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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珙研究文獻目錄
車行健、邱惠芬 *

輯錄原則
一、本目錄所輯錄者包含傳統論著資料和現代學術論著資料，前者因考慮到傳世刻
本眾多繁複，以及傳統學人寫作徵引的習慣，因而資料出處來源皆僅標識卷
次，而不詳註頁碼。後者若有卷次，則仍以標識卷次為主；若無卷次，則標識
頁碼，以利查閱。
二、文獻資料出處來源情況複雜，有的可能版本眾多，或重覆收錄於於各處。本目
錄為省篇幅，不全面詳加註明，或以較早刊刻者，或以較為通行者，或以經整
理校注者，為著錄對象，不一而足，端視各條資料之具體情況而定。
三、相關文獻分為「傳記年譜」、「時人交遊詩文資料」、「胡承珙著作及相關評論
與研究」，以及「宦臺資料」四類。「時人交遊詩文資料」主要呈現胡承珙同
時代人和他的詩文翰墨關聯，藉此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交遊關係。但這方面的
詩文資料有些可能歸入其他的類別。為了完整呈現其文字交遊關係，已收入其
他類別的資料也會重覆收錄於此類目中。「胡承珙著作及相關評論與研究」又
分為「胡承珙著作」、「前人評論資料」和「近人研究資料」。後二者的差別
不純在年代時間，而是以論著形式來區分。凡採傳統論述模式者，如序跋、提
要、讀書札記，或出現在學術史、經學史、《詩經》學史中的章節段落之相關

本目錄初稿暨〈胡承珙研究文獻概述〉原發表於合肥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
研究中心主辦之「儒學與地域文化：徽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 8 月 21 日。本目錄在訂補期間，
湖北大學文學院何海燕教授曾提供三條失收研究資料，今據以補入，特申謝忱於此。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邱惠芬，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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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則收錄於「前人評論資料」中。除此之外，採用現代學術論著方式的研
究成果，如單篇論文、專書、專書篇章等，則收錄於「近人研究資料」中。
「宦臺資料」本應歸屬於「傳記年譜」中，然因胡承珙的宦臺經歷為其生平事
跡中的特殊經歷，與臺灣的歷史、文化關係密切，除傳記年譜、胡承珙詩文著
作及時人詩文記載之外，尚可見於清代官方文書檔案及臺灣所保存的碑刻史
料。有鑑於其宦臺事跡的重要性及文書檔案和碑刻史料的特殊性，故將其獨立
出來，專門收錄這二類相關文獻資料。
四、本目錄以著作項（篇名或書名）居首方式呈顯，並依著作內容性質，分類排
列，同類著作中再略依著作涉及內容之時代、成書先後及撰作者生年先後排
列。「宦臺資料」則主要以年代先後排列。

一、傳記年譜
1.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 10，道光十七年涇川書
院刻本。
2. 〈胡承珙〉，陳奐，《師友淵源記》，民國二十三年《邃雅齋叢書》據《函雅堂
叢書》本影印。
3. 〈胡承珙〉，桂文燦，《經學博采錄》，第 3 卷第 10 條，王曉驪、柳向春點校，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4. 〈胡承珙傳〉，《清史稿》，卷 482，〈儒林三〉，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北
京：中華書局，1976-1977 年。
5. 〈胡承珙傳〉，《清史列傳》，卷 69，〈儒林傳下〉，王鍾翰點校，北京：中華書
局，1987 年。
6. 〈墨莊學案〉，徐世昌等，《清儒學案》，卷 138，沈芝盈、梁運華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2008 年。
7. 〈胡承珙傳〉，胡韞玉（樸安），《國粹學報》，第 6 年第 7 號（總第 69 期），
1910 年 7 月。
8. 〈胡承珙〉，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皖派經學家列傳第六，上海：泰
東書局，1925 年。
9. 〈胡承珙〉，李柏榮，《魏源師友記》，卷 2，長沙：嶽麓書社，2010 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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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師友記》合刊）
10. 〈胡承珙〉，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四編學術•樸學，上海：世界書
局，1937 年。
11. 〈胡承珙〉，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6 冊，東京：筑摩書房，
1970 年。
12. 〈胡承珙〉，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卷 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3. 〈胡承珙傳〉，金天翮撰，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集傳》，卷 10，蘇州：蘇
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4. 〈胡承珙〉，嚴文郁，
《清儒傳略》，頁 1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15. 〈胡承珙〉，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
期》，頁 349，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 年。
16. 〈胡承珙的生平事蹟行誼〉，邱惠芬，《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
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17. 〈胡承珙年譜〉，邱惠芬，《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18. 〈胡承珙小傳〉，收錄於林慶彰、蔣秋華編，《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頁 271，臺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 年。
19. 〈馬瑞辰與胡承珙交游考〉，任樹民，《綏化學院學報》，2011 年第 5 期。
20. 〈胡承珙宦臺事蹟及書寫研究〉，邱惠芬，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
辦之「臺灣經學的萌發與轉型─從明鄭到日治時期」，2013 年 11 月 29 日。

二、時人交遊詩文資料
1.

洪頤煊 (1765-1837)
(1) 〈答胡墨莊編修書〉，《筠軒文鈔》，卷 8，民國二十三年《邃雅齋叢書》
本。

2.

陳用光 (1768-1835)
(1)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太乙舟文集》，卷 7，道光二十三年孝友
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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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珔 (1769-1850)
(1) 〈求是堂詩集序〉，《小萬卷齋文藁》，卷 12，清光緒十一年嘉樹山房重刻
本。
(2) 〈送胡墨莊官延建道序〉，《小萬卷齋文藁》，卷 13。
(3) 〈祭胡墨莊觀察文〉，《小萬卷齋文藁》，卷 24。
(4) 〈憶遠行寄墨莊〉，《小萬卷齋詩藁》，卷 6。
(5) 〈胡墨莊至都寓居城北奉柬二首〉，《小萬卷齋詩藁》，卷 12。
(6) 〈藤花吟舫歌酬墨莊〉，《小萬卷齋詩藁》，卷 13。

4.

包世臣 (1775-1851)
(1) 〈為胡墨莊給事條陳積案弊源折子〉，《齊民四術》，卷 7 下，李星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1997 年。
(2) 〈為胡墨莊給事條陳清釐積案章程折子〉，《齊民四術》，卷 7 下。

5.

陶澍 (1779-1839)
(1) 〈朱蘭坡齋中同梁茝鄰陳石士胡墨莊黃霽青李蘭卿觀秦二世泰山殘碑拓
本〉，《陶文毅公全集》，卷 54，《詩集》，清道光二十年兩淮淮北士民刻
本。
(2) 〈潘功甫以宣南詩社圖屬題撫今追昔有作〉，《陶文毅公全集》，卷 54，《詩
集》。
(3) 〈董琴南太史（國華）招同陳石士前輩（用光）朱蘭坡侍讀（珔）胡墨莊侍
御（ 承珙 ）錢衎石戶部（ 儀吉 ）謝向亭太史（ 階樹 ）集花西寓圃為消寒第
一集賦明宣宗醮壇銅琖歌〉，《陶文毅公全集》，卷 55，《詩集》。
(4) 〈消寒四集胡墨莊齋中觀沈暐本元祐黨人碑〉，《陶文毅公全集》，卷 55，
《詩集》。
(5) 〈丙子十二月十九日梁茝鄰儀部招同黃霽青朱蘭坡劉芙初陳石士胡墨莊集
齋中為東坡先生作生日〉，《陶文毅公全集》，卷 55，《詩集》。
(6) 〈胡墨莊齋中題施愚山先生遺像〉，《陶文毅公全集》，卷 57，《詩集》。

6.

胡培翬 (1782-1849)
(1) 〈與家墨莊論豐字書〉，《研六室文鈔》，卷 4。
(2) 〈荅家墨莊論燕寢書〉，《研六室文鈔》，卷 5。
(3) 〈求是堂文集序〉，《研六室文鈔》，卷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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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家墨莊之任延建邵道序〉，《研六室文鈔》，卷 6。
(5)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研六室文鈔》，卷 10。
7.

張聰咸 (1783-1814)
(1) 〈復胡孟景編修論大別書〉，《經史質疑錄》，劉世珩校刊，貴池劉世珩甫
繼庵校刊本。

8.

陳沆 (1785-1826)
(1) 〈送胡墨莊前輩之延建邵道任，同詩社諸人作〉，《簡學齋詩存》，卷 4，收
入宋耐苦、何國民編校，《陳沆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三、胡承珙著作及相關評論與研究
（一）胡承珙著作
1. 《毛詩後箋》
(1) 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 67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2) 郭全芝點校本，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
2. 《儀禮古今文疏義》，道光五年求是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
類》，第 91 冊。
3. 《爾雅古義》
(1) 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小學類》，第 188
冊。
(2) 《 國 粹 學 報 》， 第 6 年 第 1 號（ 總 第 63 期 ），1910 年 1 月； 第 6 年 第 2
號（總第 64 期），1910 年 2 月；第 6 年第 4 號（總第 66 期），1910 年 4
月；第 6 年第 5 號（總第 67 期），1910 年 5 月；第 6 年第 6 號（總第 68
期），1910 年 6 月；第 6 年第 7 號（總第 69 期），1910 年 7 月。
4. 《小爾雅義證》
(1) 道光七年求是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89 冊。
(2) 清光緒間貴池劉氏刊本，劉世珩校刊。
(3) 石雲孫點校本，合肥：黃山書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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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旌德縣續志》，王椿林修、胡承珙纂，民國十四年重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
書•華中地方•安徽》，第 228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
6. 《韓集補注》一卷，沈欽韓撰、胡承珙訂，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刊本，收入
《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第 18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7. 《彬雅》（又名《字林精萃》、《字林經策萃華》），署名墨莊，道光二十六年藝
林山房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6 輯第 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
案：
《彬雅》一書，據作者自序云：「道光丙午，墨莊識於翠竹山房。」丙午
年為道光二十六年 (1846)。胡承珙逝世於道光十二年 (1832)，由此可知，胡
承珙不可能撰作《彬雅》，而墨莊氏也非胡承珙。
8. 《求是堂文集》，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
類》，第 1500 冊。
案：《國粹學報》第 6 年第 7 號（總第 69 期），1910 年 7 月，收有「胡墨莊
駢體文」三篇，並附有鄧實後記。同期又收〈與洪 檆 堂明經論夏小正疏義
書〉及〈復洪檆堂夏小正補義〉，並附有胡韞玉後記及校記。
9. 《求是堂詩集》，道光十三年求是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
類》，第 1500 冊。
案：《國粹學報》第 6 年第 7 號（總第 69 期），1910 年 7 月，收有「胡墨莊
遺詩」十三首，並附有趙紹祖（琴士）評語。
10. 〈胡培翬〈河南余氏服議〉書後〉，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 3。

（二）前人評論資料
1. 〈毛詩後箋序〉，馬瑞辰，《毛詩後箋》。
2. 〈毛詩後箋序〉，陳奐，《毛詩後箋》。
3. 〈胡墨莊毛詩後箋序〉，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 3，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
二十四年增修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495 冊。
4. 〈毛詩後箋〉，李慈銘，收入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 經部• 詩類》，頁
39，收入上海：上海書店，2000 年。
5. 〈毛詩後箋提要〉，江瀚，《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經部》，上冊，頁 371-372，中
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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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詩後箋解題〉，蔣見元、朱杰人，《詩經要籍解題》，頁 103-105，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7. 〈毛詩後箋提要〉，尚繼愚，收入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頁
255-257，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8. 〈梁著三百年學術史論毛詩後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03304，朱維錚校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與《清代學術概論》合
刊，題名《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9. 〈夏著詩經研究史概要論毛詩後箋〉，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頁 146147，增注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洪著詩經學史論毛詩後箋〉，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頁 515-516，北
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1. 〈戴著詩經研究史論毛詩後箋〉，戴維，《詩經研究史》，頁 535-538，長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2. 〈儀禮古今文疏義〉，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經部•禮類》，頁 55-56。
13. 〈儀禮古今文疏義提要〉，胡玉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
頁 514-515。
14. 〈爾雅古義提要〉，楊鍾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下冊，頁 1015。
15. 〈小爾雅義證提要〉，楊鍾羲，《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經部》，下冊，頁
1032-1033。
16. 〈求是堂文集序〉，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 6。
17. 〈求是堂文集跋〉，顧廷龍，《顧廷龍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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