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馬來西亞漢學刊（創刊號）
   2017年8月（頁29-42）
  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
【文獻研究】

《崇文總目》“約《國史藝文志》”說辨析

楊金川

論 文 摘 要

 最早將《崇文總目》的編纂問題與《國史藝文志》聯繫進行討
論的學者是南宋的王應麟，然近現代以來的目錄學專著對王應麟所謂
“約《國史藝文志》”一語之內涵，大多語焉未詳。通過考察可知，王
氏所言乃指《崇文總目》的體制主要是從三個方面繼承與沿襲了《三
朝國史藝文志》的目錄體例。首先是其著錄書籍是在《三朝國史藝文
志》的基礎刪削部份的禁中藏書與焚毀書籍；其次是沿襲其部份二級
類目的設置；最後在解題的撰寫繼承《三朝國史藝文志》的風格，在
此基礎上進行修訂潤色，最終完成《崇文總目》之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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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傳文獻中，最早將《崇文總目》與《國史藝文志》聯繫在一起的是南宋

的王應麟。其於《玉海 • 藝文》卷五十二“慶曆崇文總目”條說：“（《崇文總目》）

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録。”1 由此而產生的疑惑是，《崇文

總目》在編纂之初，除了仿照毋煚《古今書録》體例進行編纂外 2，是否還採用

《三朝國史藝文志》（以下簡稱“《三朝史志》”）3 以完成崇文院藏書目録之編纂？

此若屬實，是指《三朝史志》也是《崇文總目》的另一個模仿對象，還是別有

所指？過去的目録學史著作對所謂《崇文總目》“仿《開元四部録》”的疑問，或

曾提出一些自己的解說，但是關於“約《國史藝文志》”的問題，大多語焉未詳。

即便是引用王應麟觀點的論著，除了認可《崇文總目》的編纂是借鑒《開元四部

録》外，還參考《國史藝文志》而成，但也僅僅是引述王應麟原話，未對所謂

“約《國史藝文志》”之舉措與內涵進行深入的辨析解惑。有鑒於此，本文擬就此

試作進一步的探討，考察所謂“約《國史藝文志》”的實質所指。

一、關於“約《國史藝文志》”說的提出

 王堯臣等人在編纂《崇文總目》時，除了在體例上仿照《古今書録》外，是

否還參考其他書目呢？因史料記載的不一致，以致在眾多的目録學史著作及研究

專著中，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問題的引發，源於兩種不同的史料對於《崇文總

目》編纂時所仿照書目的不同記載。按《宋史 • 藝文志序》云：

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目，仿《開元四部録》
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4

《宋史藝文志》的編纂方式，是將《三朝史志》、《兩朝史志》、《四朝史志》合爲

1 [宋 ]王應麟著、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卷十八“慶曆崇文目”條，南京：鳳凰出版
社，2013，頁 875。

2 有關《古今書錄》、《開元四部録》、《開元四庫書目》與《開元四部書目》為同書異名之關係，詳見楊
金川《〈崇文總目〉“仿〈開元四部錄〉”說探微》，《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九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
社，2016，頁 228-229。

3 《三朝國史藝文志》成書於仁宗天聖八年（1030），《崇文總目》成書於慶曆元年（1041），《兩朝國史
藝文志》成書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玉海》此處所指必是《三朝國史藝文志》，而不可能是指其
他“國史藝文志”。

4 [元 ]脫脫等：《宋史》卷二百二《藝文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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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故而這段關於《宋史 • 藝文志序》記敘《崇文總目》編纂方法的文字，

實則與《兩朝史志序》存在密切關係。程俱《麟臺故事》卷二亦云：“仿《開元四

部録》，著爲《總目》。” 5 由此可知，北宋時期的史料記載指出《崇文總目》的編

纂依據，只有《開元四部録》（即《古今書録》），而未提及其他書目作爲仿照依

據。與此不同的是王應麟《玉海》的記載，其曰：

景祐元年閏六月，以三館、秘閣所藏有繆濫不全之書，辛酉，命翰林
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將館閣正副本書看詳，定其存廢，僞謬重復，
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
志》，著爲目録，仍令翰林學士張盛度看詳。至是上之。6

王應麟沒有對這段文字列明出處，因而不得知其所據。按《玉海》體例，王應麟

對所引文獻都會加以考訂與甄別，絕不是無本之文，推測此是抄撮北宋時所編國

史而成。上述兩種不同觀點，差別在於王堯臣等人編纂《崇文總目》時，除了

“仿”毋煚《古今書録》體例，是否參考《三朝史志》。若如王應麟所言，《崇文

總目》的參考對象就不僅僅是一部書目，而是兩部書目。

 近代以來的目録學研究，亦因上述兩種文獻所載有異，故於相關研究中出現

兩種不同的觀點。分述如下。

 第一種觀點是據《宋史 • 藝文志序》進行論述，認為《崇文總目》的參考對

象僅有《開元四部録》而不涉及其他書目。如余嘉錫《目録學發微》云：“仁宗景

祐初，詔王堯臣等仿《開元四部録》之體，著爲目録。慶曆元年書成，賜名《崇

文總目》，凡六十六卷。現存之目録專書，莫古於斯矣。”7 汪辟疆《目録學研究》

云：“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校證條目，討論撰次，

仿《開元四部録》，詳加定著。”8 來新夏《古典目録學》云：“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

月，曾敏、張觀、宋祁等審查三館和秘閣的政府藏書，進行刪繆補漏的工作。並

命王堯臣、歐陽修等仿照唐代《開元四部書目》的體例，‘加詳著録’，於慶曆元

年十一月（筆者按：“十一月”當作“十二月”）撰成，賜名爲《崇文總目》。” 9 此

外還有呂紹虞《中國目録學史稿》 10、昌彼得《中國目録學講義》 11、潘美月《中國

5 [宋 ]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卷二“修纂”條，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75。
6 [宋 ]王應麟：《玉海藝文校證》卷十八“慶曆崇文總目”，頁 875。
7 余嘉錫：《目録學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30。
8 汪辟疆：《目録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頁 36。
9 來新夏：《古典目録學》，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79。
10 呂紹虞：《中國目録學史稿》，臺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6，頁 73。
11 昌彼得：《中國目録學講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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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録學》 12、張衛東《宋代〈崇文總目〉之研究》 13 等相關論述中，皆持此說。這些

論著在討論《崇文總目》的編纂問題時，不曾提及《國史藝文志》，或認爲兩者

並不存在任何關聯。

 第二種觀點是依據王應麟《玉海》，認爲《崇文總目》不僅“仿”《開元四部

録》，同時也“約”《三朝史志》。持此說者多是直接引用王應麟原話。如姚名達

《中國目録學史》14、倪士毅《中國古代目録學史》15 認爲，《崇文總目》是“仿《開

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録”。又如王重民說：“合併利用了四館藏

書，‘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經過了七年的時間，在公元 1041 年編

成了《崇文總目》六十六卷、敍録一卷。” 16 白金《北宋目録學研究》云：“《崇文

總目》編纂時，《三朝國史藝文志》剛編纂成功不久。《總目》的編纂者，利用這

一成果自然順理成章。”17 喬衍琯《宋代書目考》云：“仁宗時新作崇文院，分藏群

書，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慶曆元年王堯臣等上《崇文總目》。”18

上述學者的討論，僅是援引《玉海》原話，卻未對“約《國史藝文志》”一語進

行解釋或考察，故而對其實質含義未得其解。

 關於第一種觀點，多爲學界所接受。但是，第二種觀點則見仁見智，成立與

否，以下將作進一步的辨析。

 首先，王應麟觀點的成立前提，當從書目成書時間以確立，意即《三朝史

志》的成書時間必須在《崇文總目》前。按《宋史》卷九《仁宗本紀》載，天

聖五年（1027）二月“命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提舉”。19 又《玉海》

“天聖三朝國史”條云：“（天聖）八年六月十一日癸巳，夷簡等詣崇政殿，上進，

賜宴，遷官，賜衣帶器幣。先是，太祖、太宗紀六、志五十五、傳五十九、目

録一，凡百二十卷。至是，修眞宗史成，增紀爲十，志爲六十，傳爲八十，總

百五十卷，此所謂三朝國史也。” 20 意即，天聖八年（1030）六月十一日，《三朝國

史》已修成，當爲《崇文總目》的編纂者所見並使用。

 其次，此說是否出自北宋時所編國史，即從文獻流傳的角度而言，《三朝國

12 潘美月：《中國目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 152。
13 張衛東：《宋代〈崇文總目〉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 58。
14 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 142。
15 倪士毅：《中國古代目録學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頁 114。
16 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02。
17 白金：《北宋目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190。
18 喬衍琯：《宋代書目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 242。
19 [元 ]脫脫等：《宋史》卷九《仁宗本紀》，頁 183。
20 [宋 ]王應麟：《玉海藝文校證》卷十二“天聖三朝國史”，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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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否普遍流行並爲王應麟《玉海》輯録。按《宋會要 • 崇儒四》載有以下幾

條信息：一、紹興元年六月十六日，故右金吾衛上將軍楙妻、鎮國夫人王氏以亡

夫家藏《六朝實録》、《會要》、《國史志》等書計二百二十二冊來上；21 二、紹興三

年正月十二日，高宗詔湖州管下故執政林攄家藏太祖以來國史、實録、國朝會要

等書來獻；22 三、同年五月一日，左承郎林儼上家藏祖宗實録、國朝會要、國史

等及古文文籍二千一百二十二卷。23 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

録解題》都著録有多部北宋國史，甚至《玉海》及《文獻通考》多引其文。元代

脫脫等奉敕編纂《宋史》，其史料也多據北宋國史。此則說明，宋至元初時，北

宋國史是廣泛流傳的史料，各藏書家多有其書，尤其《三朝史志》爲王應麟所

見，當是無疑。故王應麟所謂“約《國史藝文志》”的觀點，當是出於對文獻的

輯考而得。在此前提下，需要辨析的是，王應麟所謂的“約”，是指《崇文總目》

“約”了《三朝史志》的哪些內容。以下擬就書籍著録的來源、書目分類的方式、

解題文字的書寫三個方面，進行考察辨析。

二、“約《國史藝文志》”與《崇文總目》之著錄書籍

 關於《崇文總目》著録書籍的來源，在宋代史料中記載得很清楚，追溯其編

纂起因，可將《兩朝國史藝文志序》視爲最早的史源，文云：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
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
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
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
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
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録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
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內
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
四部録》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
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24

21 [清 ]徐松輯、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 • 崇儒四》“求遺書 藏書”條，《宋會要輯稿》本，開封：河南
大學出版社，2000，頁 251。

22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 • 崇儒四》“求遺書 藏書”條，頁 245。
23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 • 崇儒四》“求遺書 藏書”條，頁 245。
24 [元 ]馬端臨著、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標校：《文獻通考 • 經籍考》卷一《總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1985，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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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可知，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館、秘閣遭榮王宮火患波及，藏書幾

焚滅，將所剩藏書移至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又增募寫書吏，專事補緝焚毀

典籍，詔借太清樓藏書補寫復原。仁宗天聖九年（1031），新作崇文院成，復將

藏書移至崇文新院。景祐元年（1034），命張觀等人編排三館、秘閣書籍。25《宋

會要》亦載，景祐元年七月張觀等奏言：“看詳館閣書籍，內古書或缺少三、五卷

便成不全部帙，欲據見少卷數曉示，許人詣館投納。”從之。26 張觀等又於景祐

二年（1035）、三年（1036），上四庫典籍共二萬七百九十一卷。據《麟臺故事》

載：“景祐中，以三館秘閣所藏書，其間亦有繆濫及不完整之書，命官定其存廢，

因仿《開元四部録》，著爲《總目》而上之。” 27《續資治通鑑長編》同載此事。28

意即，詔令編纂《崇文總目》之前，先是張觀等人看詳館閣藏書，以定藏書存

廢，詔求逸書，其後始就館閣所藏圖書，著爲目録。若從《玉海》將景祐年間

“編排三館秘閣書籍”及“編纂《崇文總目》”分爲兩條編題來看，說明兩個事例

並非同時進行，而是分作前後兩個步驟開展。29《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四

也有相關記載。30 故《四庫全書總目》於《崇文總目》條云“蓋以四館書並合著録

也”。31 是此，編纂《崇文總目》的起始時間，應於景祐三年十月以後，在檢核校

録館閣藏書之後，才開始編目工作。

 次論《三朝史志》著録書籍的問題。《三朝國史》成書於天聖八年，著録館

閣及禁中圖書總三萬六千餘卷，其編選所據是朱昂等人編於咸平三年的《咸平

館閣圖籍目録》，但所録典籍多於祥符八年的火患焚毀幾盡。據《兩朝史志序》

載，景祐元年六月張觀等編排三館、秘閣書籍，景祐二年上館閣所校兩庫經、史

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景祐三年又上新校兩庫子、集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總爲

二萬七百九十一卷；但是這些書籍僅是依據《咸平館閣圖籍目録》所録圖書，整

理重抄以復原崇文院藏書概況。《崇文總目》著録書籍爲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即張

觀等人新校奏上的書籍僅占《崇文總目》著録的三份之二，其中九千八百七十八

卷或是崇文外院的焚餘存書與搜訪得書。是此，《三朝史志》所録書籍，基本上和

25 [宋 ]王應麟：《玉海藝文校證》卷十八“景祐編三館秘閣書籍”條，頁 874。
26 [清 ]徐松：《宋會要輯稿 • 崇儒四》“求遺書 藏書”條，頁 251。
27 [宋 ]程俱：《麟臺故事校證》卷二“修纂”條，頁 75。
28 [宋 ]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一百一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2783。

29 據《玉海》卷五十二載，仁宗朝編排館閣書籍見於“景祐編三館秘閣書籍”條，編纂《崇文總目》見
於“慶曆崇文總目”條。

30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四，頁 3206。
31 [清 ]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史部 • 目録類》“崇文總目”
條，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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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總目》所録書籍已不是同一批次的藏書，而是分屬兩個時段不同時期的館閣

藏書情況，只有部份圖書因從太清樓借抄，屬同樣書籍而不同版本而已。

 景祐中編纂《崇文總目》的初衷，就是對真宗祥符八年以後至仁宗景祐以前

的館閣新補寫與新訪得的圖書，進行一次系統的整理與總結。《崇文總目》所著

録的三分之二書籍，是祥符八年以後新補寫的圖書，也即是真宗咸平時詔令抄寫

館藏書籍而入藏太清樓藏的書籍；所以，館閣藏書幸賴太清樓藏書而得以保存副

本於禁中，不至於全毀於祥符八年火患。據《玉海》“景德太清樓四部書目”條

載，景德四年太清樓四部藏書共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卷，32 相較《崇文總目》所錄

書籍，也僅僅是少五千五百餘卷，此爲復原崇文新院藏書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崇文總目》所録書籍，較之《三朝史志》少了五千五百八十一卷，其中約有兩

個方面的原因，即：一、《三朝史志》著錄包含禁中藏書，編纂《崇文總目》時必

須將其篩除，才符合編目原則；二、部份缺少卷數的書籍或為火患所毀，後來搜

訪也未能得其全書，故成殘佚典籍。由此可知，王堯臣等人不可能將館閣未藏的

圖書編入《崇文總目》，故其著錄書籍數量較《三朝史志》少五千餘卷是合理的。

 以下試從圖書分類與著録進行考察。《玉海》與《文獻通考》尚引有《三朝

史志》各部小類的著録書籍數量，適可借此考辨一二。今據趙士煒《宋國史藝文

志輯本》所輯《三朝史志》、錢東垣等《崇文總目輯釋》所得資料略作討論。以

經部爲例：

表一：《三朝國史藝文志》與《崇文總目》“經部”著錄書籍數量對比覽表

類名 《三朝國史藝文志》 《崇文總目》

易類 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 十八部，一百七十二卷

書類 十一部，一百一卷 七部，八十一卷

詩類 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八部，一百一十五卷

禮類 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 三十三部，一千九十七卷

春秋類 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

樂類 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

孝經類 六部，十卷 五部，九卷

論語類 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 十三部，二百一十卷

經解類 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小學類 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五十七部，五百一十九卷

讖緯類 四部，三十二卷

32 [宋 ]王應麟：《玉海藝文校證》卷十八“景德太清樓四部書目”條，頁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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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經部二級分類看兩部目録存在的差異。《三朝史志》分十一類，《崇文總

目》則爲九類。前文指出，《崇文總目》的分類是仿《古今書録》為基礎，將經

部的“經解類”併入“論語類”，“訓詁”入“小學類”，故得九類；《三朝史志》

則保留“經解”、“讖緯”二類，這也當是沿襲《古今書錄》體例。《三朝史志》

“讖緯類”著録有書四部三十二卷，而《新唐志》經部“讖緯類”仍著録有十九

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兩相比較，說明宋代初年讖緯書已流傳甚少，呂夷

簡等編纂《三朝史志》時也僅得有四部而已。至景祐時期編纂《崇文總目》，已

將“讖緯類”刪去，此或表明館閣所藏讖緯類書籍已是亡佚殆盡，或毀於祥符八

年火患，僅存一部《易緯》九卷，不能成類，故移録“易類”之下。因此，《崇

文總目》是據景祐館閣實際典藏而著錄書籍，無書則不録，並非刪削《三朝史

志》、《國史志》而成；即便王堯臣等曾經校閱《三朝史志》條目，也只作爲搜訪

逸書的參考，以便考知舊書闕逸前的版本形態。

 次從《三朝史志》與《崇文總目》著録經部小類的部卷數量進行考察。兩

相對照，除“禮類”外，《三朝史志》著録各類卷數皆較《崇文總目》為多，例

如，即使《三朝史志》著錄“樂類”部數較《崇文總目》為少，然於卷數上則

多出二百餘卷；雖然《崇文總目》將“論語”、“經解”合爲一類，若以《三朝史

志》著錄兩類書籍合計，其卷數亦遠較前者為多。《三朝史志》成書在前，其所

著録書籍卻多不見於《崇文總目》，如其著錄“春秋類”已較前者少了三十九部

二百六十二卷，幾乎超過半數書籍未見著錄。究其原因，蓋是從咸平至景祐期

間，館閣藏書大量亡佚、省併削録所致，王堯臣等依據館藏實際情況編纂《崇文

總目》，而非隨意為之。

 再次，如果細考《玉海》“慶曆崇文總目”條原文，可作兩個層次解讀。第

一，敘述景祐元年館閣藏書的存佚殘缺情況，命張觀等看詳，校勘群書，定其存

廢，去除僞謬重複者，補全卷帙差漏者，其後兩次編排進奏。第二，前文所謂

“仿《開元四部録》”者，即仿照參考《古今書録》體例，所謂“約《國史藝文

志》”則承前句而下，即約略借鑒《三朝史志》著錄。王應麟清楚知道《崇文總

目》的著録來源，即是當時館閣實際典藏情況。況且《宋會要輯稿》已稱“《崇

文總目》內書籍是將四館分書併合著録”，33 倘若認爲《崇文總目》僅於《三朝史

志》的基礎上增刪條目而成，是不夠準確的。應該說，《崇文總目》是以《三朝

史志》為參照，以著錄崇文院實際藏書爲基礎，並将已焚毀的禁中藏書書目刪

削，重新斟酌編纂而成。

33 [清 ]徐松：《宋會要輯稿 • 職官一八》“秘書省”條，頁 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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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約《國史藝文志》”與《崇文總目》之二級分類

 《崇文總目》除了仿照《古今書録》的分類，34 是否也沿用《三朝史志》的分

類體例呢？今試比較《三朝史志》和《崇文總目》的類目與名稱，舉其異同如

下。

 經部。《三朝史志》設十一類，《崇文總目》則設九類，刪去“經解”、“讖

緯”兩類，其餘九類的類目與名稱無異。

 史部。《三朝史志》設十四類，《崇文總目》則設十三類。前者有“起居注”、

“史鈔”、“故事”、“譜牒”、“霸史”諸類，後者新設“實録”、“氏族”、“僞史”、

“歲時”類，刪去“史鈔”、“故事”類。其中《三朝史志》“起居注”著録之典

籍，疑於景祐時期亡佚幾盡，僅存《大唐創業起居注》一種，著録於《崇文總

目》“雜史”類。意即，編纂《崇文總目》時，“起居注”名存實亡，書不成類，

因而易爲“實録”類，録有唐五代各朝實録。《崇文總目》將“霸史”35、“譜牒”

更名爲“僞史”、“氏族”類。《崇文總目》將“故事”、“史鈔”類刪去，原書著

錄之書則重新歸類，如從《玉海》輯得《三朝史志》“故事”類著錄的《清邊前

要》、《汾陰後土故事》二書，在《崇文總目》則著録於“兵家”、“儀注”類。

“歲時”類首見於《龍圖閣書目》，後爲《崇文總目》沿用，按《三朝史志》子部

“農家”類小序云：“歲時者，本於敬授平秩之義。殖物寶貨著譜録者，亦佐助衣

食之源，故咸見於此。”是知《國史藝文志》承《古今書録》以來傳統，將歲時

類典籍著録於“農家”類。

 子部。《三朝史志》設十八類，《崇文總目》則設二十類，後者將前書“曆

算”、“五行”各分二類，即“曆數”、“算術”與“五行”、“卜筮”類。《崇文總

目》又將《三朝史志》“雜藝術”、“釋家”、“神仙家”與“類事”類改稱“藝

術”、“釋書”、“道書”與“類書”類，不取“家”而名“書”，近似《古今書録》

著錄方式。

 集部。兩部書目所設小類一致，共三類，即“別集”、“總集”與“文史”

類。

 從上可見，《三朝史志》與《崇文總目》設置的小類總數差別不大，前者二

級分類為四十六，後者爲四十五，僅多一類而已，故不排除《崇文總目》的分類

設置，較傾向於《國史藝文志》的分類特點，而略作調整改動。今據《國史藝文

34 楊金川：《〈崇文總目〉“仿〈開元四部録〉”說探微》，《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九輯下），頁 228-229。
35 武秀成《陳振孫評傳》稱，《隋志》之“霸史”，自《古今書録》改稱“僞史”後，宋代諸家書目皆稱
“僞史”，馬氏《文獻通考》引諸《國史藝文志》則是“霸史”、“僞史”並列。今趙氏輯本定作“霸
史”，當是參據《宋史 • 藝文志》而定。（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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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集部“文史”類小序云：“晉李充著《翰林論》，梁劉勰又著《文心雕龍》，言

文章體制。又鍾嶸爲《詩評》，其後述略例者多矣。至於揚確史法，著爲類例者，

亦各名家焉。前代志録散在雜家或總集，然皆所未安。唯吳兢《西齋》有文史

之別，今取其名而條次之。”36 由此可知，《西齋書目》最早設置“文史”類，《國

史藝文志》承襲其例，繼爲《崇文總目》沿用，宋代以後書目大多設有“文史”

類，蓋是源此。

 再觀兩部書目的類目相近，是否共同繼承前代書目的特點，也仍存在一些爭

議。例如《隋書 • 經籍志》以下，各家書目皆設“雜史”類，至今我們所見《宋

國史藝文志》的四部類名，也是通過《文獻通考 • 經籍考》與《玉海》輯得，其

是否完全保留《國史藝文志》的原分類與類名，也無從確知，即如史部“霸史”、

“僞史”類的定名問題即是其中顯例。綜上討論，兩部書目的取材來源，基本上

反映出“建隆至祥符八年”和“景祐時期”兩個階段的館閣實際藏書情況，雖然

館閣曾遭火患焚毀，幸有禁中太清樓爲媒介，故得恢復七八分的藏書原貌。因

此，通過比較《崇文總目》與《古今書録》、《三朝史志》的二級分類，可以說

明《崇文總目》在類數、分類與類名的設置兼採二書體例，實則更能論證王應麟

“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之說，是信實可據的。

四、“約《國史藝文志》”與《崇文總目》之小序與解題

 宋代《國史藝文志》每類有小序，每書有解題，此與宋前國史體例全然迥

異。姚名達認爲宋代《國史藝文志》是以館閣書目爲底本編纂而成。37 呂夷簡等

所編《三朝國史藝文志》，即以咸平三年（1000）朱昂等人所編《咸平館閣書目》

爲基礎編纂而成，38 惟今傳文獻皆失載《咸平館閣書目》卷數，幸賴《三朝史志》

中的少數類目小序與解題，並經《文獻通考 • 經籍考》載錄而得保存若干痕跡，

計有類目小序文字十三條。民國趙士煒輯有《宋國史藝文志輯本》，今可藉之對

比考察《崇文總目》的小序與解題。

36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頁 510。

37 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頁 158。
38 《玉海藝文校證》卷十八“咸平館閣圖籍目録”條云：“咸平元年十一月，以三館、秘閣書籍歲久不治，
詔朱昂、杜鎬與劉承珪整比，著爲目録。二年閏三月甲午，詔三館寫四部書來上，當置禁中，以便觀
覽。三年二月丙午，昂以司封中加吏部，鎬以校理爲直秘閣，賜紫金。昂等受詔編《館閣圖籍目録》，
至是奏御。故獎之。”（頁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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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討論兩部書目的類目小序撰寫方式的關聯。趙氏輯本《三朝史志》類

目小序有孝經、小學、編年、起居注、雜史、故事、傳記、神仙家、釋家、農

家、天文家、總集與文史諸類。今可從歐陽修文集中輯得《崇文總目》類目小序

約三十條，其可對比之條目有小學、編年、雜史、傳記、農家諸類。試舉“小

學”、“雜史”二類論之。“小學”類小序曰：

《三朝國史藝文志 • 經部 • 小學類》：《漢志 • 六藝》以《爾雅》附《孝
經》，六書爲小學。《隋》延其制，《唐》録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爲
詁訓，偏旁、音韻、雜字爲小學。今合爲一。自齊、梁以後，音韻之學始
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39

《崇文總目 • 經部 • 小學類》：古者教學之法，八歳而入小學，以習六甲、
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
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
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随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
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
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
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
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故雖小學，不可闕焉。40

《三朝史志》小序簡要說明“小學”從《漢志》到《舊唐志》的分類演變，重點標

示《舊唐志》“訓詁”、“小學”二類的收書特點，承此而下，點出《國史藝文志》

“小學”類即是合《舊唐志》二類典籍爲一類；就其主旨而言，主要的著眼點在於書

目二級分類緣由的討論。《崇文總目》小序較之前者尤詳，先是詳述“小學”的起

源與次第，順下分述詁訓、偏旁、音韻與字書之學的發展脈絡，最後評價“小學”

的社會意義與作用。是此可知，《三朝史志》小序關注“小學”類的目錄學史發展，

而《崇文總目》小序則著眼於“小學”類的學術史的發展，兩者風格大有不同。

 “雜史”類小序云：

《三朝國史藝文志 • 經部 • 雜史類》：雜史者，正史、編年之外，別爲一
家。體制不純，事多異聞，言或過實。然藉以質正疑謬，補緝闕遺。後之
爲史者，有以取資。如司馬遷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不爲無益也。41 

39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頁 473-474。
40 [宋 ]王堯臣等撰、[清 ]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輯釋》卷一“論語類”，《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
一輯上冊），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影印《粵雅堂叢書》本），頁 34。

41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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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總目 • 經部 • 雜史類》：《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乗》，
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爲法不同。至於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
非多異。尋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
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
系》、《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録，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42

基於《隋志》以下史志皆設有“雜史”類，不因時代推移而出現書籍著録的差

異，因此兩部書目的小序同樣著重於此類書籍的實質內容與評價。如《三朝史

志》稱雜史類書籍雖然體制不純，且有言過其實之失，但撰史者對其多有借鑒；

惟《崇文總目》小序仍多秉持同一風格，先述雜史類書籍的起源與產生，再述發

展與源流，繼而評價其於學術史的意義。

 其次，試從書籍解題的撰寫方式，探討《崇文總目》是否刪削《三朝史志》

解題。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多據《玉海》，其序文曰：“《玉海》所引，多

曰《國史志》，未有區別，不悉其爲《三朝志》，抑《兩朝志》，故今輯録，合前

三《志》於一篇，統曰《國史志》。”43 趙氏輯録之體例，倘若確知所輯文字的史志

所出，亦作逐一列明，而今可知出自《三朝史志》解題者，尚有兩條，即著録於

“禮”類的《唐月令》與“總集”類的《文苑英華》。

 《三朝史志 • 唐月令》解題云：

初，《禮記 • 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
“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
《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别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
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
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
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羣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44

上引解題主要敘述《唐月令》其書及其注疏本的行世情況，較偏重於書籍傳播史

的論述，惜乎《崇文總目》未有著録此書，無法進行比較。兩部書目皆撰有解題

者則是《文苑英華》。《三朝史志 • 文苑英華》解題云：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給事中直學
士院徐鉉，中書舍人宋白，知制誥賈黃中、呂蒙正、李至，司封員外郎李

42 [宋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輯釋》，頁 49。
43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頁 456。
44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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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庫部員外郎楊徽之，監察御史李範，秘書丞楊礪，著作郎吳淑、呂文
仲、胡汀、戰貽慶、杜鎬、舒雅等並改他任，續命翰林學士蘇易簡，中書舍
人王祐、知制誥范昊、宋湜與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凡一千卷。45 

上引解題主要介紹編纂《文苑英華》的起始時間、參與人員與全書卷數，卻無提

及編纂緣由、體例、取材來源等，內容稍嫌簡單。故趙氏評曰：“自輯得者考之，

多失空疏敷衍。”46 至於《崇文總目》解題，僅輯得“宋白等奉詔撰，采前世諸儒

雜著之文”47 一句，其餘闕如。

 綜上所舉解題可知，兩部書目解題的撰寫風格有別，《三朝史志》解題較

《崇文總目》為詳，較具文獻參考價值，惟對書籍撰者的事蹟皆著墨不多，此

與前代書目解題出現較大的變化。因此，王應麟《玉海》所謂“約《國史藝文

志》”，即指《崇文總目》的解題撰寫方面，對《三朝史志》多有參考借鑒，並略

加潤飾，其特出點則是著重介紹書籍的卷數與流傳，而略於撰者的事蹟情況，並

非沿襲《古今書録》既重作者事蹟亦重書籍考釋的解題風格。

結語

 仁宗天聖時所編《三朝國史》成書在前，此為慶曆時成書的《崇文總目》提

供參考借鑒《三朝史志》的契機。南宋諸家官私書目皆著有本朝國史，可知當

時宋代國史通行於世，《玉海》、《文獻通考》等書多有稱引國史文字，故王應麟

所謂《崇文總目》“仿《開元四部録》，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録”之說，當

是通過實際考察與史料輯録中得之，信實有據。本文就兩部書目的書籍著錄來

源、書目分類方式、解題撰寫風格三個方面進行考察，得知《三朝史志》所錄乃

祥符八年火患以前的館閣藏書與禁中藏書，《崇文總目》所錄乃火患焚餘，詔令

搜訪補闕所得的館閣藏書，且又篩除禁中藏書，故前者著錄書籍較後者為多；其

次，從書目二級分類的特點而言，《崇文總目》確實受到《三朝史志》的分類影

響，而在“文史”類的類名設置，更是承續《古今書録》與《國史藝文志》，故

王應麟“仿”、“約”之說，蓋因《崇文總目》兼採二書體例而成；至於兩書的類

目小序，《三朝史志》較偏重目録學史的記述，《崇文總目》則著重在學術史的發

45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頁 509。
46 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頁 456。
47 [宋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輯釋》，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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