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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宋施元之（生卒年不詳）、施宿（?-1213）父子，以及顧禧（生

卒年不詳）合註的《施顧註東坡詩》，為第一部為蘇軾（1037-1101）

詩作編年註釋的著作，刊行於寧宗嘉定六年（1213）。此書如今只存

殘本，其中翁方綱（1733-1818）收藏過的版本，除了兩卷「和陶詩」，

大部分典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 

本文考察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的鈐印、題記，以及圖

繪，補充修訂前說，梳理此書的遞藏脈絡，闡發後人對此書的踵事增

華。此書的題記和圖詠歷十八世紀至 1940 年代，故可由之管窺期間

詩學演變之一端。 

    筆者研究指出：自十八世紀，詩的註解者有凌駕詩人之勢。註解

者的詮釋話語塑造出詩人形象，較詩作內容更能深入人心。詩集的流

傳過程中，經由儀式化的活動和視覺審美的傾向，達到物質性與精神

性相輔相成的結果。 

關鍵詞：蘇軾、翁方綱、施顧註東坡詩、詩學、善本 

                                                 
* 本文初稿寫於 2013 年 4 月。感謝兩位匿名審查教授審閱拙文，給予肯定，並提出寶貴建議，

促使本文修訂完成。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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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蘇軾一生創作了兩千七百多首詩篇。這些作品是詩人文思泉湧的

藝術結晶，也是才學豐贍的智慧成果。要讀懂蘇軾詩作的內容，並不

是一件簡單的事；蘇軾作品廣受喜愛，卻解讀不透，於是便有賴於註

解疏通。 

    中國傳統的註釋之學大多集中於經書、歷史和哲學思想，而且主

要註釋古人的著作。宋代的出版、閱讀和學術興趣，使得註解同時代

人文學作品的風氣蔚為一盛；其中，註解蘇軾詩的著作 多。根據學

者統計，宋人注釋宋詩者有三十五種，這三十五種著作裡，有十七種

是蘇軾詩的註本，1 可見當時人對解讀蘇軾詩下了許多功夫。 

    流傳至今，宋人註解蘇軾詩存有三種類型：2 

    一是集註。如《集註東坡先生詩前集》。此書纂輯人不詳，大約

刊行於南宋高宗朝。今存四卷宋刻殘帙，為五註與十註拼合本，藏於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二是分類註。如舊題王十朋（1112-1171）《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

東坡先生詩》。此書依詩作內容分類編次，並集錄多家註解，今存二

十五卷，於南宋中葉出版後風行一時，流傳較廣，有多部宋刻本存世，

日本和朝鮮也有翻刻本。 

    三是編年註。如施元之、施宿父子及顧禧合註，傅穉手寫上板的

《施顧註東坡詩》（圖 1）。此書依蘇軾詩的寫作時間編次並註解，刊

行於南宋寧宗嘉定六年，3 當時施宿任職淮東倉司，所以又稱「淮東

                                                 
1 王友勝，《蘇詩研究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7。 
2 詳參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 
3 《施顧註東坡詩》自清代以來一般舊說為嘉泰年間刊刻，鄭騫教授已辨其非，詳參〔宋〕

施元之、顧禧、施宿合註，鄭騫、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臺北：藝文印書

館，1980 年），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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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司刊本」。全書共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為編年詩，卷四十收翰林

帖子及遺詩，不編年。卷四十一和四十二為追和次韻陶淵明詩作的「和

陶詩」。 

    陸游（1125-1210）曾經於南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為施宿寫

作〈施司諫註東坡詩序〉，其言曰：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

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

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

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

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

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

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

當著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

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

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

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

蓋幾可以無憾矣。4 

    陸游所未能完成的註解東坡詩工作，有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及

顧禧合力完成，頗受陸游讚許。這部鉅著在陳振孫（1183-1262）《直

齋書錄解題》著錄為《註東坡集》，陳振孫附和陸游的看法，認為註

解東坡詩很難，肯定此書的貢獻：「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

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5 

                                                 
4 ［宋］陸游，〈施司諫註東坡詩序〉，《渭南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宋集珍本叢

刊》據宋嘉定刻本影印），冊 47，卷 15，頁 144。 
5 ［宋］陳振孫，〈注東坡集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674，卷 20，頁 6 下，總頁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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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宿在《施顧註東坡詩》的序文中，說明其父的撰作動機云：「東

坡先生詩，有蜀人所註八家，行於世已久。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

遂因閒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 

    施元之字德初，吳興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乾道二年

（1166）除祕書省正字，累官國史院編修、左司諫。乾道七年（1171）

任衢州刺史，繼知贛州，卒年未詳。在衢州任上，施元之便留意刻書，

刊刻過蘇舜欽的《滄浪集》十五卷等書。 

    顧禧字景藩，又作景蕃，吳郡人。少年任俠，及長發奮讀書，畢

生未仕。工詩文，以著書終老。 

    施宿字武子，繼承家學，紹熙四年進士，慶元初知餘姚縣，後通

判會稽，作《會稽志》。嘉泰間以朝散大夫提舉淮東常平倉。施宿留

心金石，廣搜碑帖名帙，尤其注意東坡相關碑刻帖文，援以註解東坡

詩。《施顧註東坡詩》的詩題和詩句下註，由施元之完成，顧禧助之。

題左註文則出自施宿，施宿並編有《東坡年譜》。 

    手寫上板的書家傅穉，字漢孺，湖州人。善寫歐陽詢體字，家藏

有黃庭堅岳父謝景初（師厚，1019-1084）的名作，與陸游過從，陸

游曾為傅穉作〈跋謝師厚書〉6 及題詩。 

    由於施宿以公款刊刻《施顧註東坡詩》，後來被彈劾，其時施宿

已經去世，又被抄籍。直到嘉定十五年（1222），施宿女兒上書自陳，

始還官。 

    施宿的遭遇直接影響《施顧註東坡詩》的流傳，此書隱而不彰五

十年後，景定三年（1262），鄭羽見到受損的《施顧註東坡詩》板片，

補修其漫漶模糊之處，重新印行，是為景定補修本《施顧註東坡詩》。 

    景定補修本《施顧註東坡詩》目前存世的有三十二卷殘本（另目

錄一卷）。此書舊藏怡親王府，同治十年（1871）歸翁同龢（1830- 

                                                 
6 ［宋］陸游，〈跋謝師厚書〉，《渭南文集》，卷 29，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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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臺灣藝文印書館曾經向翁同龢五世孫翁萬戈（1918-?）借得，

依原書影印，於 1969 年出版，題為《宋刻施顧注蘇詩》。2000 年上

海圖書館自翁萬戈處購藏原書。2004 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 

    原刊的嘉定本《施顧註東坡詩》有錢謙益（1582-1664）絳雲樓

藏全本，可惜已燬於順治七年（1650）。目前存世者有三個版本。 

(1) 四卷殘本。繆荃孫（1844-1919）舊藏，後歸劉承幹（1881 

-1963）「嘉業堂」，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2) 《 和 陶 詩 》 二 卷 。 季 振 宜 （ 1630-? ） 舊 藏 ， 經 馬 曰 琯

（1687-1755）、周錫瓚（1742-1819），至黃丕烈（1763-1825）

「陶陶室」，7 後歸楊紹和（1830-1875）「海源閣」，再歸周

叔弢（1891-1984）。1952 年周叔弢捐贈北京國家圖書館。 

(3) 翁方綱舊藏本。此本曾於清末遭火患，部分焚燬，又名「焦

尾本」。因歷代收藏者以翁方綱擁有此書時間 長，影響

大，故本文以此名之，簡稱「翁藏本」。翁方綱舊藏本在袁

思亮家火患後分散，現分存兩處：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全書十

九卷、卷十四的三分之一，以及目錄下。北京藏書家韋力「芷

蘭齋」藏《和陶詩》。 

    《施顧註東坡詩》有傅穉的俊秀書蹟，四十餘位木刻工的精細匠

心，刻工姓名餘存，全書雅致美觀，被稱譽為「宋槧之殊絕者」。即

使一度沈寂，在蘇軾詩的種幾註解本裡不如舊題王十朋集的《王狀元

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散布和複製廣，卻對清代人研讀和註解蘇

軾詩影響很大，邵長蘅（1637-1704）、查慎行（1650-1727）、翁方綱、

                                                 
7 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題作「北宋板陶集二本」。［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清光緒十年［1884］吳縣

潘祖蔭滂喜齋硃印本），冊 6，卷 5，頁 25-26。［清］黃丕烈，《求古居宋本書目》，收入賈

貴榮、王冠輯，《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1918 年湘潭

葉氏觀古堂〔葉德輝〕刻本），冊 1，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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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應榴（1740-1800）、王文誥（1764-?）、沈欽韓（1775-1832）等人

的蘇軾詩註解都得力於此書。8 換句話說，對於《施顧註東坡詩》的

重新重視，加以刊版、刪削、補注和修訂等工作，是促成清代註解蘇

軾詩風氣大盛，掀起研究熱潮的契機。 

    臺灣藝文印書館於 1980 年印行《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由鄭騫

（1906-1991）教授、嚴一萍（1912-1987）先生編校。此書匯集翁萬

戈藏景定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翁方綱舊藏本，以及日本京都大學小

川環樹（1910-1993）、倉田淳之助（1901-1996）等學者所輯《蘇詩

佚註》之內容，是當時 為完整的《施顧註東坡詩》。 

    《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中有鄭騫教授〈宋刊施顧註蘇軾詩提

要〉，以及屈萬里（1907-1979）教授〈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

東坡先生詩〉，對於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的出版情形、歷

代著錄、遞藏過程等等的研究厥功甚偉。筆者不惴淺陋，在前賢的成

果基礎上再接再厲，發現仍有值得增補修訂之處，故作本文以就教於

方家。 

    本文考察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的鈐印、題記，以及附圖，此

三者之規模和形態受翁方綱影響 鉅，除了兩卷「和陶詩」，此書存

世部分皆於 1940 年代歸今臺灣國家圖書館，故可由之管窺十八世紀

至 1940 年代詩學演變之一端。 

 

二、暫得於己 

 

    重新重視《施顧註東坡詩》，與明清以來收藏宋版書的好古風尚

有關。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其中「幾無隙地」的鑑藏印

章、豐富的觀覽題記、增添閱讀多元趣味的繪畫，見證了遞藏的歷史

                                                 
8 詳參曾棗莊、衣若芬等著，《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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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賞玩的經過。從這些停留書間的跡履，我們可以釐清歷任收藏者的

身份，明瞭這部書從「文學讀物」到「古籍文物」，再到遭遇損毀、

蟲蝕、霉爛、火患而倖存之「天祐神物」的流轉過程。 

    鄭騫教授〈宋刊施顧註蘇軾詩提要〉整理此書的遞藏情形，筆者

結合新發現的材料和相關史實，歸納此書自明朝至今可考的收藏者大

致的次序，簡表如下： 

 

收藏者 收藏時間 鈐印／備註 

吳寬

（1435-1504） 
不詳 「延州來季子後」印 

安國

（1481-1534） 
不詳 

「大明錫山桂坡安國民太氏

書畫之印」 

毛晉

（1599-1659） 
不詳 

「汲古閣」、「毛氏子晉」等

印 

宋犖

（1634-1713） 

康熙三十七年

（1698）五月 

「商丘宋犖收藏善本」印／

購自吳中 

納蘭揆敘

（1674-1717） 

康熙四十四年

（1705）四月 

「謙牧堂藏書記」等印／購

自宋犖 

翁方綱

（1733-1818）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十二月十

七日 

「覃谿」、「蘇齋」等印／購

自北京，値十六金 

葉志詵

（1779-1863） 
1818 年或稍後 「葉志詵」印 

吳榮光

（1773-1843） 
道光六年（1826）

「荷屋」、「坡可菴墨緣」等

印／收藏年根據潘世恩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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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仕成

（1804-1873）9 

道光十七年

（1837） 

「子韶審定」、「藏之海山僊

館」等印／收藏年根據潘仕

成自題 

葉名澧

（1811-1859） 
1847 年後 「漢陽葉氏存書」印10 

鄧振瀛

（1881-1963）11 
1900 年前  

洪志東（生卒年

不詳）12 
1900 年前  

袁思亮

（1879-1939） 

光緒末年，1908

年前 

「剛伐邑齋」、「蘉菴」等印

／值三千金 

蔣祖詒

（1902-1973） 
1937 年 2 月以前 「蔣祖詒」印 

張珩

（1915-1963） 
1937 年 6 月以前 「葱玉」、「希逸」等印 

中央圖書館 約 1943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印。

另《和陶詩》原陳清華收藏，

有「郇齋」、「祁陽陳澄中藏書

印」。今由韋力收藏。 

 

    一般認為安國是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目前可知 早的

收藏者，筆者注意到在這部書的卷十二及卷二十九，有吳寬的「延州

                                                 
9 此據陳澤泓，〈潘仕成略考〉，《廣東史志》1995 年第 1 期，頁 68-76。 
10 參看俞小明，〈嘉定本《註東坡先生詩》複刻始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178 期（2013

年 10 月），頁 14-24。 
11 鄧振瀛生卒年一作 1883-1958 年。 
12 未詳此人為收藏者還是出售此書的掮客。又，鄭騫先生於袁思亮和蔣祖詒之間置潘宗周

（1867-1939），考潘宗周收藏的宋本蘇軾著作為大字宋刊本《東坡集》四十卷，以及《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而非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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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季子後」印（圖 2）。吳寬字原博，號匏庵。直隸長州（今江蘇蘇

州）人。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侍

講東宮。孝宗即位，遷左庶子。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吳寬詩文書法

俱佳，書法學蘇軾，有「行書蘇軾雪詞卷」（香港藝術館虛白齋藏），

並收藏有蘇軾的「楚頌帖」、「醉翁操」等書蹟，善加臨摹。沈周

（1427-1509）「辛夷墨菜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吳寬題跋下，

也有同樣的印章（圖 3）。13 

    「延州來季子」即季札，季札封延陵，錢穆《史記地名考》云：

「『陵』、『來』雙聲，故發聲成『州來』；『延州來』即『延陵』。《左

傳》三言『延州來』，不言「延陵」；《史》、《漢》僅言『延陵』，不言

『延州來』，明『延州來』、『延陵』是一非二。」14 吳寬自稱季札後

人，有追慕前賢之意。 

    吳寬也是藏書家，「延州來季子後」印證明翁方綱舊藏本《施顧

註東坡詩》曾經是吳寬的藏品，時代早於安國。 

    安國字民泰，號桂坡，人稱「桂坡公」，經商致富，好收藏古籍

書畫和鐘鼎彜器，並從事活銅字印刷，以「桂坡館」為名，出版家藏

古籍。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有多處安國的鈐印「大明錫山

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之印」。 

    毛晉初名鳳苞，字子九，號潛在，更名晉，字子晉，江蘇常熟人，

為明代著名藏書家和出版家。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上的毛

晉鈐印有「汲古閣」、「毛氏子晉」、「望松風居」、「汲古主人」、「毛晉

私印」、「子晉」等等，幾乎見於各卷的卷題下方。 

                                                 
13 此印亦見於吳寬「行書種竹詩卷」（1494 年），見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頁 457。又見於吳寬行書「詩翰冊」（1501 年）等。本文印章

之判讀辨識參看林申清編著，《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年）。王志

敏、閃淑華，《中國的印章與篆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等書。 
14 錢穆，《史記地名考》（香港：太平書局，1962 年），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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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晉收藏《施顧註東坡詩》時已經是殘本，吳騫（1733-1813）《拜

經樓詩話》云： 

宋牧仲在吳中，得宋刻施注，蓋是琴川毛氏藏本，中缺數卷，

屬邵長蘅補注而刊之，人頗譏邵之妄，〔……〕當時惟琴川錢

氏有足本，毛子晉每欲借鈔補全，靳而不予，後遂付之祝融，

世間竟不聞有全本矣。15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別號綿津山人，晚號西陂老人，河南商丘

人，為康熙年間詩人、書畫家及藏書家。一般依宋犖〈刊補施注蘇詩

序〉認為宋犖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16 於吳中購得《施顧註東坡詩》，

根據顧嗣立（1665-1722）《閭丘先生自訂年譜》，康熙三十七年（1698）

五月「宋中丞購得施宿注蘇東坡詩，多殘缺失次，亦命余校補」，17 可

知其確切時間。此書中有宋犖「商丘宋犖收藏善本」印。 

    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納蘭揆敘自宋犖處購得《施顧註東

坡詩》。18 納蘭揆敘一作姓納喇，字凱功，號惟實居士，滿洲正黃旗

人。康熙時重臣納蘭明珠（1635-1708）次子。累官至左都御史。卒

諡文端。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中有其「謙牧堂藏書記」、「兼

                                                 
15 ［清］吳騫，《拜經樓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百部叢書集成》據吳氏自刊本

影印），初編第 40 輯，卷 1，頁 17b。 
16 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記為康熙三十八年或稍早，見［清］宋犖，〈刊補施注蘇

詩序〉，收入〔宋〕施元之、顧禧、施宿合註，鄭騫、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

頁 30。 
17 ［清］顧嗣立，《閭邱年譜》，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冊 1，頁 289。劉萬華，《宋犖年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 年）。劉萬華，〈宋犖事蹟徵略（中）〉，《商丘師範學院學報》

2009 年第 7 期，頁 18-24。 
18 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記為康熙五十四至五十六年（1715-1717）之間，見［清］

宋犖，〈刊補施注蘇詩序〉，收入〔宋〕施元之、顧禧、施宿合註，鄭騫、嚴一萍編校，《增

補足本施顧註蘇詩》，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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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堂書畫記」印。其《益戒堂詩集》中有詩詳細敘述繼宋犖之後收藏

此書之事。 

飛空仙人厭蓬壼，遊戲下作眉山蘇。興酣落筆有元氣，廻斡造

化吞江湖。辭雄義密援據博，讀者豈易探根株。俗傳王註多假

託，穿鑿附會欺庸愚。吳興司諫抉天奧，磨丹閉戶窮朝晡。景

蕃該洽助商訂，（自注：陸放翁《施注蘇詩》序：司諫公以絕

識博學名天下，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四十二卷同瑤瑜。

天荒地老歲華改，鼠齧蠹蝕塵泥汙。公安得此嘉泰本，篇帙雖

缺神敷腴。殷勤補綴付剞劂，膏澤要使均沾濡。獨留舊本自吟

賞，豈散鱗爪藏驪珠。忽然惠我意安在，勉以文字相嬉娛。嵇

康疏懶學久廢，往蹟尚可談其麄。先生數奇困讒口，備歷患難

投艱虞。遺文何罪遭禁錮，良玉豈憚經洪爐。寧期曠世有知己，

笠屐靜對真形圖。（自注：中丞購得東坡先生《笠屐圖》，自題

其後。）寸縑尺蹏費捃摭，零落幸免拋榛蕪。春風水國花事好，

輕舠遠涉東南隅。新蒭既醉吳市酒，異味行啖松江鱸。更驚秘

簡落吾手，喜極不盡狂歌呼。辱公期望恐難稱，大愧識字耕田

夫。擕歸留作最後供，古香繞座無時無。19 

    翁方綱字覃谿，號蘇齋，為清代 積極蒐集蘇軾相關文物，進行

考證研究的學者詩人。翁方綱於北京以十六金獲得《施顧註東坡詩》

20 的時間，在此書的自題跋中有明確記載，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

                                                 
19 ［清］納蘭揆敘，〈宋中丞牧仲以宋本施註蘇詩見惠賦此奉謝〉，《益戒堂詩後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據清雍正二年［1724］謙牧堂刻本影印），冊

236，卷 1，頁 206。 
20 見［清］凌廷堪，〈宋漫堂中丞重雕宋本施注蘇詩乃邵青門所改竄者原本殘轉斷爛僅十之七

中丞裝標藏篋自他山所見影寫本後世久不知有真鼎乾隆癸巳翁覃溪師以十六金得之燕市舊

題曰注東坡先生詩欸書吳興施氏吳郡顧氏有毛子晉及宋中丞印始知世所行者非真也癸卯二

月出以見示命廷堪作詩題於後〉，《校禮堂詩集》，收入嚴一萍選輯，《方域類安徽叢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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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在此之前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八日，翁方綱

購得蘇軾的書蹟「天際烏雲帖」，自號曰「蘇齋」；收藏《施顧註東坡

詩》後，題其室名曰「寶蘇室」。翁方綱畢生珍藏此書，攜至任上，

留下 多題記和鈐印，除其「覃谿」、「蘇齋」、「蘇齋墨緣」、「詩境」、

「雨香齋」、「小蓬萊閣」、「寶蘇室」諸印，還有其職銜如「主考兩江」、

「內閣學士內閣侍讀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印等。尤其特殊的是，在卷

四有「提督江西學政關防」、卷七有「鴻臚寺印」漢滿文合印。21 此

外，蘇齋弟子因翁方綱之因緣，也留下鈐印，例如卷三便有魯嗣光

（1768-1799）的「魯嗣光」、「習之」、「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印。

吳嵩梁（1766-1834）「吳氏子山」、「嵩梁」印。張塤的「張塤審定」

印等。 

    翁方綱之子先前早逝，1818 年翁方綱去世後家門零丁，僅存五

歲外孫王引達，蘇齋弟子葉志詵為翁方綱發唁文，處理後事，《施顧

註東坡詩》歸葉家。早在嘉慶十七年（1812），葉志詵便隨父親葉繼

雯在蘇齋拜觀過此書，書有題記。此書各卷右下角有「葉志詵」印。

一說葉志詵之子葉名澧（1811-1859）繼承此書，22 鄭騫教授置葉名

澧收藏此書於潘仕成後，依名澧之生卒年及吳榮光、潘仕成之收藏年

份，較為可信，且據潘仕成題記時代 晚者為 1847 年，名澧當於 1847

年後收藏此書。葉志詵印之位置固定，不似吳榮光、潘仕成印之略無

章法，可能葉志詵鈐印在先，後者只能尋隙地留印。又，前云吳嵩梁

等蘇齋弟子的印章只見於卷三，此書卷一和卷二不存，卷三即此書殘

                                                                                                              
十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原刻景印叢書精華》本），卷 4，頁 13。［清］翁方

綱，〈買得蘇詩施注宋槧殘本即商丘宋氏藏者〉，《復初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冊 1454，卷 11，頁 452。 
21 翁方綱於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1786-1789）提督江西學政。嘉慶四年（1799）左遷鴻

臚寺卿。 
22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硏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

国書刊行会，1975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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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內文首頁，而葉志詵印多見，可知當為收藏者。 

    吳榮光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榮，號荷屋、可庵，別署拜經

老人，廣東南海人。吳榮光經阮元（1764-1849）結識翁方綱，時間

大約為嘉慶九年（1814），與翁方綱過從頗密，其收藏書畫碑帖多得

翁方綱題跋。23 吳榮光獲得《施顧註東坡詩》的時間見於潘世恩題記：

「荷屋于道光丙戌，得宋槧顧施注蘇詩善本」。吳榮光模仿翁方綱鈐

蓋官印，此書卷十有漢滿文合印「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24 另

有「兩浙使者」、「撫楚使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聽雨樓」、「荷

屋」、「吳榮光印」、「坡可菴墨緣」、「吳氏筠清館所藏書畫」等印。 

    潘仕成，字德畬，25 祖籍福建，世居廣東，為十三行富商，雅好

收藏，曾編輯所收古今善本為《海山仙館叢書》。據《施顧註東坡詩》

潘仕成題記，可知其收藏此書時間。此書有「仕成」、「潘氏德畬珍賞」、

「得句軒」、「子韶審定」、「藏之海山僊館」、「嶺南潘氏寶琴齋珍藏書

畫之印」等。1873 年「海山仙館」遭查抄，不久潘仕成故去。 

    《施顧註東坡詩》不知何時入鄧振瀛之手。鄧振瀛，字詩盫，湖

北江陵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善詩詞。據王同愈（1855-1941）和丁

國鈞（?-1919）記，1900 年在荊州時，曾有「學官洪志東攜來求售」，

「索值八百金」，26 王同愈與此書失之交臂，後此書即歸袁思亮。洪

志東生平不詳，可能是鄧振瀛之後的收藏者；也可能是代鄧振瀛出售

                                                 
23 吳榮光著有《辛丑銷夏記》，收藏有蘇軾題文同（與可，生卒年不詳）墨竹，翁方綱為其命

名為「坡可菴」。並收藏過蘇軾「成都西樓蘇帖」。因受翁方綱影響，吳榮光善學蘇軾行書，

時稱「爛蘇體」。參看周利鋒，《吳榮光書法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美術學專業碩士論文，

2009 年）。 
24 吳榮光於道光十七年三月補授福建布政使，見［清］吳榮光，《吳榮光自訂年譜》（臺北：

文海出版社，1971 年），頁 38。 
25 同時代另有一位潘德輿（1785-1839），字彥輔，號四農，江蘇山陽人，有《養一齋集》。 
26 顧廷龍，〈讀宋槧蘇詩施顧注題跋鈔記〉，《顧廷龍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2 年），頁 5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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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的掮客。 

    袁思亮，字伯夔，著有《蘉菴詞》。據吳昌綬（約 1867-?）云：「湘

潭袁思亮伯夔購此書，不數年，其家火發，大半被燼，所餘者數冊耳。

袁頗收書，重此為三千金所得，存其夫人室中，遂獨焚毀。」27《施

顧註東坡詩》遭火患的時間，據書中題記，陳衍等人於 1908 年聚會

袁思亮宅，當時書仍完好，故知當遭祝融於 1908 年後。此書有袁思

亮「剛伐邑齋」、「蘉菴」等印。 

    蔣祖詒和張珩都說自己修復裝裱過袁思亮冒死搶救，劫後餘生的

《施顧註東坡詩》。28 蔣祖詒，字穀孫，浙江湖州人，其父汝藻

（1877-1954）即為藏書家，名書齋「密韻樓」。張珩，29 字葱玉，又

字希逸，為浙江湖州南潯富豪收藏家張石銘（1871-1927）之孫。30 

1937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2 日，蘇州舉行「吳中文獻展覽會」，蔣祖

詒出示《施顧註東坡詩》參展。約莫在那之後不久，此書歸張珩韞輝

齋，見於此書張珩題記。31 此書鈐張珩「葱玉」、「希逸」等印。 

    由張宗祥（1882-1965）書於 1943 年的題記可知，約莫在那年或

隔年，張珩將此書捐贈中央圖書館。當時蔣復璁（1898-1990）為第

一任館長，負責接收。此書鈐「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印，1949 年

後，書隨國民政府遷至臺灣。 

    《施顧註東坡詩》經火患後又損燬八卷，本來不知下落的《和陶

                                                 
27 同前註。 
28 屈萬里，〈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東坡先生詩〉，見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

參考資料彙編》，收入〔宋〕施元之、顧禧、施宿合註，鄭騫、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

顧註蘇詩》，頁 54、56。 
29 屈萬里〈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東坡先生詩〉一文中，「張珩」作「張澤珩」。同前

註，頁 54。 
30 張南琛、宋路霞，《張靜江、張石銘家族──一個傳奇家族的歷史紀實》（重慶：重慶出版

社，2006 年）。 
31 1937 年張珩題曰：「余得此書於湘潭袁氏，時經火厄，斷亂零落，猶幸不盡為六丁取去。因

屬善工，裝治年餘始竣。藏之韞輝齋中，並題歲月。丁丑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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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近年得知由陳清華（1894-1978）收藏。陳清華，字澄中，湖南

祁陽人。《和陶詩》有「郇齋」、「祁陽陳澄中藏書印」，今在韋力先生

處。 

 

三、幸增眼福 

 

    以上由《施顧註東坡詩》的收藏流傳過程，可知自明代以來此書

數度易主，鈐蓋累累印章。即使並非書主，受邀觀覽此書的人，用張

維屏題此書之語，的確是「幸增眼福」。《施顧註東坡詩》的題記作者，

僅就筆者寓目所及估計，姓名可考者便有七十餘人，32 題記約 121

百則，其中年代 早者為宋犖，33 晚者為 1944 年沈尹默（1883- 

1971）題，時代跨越約兩百五十年。題寫數量 多者要數翁方綱，至

少有二十四則。這些題記「書於磁青紙護葉者則以金液、銀液，書於

副葉者則以墨。」34 記錄了此書的基本形製、觀覽的時間、人物及相

關活動，內容大要有三方面： 

 

（一）本來面目 

    毛晉收藏時已經不全的《施顧註東坡詩》，具體殘缺樣態不詳，

宋犖記錄了當時僅存「目錄下」以及內文三十卷。並以「施注蘇詩」

名此書。翁方綱得到的「殘本四函」卅一册，是經宋犖裝裱過，各函

為：「存目一卷，詩三十卷。目下、詩卷三、四、七、十、十一、十

                                                 
32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題記作者中，有兩位朝鮮燕行使臣：申緯（1769-1847，題於 1812 年）

和沈象奎（1766-1838，題於 1813 年），他們於翁方綱處觀覽此書。 
33 顧廷龍，〈讀宋槧蘇詩施顧注題跋鈔記〉，《顧廷龍文集》，頁 514-518。 
34 屈萬里，〈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宋刊本注東坡先生詩〉，見鄭騫，《宋刊施顧註蘇東坡詩提要

參考資料彙編》，收入〔宋〕施元之、顧禧、施宿合註，鄭騫、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

顧註蘇詩》，頁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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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七卷為第一函；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此八卷為第二函；廿一、廿二、廿四、甘五、廿七、廿八、廿

九、三十，此八卷為第三函；卅一、卅二、卅三、卅四、卅七、卅八、

四十一、四十二，此八卷為第四函。」35 

    許多題記的作者都提到了此書自安國、毛晉、宋犖而至翁方綱的

傳藏脈絡。關於此書的刊行時間，宋犖、納蘭揆敘、翁方綱、葉觀國

（1720-1792）、張塤、潘仕成都依據陸游序文，認為是嘉泰年間。翁

方綱考察了此書避南宋帝王名諱而刻意闕筆的情形，並羅列施元之、

施宿父子的生平史料事蹟，以求深入掌握此書的出版背景和編註分

工，指出：「書中句解是元之筆，詩題下小傳低數字，乃武子補注。」

還次韻陸游為手寫上板此書的傅穉所作之詩。桂馥（1736-1805）則

考察出施元之的先祖，明末殉國忠臣施邦曜即其後人。翁方綱稱此書

為「蘇詩施顧注」，不滿宋犖只提施姓父子，不言顧禧；吳榮光考察

出顧禧不但和施姓父子合註蘇詩，還註過東坡詞。 

    強調顧禧之功，主要由於宋犖主持此書的刪補工作，重新出版時

仍以「施注蘇詩」稱新鐫本，既有混淆視聽之嫌，又不提顧禧之名。

顧蒓（一作「蓴」）（1765-1832）為此不平，云：「景蕃隱君子，閇門

遺世榮」。 

    《施顧註東坡詩》原有四十二卷，宋犖有感此書「多殘缺失次，

命邵長蘅、顧嗣立等校補之」，1699 年〈刊補施注蘇詩序〉成，宋犖

云： 

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于

江南藏書家，第缺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

之芟複正訛，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

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

                                                 
35 顧廷龍，〈讀宋槧蘇詩施顧注題跋鈔記〉，《顧廷龍文集》，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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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之注。 

    可知參與補訂註解者包括邵長蘅、顧嗣立、宋犖的長子宋至

（1655-1725），以及馮景（1652-1715）。翁方綱批評道： 

吳興施氏，吳郡顧氏，今相沿稱「施注」，而不知有顧久矣！

〔……〕是本曾藏錫山安氏，又在常熟毛氏汲古閣，後乃為商

邱宋中丞所得。今商邱刻本題曰：「施注蘇詩」，而其實是毗陵

邵長蘅所剛補，前後移易改竄，就以趣成一書耳。每憾中丞當

日何不依此書式，重摹鋟木，隨其行數闕之，如勒古帖之法，

則其補注別為卷以附於後，可也。今徒使邵、李、馮三氏之注，

雜然冒施氏之名，學人沿習而不知其誤。 

    顧宗泰云宋犖：「若欲點竄並塗改，汗流湜籍誰爭衡？卻笑綿津

不能守，錯紉繒繡豈老手。」張塤 1780 年的題詩，更是直指邵長蘅

等人之不當，對於顧禧之功被埋沒，寄予深切的同情： 

元祐罪人好詩格，嘉泰某年鍥成冊。注者施（元之）顧（禧）

傳兩家，小施（宿）棃棗供其役。故人窮乏來相訪，化度九成

精筆畫，（謂傅穉）寫刻四十有二卷，落莫滄桑風雨迹。倉曹

適志豈多時？毋負葡萄薦酒夕。當年禁錮轟雪霆，如此江山賸

半壁。安石元常皆何往？留得海頭一雙屐。嗟哉春夢卷中人，

屈指流年五六百。牧仲開府金閶城，繙書常會諸詩客。邵氏（長

蘅）之膽大於斗，眼對古人硬□擘。顧氏之寃寃莫訴，姓氏標

題遭棄擲。可堪寶□□□□，只許古釵存一隻。（原注：邵氏

例言，亦及景蕃；標題只言施注，何也？）人生運會本偶然，

傳與不傳皆可憐。焚香對此閒詩卷，又是風花澹沲天。題宋槧

施顧二家蘇詩注，為覃溪先生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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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長蘅等人補訂《施顧註東坡詩》，往往以舊題王十朋註文取代

施顧注，任意芟奪，頗損施顧註原貌，不僅遭翁方綱指責，查慎行《補

注東坡先生編年詩》、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王文誥《蘇詩編注

集成》都對此有所不滿。 

    或許對宋犖而言，嘉定本《施顧註東坡詩》的意義在於提供了當

時通行、舊題王十朋註本之外，以編年形式理解東坡詩的另一種閱讀

角度，因此，邵長蘅等人刊補重雕完成的新書，宋犖仍冠以「施注蘇

詩」的舊名，畢竟嘉定本人間罕見，從流通傳布的立場，這種方式不

難明瞭。新刊的《施注蘇詩》頗得朱彝尊等人的好評，也等於替嘉定

本之存世保留了資訊。 

    馮應榴等人的摘指，是就「存真」的態度，以及將學問功夫貫徹

於註解東坡詩，這一點與翁方綱並無二致。不同的是，嘉定本《施顧

註東坡詩》對宋犖的「書籍」性質，到了收藏者翁方綱手中，成為和

他蒐集的所有東坡相關文物一樣，都是「珍寶文物」，甚至帶有神聖

崇高的色彩。宋犖認為既然完整的《施注蘇詩》已經面世，讀者可以

一窺全貌（儘管有瑕疵），嘉定本可以「功成身退」，讓給有心人愛惜，

因此嘉定本在宋家未滿七年，宋犖鈐蓋相同的收藏印章「商丘宋犖收

藏善本」，記下此書殘缺狀況，便慷慨轉予友人納蘭揆敘。而翁方綱

則不然，在他有生之年，不僅攜帶此書宦遊南北，呵護備至，大量鈐

印題記，顯示擁有此書的無上喜悅與榮耀，還不吝與弟子、友人分享。 

 

（二）校異求全 

    既然藏有《施顧註東坡詩》，翁方綱發揮求知求全精神，鑽研探

究。1793 年，翁方綱聽說陸費墀（丹叔，1731-1790）藏有景定補修

本《施顧註東坡詩》。陸費墀是翁方綱舊識，36 任四庫館臣時失職，

                                                 
36 ［清］翁方綱，〈自熱河歸，瘦同、丹叔各以詩見投，次韻二首〉，《復初齋詩集》，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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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罰鉅款，家中舊藏變賣一空，可惜那時陸費墀已去世，藏書不知去

向，唯有扼腕。陸費墀是否果真藏有景定補修本《施顧註東坡詩》不

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其收藏舊題王十朋註本。乾隆五十五年

（1790）周升桓（1733-1801）曾經與陸費墀在翁方綱宅第同觀翁藏

《施顧註東坡詩》，37 周升桓留下題記，未聞陸費墀表明其家藏情形。 

到了 1797 年，翁方綱見馮應榴從友人處鈔補的數條景定本《施顧註

東坡詩》，內有蘇軾在惠州時太守方南圭（子容，生卒年不詳）的詩，

重提不知景定本《施顧註東坡詩》全書下落的遺憾，並依其韻作詩。

方南圭和循州太守周彥質（字文之，生卒年不詳）經常接濟蘇軾，協

助蘇軾在白鶴山築新居，度過侍妾朝雲去世的傷痛，蘇軾贈詩答謝。

景定本收錄了方南圭的詩： 

子容伏蒙端明尚書寵示佳章，謹次原韻：東嶺新成桃李陰，春

光日日向人深。遙瞻廣廈驚凡目，自是中臺運巧心。輪奐欲形

張老頌，宮商先聽伯牙音。料公不負南堂約，應許衰翁領客臨。 

    乾隆三十至三十一年（1765-1766），翁方綱在惠州，有模仿蘇軾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的〈初食荔支，邀諸君賦〉、38〈惠州覽古八

首〉39 等作品，還留心蒐羅蘇軾遺蹟，有〈白鶴峰蘇文忠公故居井、

思無邪齋、東新橋、合江樓、野吏亭、西新橋、六如亭、默化堂〉詩，

40 方南圭詩可補蘇軾在惠州的事蹟史料，可謂快事。翁方綱既作詩次

韻，也請方楷次韻唱和，方楷詩有「吾宗詩有南圭派，粵海秋先鄭羽

                                                                                                              
頁 616。 

37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頁 278。 
38 ［清］翁方綱，〈初食荔支，邀諸君賦〉，《復初齋集外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3，頁 14。 
39 ［清］翁方綱，〈惠州覽古八首〉，《復初齋詩集》，卷 3，頁 382-384。 
40 同前註，〈白鶴峰蘇文忠公故居井、思無邪齋、東新橋、合江樓、野吏亭、西新橋、六如亭、

默化堂〉，卷 3，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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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句，表達了對同姓先人的景仰。 

    並非所有的題記作者都對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五體投地，1790

年馮應榴為著《蘇文忠公詩合注》，向翁方綱借觀，便指出此書的缺

點： 

余以彙萃蘇文忠詩王施查三本注，而訂其舛訛，刪其重複，因

借翁覃溪閣學所得不全宋刊施顧注原本校對，乃邵青門刪補之

本，全失施顧真面目。其中紕謬最甚者，已詳見余合注本，而

施氏原注之重複太甚，間有舛訛，亦不能無小疵。傅氏楷法固

精，然訛寫頗不乏。甚矣！著書難刊書亦豈易易哉！披覽是

編，益不敢自信矣。庚戌春正，桐鄉馮應榴題。 

    馮應榴也拜訪過阮元，向他討教蘇詩問題，阮元在《施顧註東坡

詩》的題記記錄此事，還由個人收藏的書畫，核對馮應榴未及訂正的

蘇軾詩句： 

昔乾隆間馮星實先生，輯蘇詩注，曾訪于余，余略舉一二事告

之。嘉慶間余購得宋畫冊，內有團扇幅，南宋畫院畫風水之景，

岸樹枝皆右偃水中。一舟右行，帆甚飽滿。扇背絹有宋高宗題

蘇詩二句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擘岸風。』今施注

本作舟橫，且引萊公詩，與畫意題句皆不合。況此詩前一首有

送客今朝西北風之句，是橫字大錯，注時已然。思陵所寫，尚

是不誤之本。附識於馮跋之後。 

    阮元特地將這則題記書於《施顧註東坡詩》馮應榴跋語後，並自

註云：「此事在馮公歿後始看出，故馮本仍誤。」即使馮應榴已然作

古，絲毫不減其執著考據的用心，充分展現了對校讎的專注志趣。 

    翁方綱畢生未能一睹景定補修本《施顧註東坡詩》。嘉慶二十二

年（1817），阮元寄宋刻本《金石錄》至京師，請翁方綱鑒賞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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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綱作〈重鐫金石錄十卷印歌〉奉贈阮元，並修書一通，其中云：  

弟雖得此宋槧殘本，無可如何。從前曾費十餘年之心力，與馮

星實、丁小疋掇拾零件，竊撰《蘇詩補注》八卷，百不得一耳。

二十年前，敝門人欽州馮魚山敏昌，由翰林改部，由主事告假

歸廣東，其歸途，忽於杭州書肆買得此宋槧蘇詩施顧注之全

本，竟是五十卷具足者。弟聞之欣扑，以待其銷假北來，以為

必能踐諾，而誰知馮魚山逝去。其令嗣（馮士履，字子坦，欽

州選拔貢生）昨甲戌春北上，問以此事，並出小篋所藏殘本示

之，則云與此印樣無二。因與訂定，託其覓妥便，寄此書來借

抄，必還之也。嗣又兩歲無信，昨南海葉雲谷（名夢龍，刑部

主事）北來，因托葉君致小札，再申前訂。而今又歲許，杳無

音耗。41 

翁方綱談到自己撰作《蘇詩補注》的努力，以及聽馮敏昌（1747-1806）

說在杭州購得全本《施顧註東坡詩》，亟欲借觀，不幸馮敏昌去世，

翁方綱詢問其子馮士履、拜託葉夢龍（1775-1832）致信再問等等事

情。二十餘年牽腸掛肚，在生前 後一年，念茲在茲，仍是《施顧註

東坡詩》。 

 

（三）壽蘇之會 

    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諸題記有一項經常出現的內容，即在十

二月十九日紀念蘇軾生日。目前所見 早的題記，是桂馥書於 1780

年的「庚子十二月十九日，同人集蘇齋，作坡公生日」條。從文獻得

知， 早因《施顧註東坡詩》紀念蘇軾生日的是宋犖。邵長蘅等人康

熙三十九年（1700）刊補出版《施註蘇詩》，便於當年蘇軾生日致祭

                                                 
41 同前註，〈重鐫金石錄十卷印歌〉，卷 70，頁 336。沈津，《翁方綱年譜》，頁 48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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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宋犖有詩記載： 

文章氣節看山蘇，高名嶽嶽驚凡夫。七百餘年余欣慕，夢中恆

接鬑鬑鬚。公厄一時死不朽，遺編學者多霑濡。詩註吳興最稱

善，梅溪舊本徒區區。斷簡搜得費補綴，邵長蘅、馮景、顧嗣

立、李必恆兒至俱。刋成恰當公生日，歲暮霽景堪歡娛。招邀

名士肅下拜，小滄浪挂笠屐圖。黄雞花豬薦夙好，亦有蜜酒盈

杯盂。左圖右書歊寳氣，霓旌髣髴来雲衢。42 

    參與致祭者之一馮景有〈祀東坡先生生日文〉43 概括蘇軾一生。

1773 年翁方綱得《施顧註東坡詩》後兩日，正值蘇軾生日，翁方綱

「以合裝『蘇齋圖』供蘇軾像前」，44 與同人小集，作壽蘇之會。宋

犖開先例，繼承者翁方綱則保守之，自 1773 年至壽終，一生至少舉

行過二十四次壽蘇會。在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可見的題記裡，於

蘇齋舉行過的壽蘇會包括：  

1780 年，桂馥題記。 

1783 年，江德量（1752-1793）題記。 

1790 年，陳崇本題記。 

1793 年，吳錫麒（1746-1818）題記。 

1794 年，翁方綱題記。 

1797 年，方楷題記。 

1800 年，周邵蓮題記。 

受到翁方綱影響，後續的《施顧註東坡詩》收藏者多有壽蘇會雅

                                                 
42 ［清］宋犖，〈刊補施註蘇詩竟於臘月十九坡公生日率諸生致祭〉，《西陂類稿》（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323，卷 16，頁 174。 
43 ［清］馮景，〈祀東坡先生生日文〉，《解舂集文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叢

書集成新編》本），冊 76，卷 11，頁 148。 
44 沈津，《翁方綱年譜》，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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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例如： 

1836 年祁寯藻（1793-1866）於吳榮光聽雨樓。 

1837 年於潘仕成寶琴齋。 

1840 年除夕前二日蔡錦泉（約 1809-1859）於葉夢草（字春塘，

號蔗田）佇月樓，時為潘仕成收藏。 

1847 年熊景星於潘仕成得句軒。 

1908 年於袁思亮剛伐邑齋（題記者姓名焚燬）。 

1938 年張珩題記於韞輝齋。 

參與壽蘇會者在題記中寫道：紀念蘇軾生日是「依前例」，也就

是因此書建立了一種文化活動傳統。壽蘇會的形式不一，有的是以蘇

軾生前喜愛的食物為祭品，陳設張掛相關文物書畫，創作詩畫。《施

顧註東坡詩》是珍稀的文物，在蘇軾生日展示，別具意義。壽蘇會時

所作的詩畫也往往為了應景，選取與蘇軾生日相關的題材或韻腳。例

如 1836 年於吳榮光宅的壽蘇會，祁寯藻和吳榮光等人便以「鶴南飛」

分韻作詩。「鶴南飛」典出元豐五年（1082）蘇軾四十七歲生日，與

友人置酒黃州赤壁磯下，進士李委作新曲「鶴南飛」吹笛賀之，蘇軾

作〈李委吹笛并序〉謝之。乾隆四十九年（1793）錢楷（裴山，1760- 

1812）畫李委吹笛圖，翁方綱有詩記之。45 

壽蘇會的流行範圍逐漸擴大，無論是否收藏翁藏本《施顧註東坡

詩》，都無礙舉行壽蘇會。46 黃丕烈在蘇軾生日題其收藏的《和陶詩》

二卷云： 

東坡生日是今朝，愧未焚香與奠椒。却羨蘇齋翁學士，年年設

                                                 
45 ［清］翁方綱，〈十二月十九日拜坡公生日題錢裴山所作李委吹笛圖〉，《復初齋詩集》，卷

61，頁 245。 
46 馮應榴曾經於 1793 年為東坡壽，同前註，〈得去歲臘月馮應榴齋中作蘇軾生日所題石銚詩

補和〉，卷 45，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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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話通宵。47 

    蘇軾生日時值歲暮年終，清代以來以壽蘇為名義的聚會不限於十

二月十九日蘇軾生日當天，有時即在十二月擇期舉行，宛如文人消寒

雅集。48 

    此外，流風所及，日本和朝鮮也都有仿照中國的壽蘇會，曾經在

蘇齋觀覽過《施顧註東坡詩》的朝鮮使臣申緯，便將壽蘇會帶回朝鮮，

與兒子申命準在家中至少舉行過六次。49 

 

四、無聲詩意 

 

    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除了有收藏家鈐印，流傳有序；文人大

量題記，筆墨縱橫，和一般善本書不同的是，書裡還有一些圖繪，增

添此書的視覺美感。依繪繪畫主題，可概分為人物畫、山水畫、花竹

畫三種。 

 

（一）人物畫 

    鍾惺摹東坡像拓本 

    東坡戴高冠東坡巾，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趙孟頫繪東坡形像相

近。 

                                                 
47 ［清］黃丕烈，《蕘圃刻書題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

題跋叢刊》1919 年金陵書局刻本），冊 8，卷 8，頁 26。 
48 魏泉，《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4-64。 
49 衣若芬，〈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東坡熱」〉（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主辦，「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二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17-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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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犖畫像 

    圖中宋犖穿著對襟單衣，微露腹部，右足疊於左膝，坐在岩石上，

一派安然自在。（圖 4）此圖與葉衍蘭（1823-1898）、葉恭綽（1881- 

1968）祖孫編輯的《清代學者象傳》中宋犖像（圖 5）相同，根據的

是萬上遴（1739-1813）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描繪的宋犖五十四

歲畫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翁方綱像 

    翁方綱身著便服，笑容可掬。畫上有張塤作贊，桂馥書寫的題記：

「玉堂早直，嶺海曾過，太平運會，過於東坡。」（圖 6）畫的是翁

方綱四十一歲樣貌，那年他購得《施顧註東坡詩》。贊文中將翁方綱

與蘇軾相比，兩人都曾供職翰林院（玉堂），也都曾在廣東任官。翁

方綱生逢太平盛世，比命運多舛的蘇軾幸運得多。根據翁藏本《施顧

註東坡詩》的其他題記，桂馥和張塤集聚於翁方綱「蘇齋」的時間為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此題記約莫即書於該年。 

    根據畫面左下角殘留的印章，畫家可能是華冠，而非屈萬里先生

判斷的羅聘，印章是「華」字的右半。華冠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乾

隆、嘉慶年間（1740-1819 年後），字慶吉，號吉崖，江蘇無錫人。工

肖像寫真，筆墨傳神，在京師為皇族與士大夫繪像稱著，例如乾隆皇

帝的第六子永瑢、文人蔣士銓、吳嵩梁等人，都有華冠所繪肖像。翁

方綱曾經為華冠畫其父親的肖像題寫〈華蕖石小照〉詩。 

    在韓國澗松美術館收藏有另一幅朱鶴年所繪，同樣有張塤贊題

記，由汪守和（1764-1836）書寫的翁方綱像，畫中人身著朝服，頭

戴官帽（圖 7）。與前述宋犖像合觀，可以想見收藏者希望以儒生或

文人的形象被記錄在《施顧註東坡詩》書中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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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水畫 

    有宋葆淳（1748-?）畫設色山水。宋葆淳題溫肇江（道光十二年

［1832］進士）金液繪山水，1837 年於潘仕成寶琴齋。還有和蘇軾

惠州行跡有關的「白鶴峰圖」及「惠州蘇隄圖」。 

    嘉慶四年（1799）伊秉綬（1754-1815）知任惠州，翁方綱有〈送

伊墨卿守惠州三首〉詩贈行。伊秉綬在惠州整頓蘇軾遺蹟，修蘇公祠

及朝雲墓，1804 年請一位名叫「春波」的畫家畫蘇軾故居「白鶴峰

圖」於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並作詩云： 

鶴峯東峙鵝城西，雙江橫掠仙禽飛。三年與公對衡宇，儻識隔

世方南圭。木棉高花堆火齊，鐵榦撐石開□扉。華表崢嶸揷霄

漢，公尚酣睡聽荒雞。以思攝思水印水，玉塔影臥豐湄。林行

婆家酌春酒，翟秀才近呼東籬。我倚孤亭看落日，直至月落明

星稀。英靈不隔餉一研，（原注：曾修公祠，於沼中獲故研。）

似與叔黨同扶藜。夜汲井水冷□□〔按：字殘缺〕，井銘片石

從何稽。作圖好寄寶蘇室，附諸宋槧施注詩。 

    此圖與惠州方志裡的白鶴峰圖相近，傳達了清代畫家透過圖象摹

寫紀念蘇軾在惠州的情誼。 

    1840 年，畫家蔡錦泉墨繪「惠州蘇隄圖」，自題云： 

（上缺）瞻拜東坡小像，殆兩年矣。樓外西山凹處，朝雲墓如

咫尺間。其北彩虹橫跨，則蘇堤之五眼橋，小舠穿掠橋下，輕

便如梭。橋上行上，盡在鏡中，洵是佳境。庚子九秋課畢，既

歸羊城，德畬比部，預約雅人，同展先生生日，屆期適值〔口

英〕夷肆逆，水師失利，官紳戒嚴。越旬而和議成，地方安堵。

乃於除夕前二日補缺典，而假館於蔗田農部之佇月樓，盡醉極

歡。德畬屬仿前人例，繪圖簡端，遂憶而作此。錦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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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圖前人以為是「西湖蘇隄圖」，觀蔡錦泉題語，內有朝雲墓

事，當為惠州。因中英戰爭而耽擱的壽蘇會，在兩國議和之後舉行，

參與者對壽蘇會之重視，可見一斑。 

 

（三）花竹畫 

    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裡的花竹畫，匯集了梅、蘭、竹、菊四

君子畫。 

 

    顧蒓泥金畫梅 

    顧蒓，字希翰、吳羹，號南雅，又號息廬，長洲（今蘇州）人。

嘉慶七年進士。曾繪「從遊赤壁圖」。50 在此圖題跋中，顧蒓回憶曾

與洪占銓（號介亭，1762-1812）同去翁方綱蘇齋談藝，而今翁、洪

二人皆不在人世，《施顧註東坡詩》轉入吳榮光收藏，吳榮光向顧蒓

出示此書，並求圖繪，於是作梅畫。考吳榮光收藏此書的時間為

1826-1837 年，顧蒓卒於 1832 年，知此圖當繪於 1826-1832 年之間。  

 

    潘仕成墨繪蘭 

    熊景星（1791-1856）題云： 

丁未十二月，拜坡公生日於得句軒，同集者為羅蘿村文俊，鮑

逸卿俊，羅六湖天池，馬雲卿儀清，熊篴江景星。主人出所藏

澄清堂帖、太清樓書譜、唐拓雲麾將軍碑、化度寺張長史郎官

石壁記、趙松雪所藏絳帖、玉版九行、游景仁所藏蘭亭十二種、

群玉堂懷素千文；俱希世之寶。復觀趙子固墨蘭卷，德畬戲仿

之。景星謹記。 

                                                 
50 ［清］翁方綱，〈顧南雅「從遊赤壁圖」〉，《復初齋詩集》，卷 64，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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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丁未年為道光二十七年（1847）。 

 

    曾望顏（1790-1870）金液繪蘭 

    此圖畫家姓氏部分殘損，繪於潘仕成寶琴齋，考其同時代相關畫

家，當為曾望顏。曾望顏，字瞻孔，號卓如。廣東香山人。道光二年

（1822）進士。工詩能文，書法兼顏真卿之渾厚與蘇軾之逸氣。善畫

蘭石，有蒼勁秀雅之風。 

 

    樂之金液繪竹 

    道光十七年，署名「樂之」的畫家所繪，時書藏潘仕成寶琴齋，

自題云： 

道光丁酉，臈月十六日，德畬二兄，邀同人集寶琴齋，預祝東

坡先生生日。到者觀察黎半樵攀鏐；員外馥畹羅禮蘭；西樵莊

心省，芷齡司徒照，六湖羅天池三主政。酒闌得觀宋槧蘇詩，

書以誌興。樂之。 

 

    張祥河（1785-1862）金液繪菊 

    張祥河，字元卿，松江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進士。自題云： 

□□□〔按：字殘缺〕酉孟夏，余以督漕引覲入都，過德畬比

部齋頭，觀宋槧蘇詩。酒半畫菊。同觀者南昌方用儀、江都唐

惇培、諸城李璋煜、新城陳孚恩、丹徒張灝。華亭張祥河識。 

    考當時聚會於潘仕成寶琴齋，當為道光丁酉（十七年，1837）。 

    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裡的圖繪，以潘仕成 為著力，於顧蒓

畫梅之後，親繪墨蘭，且邀畫家繪蘭、竹、菊圖補齊四君子畫。又繼

伊秉綬題春波畫惠州「白鶴峰圖」後，請蔡錦泉繪「惠州蘇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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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潘仕成「海山仙館」的收藏，也豐富了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

例如「蘇軾與友人簡」，原文為： 

邁往宜興，迨、過隨行。此二子為學頗長進，迨論古事廢興治

亂稍有可觀。過作詩、楚詞亦不凡也。此二竟何用，但喜其不

廢家業耳。蒙問，亦及之。軾白。 

    鈐印「東坡居士」。 

    此文見於明代陳繼儒（1558-1639）摹刻《晚香堂蘇帖》，是蘇軾

回覆友人的書信。潘仕成「海山仙館」藏有此帖，摹刻附於本書中。

北京中華書局《蘇軾文集》《佚文彙編》未收此文。孔凡禮（1923-2010）

《蘇軾年譜》置於紹聖元年（1094）。51 當時蘇軾被罷定州任，貶謫

英州，蘇軾的三個兒子：蘇邁、蘇迨和蘇過皆已成家，人口眾多，無

法全部隨蘇軾到英州，於是由長子蘇邁帶領，遷居宜興。蘇軾的友人

關心他全家安頓的情形，蘇軾回信答覆。文中流露蘇軾對三個兒子的

欣賞，他們善於評騭歷史和文學創作的才華頗有乃父之風，即使無補

於功名前途，蘇軾仍感可堪告慰。 

    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又有潘仕成「海山仙館」所藏的兩件珍

貴文物，置於同頁，上方鈐印是漢代白玉「緁伃妾娋」章，篆書「漢

玉印曰緁伃妾趙」；下方為秦朝銅鏡拓片，隷書題記（圖 8）： 

秦鏡銘文曰：「吾作明鏡，幽湅三商。周刻無亟，配象萬疆。

伯牙奏樂，眾神見容。天禽幷存，福祿氏從。則大一乘，□□□

群。五帝三皇，誅討鬼凶。富貴常至，子孫潘倡。曾年益壽，

其師命長。」52 

    「緁伃妾娋」印明清以來曾經為嚴嵩（1480-1567）、項元汴

                                                 
51 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下冊，頁 1151。 
52 參林素清，〈兩漢鏡銘彙編〉，《古文字學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 年），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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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590）、李日華（1565-1635）、文鼎（1766-1853）、龔自珍

（1792-1841）、潘仕成等人遞藏。印文為線條圓曲扭轉的鳥蟲書。「緁

伃妾娋」的「娋」字，過去被解讀為「趙」，釋作「妾趙緁伃」，因而

被傳為漢成帝寵妃趙飛燕之物，加上收藏者皆為名家，文士紛紛詩文

題詠，龔自珍還為此作「寶燕閣」。後代學者研究此印可能是漢代女

官的印章。53 此印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秦鏡的銘文大意為：我以銅、鉛、錫三種金屬鑄造此明鏡，搭配

精緻的雕刻。雕刻的花紋有伯牙鼓琴，眾神舞蹈，還有天上的仙鳥。

願五帝三皇保祐，去除不祥，能夠讓子孫繁衍，長命富貴。 

    潘仕成合秦鏡與漢印，並書此二物藏於海山仙館，大有取秦鏡銘

文，祈使文物久長，家族昌盛之吉兆寓意。 

 

五、結語 

 

    本文考察了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的鈐印、題記和圖繪，修訂

前說，梳理了此書的流傳脈絡，羅列其收藏者及時代背景，闡發後人

對此書的踵事增華。尤其是大量筆墨精湛的名家手蹟，善本書罕見的

附加圖繪，由於此書珍藏於圖書館，研究者寥寥無幾，故而筆者之工

作，姑且可視為替詩學文獻學錦上添花。 

    然而，本文的寫作宗旨不僅於此。誠如前文所言，此書的傳播不

廣，影響不及舊題王十朋註本，清代受此書之助而編修刊行的多家補

註本，已經發揮了此書的基本貢獻。就研讀蘇詩而言，前些年通行的

王文誥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54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

究室編的《蘇軾資料彙編》、55 曾棗莊等編的《蘇詩匯評》、56 以及

                                                 
53 方濬益、容庚，〈漢緁伃玉印考〉，《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37 年第 13 期，頁 14-15。 
54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55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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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學中文系集二十餘年之功，近年出版的《蘇軾全集校注》，57 都

足供使用，吾人再提此書，不過是「文物鑑賞」而已，有何別趣？ 

    基於以上的自我反思，筆者試著從詩學研究的角度，再作申論。

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的題記、附圖及圖詠，橫跨了十八世紀至

1940 年代，這個時期是中國歷史文化面臨劇烈變動的階段，詩學方

面，小說戲曲等敘事文類的興盛，以及二十世紀初提倡的白話文學，

在在使得傳統舊體詩寫作和評論受到衝擊。以下謹以翁藏本《施顧註

東坡詩》為例，從幾個側面探討個中詩學轉化。 

 

（一）詩屬於誰 

    詩由詩人創作，詩理應歸屬於詩人，註解者不過是為讀者疏通文

字以闡明詩意，這是宋犖的想法。因此，他要邵長蘅等人刪補《施顧

註東坡詩》，要馮景補註，新雕的書仍冠上「施注」，沒有特別突出他

們的地位。舊題王十朋註被任意挪置於「施注」，原「施注」被任意

刪削，種種舉措都無所謂，重點在於讀懂蘇軾詩，詩屬於作者，註解

者是「助力」。 

    對宋犖和邵長蘅的指責，是認為詩不僅屬於作者，註解者及其註

解內容直接影響讀者對於詩的接受和認知，所以不可混淆施顧註和王

十朋註，施元之父子及顧禧，乃至於傅穉都功不可沒。也就是說，註

解者和作者同樣擁有詩，註解者為詩發言，重要性不亞於作者，後人

不可以不知註解者。翁方綱、桂馥、吳榮光為施氏父子和顧禧鉤沈，

便是認為註解者參與甚至主導了詩意的詮釋。透澈了解《施顧註東坡

詩》，以及通過註解的渠道到達明瞭詩意，註解者都是關鍵。後來翁

方綱、馮應榴、沈欽韓等人著力於補註蘇詩，即是加入註解蘇詩的話

                                                                                                              
56 曾棗莊，《蘇詩匯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57 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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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群，將個人和蘇詩聯繫，相當於擁有了蘇詩。用現代的觀念來講，

這也就是在話語群裡施展文本詮釋權力的方式。 

    既然註解者有詮釋文本的權力，強調其智識學問功底和考據才

能，是約束詮釋權力不被濫用的共識。在材料上掘古，書畫、筆蹟、

尺牘、石刻，彼此印證對照，可供校讎發微。 

 

（二）詩人形象 

    詩人對作品的主導權退位給註解者，用做學問功夫研治蘇詩，可

體認蘇軾的宏贍淵雅，明代筆記小說塑造的文人蘇軾形象，延續至十

八世紀乾嘉樸學學者的筆下。 

    回到前述「詩屬於誰」的話題，愈到近代，註解詮釋者的影響力

愈大，儘管二十世紀上半葉註解詮釋的風尚稍微停頓低迷，讀者認識

的蘇軾，如果不是憑藉著註解者的詮釋，就是投射個人的理想於詩人

形象，例如翁藏本《施顧註東坡詩》裡兩幅蘇軾曾經謫居過的惠州風

光圖繪，顯示了對他的景仰。1943 年時任考試院長的戴傳賢（季陶，

1891-1949）題記，便直接稱蘇軾為政治家： 

    唐宋以來之政治家中，余 敬蘇文忠公。其所治諸州，如湖州、

杭州、惠州、儋州諸地，皆有至偉大之建設，至今民受其澤。故使人

民思念不忘者，非在其文章詩詞之偉麗，而實由德惠之所感，善讀公

之詩文者，當必體念及之。 

    戴傳賢的這番話，平心而論，是不符實情的。除了在杭州，蘇軾

在湖州的時間不長，不久便遭烏臺詩案，琅璫入獄。被貶惠州和儋州

時，蘇軾帶罪之身，何來地方建設？戴傳賢心目中的蘇軾，更多是「想

當然爾」。 

    古代論詩者多半自己也是詩人，故而重視詩藝、詩法，做為創作

的楷模。當詩的創作、評論和研究失去了實踐的目的和需要，讀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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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從作品認識詩人，詩人的形象也未必是從讀者的認知凝聚。 

 

（三）詩集的物質性與精神性 

    雖說透過註解擁有蘇詩，實際上，不是《施顧註東坡詩》的收藏

者，仍然欠缺物質的具體感。那麼，收藏者又是怎樣對待做為「物質」

的詩？ 

    還是從宋犖談起。對宋犖而言，《施顧註東坡詩》是「書籍」，「書

籍」的功能是閱讀。善本書太珍貴，正因太珍貴，不利反覆翻閱，要

物盡其用，便須重新出版。既然《施顧註東坡詩》有殘損，就要補全，

補全後出版，易於傳播。宋犖出讓《施顧註東坡詩》給納蘭揆敘是否

不捨，吾人不得而知，至少有了新雕的《施注蘇詩》，可供閱覽，是

嘉惠讀者之事。 

    在翁方綱，實存的《施顧註東坡詩》毋庸贅言，是絕世之寶，「書

籍」性質的《施顧註東坡詩》成了「文物」，和他竭力收藏的各種蘇

軾相關文物一起，讓自己與蘇軾親近，一種心靈精神上的契合。可以

說，翁方綱提升的《施顧註東坡詩》精神性，是建立在此書的物質性

的；而此物質性又經由儀式化的壽蘇會和書法、繪畫、印章的視覺審

美，到達將此書「神物化」的高度。 

    不像宋犖把《施顧註東坡詩》交付邵長蘅等人重加編註，後來出

讓給納蘭揆敘。翁方綱終其一生保有此書，除了少數蘇齋弟子和友人

訪客，並不輕易示人；示人須看天時，而 合適的「天時」，莫過於

蘇軾生日，在這一天展示拜觀《施顧註東坡詩》別富意義。前文提到

宋犖紀念蘇軾生日，率門生和兒子致祭，因為刊補的《施註蘇詩》完

成，可能正值接近蘇軾生日，致祭蘇軾以告慰之。 

    在《施顧註東坡詩》上，翁方綱之前的吳寬、安國、毛晉、納蘭

揆敘、宋犖等人，工工整整地鈐蓋收藏印。翁方綱收藏此書的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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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內容和花樣款式多，漢滿文組合的大官印，直接壓在東坡詩句。

吳榮光也起而仿傚，蓋上漢滿文官印，並且請蘇齋弟子顧蒓在磁青紙

上，用泥金繪梅花，反差出耀眼光采。 

    潘仕成補足了四君子畫。有別於常見的水墨畫，黃金華麗的視覺

感官託寓蘇軾的品德，顯示此書的收藏者由學者官僚向商人官僚移轉

的傾向，到了張珩，本身就是富豪之後。賞玩此書的物質趣味，在其

古舊殘損，潘仕成為此書增繪畫、增蘇軾書帖、增秦鏡漢印拓本，就

是從視覺審美上豐富此書，此視覺審美乃晚清南方社交網絡的價值

觀。 

    葉觀國在翁方綱處觀覽《施顧註東坡詩》時，說道：「由來神物

有顯晦，買櫝竊怪中丞偏」。宋犖沒好好惜物，此「書籍」成為翁方

綱的「文物」，晚清火患後劫後餘生，更可堪「神物」了。而無論如

何「神」，「神」的精神性始終不會脫離物質性。 

    詩、詩人、詩集的觀念發展，提供了今日中國詩學的理論架構，

有待吾人繼續探索。 

    一篇篇「敬觀」的題記，一方方「真賞」的鈐印，在翁藏本《施

顧註東坡詩》裡琳瑯滿目。此書刊行至 2013 年整八百年，謹書此文

誌念。 

（責任校對：廖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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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諸家題記存知列表 

序號 姓名 題寫數量 題寫時間 收藏者 

1 宋犖（1634-1714） 1 不詳 宋犖 

2 翁方綱（1733-1818） 24 1773-1804 翁方綱 

3 桂馥（1736-1805） 3 1773，1780（二則） 翁方綱 

4 李文藻（1730-1778） 1 1777 翁方綱 

5 錢坫（1744-1806） 1 1777 翁方綱 

6 吳典（1740-1789） 1 1777 翁方綱 

7 蔣士銓（1725-1784） 1 1778 翁方綱 

8 張燕昌（1738-1814） 1 1778 翁方綱 

9 謝啟昆（1737-1802） 1 1778 翁方綱 

10 黃騂（生卒年不詳） 1 1778 翁方綱 

11 安吉（生卒年不詳） 1 1780 翁方綱 

12 吳錫麒（1746-1818） 2 1793（二則） 翁方綱 

13 周震榮（1730-1792） 1 1781 翁方綱 

14 趙懷玉（1747-1823） 1 1781 翁方綱 

15 王友亮（1742-1797） 1 不詳 翁方綱 

16 張錦芳（1743-1796） 1 1781 翁方綱 

17 王奉曾（1784 進士） 1 1782 翁方綱 

18 何元錫（1766-1829） 1 不詳 翁方綱 

19 江德量（1752-1793） 1 1783 翁方綱 

20 練彩（生卒年不詳） 1 1786 翁方綱 

21 陳崇本（1775 進士） 1 1790 翁方綱 

22 梁同書（1723 1815） 1 1790 翁方綱 

23 馮應榴（1741-1801） 1 1790 翁方綱 

24 阮元（1764-1849） 1 1801 之後 翁方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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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題寫數量 題寫時間 收藏者 

25 宋畹春（生卒年不詳） 1 1777 翁方綱 

26 陳焯（生卒年不詳） 2 1777，另一不詳 翁方綱 

27 葉觀國（1720-1792） 1 不詳 翁方綱 

28 伊秉綬（1754-1815） 4 
1799，1804 二則，

另一則不詳 
翁方綱 

29 金學蓮（生卒年不詳） 1 不詳 翁方綱 

30 方楷（生卒年不詳） 2 1797（二則） 翁方綱 

31 周邵蓮（生卒年不詳） 1 1802 翁方綱 

32 陳鴻賓（生卒年不詳） 1 不詳 翁方綱 

33 葉繼雯（1755-1824） 1 1812 翁方綱 

34 顧宗泰（1749-?） 1 不詳 翁方綱 

35 申緯（1769-1847） 1 1812 翁方綱 

36 袁傳箕（生卒年不詳） 1 不詳 翁方綱 

37 沈象奎（1766-1838） 1 1813 翁方綱 

38 周升桓（1733-1801） 1 不詳 翁方綱 

39 汪喜孫（1786-1848） 1 1815 翁方綱 

40 周達（生卒年不詳） 1 1817 翁方綱 

41 顧蒓（1765-1832） 2 不詳 
先翁方綱，

後吳榮光 

42 馮敏昌（1747-1806） 1 不詳 翁方綱 

43 吳榮光（1773-1843） 4 1836，三則不詳 
先翁方綱，

後吳榮光 

44 劉嗣綰（1762-1821） 1 不詳 吳榮光 

45 張維屏（1780-1859） 1 1830 吳榮光 

46 何紹基（1799-1873） 2 1835，另一不詳 吳榮光 

47 吳鍾駿（1798-1853） 1 1835 吳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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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題寫數量 題寫時間 收藏者 

48 王庭蘭（1822 進士） 1 1835 吳榮光 

49 龔維琳（1826 進士） 1 1835 吳榮光 

50 趙盛奎（1781-1839） 1 不詳 吳榮光 

51 潘世恩（1769-1854） 2 1836，另一不詳 吳榮光 

52 羅天池（1826 進士） 1 1836 吳榮光 

53 張瀛暹（1805-?） 1 1836 吳榮光 

54 □□莊 1 不詳 吳榮光 

55 祁寯藻（1793-1866） 1 1836 吳榮光 

56 佚名 2 1836 吳榮光 

57 潘仕成（1804-1873） 2 1837，1847 潘仕成 

58 張祥河（1820 進士） 1 1837 潘仕成 

59 □樂之 1 1837 潘仕成 

60 宋葆淳（1748-?） 1 不詳 潘仕成 

61 曾望顏（1790-1870） 1 不詳 潘仕成 

62 李璋煜（1784-1857） 1 1837 潘仕成 

63 王篤（1781-1855） 1 1839 潘仕成 

64-66 佚名 1 3 潘仕成 

67 張岳崧（1773-1842） 1 1839 潘仕成 

68 蔡錦泉（生卒年不詳） 2 1840 潘仕成 

69 黃恩彤（1801-1883） 1 1843 潘仕成 

70 陳慶鏞（1795-1858） 1 不詳 潘仕成 

71 曾國藩（1811-1872） 1 1851 葉名澧（?） 

72 張曾疇（?-1911） 1 1908 袁思亮 

73 佚名 1 1908 袁思亮 

74 佚名 1 不詳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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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張珩（1915-1963） 4 
1937，1938（二則），

1939 
張珩 

76 戴傳賢（1890-1949） 1 1943 中央圖書館 

77 張宗祥（1882-1965） 1 1943 中央圖書館 

78 沈尹默（1883-1971） 1 1944 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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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清］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卷四上方兩大漢滿文合

印「提督江西學政關防」，翁方綱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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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明〕吳寬「延州來季子 圖 3：〔明〕吳寬「延州來季子 

     後」印（翁方綱舊藏本      後」印（〔明〕沈周〈辛夷 

     《施顧註東坡詩》卷 12）。      墨菜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 

 

       

圖 4：宋犖像（［清］翁方綱舊 圖 5：宋犖像（《清代學者像傳》）。 

藏本《施顧註東坡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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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翁方綱像（［清］翁方綱舊藏本 圖 7：〔清〕朱鶴年繪，翁 

     《施顧註東坡詩》）。      方綱像（韓國澗松美

      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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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潘仕成藏漢印秦鏡（翁方綱舊藏本《施顧註東坡詩》）。 

 

圖像來源： 

［宋］蘇軾撰，［宋］施元之、施宿、顧禧合註，《施顧註東坡詩焦尾本》，

臺北：國家圖書館、大塊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館》第 4 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象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澗松文華》，冊 83，首爾：澗松美術館，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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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Weng Fanggang 翁方綱 Edition 
of the Shi Gu zhu Dongpo shi 施顧註東坡詩 

 

Lo-fen I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i Yuanzhi 施元之 and his son 

Shi Su 施宿, together with Gu Xi 顧禧, composed the Shi Gu zhu 

Dongpo shi 施顧註東坡詩. Published in 1213, this is the first work that 

provided an annalistic review and annotations on Su Shi 蘇軾’s poetry. 

Only a portion of the Weng Fanggang 翁方綱 edition of the text has 

survived to the present, and it is currently foun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aiw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als, inscriptions and paintings contained 

in the Weng Fanggang edition of the Shi Gu zhu Dongpo shi. The 

inscriptions and paintings found in this work date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1940s, and they provide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examining how 

poetics chang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from the 18th century, the annotators 

of the poems displayed a tendency to override the poet. The annotator 

shaped the image of the poet, which became more influential than the 

content of the poems themselves. 

Key words: Su Shi 蘇軾, Weng Fanggang 翁方綱, Shi Gu zhu Dongpo 

shi 施顧註東坡詩, poetics, ra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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