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禮記正義》揭誤 

方向東* 

摘要 

本文以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本《重刊宋本〈儀禮注疏〉

附校勘記》與 1980 年 10 月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儀禮注疏》對勘，參校光緒十三年

脈望仙館本、光緒二十三年點石齋本及北大標點本，通過版本間的變化和差異，揭

示世界書局本的錯誤，供學界討論與參考。 

關鍵詞 

阮刻《禮記正義》  南昌府本  中華書局影印本  校勘 

中華書局 1980 年 10 月出版的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簡稱「中華本」），是根

據原世界書局縮印本影印的，迄今印刷 55500 套，加上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的 3650
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 4300 套，共計發行 63450 套，流傳面廣，影響很大。據

「影印說明」說，該書「影印前曾與清江西書局重修阮本及點石齋石印本核對，改

正文字訛脫及剪貼錯誤三百餘處」。1998 年 6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也影印出版了阮

刻《十三經注疏》（簡稱「浙江本」），並附了汪文臺（1796-1844）《校勘記識語》，

為學界提供了方便，該書「出版說明」稱，「據世界書局縮印本影印，並對原書脫訛

有所校正」。兩種影印本所據底本相同。根據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江西書局

重修阮本成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點石齋石印本成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

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成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其祖本皆為清嘉慶二十年（1815）

南昌府學刊本。南昌府本名為《重栞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 

*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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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學開雕，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1764-1849）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宣

旬（生卒年不詳）校，新建戴效先（生卒年不詳）、程亦珍（生卒年不詳）、談巨川

（生卒年不詳）刻字，臨川李顯才（生卒年不詳）刷印（中華書局影印本無刻字、

刷印者名字），卷題有「武定盧氏宣旬校定」，卷末有「大清嘉慶二十一年用文選樓

藏本校」印記和「江西南昌府學栞」字樣。上海世界書局本和點石齋石印本筆者無

緣得見，筆者通過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2007 年 8 月版）的南昌府本與中華書局影

印阮刻本校勘，發現自南昌府本以來翻刻的以及當今印刷的版本，存在很多差異，

有南昌府本原誤為後來刻本及排印本所改正者，有排印本妄改以及增加排印錯誤

者，有各本皆誤而未改正者。此外，也存在不少南昌府本原不誤為後來刻本所增誤

者。本文重點揭示世界書局本增加的錯誤，以供學界參考。文中引文根據中華書局

影印本，括號內標注頁碼、欄號、行數，「↓」表示順數，「↑」表示倒數。 

卷一 

疏：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官謂學仕官之事。（p1231 中↑6-5）1 

案：首「官」字，與經文不相應，當作「宦」。次「官」字，南昌府本、脈本、錦本

皆作「宦」，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2。 
疏： 

《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官三年矣。」（p1231 中

↑4） 

案：「官」，南昌府本、脈本、錦本皆作「宦」，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疏： 

人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p 1233 中↓15） 

案：人，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大」，不誤。世界本增誤。 

                                                
1   括號內表示中華書局影印本頁碼、欄和行數，「↓」表示順數，「↑」表示逆數。 
2  為行文簡潔，版本一律使用簡稱，南昌府本簡稱「南昌本」，脈望仙館本簡稱「脈本」，點石齋本

簡稱「點本」，錦章書局本簡稱「錦本」，世界書局本簡稱「世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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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記： 

彼巳俱疑而巳成言之……案「巳」、「已」二字不同，惟唐石經及宋本不

誤，此本以下率混作之。此當作「巳」，下「巳若不疑」同。（p 1235 下↓9-12） 

案：巳，皆是「己」，刻本多不分，然此校勘記文不分則無義。「此當作巳」之「巳」，

南昌府本原作「己」，有區別，不誤。 

憎謂巳所嫌慢……惠棟校宋本巳作巳。（p 1235 下↓18） 

案：巳作巳，南昌府本原作「巳作已」，有區別，不誤。下條校勘記同。 

卷二 

疏： 

今世言屨以通於禪。（p 1238 中↓8） 

案：「禪」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襌」，不誤。世界本增誤。下疏文「正

謂禪者也」同。北大標點本承其誤。 
疏： 

尊，謂主人尊也。（p 1243 中↓14） 

案：上「尊」字上空缺處，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有「嚮」字，世界本已缺。 

矛本又作謩，音謀，兵器。（p 1244 中↓1） 

案：「謩」，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謭」，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則必鄉長者所視，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木同。（p 1245
上↑14）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毋勦說……曹憲謂當從刃與《左傳》勦民字從力者不同。（p 1246 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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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刃」，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刀」，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由，故知有去

國之義也。（p 1260 上↓6） 

案：岐由，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岐山」，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時為季氏家廢長立少，閩、監毛本作「家」，此本「家」誤「家」。（p 1262
下↓7） 

案：末「家」字，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冢」，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五 

疏： 

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其見，故不須問。（p 1268 中

↓18） 

案：「其」，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共」，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於其君稱此，毛木如此，岳本、嘉靖本同。（p 1271 下↑19）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孺屬也○士曰婦人者……此本也○上三字闕。（p 1272 上↓11） 

案：「上」，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士」，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云皆在他邦乃祖免，明不皆在者則否。（p 1273 下↑6） 

案：「祖」，南昌府本、脈本、錦本皆同，點本作「袒」，不誤。世界本未改正。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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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堲。」即，燭頭燼也。（p 1276 上↓2） 

案：「堲」，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即」，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馮河潛泳……閩本上三字不誤，惟泳字仍誤水，監、毛本誤水。（p 1280
下↑1） 

案：上「水」字，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氷」，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七 

疏： 

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知禮大射是也。（p 1284 上↓21） 

案：「知」，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燕」，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八 

校勘記： 

虛之不合，……《釋文》出「不合」，云力政反，本又作「合」。（p 1297
上↓6） 

案：《釋文》所出「合」字，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令」，不誤。世界

本增誤。 

不辟戾也，閩、監、毛本作辟，《衞氏集說》同，此木辟字闕。（p 1297
上↓17）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九 

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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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之至一乘，惠棟挍宋木無此五字。（p 1306 上↑11）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明巳不與也，……惠棟校宋本「巳」作「巳」是也，衛氏《集說》同，

宋監本亦作「巳」。（p 1306 中↓7-8） 

案：下兩「巳」字，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己」，有區別，不誤。世界

本增誤。 

必先免故几哭哀則踊……（p 1306 中↑5） 

案：几，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凡」，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晉獻至君義」，此節疏在「以辱君義」之下，閩、監、毛木同。（中華

本 1306 頁下欄倒第 17 行） 

案：毛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毛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喪禮節……孔了節…（p 1306 下↑2） 

案：「了」，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子」，不誤。世界本增誤。 

既憊貌，閩本同，監、毛本既作慨，岳本同，嘉靖木同。（p 1309 上↑

10）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禮揚作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木騰作

媵。（p 1309 中↑8）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作「本」，不誤。錦本、世界本增誤。 

卷十 

疏： 

經有云「班邑於從者」，（p 1310 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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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直」，按疏文例常作「經直云」，不誤。

世界本增誤。 
《釋文》： 

罕，可旱反。（p 1315 中↑8） 

案：可，溪母字，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吁」，與「罕」同是曉母字，不誤。

點本、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般爾以人之母甞巧，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木同。（p 1318 上↓2）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云繆讀為不樛垂之樛者，……惠棟校宋本「不」誤「大」。（p 1320 上↑

9） 

案：大，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木」，據上鄭注校勘記條段玉裁校語，

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一 

疏： 

上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為任職事。（p 1321 下↑3） 

案：此承上文釋卿、大夫而釋士之文，上，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士」，

不誤。世界本增誤。 

未知殷制如甸？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p 1324 上↑8） 

案：甸，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何」，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待王命。（p 1325 下↑6） 

案：「待」，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得」，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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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閩、監、手本同，浦鏜云牧誤收。

（p 1331 下↑9） 

案：「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毛」，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二 

《釋文》： 

驅，丘干反，又丘遇反。（p 1333 中↓22） 

案：干，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于」，與音切合，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疏： 

按《說文》曰：「旻，同也。」（p 1334 上↓7） 

案：旻，校勘記出「昆」，此誤。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昆」，不誤。

世界本增誤。 
疏： 

干公，諸 至不窋也。（p 1336 上↓25） 

案：干，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于」，「于公」釋注文引《詩》，不誤。

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林木又少，閩、監、毛本作木，此本本誤本。（p 1341 下↓15） 

案：次「本」字，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木」，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三 

校勘記： 

不給其繇後……《釋文》出徭役，云木又作繇。（p 1349 上↓5）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尊上賢火。（p 1349 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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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火」，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人」，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四 

疏： 

又云「味僾於未」，則未，昧也。（p 1353 上↑10） 

案：味，校勘記作「昧」，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昧」，昧僾義為隱蔽，

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面賞朝臣及諸侯也。（p 1356 上↓25） 

案：面，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而」，不誤。世界本增誤。 
《釋文》： 

推，出崔反。（p 1356 下↑9） 

案：崔，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隹」，與《釋文》合，不誤。點本、世界本已

訂正。 

此皆厤乖違，閩、監、毛木作違。（p 1358 上↑16）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大皡言帝閩監毛木作帝。（p 1358 下↓9）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五 

《釋文》： 

顓頊，上音專，下音最。（p 1364 下↑25） 

案：最，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勗」，與《釋文》音切合，不誤。世界

本增誤。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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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國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p 1365
下↑11） 

案：「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祭」，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六 

疏： 

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王得南

嚮而北面設之。（p 1373 上↓7） 

案：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主」，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以茲其斫其生者，惠棟挍宋本亦作茲其，與周禮注合，閩木同。（p 1376
下↑1）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七 

疏： 

云「宣布吾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p 1379 上↓26） 

案：吾，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喆」，與鄭注合，不誤。世界本增誤。 
注： 

黨正屬民，飲酒正齒立是也。（p 1382 中↓10） 

案：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位」，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止齒位。（p 1382
中↓12） 

案：止，北大標點本校記云依文意疑當作「正」，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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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按《鄉飲酒》初立，賔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堂而往，行無算爵。（1382
中↓13） 

案：往，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燕」，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歸葬于女氏之黨……毛本干誤於。 

案：「干」，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于」，不誤。世界本增誤。 

故知此慈母如母，……此本「知」誤「乃」，閩、監、毛木同。（p 1396
上↑6）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十九 

校勘記： 

周人以夏后氏堲周葬下殤，……毛木「下」誤「夏」。（p 1403 中↑11）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 

《釋文》： 

舍采音釋，後「舍采」同。（p 1405 上↓2） 

案：采，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菜」，與鄭注合，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一 

《釋文》： 

取殺，申志反，又如字。（p 1418 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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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殺，與音切不合，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弒」，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二 

注： 

患，謂見圍入。（p 1422 中↓15） 

案：「入」，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人」，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p 1422 下↑21） 

案：化，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也」，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三 

疏： 

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慼哭踊無節，直在己天性而行也。（p1435
下↑17） 

案：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任」，不誤。中華本校勘記作「任」不

誤。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四 

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䟽卷第二十四終……又記云几二十二頁…（p 1444 中↑4） 

案：「几」，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皆作「凡」，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五 

疏： 

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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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p 1449 下

↑21） 

案：社為地祇，義不可通，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社祭地祇」，不誤。點本、

世界本增誤。 

卷二十六 

疏： 

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p 1452 下↑3） 

案：「祭」，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作「祀」，不誤。上文言「郊祀」可證。點本、世

界本增誤。 
疏： 

「曰上」至「殺也」。（p 1454 上↑6） 

案：「上」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土」，不誤。世界本增誤。 
注： 

儲君副王，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p 1455 中↑15） 

案：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主」，不誤。四庫本《禮記注疏》作「主」。

世界本增誤。 
注： 

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p 1457 下↓9） 

案：「安」，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作「妥」，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注： 

有報焉，注：謂若穫木報社。（p 1457 下↓20）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禾」，禾指年穀，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知此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p 1458 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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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者，南昌府本、錦本原作「也」，與疏文例不合，誤。脈本、點本、世界本已訂

正。 
疏： 

「詔祝」至「於堂」。（p 1458 上↑21） 

案：堂，南昌府本、錦本原作「室」，不誤。下文云「『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

可證。脈本、點本、世界本增誤。校勘記皆同誤。 

卷二十七 

校勘記： 

并明冢婦介婦相如之節，……毛木「於」作「與」。（p 1466 上↑14）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三十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禮記正義》： 

右徵、角，左宮、月，（p 1482 中正文↓7 行） 

案：月，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羽」，與鄭注「宮、羽在左」相合，不

誤。世界本增誤。 
疏： 

按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于是君子含士以上也。（p 1482 下↓18） 

案：于，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士」，不誤。世界本增誤。北大標點本

據文意補改作「士佩瓀玟」，非。 
校勘記： 

余仁仲木、劉叔剛本並作「非古」。（p 1486 上↓21）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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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一 

注： 

《詩．魯頌》曰：王記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p 1488 下↓22） 

案：記，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謂」，不誤。《詩．魯頌．閟宮》作「曰」。

世界本增誤。 
疏： 

尚書云烝烝乂。（p 1491 上↑10） 

案：「乂」，南昌府本同，脈本、點本、錦本作「又」，增誤。 
校勘記： 

「土鼓」至「樂也」，惠棟校宋木無此五字。（p 1493 中↓8）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椇曲來巢……段玉裁挍本云椇當作枳，云枳椇即宋玉賦之枳句。（p 1493
下↓11） 

案：「椇」，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棋」，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三十二 

校勘記： 

為君之父母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適婦不為舅後者」節止為第四

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p 1499 上↓18） 

案：「卷第四十」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世界本原有「三」字，不誤。

中華本增誤。 

卷三十四 

校勘記： 

無不贍者，……《釋文》出「不贍」，云「本又作『瞻』」。（p 150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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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案：瞻，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儋」，與《釋文》合，不誤。點本、世界本增

誤。 

卷三十五 

疏： 

上不青下，故下遠罪。（p 1512 下↓5） 

案：青，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責」，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若終不知，則傷知也。（p 1513 上↓8） 

案：上「知」字，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然」，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說或為伸……衞氏《集說》誤作申。（p 1518 中↓11） 

案：「申」，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甲」，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三十六 

疏：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乎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p1521
下↑21） 

案：「乎」，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皆作「平」，不誤。世界本增誤。 
又「校勘記」最後一條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有「附釋音《禮記

注疏》卷第三十六終，惠棟校宋本卷第四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三頁」，世界本脫漏

（p1526 下↑1）。 

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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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其法雖殊，若人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p 1531 上↓8） 

案：「人」，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皆作「大」，不誤。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如此禮者天地之別也者，……惠棟校宋本「礼」上有「則」字。（p 1533
下↓9） 

案：礼，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禮」，與疏文相應，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三十八 

校勘記： 

故曰濩救世，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世作。（p 1538 下↑1） 

案：「作」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皆有「也」字，世界本脫。 

「樂也」至「情矣」，惠棟校宋木無此五字。（p 1539 下↑16）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世界本原作「本」，不誤。中華本增誤。 

訊疾以雅，各本同，《石經》「訊」作「評」，《釋文》同。（p 1540 上↓

19） 

案：評，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訊（右邊「十」在下）」，不誤。世界

本增誤。 

卷四十一 

校勘記： 

所以擣鬰也，……《釋文》出「以搗」，云「下作『擣』」。（p 1559 上↑

3） 

案：「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亦」，不誤。世界本增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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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四 

《釋文》： 

坎，日感反。（p 1575 下↓15） 

案：「日」，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作「口」，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四十五 

疏： 

「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祭言祭訖，而

後復寢。（p 1581 下↑24） 

案：言，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吉」，不誤。世界本增誤。 
疏： 

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

外以木菆輴之四邊，木問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p1583
下↑28） 

案：「問」，北大標點本排印為「間」，皆誤。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高」，

不誤。下文亦云「木高於棺」。世界本增誤。 

卷四十七 

《釋文》： 

措諸，七路反。（p 1594 下↓11） 

案：措，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錯」，與經文相應，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此處《釋文》當移至上文「錯諸天下，無所不行」之後。 

卷四十八 

《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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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徐所材反。（p 1598 中↑3） 

案：「材」，南昌府本、錦本作「林」，與《釋文》合，不誤。脈本、點本、世界本增

誤。 

卷五十一 

疏： 

「所志」，謂恩意至極於民。（p 1616 下↑6） 

案：志，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至」，與經文相合，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疏： 

若官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p 1619 中↓13） 

案：官，南昌府本、錦本原作「它」，不誤。脈本、點本、世界本增誤。 
校勘記： 

諸侯亦稱下曲禮云，……此木「主」字脫。（p 1623 下↓18）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人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p 1624 上↓7） 

案：人，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世界本原作「入」，不誤。中華本增誤。 

卷五十二 

疏： 

覆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p 1630 上↓15） 

案：「覆」，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作「蓋」，與校勘記不合。點本作「若」，不誤。

世界本增誤。 
疏： 

力行近乎仁者，此若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p 
1630 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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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若」，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作「則」，點本作「覆」。 

卷五十三 

疏： 

純，謂不已。（p 1633 下↓6） 

案：「已」，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作「雜」，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卷五十五 

《釋文》： 

度，待洛反，君同。（p 1650 下↓2） 

案：君，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作「下」，不誤。世界本增誤。北大標點本

校記云：「『君』當『下』之誤。」未改正。 

卷五十八 

校勘記： 
最後一條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原有「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

十八，惠棟校宋本卷第六十五終，記凡二十二頁」，中華書局本缺（p 1666 中）。 

卷六十 

疏： 

案《書傳》「上飾車駢馬」，（p 1677 上↑2） 

案：上，南昌府本原作「士」，不誤。士駢馬與下文大夫四馬相對而言。 

卷六十一 

校勘記： 



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禮記正義》揭誤 

 

121

最後一條下，南昌府本原有「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惠棟校

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終，記凡二十九頁」，中華書局本缺（p 1686
中）。 

卷六十二 

校勘記： 

數有讓而削地，閩、監、毛本、石經、岳木、嘉靖本、衞氏《集說》同。

（p 1690 中↓9） 

案：「木」，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皆作「本」，不誤。世界本增誤。 

卷六十三 

注： 

此「揖」、「讓」，主謂賔也。（p 1692 中↓25） 

案：主，南昌府本、脈本、錦本原作「三」，不誤。點本、世界本增誤。 
疏： 

當命北面又揖二揖也。（p 1692 中↑15） 

案：「命」，南昌府本、脈本、錦本作「門」，皆誤。點本作「階」是。 
校勘記： 

以圭璋聘節（p 1696 中↑9） 

案：此條下，南昌府本、脈本、點本、錦本皆有校勘記「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閩監

本作此毛本作其此本空闕」二十二字，世界本空缺。 
 
以上是筆者對阮刻《禮記正義》一百九十五萬六千字的校勘結果。就十三經注

疏而言，是管中窺豹。從正誤的比例看，我們可以初步作出這樣的推斷，中華本、

浙江本影印所據的世界書局本總體上應該是優於南昌府本的，但還存在不少新增的

刻印錯誤，如果加上北大標點本增加的排印錯誤，正誤比例為 15:13，幾乎持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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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引起我們廣大使用阮刻《十三經注疏》的重視。本文的結論，有待校完各種

版本後進一步修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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