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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吳大澂之《愙齋尺牘》 

 

吳大澂與師友談藝論學的尺牘，仍有許多影本與真跡流傳下來

，本文概以《愙齋尺牘》稱之。經由《愙齋尺牘》成書背景之研究，

吾人可對吳大澂所處時代之思潮、風尚和蘊含其中之文化現象有初步

的認識，以為進一步探究內容意涵之基礎。吳大澂的《愙齋尺牘》，

形式豐富、書體多樣，書風常因對象、內容而有差異，是值得注意的

一項重點。收信人與書寫者之間往往互有影響，經由通書對象背景之

研究，亦可從中理解這群金石學家共同關注的焦點，並對各人之思想

、著述、品味、交游等面向有更多的認識。 

 

第一節  吳大澂《愙齋尺牘》的成書背景 

（一） 金石研究風氣鼎盛 

金石學，顧名思義，乃研究「金」與「石」之學。「金」以鐘鼎

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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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碑碣墓誌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等皆屬之
167

。金石之使用，在三代之前，有金而無石；秦漢而後，石多而金少，

所以欲探究三代之史莫如金（及近代出土之甲骨），而秦漢以後之史

莫如石
168
。故自漢代以來，歷代學者皆十分重視金石器物時代的鑑定

、銘刻文字內容的考釋等，並以此作為證經補史之助
169
，於是金石學

逐漸演進為一門獨立專門之綜合學科，以考釋銘文、辨正字體為大宗

，旁及史學、考古、經學、文學、語言、目錄、圖譜、校勘、書法、

篆刻、造像、錢幣、繪畫等諸多領域
170
。清代樸學自乾嘉以降更為發

達，隨著文物大量出土，學者的研究範圍更為廣泛、資料收集益加豐

富、考釋水準也大為提升
171
，碑學書法亦應運而生。清代碑學書法與

金石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當時之書家無不富有金石學素養，風格亦多

受金石文字之孳乳
172
，「金石氣」遂成為獨特的審美價值

173
。當時文人

醉心於金石，影響所及，幾乎「人人言金石、個個能考據」，許多著

名書家本身即為考據學者與金石藏家，取法於漢碑、北碑和鐘鼎款識

者漸多，隸書、魏體楷書與篆書因而風行
174
。延續此種復古之風潮，

                                                 
167 金石學之定義參見朱劍心，《金石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 3。 
168 崔樹強，〈宋、清兩代金石學對書法的影響及其背景分析〉，《書法研究》，2002年，第 3期，
頁 75。 

169 朱劍心，前引書，頁 3。 
170 見陸草，〈論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中洲學刊》，1995年，第 1期，頁 86。 
171 暴鴻昌，〈清代金石學及其史學價值〉，《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頁209。 
172 金受仲，《清代書法述略》，《東方雜誌》，38卷 10號，頁 33。 
173 廖新田，〈清代碑學書法的美學觀〉，《清代碑學書法研究》（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民 82）
，頁 213-21。 

174 崔樹強，前引文，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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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金石學與碑學的發展達到顛峰，書壇名家輩出，取法更為高古。 

金石學乃「富貴之學」，寒士很難在這門學科上有所建樹，多半

只能在經學、小學的領域發展
175
。出色的金石學家需具備三項條件，

缺一不可：一是學問功底深厚，精於《說文》，又有豐富之鑑賞經驗

，才能辨別金石源流、考釋銘文義理；二是經濟條件充裕，金石收藏

乃研究之基礎，必須花費鉅資、廣泛蒐羅才有足夠之研究資料；三是

交游見聞廣博，辨別真偽、去蕪存菁之能力非一蹴可幾，學術交流可

取事半功倍之效
176
。身為封疆大吏的吳大澂，學問淵博、家道殷實、

交游廣闊，先天條件已非常突出，加以潛心研究、勤於著述，於金文

之考釋與書寫為世所推重，影響既深且廣，可謂承先啟後之集大成者

。研究金石之學必須耐受艱苦而繁瑣的過程，但也能從中體驗古雅而

濃厚的情趣，吳大澂其於著作《說文古籀補》自序中所寫的一段話，

貼切傳達出其研究金石文字之歷程、態度與抱負，可知其於金石嗜好

之深、用功之力：  

⋯⋯大澂篤嗜古文，童而習之，積三十年，搜羅不倦。豐岐京

洛之野，足跡所經，地不愛寶，又獲交當代博物君子，擴我見

                                                 
175 金石拓本、鐘鼎彝器動輒百金，如鄭珍和莫友芝等文人雖對金石有濃厚興趣，但迫於經濟壓
力，只能在經學、小學等較「省錢」的領域裡一展長才。見陸草，前引文，頁 85。 

176 同前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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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相與折衷，以求其是。師友所遺拓墨，片紙珍若球圖，研

精究微、辨及瘢肘，爰取古彝器文，擇其顯而易明、識而可辨

者，得三千五百餘字，彙錄成編。參以古訓、附以己意，名曰

《說文古籀補》；蓋是編所集，多許氏（許慎）所未收，有可以

正俗書之謬誤者。間有一二與許書重複之字，並存之，以資考

證。不分古文、籀文，闕其所不知也。某字必詳某器，不敢嚮

壁虛造也。辨釋未當，概不羼入，昭其信也。索解不獲者，存

其字，不繹其義，不敢以巧說袞詞使天下學者疑也。石鼓殘字

皆史籀之遺，有與金文相發明者；古幣古璽，古陶器文，亦皆

在小篆以前，為秦燔所不及，因並錄之，有抱殘守闕之意焉
177
。 

（二） 尺牘傳刻蔚為風潮 

尺牘
178
者，書信也，其功能在「言情達事」，即講自身、述他人

、談時事、論學問、表感情。在寫作的當時，是為實用；書寫過後，

便具有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尺牘之內容與書法可供欣賞，作為學術

資料，則可提供人物傳記局部的、細瑣的素材，同時反映社會歷史事

                                                 
177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台北：台灣商務書局，民 57），頁 3-4。 
178 尺牘之得名，由於古代用木簡，是為牘，書簡長約一尺，故以「尺牘」作為書信之別稱。詳

見李學忠，〈淺談尺牘〉，《書法》，1994年第 5期，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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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片段
179
。名家所寫尺牘，箋紙精良，書法灑脫，文辭雋永，融合

了文學、書法、繪畫、製紙、鐫刻、印刷等多項藝術，從中更可窺見

文人間的私人情誼、政治結盟和思想交流，實為文字中最具魅力的一

種體裁
180
。古人作札，不輕假手於人；其書或行或草、或疏或密，皆

意隨筆到，神采秀發，情態自然，唐代書家孫過庭於其《書譜》中說

：「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又說：「謝安素善尺牘。」可知躍然其上

之法書早為歷代文人雅士所重視
181
。尺牘也是最早被收藏、品評、買

賣和偽造的書法形式之一，其價值往往不在文字的內容，而在書法的

品質。經由鉤摹和傳刻，著名的尺牘流傳千古，成為中國書法的經典

之作
182
。 

清代由於通郵條件的改善，尺牘的投遞更為便利，文人通信之

頻率漸繁，復因社會漸趨複雜，因事務聯繫與感情交流之需求，文風

與篇幅亦有「由質趨文、由簡趨繁」之變化
183
。當時文人學者們利用

尺牘之互通聲息、臧否時事、月旦人物、論學析疑，流通範圍多不限

於私人，師友同好之間輾轉流傳、相互研討的現象極為普遍，集結之

後公開出版亦甚為風行。這顯示尺牘的傳鈔在沒有報章雜誌的年代當

                                                 
179 馮爾康，〈清人尺牘及語錄的傳記史料價值〉，《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頁 244。 

180 《清代名人手札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 25。 
181 同前註。 
182 Wen C. Fong, Letters from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The Embodied Imag,(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206. 
183 馮爾康，前引書，頁 2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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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未正式出版之資訊交流媒介，功能猶如當今之學術期刊
184
。當

時知名官員與學者之尺牘多有刊刻，印刷形式有排印、摹印等，印行

方式有單刻本、叢書收入本、文集附刻本、尺牘匯刻等，具有高度的

史料及藝術價值
185
。文人學者之間多將往來手札妥為裝裱，集結成帙

後即刊刻行世。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記下一段趣事，可證吳大澂作

札之多與潘祖蔭付裱之勤： 

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工篆籀。官翰林。嘗書《五經》、《說文》

。平時作札與人，均用古篆。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

成四巨冊。一日謁，文勤坐甫定，即言曰：「老弟以後寫信，還

宜稍從潦草。我半年付裱，所費已不貲矣！」越數日，復柬之

曰：「老弟古文大篆，精妙無比。俛首下拜，必傳、必傳。兄不

能也。
186
」。 

尺牘的對象通常為親朋好友，內容包羅萬象，甚至連隱私也不

避諱。不僅記載了當時發生的事情，也不同程度反映了各種社會現象

，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往往隱身於書翰當中
187
。清人尺牘的內容，

                                                 
184  Auther Waley, Yuan Mei: Eighteen Century Chinese Poet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1970 ), 

p112.  
185 馮爾康，前引書，頁 251-68。 
186 徐珂，《清稗類鈔》（台北：台灣商務），第 8冊，藝術類，頁 12。 
187 李學忠，前引文，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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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詩文、遊記、日常記錄、購物清單到事物之描述、人物的品評等，

都在輾轉傳布與公開刊行的同時，被觀者討論與批判，個人之瑣事與

情感亦不免成為眾人茶餘飯後之話題
188
。雖然大多數之書信乃作者性

情與思想之自然表露，但由於清代尺牘傳刻風氣鼎盛，將尺牘作為藝

術品收藏、展示的現象亦普遍，尺牘的觀眾可能為非特定之多數人，

因此許多名人在作札時即有「私域公開」之準備。為將來公開出版之

可能，書信的內容經過篩選與潤飾，脫手前亦往往經過仔細的錄副與

整理
189
，有時一信數份寄予不同師友，使原本屬於私人間情感交流的

尺牘，成為廣泛傳播思想之重要媒介。由陳繼揆在陳介祺書信集冊《

秦前文字之語》之前言中的記錄，可知吳大澂與其師友陳介祺、潘祖

蔭、王懿榮等，亦常相互傳鈔或代為出版尺牘： 

先生（陳介祺）作書，用力甚勤，動輒三、四千言，甚或一日

與四友同時作書。得其書簡者，無不珍愛，或裝冊珍藏，或抄

錄傳閱。⋯⋯潘氏（潘祖蔭）好古而有力，多為友人刻著述以

廣其傳。先刻《簠齋丈書札與筆記》一冊，繼囑王廉生（懿榮

）將先生初期函札編為《簠齋外編》兩冊。同治十三年，潘氏

就己所藏手札合以鮑（康）、吳（式芬）、吳（大澂）、王（懿榮

                                                 
188 Oianshen Bai, Chinese Letters: Private Words Made Public, The Embodied Imag,(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381. 
189 吳汝綸（1840-1904）「與人書札，每脫手必使錄副，備事物遺忘，故尺牘較他體獨完」，引自
馮爾康，前引書，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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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先生所得書，輯而編之，先生以此舉可志往來論訂之雅，

名曰《秦前文字之語》。⋯⋯欲窺其學術淵源，明其旨歸，則必

求諸簡牘所論，是或捷徑之一道也
190
。 

（三） 箋紙印製精緻特殊 

明清兩代留存至今的大量尺牘，除用素白箋紙外，多增飾藻繪

，舉凡花卉鳥獸、山水人物、鐘鼎彝器，蟲書篆籀，五色靡麗、應有

盡有，充滿了高雅的文人品味
191
。各種顏色、材質、觸感的箋紙琳瑯

滿目，有時以手工繪製，或以木板印上圖案及格線；信紙的本身亦被

視作藝術品，常會印上設計者的名字
192
。五花八門之各式信箋，分公

家製、紙商製、私家定製者
193
，不僅顏色繽紛、款式豐富，而且設計

精緻
194
。同、光年間（1862-1908），製造信紙的箋舖林立，如北京的

懿文齋、榮寶齋、含英閣和上海的九華堂、戲鴻堂等，都遠近馳名；

總理衙門、江海道關等公家機關亦自製箋紙，古雅精美
195
。文人雅士

流行自製信箋，多自用或分貽同好，如潘祖蔭《致李鴻裔書》當中就

                                                 
190 陳繼揆，《秦前文字之語》前言，詳見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濟南：齊魯書社，1991），
頁 4-5。 

191 鄭德坤，《清代名人手札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前言。 
192 同註 179，p207。 
193 同上註，頁 247。 
194 《清代名人手札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前言。清代各式花箋，詳見王樹村編
著，《花箋掇英（上）、（下）》（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1999）。 

195 《清代名人手札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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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牋一束，聊供揮灑」，又有「牋尚有百板，早不知去向矣。二百

卅八紙，盡以奉呈
196
」等語；另顧肇新（1853-1972）《致盛宣懷書》

所用箋紙乃吳大澂所製「漢石經殘字箋
197
」（圖 23）。戲曲家李漁（

1611-1679）尚且創制「韻事箋」，在金陵承恩寺立肆販售198
。吳大澂

及其師友對於書信用紙甚為重視，除用松竹齋、含英閣、觀古閣所售

箋紙外，各人亦自製用箋，如陳介祺的「鐘鼎箋」、「虎龜魚符箋」（

圖24），潘祖蔭的「時大彬壺箋」（圖25）、「八喜牋」，吳大澂的「鐘

鼎箋」、「龍節箋」（圖26）、「唐銅魚符箋」（圖27）等，於投遞尺牘

之同時，亦可炫示藏品、邀友共賞，與滿紙的金石學問共觀，更是相

得益彰。吳大澂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十八日致陳介祺的尺牘中即

曾提到印箋事，可見其對箋紙品質、用色、刻工之講究： 

敝處箋板係刻工佛常濟所刻⋯⋯屬刻虎魚龜符各箋板樣當交領

餉委員帶至都中，存含英閣胡子英處。⋯⋯此間刷工不善用色

，敝處用箋皆含英閣所印，似此次所刷柬箋紙厚質粗，不如奏

本紙之細潔而能精印也。⋯⋯遇便寄繳箋板，刻成後或留都肆

、或俟印畢寄呈
199（圖28）。 

                                                 
196 鄭德坤，《清代名人手札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前言。 
197 王爾敏等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7）第 4冊，頁 1483-85。 
198 《清代名人手札精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 4。 
199 謝國楨編，《吳愙齋（大澂）尺牘》（台北：文史哲出版，民72），頁3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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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吳大澂《愙齋尺牘》的版本與形式 

吳大澂與師友談藝論學之尺牘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即是寫

給陳介祺的《吳愙齋尺牘》，原稿藏於北平圖書館，收錄吳大澂致陳

介祺書信七冊、共五十八通，民國廿六年由謝國楨先生編纂成出版，

民國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後更名為《吳愙齋（大澂）尺牘》
200

。謝國楨先生在這本尺牘集冊的跋中提這批尺牘之來源、價值與編輯

目的： 

舊都為文物薈萃之藪，民國以還，故家典籍往往散出，北平圖

書館既獲有陳簠齋所藏金石文字墨本，琉璃廠帖友旋有持吳　

齋致陳簠齋尺牘來者，約近百通，自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冬十二月，迄於光緒九年癸未（1883）十二月。⋯⋯愙齋先生

所書尺牘，篆、籀、行、楷個體俱備，純樸鬱茂、均臻極境。

在昔愙齋之書零圭片羽已視為奇珍，況此長篇巨帙，寧不尤加

愛惜。⋯⋯徒以甲午之役猝遭世詬，然其憂國忘身、勇往直前

，以視保身家而謀妻子、置國事於不問者，實有宵壤之別。今

愙齋先生謀國之方、論世之語，具見致簠齋書中，是其一生亮

                                                 
200 民國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後之書名為《吳愙齋（大澂）尺牘》，編入中國近代史料叢

刊第七十二輯，第714冊；民國七十二年文史哲出版社亦曾翻印，書名亦為《吳愙齋（大澂

）尺牘》。 



 59

節苦衷，庶可略白於世，吾人讀愙齋之書者，未可全以金石學

家概之也
201
。 

謝國楨先生復於跋後附錄〈吳陳兩家尺牘編年表〉
202
，將二人十

年間往來尺牘之年月與主旨整理為詳細表格，對後續研究者頗有助益

。這本尺牘集冊所收者乃吳大澂存世尺牘中之精品，不僅內容豐富，

箋紙與書法亦極可觀。吳大澂所用信箋甚為精緻，越後期越講究。早

期喜用松竹齋製箋，有漢磚、刀布（圖29）、魚符、銅壺等仿古箋，

也有蝴蝶（圖30）、花卉等圖案；中期多用含英閣製箋，有冷文魚箋

（圖31）、鐘鼎箋（圖32）、君子箋等。由於收藏日益豐富，後期書信

多為吳大澂自製信箋，所刻圖案多為其得意藏品，有「唐銅魚符箋」

、「龍節箋」、「虎符箋」（圖33）等。寫信給陳介祺，皆用樸素淡雅

之箋紙（寫給盛宣懷、李鴻章等高官者，顏色圖案多半濃麗貴氣，除

紅底雲紋外，亦嘗見金色幾何圖形者），與滿紙金石學問共觀，有高

古之韻致。由於陳介祺既為尊長又為至交，吳大澂作札除用行書、工

楷、魏碑、隸書外，最特別的是為數頗多的金文尺牘。以金文作書想

必要花較多之時間與精神，吳大澂頻繁的以奇古的「符碼」寫信，可

見心意之誠，亦可知二人交誼之篤。 

                                                 
201 謝國楨，〈吳愙齋尺牘跋〉，《吳愙齋（大澂）尺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二輯，台北：

文海，民60），冊714，頁423-38。 
202 同前註，頁 42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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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寫給王懿榮之尺牘亦曾於民國八年由商務印書館集冊出

版，初版時原名《愙齋赤牘》，民國十九年再版時更名為《吳愙齋尺

牘》，收錄吳大澂致王懿榮書信一冊、共卅六通，時間起於同治十二

年癸酉（1873）正月、迄於光緒九年癸未（1883）四月。相較於寫給

陳介祺的《吳愙齋（大澂）尺牘》，吳大澂寫信給小他十歲的學弟王

懿榮，在態度上就輕鬆許多。除少數幾件訪碑、考釋文字之信函篇幅

較多以外，大部分是便條形式，不僅字數較少、箋紙與書法亦不講究

。內容除了金石學問外，較多對師友之臧否、用語亦較詼諧，情感較

為直接自然。 

與吳大澂魚雁往返、談論金石文字之師友為數不少，但除了寫

給上述二人的尺牘曾經出版之外，其他只散見於書刊、畫冊與名人尺

牘集冊之中。寫給潘祖蔭、俞樾、李鴻裔者，只有零星一、兩件金文

尺牘，寫給其他師友如吳雲、鮑康、莫友芝者，皆已亡佚。其他還有

寫給李鴻章、盛宣懷、顧肇熙等人，內容除報告近況、討論政情外，

還有書畫聚會的記錄，均為行書尺牘。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所言「

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工篆籀。平時作札與人，均用古篆
203
」，恐有謬

誤。由存世尺牘書跡觀察可知，吳大澂以金文所寫之尺牘，其致書對

                                                 
203 徐珂，前引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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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陳介祺、潘祖蔭、俞樾、李鴻裔等均為金石交、也都是長輩。寫給

平輩、晚輩、長官和僚友者，多用行書，偶見楷書，但未見以篆、隸

書成者，可見使用之書體因對象之不同而有異。同樣的，因致書對象

之不同，箋紙與書風亦有差別，寫給官場中人多富麗端謹，給平輩、

晚輩者，箋紙多無花樣，書風、用語亦較輕鬆生活化。 

 

第三節  吳大澂《愙齋尺牘》主要通書對象  

（一） 陳介祺（1813-1884） 

清代考據之學鼎盛，論青銅器收藏之富及對鑑別有獨到見解者

，首推晚清金石學家陳介祺。陳氏字壽卿，又字酉生，因藏有「曾伯

黍簠」，故顏其室曰「寶簠齋」，後遂以「簠齋」為號
204
，另號十鐘山

房主人、齊東陶父、海濱病史等，齋名亦與收藏相關，有「三代古陶

軒」、「秦鐵權齋」、「君子專館」、「二百鏡齋
205
」等。天下金器之冠「

毛公鼎
206
」（圖34）為其藏品，尚藏有三代陶器數百、古印逾萬，碑

                                                 
204 陳育丞，〈簠齋軼事〉，《文物》1964年第 4期，頁 53。 
205 吳大澂曾為陳介祺刻「二百鏡齋藏鏡」印，《吳愙齋（大澂）尺牘》110頁有「命作朱文二百

鏡齋藏鏡印竣，刻成即寄，恐不如西泉先生（王石經）之古雅」云云。 
206 關於毛公鼎形制、銘文與流傳，詳見丁玉照，〈毛公鼎概說〉，《毛公鼎銘集聯》（台北：天山
出版社，民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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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造像、磚瓦、封泥、瓦量、古鏡、書畫及古籍網羅皆富
207
。陳介

祺一生浸淫於吉金古物與拓片之中，使他在古文字相關之研究領域發

展出縝密而連貫的見解，為晚清金石學界之泰山北斗。葉昌熾（

1847-1941）嘗於著作《語石》中評陳介祺： 

國朝之劉燕庭（喜海）、吳子苾（式芬）皆篤好金石之學，而陳

壽卿集其大成，繼之者王蓮生（懿榮）祭酒也。自濰有陳氏，

青齊琬琰，盡出人間，不啻以詩禮發蒙。其鑒別之審、裝池之

雅、紙墨氈蠟之精，剖析毫發，無美不臻，鄉里皆傳其衣鉢
208
。 

陳介祺乃大學士陳官俊之子，累世簪纓，家饒於資。道光廿五

年（1845）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然久居京師，目睹宦海洶險，後絕

意仕進，於咸豐四年（1854）辭官歸里
209
。陳氏博雅好學，尤嗜金石

與古文字之學，少時即見稱於阮元。嗣與其外舅李璋煜及金石家許瀚

、吳式芬、何紹基、李佐賢、鮑康等賞奇析疑垂卅年。老而彌篤，書

法亦由此入古，評者謂其書有「古逸」之致
210
（圖35）。晚歲則與吳

                                                 
207 支偉成，《清代樸學家列傳》（長沙：岳麓書攝，1998），頁 511-12。 
208 葉昌熾，《語石》（台北：台灣商務，民 54），轉引自陳育丞，前引文，頁 54。 
209 張光裕，〈簠齋先生金文辨偽集說〉，《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
大學，1999），頁 847。 

210 陳育丞，前引文，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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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等人以魚雁論金石
211
。其重要著作有《

秦前文字之語》、《簠齋尺牘》
212
、《陳簠齋丈筆記附手札》

213
、《簠齋

藏器目》、《十鐘山房印舉》、《封泥考略》、《簠齋傳古別錄》等
214
。 

陳介祺與吳大澂通書始於同治十二年（1873），因潘祖蔭、吳雲

等人屢於書札中舉薦，陳介祺乃以長者之尊首先致書，並惠予漢畫石

刻與金文拓本，令吳大澂感切心銘，成就忘年之交： 

清卿尊兄館丈學使大人左右： 

久於伯寅少農（潘祖蔭）書中得聞風雅，復於《攀古樓款識刻

》
215
得讀大著，已深鄉往。⋯⋯欣聞榮膺新命、視學三秦⋯⋯

惟乞古緣所遇、不忘遠人，羨有奇之必搜、企有副之必惠，當

悉拓敝藏以報也
216
。（陳介祺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五日致吳大澂尺

牘）（圖36） 

                                                 
211 劉階平，〈陳簠齋先生與毛公鼎〉，《書目季刊》第 7卷第 3期，頁 3。 
212 《簠齋尺牘》有兩版本，民國 58年古亭書屋出版者乃致吳大澂者，中國現代史料叢刊所輯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則致吳雲、鮑康、王懿榮、表弟譚雨帆及李佐賢二子（味琴與韋卿）者。 

213 原題為《復潘伯寅少農筆記》，後潘祖蔭刻入滂喜齋叢書改題為《陳簠齋丈筆記附手札》。見
陳育丞，前引文，頁 55。 

214 劉階平，前引文，頁 4。 
215 同治十一年（1872）吳大澂在京，為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作圖及商定釋文，見《吳愙

齋先生年譜》，頁 37。 
216 陳介祺，《簠齋尺牘》（台北：古亭書屋，民 58），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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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時在外王父韓履卿先生寶鐵齋中得讀大箸所釋金文，私心鄉

往者二十餘年。壬戌入都以後，退樓主人（吳雲）寓書屢屬詢

問起居，時以諸生橐筆依人，未敢與當代名賢遽通尺牘。戊辰

通籍，早應具柬寄呈左右，遲遲至今，良用愧歉。迺蒙手翰先

頒、獎勛備至⋯⋯承惠漢畫石刻二紙、尊藏金文廿種，氈蠟俱

精、球琳等重，快資眼福、感切心銘。晚謬以菲材，忝司教鐸

，問邠岐之風土、攬豐鎬之人文，輶車所歷，亦時策騎荒郊、

流連古道，偶訪漢、唐碑碣，以弇山尚書《金石記》所載，按

圖而索、十不存五。⋯⋯鑒賞《沙南侯獲》刻石及《敦煌》、《

倉頡》、《石門頌》各種，當覓良工精拓，陸續寄呈
217
。（吳大澂

同治十二年（1873）臘月十八日致陳介祺尺牘） 

當時吳大澂甫任陝甘學政，因地利之便，得以廣羅金石、訪碑

拓碑，與陳介祺密切通書，相互分享拓本、椎拓法與研究心得。陳、

吳二人尺牘研討內容廣泛，陳介祺嚴謹的治學態度於吳大澂日後之收

藏、考釋、著述、椎拓、用筆各方面均有極大之影響： 

                                                 
217 吳大澂，《吳愙齋（大澂）尺牘》（台北：文史哲出版，民72），頁1-3。 



 65

《沙南侯獲》
218
奢望一、二十紙，《敦煌》、《倉頡》、《石門頌》、

諸漢刻均望洗剔。以綿料厚紙先撲墨，後拭墨精拓之，水用芨

膠去礬
219
⋯⋯（陳介祺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五日致吳大澂尺牘）（

圖37） 

 

陳介祺藏古首重「文字」，凡與藏拓相關事物均力求完美
220
。章

炳麟嘗讚曰：「陳氏所集紙墨，椎搨之工精矣！」，褚德彝亦稱之曰：

「陳氏收藏彝器，鑒別精審，其椎搨款識，精妙絕倫，為向來所未有

。」每與知交論學，均以「玩物」為戒，嘗自記云： 

古之好古，唯在致知，今之好古，唯在玩物。今日而好古，唯

多收三代吉金文字與三代吉金，是古人文字之真，足與古經並

重。藏書則次之，藏漢以後碑版、晉以後書畫又次之，而皆易

近玩物矣
221
。 

兩人魚雁往返於光緒九年（1883）十二月告終，同年九月吳大

澂屯防吉林時完成《說文古籀補》，陳介祺並為之序，翌年即辭世。

                                                 
218 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為潘祖蔭鉤摹《侯獲碑》，據王季烈，〈跋侯獲碑拓本〉，轉引自《
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44。 

219 陳介祺，《簠齋尺牘》（台北：古亭書屋，民 58），頁 1-3。 
220 轉引自劉階平，前引文，頁 4。 
221 濰縣陳氏家藏手稿，轉錄自陳育丞，前引文，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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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通書之十餘年間，傳世者計吳書五十八通、陳書三十七通
222
。陳

、吳二人以尺牘神交，終生未曾謀面，商榷學術歷十數寒暑而不倦，

可緬想此二人為學、立身之純篤： 

吾兄有萬里壯游，晤面無從、寄書不易，可從洋照一識荊州否
223

？（陳介祺光緒四年（1878）二月廿七日致吳大澂尺牘） 

貴鄉距此五百餘里，瞻望德星，恨不能插翼而飛一親顏色
224
⋯⋯

（吳大澂光緒四年四月廿三日致陳介祺尺牘） 

（二） 吳雲（1811-1883） 

吳雲（圖38），字少甫，號平齋，晚號退樓、愉庭，浙江歸安人

。捐官為江蘇通判，後權知蘇州府，太平天國亂時，兼攝松江府事
225

。一生講求經世之學，致仕後居吳下，究心金石書畫
226
。收藏之富冠

吳中，金石鼎彝、法書名畫、漢印晉磚、宋元書籍等均一一羅致
227
。

藏有禊帖二百餘種，因名其居為「二百蘭亭齋」，著有《二百蘭亭齋

                                                 
222 謝國楨，〈吳陳兩家尺牘編年表〉，《吳愙齋（大澂） 尺牘》，頁429-46。 
223 陳介祺，《簠齋尺牘》，頁 242。 
224 謝國楨編，《吳愙齋（大澂）尺牘》，頁183-84。 
225 吳雲一生行事詳見俞樾，〈江蘇候補道吳君墓志銘〉，《續碑傳集（三）》（清代傳記叢刊，冊

117，台北：明文書局），頁 216-21。 
226 支偉成，《清代樸學家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頁 517-18。 
227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轉引自俞建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詞典》，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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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記》
228
。後得齊侯罍二，遂名其居曰「兩罍軒」。著有《兩罍軒

彝器圖釋》、《兩罍軒藏器目》、《古官私印考》、《兩罍軒印考漫存》等

229
。 

吳大澂致吳雲之尺牘已佚，而吳雲致陳介祺、潘祖蔭、吳大澂

、汪鳴鑾、王懿榮等人之書札輯成《兩罍軒尺牘》
230
，為排印本，均

未錄年月。卷十乃致吳大澂者，由內容視之，當為吳雲於同治十一年

（1872）至去世前一年（光緒八年，1882）之間所書(即吳大澂在京任

翰林院編修到甯古塔屯坊時的十年之間)，處處流露對吳大澂的關愛

，尺牘中常予以讚賞及勉勵： 

鄙人年老多病，簠齋（陳介祺）牽於家務，斗米尺帛俱欲親自

理料，耆古雖篤，不能專心著述。海內一代作家斷推恆軒（吳

大澂）實至名歸，欲退讓而不可得者。⋯⋯僕閱人頗多，默觀

十年以來吾恆軒經術吏事，寸心配悅，遂不覺若自口出。萬不

致以兩世至交、誼同骨肉，貢諛獻媚、語不由衷
231
。（光緒五年吳

雲致吳大澂尺牘） 

                                                 
228 後二百蘭亭燬於太平天國之亂。俞樾，前引文，頁 220。 
229 中田勇次郎，〈吳雲小傳〉，《書道全集》，卷 24，頁 174-75。 
230 吳雲，《兩罍軒尺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三輯，冊 264。筆者嘗於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見《吳雲手札》善本，皆致陳介祺者（已製光碟，序號：S1,890283-94
）。 

231 吳雲，《兩罍軒尺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三輯，冊264，頁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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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玄社1998年出版之《清人書翰3》當中收有吳雲致吳大

澂尺牘墨跡三通，內容及書法均甚可觀
232（圖39）。其中第一通作於

同治九年（1870）（當時吳大澂為李鴻章幕客，隨李入陝西平回亂，

沿途曾訪伊闕、西安碑林等
233
），為目前所見最早之吳雲致吳大澂尺

牘。此札作於吳雲甫致仕時，以顏真卿《爭座位帖》筆意書之，筆致

渾厚圓勁，章法錯落自然，深得古拙天真之趣，剖白心跡於梅花箋上

，益發彰顯二人情誼之深厚（圖40）： 

清卿世兄解元： 

別後深恨識君。不識君無此相思之苦也。⋯⋯足下現寓何處？

起居如何？諸維保重。鄴侯（曾國藩）逢人揄揚，始則謂才實

可愛，昨又云操守亦乾淨（明查暗訪中得此天良語），而總以未

能洗刷、恐拂言者之意為詞。聞已於近日書去，大約罷休之局

。只要無鍛鍊文致之語，既不容於世亦何妨？完我酸鹹面目耶

。況多病已不能任事，從此躬耕奉母亦未始非造物之成全我也

。⋯⋯長安有金石交否？叔均故後、山翁亦歸道山，我道愈壞

矣。如有新見望示書，聊作畫餅充飢耳！一笑。⋯⋯弟雲頓首

。六月廿九日草
234
。 

                                                 
232 樽本樹村編，《清人書翰 3》（古典　新技法 14，東京：二玄社，1998），頁 64-69。 
233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4-7。 
234 樽本樹村編，《清人書翰 3》（古典　新技法 14，東京：二玄社，1998），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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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雲擅長行草，師法顏魯公中鋒運筆，書風淳厚高古。曾委吳

大澂寫齋額，對其小篆功力至為讚賞，甚且認為其「古勁」之處更勝

楊沂孫： 

前月奉到手翰，並承寄到篆書「晚香草堂」齋額，謹己領悉。

小篆筆力遒上，洵為當今獨步。濠叟（楊沂孫）以側筆取勢，

遜此古勁
235
。 

吳雲對古器收藏的看法，受到陳介祺影響頗大，對潘祖蔭亦極

推崇，嘗於致吳大澂尺牘中述及，茲摘示如下： 

鄭盦（潘祖蔭）藏器，觀其拓本，類多精品，他人極畢生心力

亦未必逮，此中固有金石緣也
236
。 

壽卿（陳介祺）收藏之富　絕今古；鄭盦作事專精力猛，所得

郘鐘、齊鏄均屬古今瑋寶，將來授梓之後，必可傳遠。壽卿轉

因收藏過多，不知何日始能成書
237
⋯⋯ 

                                                 
235 吳雲，前引書，頁 813。 
236 吳雲，前引書，頁 768。 
237 吳雲，前引書，頁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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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雲與吳大澂的關係亦師、亦友，於生活及研究上均予以提攜

，吳大澂為吳雲所寫之輓聯足證二人情誼： 

縱覽百家經籍書畫、金石源流，不徒兩罍有緣、是吾所好。 

廣取三代鐘鼎尊彝、古籀文字，祇恨一編未就、請質無從
238
。 

（三） 潘祖蔭（1830-1890） 

潘祖蔭（圖41），字伯寅，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其祖潘世恩乃

武英殿大學士。咸豐二年（1852）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屢有擢

升，官歷工部、刑部、禮部、兵部尚書等職，卒諡「文勤
239
」。潘氏

治事精勤、公誠廉直，朝野咸目之為清流領袖，時與翁同龢並稱「翁

潘
240
」。潘氏治學承襲龔自珍、魏源，倡導今文經學，通《公羊》、《

春秋》、《爾雅》、《後漢書》
241
等，為清末學風變遷之推手。其一生官

於京樞，坦率廉直、重賢好士，獎掖後進不遺餘力，張之洞、吳大澂

、趙之謙、李文田、王懿榮、江標、葉昌熾等皆其門生
242
。潘氏性嗜

                                                 
238 吳雲逝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成書（1884）之前，因而於輓聯中有「一編未就、請質無從
」之憾。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103。 

239 支偉成，前引書，頁 639-40。潘氏一生行事詳見潘祖年編，《潘祖蔭年譜》，收於《年譜叢書
》（台北：廣文書局，民 60）。 

240 支偉成，前引書，頁 639。 
24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台北：明文書局，民 64），頁 1706。 
242 潘祖蔭歷任會試副考、主考官，晚清登科之文士，有許多為其門生，其中又以蘇州籍最多。
曾樸小說《孽海花》對這群清流名士之行止與科場文化之流弊有深刻之諷刺與批判，詳見曾

樸，《孽海花》（晚清小說大系，台北：廣雅出版，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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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羅善本，率為精品。其所藏古今書籍甚夥，後編印為《滂喜齋叢書

》
243
。生平著述極少，多零星小品，如《秦輶日記》、《癸酉、壬申消

夏詩》、《南苑唱和詩》等
244
；重要者唯《攀古樓彝器款識》

245
，刻於

同治十一年（1872），所錄五十器中無一偽器，可見其鑒別功力。後

來潘氏又陸續收藏五百餘器，包括大盂鼎、大克鼎、王孫鐘等重器均

未及刊入
246
。其於自序中言及收藏家之三種弊病，即「淺陋」、「懵懂

」、「欺妄」，並主張「古器文字不可強識」，態度之謹慎不下於陳介祺

247
。潘氏鑒別精審、蒐羅亟力，亦常乞吳大澂為之審定、購求，一擲

百金亦面不改色。顧廷龍曾於吳湖帆處錄得潘氏致吳大澂便條： 

畢秋帆（畢沅）之《曶鼎》，知其蹤跡否？若遇之，千萬留意。

⋯⋯貪得無厭，求其不已。⋯⋯願捨卻六十七金以得松竹之破

壺，望吾弟為我識之也。⋯⋯盤已成否？得此，兄處古金居然

有三十種，較二百蘭亭（吳雲）多數種矣。⋯⋯兄雖稍勝於平

齋（吳雲），然亦全仗吾弟；所不如平齋者，並虛字亦改出耳，

一笑
248
。 

                                                 
243 陳少川，〈潘祖蔭、葉昌熾與滂喜齋藏書記〉，《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1年第 4期，頁 65-67 
244 蔡冠洛，前引書，頁 1706。 
245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46 曾憲通，〈清代金文研究概述〉，《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民 82），頁 686。 

247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頁 2。 
248 顧廷龍，〈吳縣潘氏攀古樓吳氏愙齋兩家藏器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2期

，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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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吳二姓皆為蘇州縉紳富戶，累世交誼深厚。潘祖蔭只長吳

大澂五歲，二人原就相識，復因潘祖蔭為吳大澂會試之考官，因此吳

大澂終生執弟子之禮，有時亦互稱「親家
249
」。吳大澂旅京作《恆軒

日記》，曾寫道：「師友之往還最密者，李虎峰而外，為鏡笙（平步青

）、哺盦、伯寅（潘祖蔭）⋯⋯
250
。」潘祖蔭為樞臣，長年居住於北

京，故同治六年（1867）吳大澂北上應考之後，兩人之往來才漸趨頻

繁。在京時，吳大澂經常參與以潘祖蔭為中心的酬應、唱和、賞花等

活動，年譜中亦常見為潘祖蔭鉤摹彝器、繪圖書對、考釋校訂的記載

251
。潘祖蔭交辦之事繁瑣沈重，吳大澂戮力之餘不免向一同工作的王

懿榮發發牢騷，言談間對趙之謙之人品亦頗有微詞，皮裏陽秋、令人

莞爾： 

司農（潘祖蔭）既命繪爵、又屬寫盂鼎釋文，又欲招往剔　。

一日數差，兄實無此健腕。不比撝叔（趙之謙）有求於司農，

終日奔走而不辭。兄則自吃自飯，何苦乃爾？只得貪嬾矣。頃

又屬篆印文，已應一差，爾可告無罪乎？司農致吾弟書想必有

見怪語也
252
。（致王懿榮尺牘）（圖42） 

                                                 
249 吳大澂弟吳大衡之女嫁予潘祖蔭之弟潘祖年。潘祖年編，《潘祖蔭年譜》（台北：廣文，民60

），頁32。 
250 《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24。 
251 《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26-45。 
252 吳大澂，《吳愙齋赤牘》，第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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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臨宦海，潘祖蔭對吳大澂有提攜之功，而在吉金鑒藏上則啟

發其舊好，吳大澂於《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序言中曰： 

余弱冠喜習繪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吉金文字，有所見輒

手摹之，或圖其形，存於篋
253
。 

離京任官後，與潘祖蔭之師友情誼不因風塵驅馳而沖淡，反因

魚雁不絕而益形緊密。吳大澂致潘祖蔭尺牘為數甚夥，且多以精整篆

籀書就，惜多散佚
254
。顧廷龍於《吳愙齋先生年譜》中曾錄潘祖蔭致

吳大澂手札若干，由內容中可見潘祖蔭對其學術與書藝之推崇： 

當世理學而兼金石學者，唯執事（吳大澂）與壽卿（陳介祺）

耳
255
。 

手書已裝為一冊，來時可題之。以中多考證，且近來大篆國朝

無及之者也。閣下大篆在荄夫（胡澍，1825-1872）、益夫（趙

之謙，1829-1884）之上，而趙、胡又在李少溫（李陽冰）之上

，若農則在（李文田，834-1895）少溫之次矣
256
。 

                                                 
253 轉引自《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257。 
254 潘承弼，〈吳愙齋先生年譜序〉，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1。 
255 潘祖蔭致吳大澂尺牘，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62。 
256 同前註，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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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致潘祖蔭尺牘書跡，見於出版品者只二通。《中國美術全

集》收有潘景鄭所藏一通金文手札，乃吳大澂致潘祖蔭之尺牘，以大

篆書彝器事，相得益彰、古雅可愛： 

夫子大人函丈： 

許假拓本，至感至感。以一日為度不敢緩，當蒙鑒諒。所帶五

彝、二鼎、王伯姜鬲本未寄歸。其餘各器未及多帶，亦自悔之

。昨得殘銅恐出偽造，乞再審定。敬叩鈞安。大澂謹啟。二十

二日
257
。（圖43） 

《吳愙齋先生年譜》中刊有吳蔚若先生藏吳大澂致潘祖蔭金文手

札一通，內容與文字考釋有關： 

宮保夫子大人函丈： 

十三日肅復一緘，當蒙鈞鑒。翌日奉到十一日手諭，承示拓墨

十紙，敬謝。　尊文自佳，而　字不可識。子郵父甗向所未見

，甗文似此真而精者甚不易得。尹氏貯□簠曾有拓本，借「匡

」為「簠」，已采入《說文古籀補》矣。爵文兩足跡未可定，　

                                                 
257 吳大澂，《書札》，《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 6清代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圖版 197。 



 75

文亦真是觚否？肅復。敬叩鈞安。吳大澂謹啟。六月既望
258
。（

圖44） 

潘祖蔭曾與陳介祺、吳雲、翁同龢、盛昱、吳大澂、王懿榮等

人通書，據說「往來箋翰，率用籀分
259
」，惜今不存。《鄭盦書札》

260
十

五通乃與陳介祺論左宗棠贈大盂鼎事，是迄今唯一可見之論金石書札

，惜為傳鈔本。吳湖帆曾整理潘祖蔭致吳大澂之尺牘為《潘祖蔭手札

》，然未出版
261
，顧廷龍編《吳愙齋先生年譜》時曾摘錄部分，對瞭

解潘、吳二人之交誼極有幫助。潘氏以行草名世，所存書札多以行草

書就，筆畫渾厚、姿態夭矯，頗有可觀處（圖45）。 

（四） 王懿榮（1845-1900）  

王懿榮（圖46），字正孺，又字廉生、蓮生，山東福山人。生長

於五世翰林的官宦世家，祖父王兆琛精通經史音韻、父親王祖源酷愛

金石文物，並刻有《天壤閣叢書》
262
。父祖皆精通經史音韻、酷愛金

                                                 
258 《吳愙齋先生年譜》，圖版 10。 
259 印刷品中所見潘祖蔭手札墨跡多述生活瑣事，以行草書之，未見以篆籀書者。此說見徐珂，
前引書，鑑賞類，頁 181。吳湖帆曾整理潘祖蔭致吳大澂之尺牘為《潘祖蔭手札》，然未出
版，顧廷龍編《吳愙齋先生年譜》時曾摘錄部分，對瞭解潘、吳二人之交誼極有幫助，見《

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302。 
260 潘祖蔭，《鄭盦書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 3集，頁 6-10。 
261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302。 
262 王垣柱，〈王祖源與《天壤閣叢書》〉，《歷史教學問題》，1995年第 1期，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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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物，故王懿榮之學術造詣可說源自家學
263
。光緒六年（1880）成

進士，歷任南書房翰林、國子監祭酒、京師團練大臣。光緒廿六年（

1900）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王懿榮偕妻與媳投井殉國，卒諡「文敏
264

」。王懿榮學問淵懿，于經史小學、天文輿地、金石碑版皆能融會貫

通，與金石權威陳介祺有親戚關係，相國翁同龢、潘祖蔭均賞識其博

學，同時之學者李佐賢、趙之謙、吳大澂、胡澍、胡義贊、繆荃孫、

張瓘、張之洞皆與其過從甚密，而黃士陵、劉鶚則曾受其教
265
。王懿

榮在語言文字學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光緒廿五年（1899）發現「甲骨

文」，並將其定為「殷商故物」，為古文字研究揭開嶄新紀元
266
。重要

著作有《天壤閣雜記》、《漢石存目》、《六朝石存目》、《福山金石志稿

》、《古泉選》、《翠墨園語》等
267
。 

王懿榮的鑒賞功力在晚清金石學界極有名氣，舉凡書畫、泉貨

、版本、碑帖、金石等領域，無所不精；鉤稽年代、補證經史，爬羅

抉剔、每多創見，其師友陳介祺、潘祖蔭、李佐賢、吳大澂等咸稱其

                                                 
263 王垣柱，〈王祖源與《天壤閣叢書》〉，《歷史教學問題》，1995年第 1期，頁 50-53。 
264 王懿榮一生行事詳見《王文敏公年譜》，收於《年譜叢書》（台北：廣文書局，民 61）。 
265 胡元田、王其耀，〈王懿榮其人及其書法藝術─紀念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書法》，1999年
第 5期，頁 11-13。 

266 陳煒湛，〈從語言文字學的角度看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偉大意義〉，《汕頭大學學報》，2001年
第 3期，頁 14-18。 

267 1999年為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一百週年，王懿榮著作、詩文手札與相關研究可見於呂偉達編，
《王懿榮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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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
268
」。同治十一年（1872）吳大澂與王懿榮在京中為潘祖蔭考釋

彝器，隔年二人開始密集通書討論金石學問
269
： 

⋯⋯煦堂拓本多舊拓，真偽雜出。兄并偽者亦鉤存之，別為一

冊，俟十冊鉤竟攜至弟處再加選擇，吾兩人共品定之。精者、

至精者、真者、次者、可疑者、偽者，逐一識別，將來編定時

易於去取也。李山農《靜敦》至寶。「靜」即周宣王名，《史記

》作「靜」、《漢書》作「靖」，疑為共和時器。中有數字可與經

文相考證。吾弟有此拓否？⋯⋯（吳大澂致王懿榮尺牘）（圖47） 

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初版之《吳愙齋赤牘》，收錄吳大澂於

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緒九年（1883）間致王懿榮之尺牘共卅六通

。寫給年輕十歲的學弟王懿榮，書信的形式多為便箋、文句多用口語

行筆輕鬆、直抒胸臆，與寫給長輩之鄭重客套大不相同。書體除兩通

以魏碑寫成之外，其餘皆為行書尺牘；內容除討論金石古器外，多述

及生活瑣事，字裡行間常可見二人相互勉勵之語。在學術及藝術價值

上或許不如寫給陳介祺、潘祖蔭之尺牘，但字裡行間更可見其直率的

性格與二人真切之情誼：  

                                                 
268 吳大澂在同治十一年（1872）致妹婿沈樹鏞尺牘中提及：「弟所得銅器，蓮生（王懿榮）審為

秦器無疑」、「廉生鑒別吉金，為吾輩第一法眼」。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 36-37。 
269 見《吳愙齋赤牘》，第20通。 



 78

吾輩所見吉金，將來彙成一書，必得詳審精選，不為識者所笑

。不見原器不刻、圖工而說少亦藏拙之道也。⋯⋯繪圖究屬費

力，無事時日繪一器，此兄精神所結，他日當與石查（胡義贊

）拓本並傳。一笑
270
。（吳大澂致王懿榮尺牘）（圖48） 

吳大澂與王懿榮友誼誠篤，然於古文字之見解時有歧異，吳大

澂致陳介祺尺牘中曾述及： 

海內真知真好唯長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長者一人。廉生真好而

所見有出入，如尊藏《聃敦》及大澂所得鳳翔方鼎、平安館《

　尊》，廉生皆疑之，此不可解
271
。（吳大澂光緒三年（1877）八月

廿四日致陳介祺尺牘）（圖49） 

王懿榮篆、隸、楷、行、草諸體皆能，尤其行楷大幅深得慈禧

太后之賞識，在晚清有「翁（同龢）、王（懿榮）、何（紹基）、戴（

彬元）」四家之美譽
272
。王懿榮致吳大澂之尺牘今未之見，陸潤庠評

王懿榮的行楷「剛健清華，無美不富
273
」，其鎔鑄碑帖趣味之書法特

色可由其致王瓘書札中窺知一二（圖50）。 

                                                 
270 同前註，第30通。 
271 見《吳愙齋（大澂）尺牘》，頁145。 
272 胡元田、王其耀，前引文，頁 42。 
273 同前註，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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