字、異體字之外看不出顯著差異，兩者文本皆屬同一個系統。
石渠閣補刻本之卷數標誌呈現混亂，從第一卷按順序來列舉每卷卷首之
卷數標誌如下：一、二、二、四、五、二、八、九、
（無）
、十一、三、
（無）、
十五、四、十七、（無）、五、（無）、二十一、（無）、二十三、六、（無）、二
十六、（無）、二十八、二十九、（無）、三十一、七、三十二、八、三十五、

-----------------------------------------31 明．徐善繼、徐善述撰，
《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
（臺北：武陵出版社，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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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八。不僅如此，每葉版心之卷數標誌只有卷之一至卷之八。武陵版
卷數標誌卻很整齊。此書分成十六部分，即卷一下至卷八上。此外，目錄上
註明第一冊至第三十九冊，得知原本整套總共有三十九冊。
雖然卷數不同，石渠閣補刻本之一卷卻和武陵版之一冊幾乎一致。全三
十九卷的石渠閣補刻本，其中數字不準確的卷首卷數標誌則與武陵版之卷數
一致。版心標誌亦與武陵版幾乎一致，就是沒有「上」、「下」字而已。由此
可知，三十九卷本之卷數標誌的混亂，很可能在從八卷本轉換為三十九卷本
時發生。就是在轉換之時，在一些卷首不小心留下八卷本之卷數。又在其他
一些卷首，卷數部分落得空格而作「重刊人子須知資孝地理心學統宗卷之
□」
。筆者認為，所有卷首本來均有八卷本之卷數，後來為改成三十九卷挖掉
而埋木改刻，但由於修改不徹底而呈現出如此混亂狀態，甚至版心卷數完全
留下八卷本卷數。石渠閣是引起混亂之當事者，還是已有呈現混亂的「曾璠
校刊本」而石渠閣獲得其版木，目前無法判斷。

（四）《世說新語補》
國圖善本亦藏有另一本《世說新語補》
。每卷首題為「世說新語補卷第幾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刪定∕王世
懋批釋∕張文柱校注」
。書前有：嘉靖丙辰王世貞序；萬曆庚辰王世懋書；萬
曆乙酉王世懋再識。書後有萬曆乙酉王泰亨跋。每半葉 9 行每行 18 字、左
右雙邊、單白魚尾、魚尾上方記書名「世說補」
。本文稱之為「張文柱校注本」
，
簡稱「張注本」
。此書看來與石渠閣梓本一模一樣。不過亦有不同之處。首先，
石梓本沒有王泰亨跋。至於正文，石梓本每卷卷首署名較張注本多有一至二
個名字，即王湛和彭燧。石梓本除卷三、四只有王湛以外，都將兩位名字以
小字雙行方式刻在一行裡，結果每卷卷首署名比張注本多一行。儘管如此，
到每卷最後一葉，兩者葉數、行數竟然一致。如，卷一 1a9，張注本有「德
。此關係持續到第五葉。張注本 5b7
行上」字樣，石梓本 1b1 才有「德行上」
有小字雙行注曰「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在豫三年跽曰式」
。石
梓本則沒有「在豫三年」四字。張注本 5b9 只有小字雙行「禮如此」三字，
從 6a1 起開始下一條。石梓本由於少四小字，「禮如此」三字在前一行最後
部分，結果 6a1 開始下一條，從此以後張注本和石梓本文字配置完全一致。
又如卷五，張注本 4a9 只有一個「也」字，石梓本則無。結果 4b 以後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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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完全一致。他卷皆為大同小異，前幾葉，張注本第 n 行之字樣，石梓本
則見於第 n+1 行。中間有石梓本少一些字之處，之後兩者文字配置一致。唯
有卷十一才是例外。張注本 4b 和 15b 具有分別 17 字和 10 字之小字雙行注，
石梓本卻都沒有。結果，石梓本較張注本少一行。還有，此卷張注本 23b 最
後一行有「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一」，石梓本將此九字刻在 23a 最後一行。
此情形說明石梓本是模仿張注本而做的重刻本。此時石梓本刪掉張注本
原有之文字。石梓本所刪掉之字不影響注釋內容，但有些地方能看得出石梓
本勉強刪字。如卷七「殷仲文」條，張注本注釋曰「王弘之別見」
，石梓本則
作「弘之別見」。正文只提「王參軍」。沒有「王」字，讀者不容易一下子理
解「弘之」就是「王參軍」
。又如，卷五之「也」字，如果說張注本晚於石梓
本，就不得不理解為張注本增添只有一字的一行。我們難以想像牟利性書坊
做出這種事。石梓本為減少一行而刪掉一字，更為符合實際。
「世說新語補卷
第十一」位置亦如此。石梓本想要節省只為此九個字而刻下最後半葉之成本，
將此九字移到 a 面來。那麼，石梓本為何硬要和張注本做的一模一樣呢？也
許因為張注本很受歡迎的緣故，也有可能因為正式獲得重刻張注本的權利之
緣故。張注本所載之最新序文是萬曆十三年的。重刻本一定晚於此年。雖然
說重刻本，文字配置完全一致的部分也有可能以覆刻方式而做。勉強刪掉文
字之目的也許在於覆刻舊本。只有重刻本上有名字的王湛和彭燧，可能是在
注釋文字上動手腳的編輯者。目前筆者對此二人一無所知，不知重刻是否出
於石渠閣之手。

（五）《通鑑紀事本末》
傅圖藏有《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史紀事本末》十卷、《元史紀
事本末》四卷。據楊家駱整理，萬曆三十三年刊行之《宋史紀事本末》和
萬曆三十四年刊行之《元史紀事本末》本來分別為二十八卷和六卷。後來，
黃吉士於萬曆三十五年將《通鑑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
32

末》合刊出版時，將《宋史》改為十卷、
《元史》改為四卷。 傅圖所藏的就
是此黃刊本。封面已失。乍看之下，此本與鬱岡山房封面之三種《紀事本末》

-----------------------------------------32 明．馮琦等，《新校本宋史紀事本末》（臺北：鼎文書局，1978），楊家駱，
〈識語〉，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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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一樣。鬱岡山房封面三種《紀事本末》中唯有《正編》才有石渠閣補刻
葉。因此，雖然是合刊本，把三種總稱為「石渠閣補刻本」不是很妥當，本
文稱做「鬱岡山房藏版本」、「鬱藏版」。
黃刊本《通鑑》書前有焦竑序、魏時應序、楊萬里序、趙與𥲅序、陳良
弼序、萬曆丙午附。萬曆丙午附末尾大署黃吉士之名。其中，魏時應序和萬
曆丙午附，鬱藏版所無。趙與𥲅序和陳良弼序，黃刊本為 11 字 22 行，鬱藏
版則是 7 行 14 字。黃刊本目錄首葉只有袁樞名字，沒有蔣先庚。因此，在
目錄部分，刻於黃刊本第 n 行之標題，刻在鬱藏版之第 n+1 行。
至於正文，雖然兩者類似到彷彿為同版，但亦有不同之處。首先，有些
地方雖然兩者文字完全相同，仔細一看就能發現在字體、筆畫粗細、角度等
不同。其次，改行、空格之處不同。再者，版木裂縫所引起之版面上的線條，
兩者在同一個地方有互相不同的痕跡。兩者亦有些異體字、文字異同。還有
雖然數量不多，能看得見黃刊本具備文字之處，鬱藏版卻為無字或墨格之情
形。這些差異說明兩者不會是用同一套版木所印的。儘管如此，在《通鑑》
卷四，黃刊本作「死諸所交紀以顯為官者」
，鬱藏版作「死諸所■紀以顯為官
33

者」
（■代表墨格）之處，宋刊大字本、 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34

卻作「死諸所

交結以顯為官者」。得知各種版本中黃刊本和鬱藏版關係極為接近。
《宋史》卷七，黃刊本在 1b1 第 8 字「甚」後改行，1b2 從「十九年」
開始。在 3a3 第 5、6 字「改元」後又改行，3a4 開頭有「二十年」。跨年改
行是此書之基本體例。但鬱藏版於本卷竟然破例，在「甚」字後不改行而只
空一格就刻下「十九年」
。
「改元」後又不改行，空一格就有「二十年」
。鬱藏
版為何如此？黃刊本於第二十三葉後，竟有「又二十三」葉。此葉僅有 a 面
第一行至第八行有文字，之後皆為空行。鬱藏版因為前面不改行之故，行數
比黃刊本少，結果沒有「又二十三」葉。之後兩者文字配置完全一致。一般
來說，後印本具有為降低成本儘量減少頁數之傾向。鬱藏版破例不改行正好
符合此傾向。另外，黃刊本有很多葉版心底下刻有該葉字數，鬱藏版則無。

-----------------------------------------33 南宋．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四部叢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景印上海涵芬樓藏宋刊大字本）
。
34 南宋．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紀事本末類，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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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刊本版心標誌皆為「卷幾」，鬱藏版「卷幾」、「卷之幾」交錯出現。
如上狀況說明鬱藏版乃是以黃刊本為底本而做的重刻本。除文字配置不
一致的版木外，鬱藏版極可能為黃刊本之覆刻本。覆刻本在其字體、雕刻技
術往往不如底本。黃刊本字體、版面亦較之與鬱藏版工整。
不過，文字配置一致的所有版木不一定都是覆刻。例如，鬱藏版卷七最
後一葉，和他葉比起來版木磨損嚴重，印的模糊。此葉僅有 a 面 1、2 行才
有文字，之後皆為空行。疑是覆刻者不願為僅僅兩行消費一塊版木而勉強使
用已經相當磨損的舊版。鬱藏版中或許還有未被覆刻版所替換之舊版。
雖說覆刻本質量往往劣於底本，但亦從鬱藏版能看得出一種規範意識。
例如，卷十 65a 之前兩者文字配置一致，但黃刊本 65b1、2 均有 23 字，
不合本書基本款式。對此，鬱藏版該葉該行均為 22 字，因此從第三行起黃
刊本第 n 格的字，在鬱藏版的第 n+2 格。此狀況持續至 66b7。黃刊本在 66b，
有第七行「遣之□以王」和第九行「三州□張世傑」兩個空格。鬱藏版則無。
結果，「張世傑」之後，兩者文字配置又一致。
接著看看石渠閣補刻葉狀況。鬱藏版《通鑑》總共有 26 葉石渠閣補刻
葉。補刻葉與黃刊本字體顯然不同。文本雖然幾乎一致，但亦有些差異。卷
一 52b 文字如下（□代表空格）：
鬱：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于假立
■■
黃：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于假立
□□
宋：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
全：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

黃刊本、鬱藏版皆作「于假立」
，誤。兩者無疑屬同一種版本系統。補刻
葉共有 11 處墨格，除此 3 處外，其他 8 處墨格，黃刊本都有字。如，卷四
十二 79b。
鬱：周兵之彊不■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控
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
黃：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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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
宋：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
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
全：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
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

值得一提的是卷三十二 35a：
鬱：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吐蕃賛普乞梨蘇籠獵
賛卒子娑悉籠獵賛立
黃：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賛普乞梨蘇籠獵
賛卒子娑悉籠獵賛立
宋：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賛普乞梨蘇籠獵
賛卒子娑悉籠獵賛立
全：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賛普乞梨蘇籠獵
賛卒子娑悉籠獵賛立

文本沒有任何差異。可是，黃刊本僅有兩個空格之處，鬱藏版則有三個
墨格。其實，黃刊本此一行只有 21 字，違反款式。鬱藏版增加一個墨格以
解決此問題。這種嚴格遵守款式之態度與上述卷十 65a 相同。因此筆者以為，
卷三十二 35a 之修正，不是出自石渠閣之手，而是石渠閣如實繼承覆刻本所
做之修正。換句話說，石渠閣據覆刻本製作補刻葉。墨格是石渠閣所依據的
覆刻版已經磨損到無法辨識字樣的結果。
由此五種我們得知，萬曆年間暢銷書，後來或被重刻，或被在版木上動
手腳後重印出版，之後石渠閣又利用這些版木重印出售。將如上討論的版權
問題納入考慮，筆者以為，石渠閣冒斷絕提攜關係之危險還敢擅自竄改原版
的可能性不大。石渠閣不過是購得已被重刻、改刻的版木，而在一些部分據
其重刻本補刻而已。
石渠閣從何處得到版木？
《月令廣義》首卷〈敘由〉有「辛丑春」、「秣陵陳邦泰校梓」。得知原刊
本在萬曆二十九年刊刻於南京。
《通鑑紀事本末》原刻本是「巡按直隸帶管督
學鹽法監察御史黃吉士」下令刊刻的。此書亦列出 11 名淮安府、山陽縣之
官人名字。既然由直隸巡按御史帶領之下編輯出版，刊刻地點極可能是直隸，
也許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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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閣在南京展開活動而與南京出版人王世茂和其集團有來往。亦與南
京書肆共用王世茂編輯之書籍的版木。因此筆者以為，石渠閣很可能透過南
京出版界人際關係獲得這些重刻版木。
35

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一書裡有介紹石渠閣印本《本草綱目》。 書
上只有一張封面圖片，其上刻有「石渠閣重訂江西∕本草綱目全書∕梅墅煙
蘿閣」
。渡邊幸三說此書是之前在江西編輯出版的《本草綱目》之重印本。南
京出版界有王世茂、與王世茂有提攜關係的周氏等不少江西人。因此筆者以
為，此本也有可能是石渠閣透過王世茂集團的交友圈得來的。但筆者尚未有
機會翻閱此書，無法進一步分析。

˝ăඕᄬĈГኘϮറᅦྃגώĮͪ⤏็į
如上所分析之石渠閣重印本、補刻本的狀況正符合石渠閣補刻本《水滸
傳》之種種特徵。
《彙書詳註》、《山堂肆考》書上有至少兩次石渠閣所補刻之痕跡。《水滸
傳》亦能認出至少兩次補修。得知銷售優良之書就算版木相當破損，也加以
最少程度的補修而繼續重印，是石渠閣的經營方針。我們上面已以《通鑑紀
事本末》為例確認，石渠閣很可能原則上謹慎保持補刻之前的文本。
綜合本文分析筆者推斷，正如其他石渠閣重印、補刻本一般，《水滸傳》
也原先有萬曆原刻本，由於銷售良好，後來又被覆刻、（也有可能部分重刻）
出版。石渠閣透過南京交流圈獲得其版木，而將部分版木替換為補刻版。此
時為證明保持原文，補刻葉上刻下補刻標誌。
這個推測也符合明代後期江南地區通俗小說出版狀況。
上原究一指出，萬曆三十至四十年代出現版本上有共同特點的「李卓吾
評本」《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這裡所說的李卓吾評本《水滸
傳》是容與堂本。李卓吾批評《西遊記》之文本來自萬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
36

刻本。 就《三國演義》中川諭已做仔細的研究。萬曆十九年金陵萬卷樓出

-----------------------------------------35 （日）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
（大阪：杏雨書屋，1987）。
36 （日）上原究一，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の版本について〉
，《日本中國學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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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
（周曰校本）和稍微晚出的《新
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夏振宇本）是據同一種版本所製作
37

的。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有四種，其中建陽吳觀明本是萬曆三十年
38

前後或稍晚刊行的現存最早刊本。 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與夏振宇
39

本關係最為密切，且《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比夏振宇本成書更晚」。

雖然周曰校本和李卓吾評本之間沒有直接繼承關係，但其文本的確有密切關
係。總之，不管《三國演義》還是《西遊記》
，都先有萬曆二十年左右的南京
刊本，萬曆三十年以後出現受到其影響之李卓吾評本。唯有《水滸傳》尚未
發現這種南京刊本。石渠閣補刻本之原本極可能與南京有關，且其文本與容
40

與堂本幾乎一致，12 行 24 字行款亦與南京刊本《西遊記》一致， 滿足條
件。
石渠閣補刻本中不帶補刻標誌的版面，有的印得相當清楚，也有的頗為
模糊。這種狀況亦與《通鑑紀事本末》相同。如上所述，鬱藏版《通鑑紀事
本末》亦有可能留有些覆刻之前的原版。《世說新語補》亦如此。因此，《水
滸傳》版木或許不是全面覆刻版，其中也可能留有一些原版。若是如此，石
渠閣補刻本中破損最嚴重的部分才是未被覆刻版所替換而從萬曆年間流傳下
來的原版。
《水滸傳》亦有些沒有補刻標誌的補刻葉。筆者認為，那麼謹慎的刻下「石
渠閣補」標誌的書肆，不太可能突然更改版面、字體而不加標誌。而且《水
滸傳》封面與其他石渠閣印本不同，沒有「梅墅石渠閣」字樣，也沒有「石
渠閣」印章。由此筆者推測，石渠閣重印後，其版木轉到他家而又被加以修
補，現在的封面是這家書肆所附上的。封面既然不是石渠閣的，封面和卷首
所說的李卓吾批評的謊言亦當視為這家書肆所妄加的。以封面、卷首的欺騙

-----------------------------------------63 (2011.10): 110、121。
37 （日）中川諭著，林妙燕譯，
《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第二章〈二十四卷系統諸本的相互關係〉，頁 48-52。
38 同上註，頁 71-75
39 同上註，頁 79。
40 上原究一，〈世德堂本「西遊記」版本問題の再檢討初探：他の世德堂刊本小說．戯
曲との版式の比較を中心に〉，《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12(2009.2):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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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為由懷疑石渠閣補刻的準確性，未免不妥當。
總結本文討論，石渠閣補刻本《水滸傳》之來源，有可能也是容與堂本
之底本。底本為 12 行 24 字，容與堂本將行款改為 11 行 22 字，又加上李卓
吾評語。另外，有家南京書肆沒有將之加以很大改造、保留原來款式覆刻出
版。或許不是全面覆刻，而留下一些原版。之後，此一套版木轉讓到石渠閣。
石渠閣把磨損嚴重的部分重新補刻替換。此時石渠閣很可能沒有參照他本，
只憑原本進行補刻。石渠閣之補刻有兩次。由於字體之別，康熙五年可能是
第二次補刻。後來版木又轉移到其他書肆手上後印出的才是現存石渠閣補刻
《水滸傳》。
石渠閣補刻本《水滸傳》雖然不是最早一百卷《水滸傳》原本，但很有
可能保留萬曆年間南京出版、稍早於容與堂刻本的《水滸傳》之面貌，甚至
有可能保留有一些以萬曆原版所印之葉面。我們研究早期《水滸傳》版本時，
還是不能完全忽略此本。不過，我們還需要仔細比對各種一百回文本，其結
果和本文分析結合後，才能得出最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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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ne Canal Pavilion Printing House and Its
Repaired Edition of Shuihu Zhuan
Araki Tatsuo

Abstract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石渠閣補刻 Shiquge) Repaired Edition of
Shuihu zhuan (水滸傳 The Water Margin) is a text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re has long been intense debates
surrounding this text’s position on Shuihu zhuan’s family tree, but scholars
have yet to reach any consensus. The text does not carry any information that
would allow us to infer when, where or by whom it was published, other than
the characters “石渠閣補刻” printed on several of the pages.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s publications, therefore, were chosen as the entry point for research.
This essay contends that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 was in fact a bookshop
belonging to the Jiang 蔣 family of Jurong 句容 during the late Ming. Jiang
Shiji 蔣時機, who founded the bookshop, was at that time involved with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of Wang Shimao 王世茂,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Jinling 金陵 publishing trade. Wang initially entrusted Jiang
with editing and carving woodblocks, and examples of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s recarved and repaired editions can still be seen today.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Jiang, being based in Jinling and on good terms with Wang was
able to use these connections to purchase the woodblocks of pre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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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books, as well as the rights to reprint or repair them. From 1661
onwards, many books were edited, carved, printed, and sold by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 entirely in-house. Despite this, by the Qing dynasty one of the
mainstays of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s business was still recarving and
repairing woodblocks of old editions of books made by other bookshops. This
essay thus conjectures that the Stone Canal Pavilion Repaired Edition of
Shuihu zhuan, too, had been previously carved by another Jinling bookshop
very likely in or before 1620. Indeed we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epaired Edition might have retained some unrestored woodblocks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Keywords: Shuihu zhuan 水滸傳 editions, Stone Canal Pavilion 石渠閣,
Jinling 金陵, publishing t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