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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汪宗衍撰有《陳東塾（澧）先生年譜》，資料豐富詳贍，極便學者參用，雖有些許漏略或

交代不甚明晰之處，仍瑕不掩瑜。筆者因研讀陳澧著作，而見汪《譜》此類缺失，茲加以統

理，以供相關研究者參酌。亦依年譜例，以年歲為綱，繫事於各年之下，並於換行低一格列

出相關文獻及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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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曹美秀《陳東塾先生年譜》補遺 

汪宗衍為陳澧門人汪憬吾（兆鏞）之子，撰有《陳東塾（澧）先生年譜》。汪憬吾對於搜

集編刊陳澧著作有相當大的熱忱與功勞，汪宗衍亦與陳家熟稔，與陳澧曾孫陳之邁為好友。

汪氏家藏陳澧著述文物獨多，汪宗衍既承父志，又以編輯年譜為練習馭史料之法，1故撰此

《譜》。汪《譜》資料豐富詳贍，極便學者參用。然或因初撰之時，陳澧著作尚有許多未整理

出版者，故有一些漏略之處。即至今日，陳澧著作遺散未搜得或未整理刊行者亦多，故即使

汪《譜》有所缺漏，實乃瑕不掩瑜。筆者因研究晚清學術，研讀陳澧著作，而發現汪《譜》

或有缺漏者，或有繫年與筆者所見文獻不合者，或有事跡前後交代不甚明晰者，茲加以統理，

以供相關研究者參酌。亦依年譜例，以年歲為綱，繫事於各年之下。為清楚起見，以黑字簡

要敘述各條內容，而換行低一格作詳細說明。凡汪《譜》闕者，即行補入；凡汪《譜》有而

筆者持說不同，則注明筆者與汪《譜》之異；亦有汪《譜》有，而筆者再舉文獻以補充汪說

者，亦於低一格處說明。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二十四歲 

汪宗衍於道光十二年條下云：「冬，北上會試。」（頁 15） 

按：陳澧於〈與黃理厓書〉中云：「癸巳歲會試入都」2蓋於道光十二年冬始出發北上，以

應癸巳歲之會試，故入都及應會試，皆在此年，特於此識之，以明諸事之時間。又，陳澧於

〈與黃理厓書〉中憶及癸巳歲會試之事，蓋因咸豐八年（1858）收到黃理厓來信，該信中有

詩稱許陳澧云：「生才有用原天意」、「君如不出虛人望」，3陳澧以為不敢當此二語，而述及數

年來應試之經過與心路歷程，詳參《東塾集》〈與黃理厓書〉，及汪《譜》咸豐八年條。 

汪宗衍據《自記》云：「南歸，與梁國珍同行。前此，先生喜作詩，常與談詩，國珍勸

勿作，遂止。」（頁 16） 

按：關於此事，《東塾集》〈與陳懿叔書〉可相參照，其文曰：「及赴會試，與同年梁玉臣

同舟，為詩唱和。玉臣專《毛詩》之學，雖與澧唱和，心弗善也。而澧刻意為之，玉臣曰：『君

自視其詩，去古人幾何？』澧始愧汗自失。會試不中，留京師，猶時時為之，與同年翁藥房

唱和。先師程春海侍郎為澧言：『近人詩多困臥紙上。』澧呈所為詩，侍郎大喜，曰：『此能

                                                        
1見汪宗衍：《陳東塾（澧）先生年譜》（臺北市：文海，1971），143。為行文簡潔，以下凡稱此書，皆簡

稱汪《譜》，凡引此書之文，亦僅於文中標示頁碼。 

2【清】陳澧：〈與黃理書〉，《東塾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七輯，臺北市：文

海，1970），卷 4，17a。 

3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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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紙上躍起者。』是時年二十六歲矣。」4按：據其所云「及赴會試，與同年梁玉臣同舟，為

詩唱和」，則陳澧與梁玉臣同舟，且梁氏對陳澧之詩提出「去古人幾何」之質疑，乃在北上赴

試之途，而非不第南歸之時。因北上在道光十二年冬，南下在道光十三年，故北上或南歸之

異，影響年譜之繫年。汪《譜》於道光十二年及十三年條，皆記有陳澧此次北上赴都，及南

下回鄉與梁玉臣同行之事，但卻將梁氏之勸置於道光十三年條，與南歸回鄉一併敘述，為表

明陳澧對作詩態度之轉變，故改將梁氏之勸一事，改置於北上赴試之時。5又按：陳澧於道光

十三年九月娶元配潘宜人，可見陳澧回粵必在道光十三年九月之前。 

其次，〈與陳懿叔書〉中云：「會試不中，留京師，猶時時為之，與同年翁藥房唱和。先

師程春海侍郎為澧言：『近人詩多困臥紙上。』澧呈所為詩，侍郎大喜，曰：『此能於紙上躍

起者。』是時年二十六歲矣。」6而陳澧二十六年時在道光十五年（1835），該年陳澧亦赴會試，

故汪《譜》將與翁藥房唱和事置於道光十五年條，據此，則此所云「會試不中」的會試，為

道光十五年的會試，陳澧因述作詩之事，而一併述及道光十二年梁玉臣之勸，及與翁藥房唱

和之事。而由「猶時時為之」之語，可見陳澧梁王臣之勸，一直縈繞於陳澧腦海中。又其〈默

記〉有云：「僕少時喜為詩，年二十四歲始棄。自此以後，興到為詩者，一年不過數首，亦竟

有終年無一首者。」7陳澧二十四歲正是道光十三年聽聞梁玉臣質疑之年，可見由少時喜為詩

到二十四歲「始棄」的轉變，梁玉臣之勸具相當大的影響。然據其所自云不第留京後仍時與

友人為詩唱和，可見「年二十四始棄」之語，應非棄詩而不作。再觀其遺詩，可見自少至老，

陳澧皆不斷有詩作，因此，其所云「年二十四始棄」，並非絕棄作詩，而應指放棄年少欲為詩

人之志，故此後興到亦偶為之。8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8）二十六歲 

汪宗衍於此年下有云：「先生在京師，常與翁同書（葯房）唱和。」（頁 19） 

按：陳澧於〈與陳懿叔書〉中所述與翁藥房唱和，乃「會試不中」後，留滯京師之事。

陳澧於道光十二年冬北上會試後，的確未馬上回鄉，然如前條所述，陳澧於道光十三年九月

娶元配潘宜人，陳澧此次雖暫滯京，但已在道光十三年九月之前回粵，而會試之期在道十三

                                                        
4【清】陳澧：《東塾集》，卷 4，21a。 

5按：陳澧一生為學經歷數次轉折，筆者以為其時間與歷程，為研究陳澧應釐清的重點之一，故特別標明

此點。 

6【清】陳澧：《東塾集》，卷 4，21a。 

7【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默記」部分，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161。 

8關於陳澧為學歷程之轉變，可參拙著曹美秀，「陳澧的為學與著述歷程」，東華人文學報，15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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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故與翁藥房為詩唱和之事，應繫於道光十三年條下方是。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二十八歲 

汪宗衍云：「侯康卒」。 

按：〈二侯傳〉云侯康卒年四十，故侯康當生於嘉慶三年（1798），比陳澧年長十二歲。

陳澧〈答梁玉臣書〉有云：「嗚呼侯生，生年短於顏淵，死日貧於黔婁…君模所成，十未及五，

檢其遺篋，多有錄無書，故知學人當及時撰述，如其隙駟不留，尸波電謝，一坯之土，牧童

高歌於其上，鼯鼪啼竄於其下，誰知栢下之骨，曾飫萬卷哉。」9可見陳澧因侯康著述未成而

早卒，而有學人當及時著述的深刻感懷。陳澧非常重視自己為學歷程、為學成果的記述，如

其〈遺稿〉中的〈默記〉部分，便是對讀書過程及心得的筆記式記述；他更在下世前十一年

便先撰寫〈自述〉，以概括一生經歷及學術成就。其〈復劉叔俛書〉有云：「近日刻《通志堂

經解》及《四庫總目》內唐以前甲部書，不能精工，然弟亦不願其精工，但願其速成，年老

急欲觀厥成。且宋板書今人寶貴者，亦不盡精工也。」10這種欲速成而不願精工，「年老急欲

觀厥成」的急迫心理，與其重視記述自己留存於人世間的學術痕跡，是同一種心態的表現，

而這種心態，與對侯康因早卒而無著作傳世的感懷，是密切相關的。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二十九歲 

汪宗衍云：「十月十三日，撰〈侯康傳〉成。」 

按：〈侯康傳〉收入《東塾集》卷五，與〈侯度傳〉合稱〈二侯傳〉。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三十五歲 

方著《穀梁春秋條例》，並請徐韵生求柳興恩所著《穀梁大義述》，得一袠。 

汪宗衍於道光二十四年條下記有陳澧謁阮元於揚州，見贈其新刻再續集，見〈鎮江柳氏

穀梁大義述序〉一文，並於道光二十五年下記陳澧著《穀梁春秋條例》。然據〈題柳興恩穀梁

                                                        
9【清】陳澧：〈答梁玉臣書〉，《東塾續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七輯，臺北市：

文海，1972），卷 4，143。 

10【清】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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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述〉，陳澧於道光二十四年時，「方著《穀梁條例》」，11又〈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序〉云：「澧

為穀梁箋及條例，亦久而未成。」12又於道光二十六年所寫的〈穀梁禮證序〉一文中，提及「嘗

欲撰《穀梁釋例》，屢作屢輟。」13同文中提及因聽聞柳興恩及曹籀二人，於《穀梁》方面有

所撰述，而云：「余異時得讀二君書，或釋例竟可不作，但使海內有人明此絕學，何必其書之

出於己耶？」14可見《穀梁條例》至道光二十六年仍未成書。直至道光三十年，陳澧與柳興恩

相遇於京師，二人談及《穀梁》之書，陳澧因舊稿不在身邊，故因記憶所及，舉一二例以與

柳氏討論，〈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序〉提及此事，並云：「此澧之臆說，賓叔如以為然，異時將

盡出其說以備采擇，澧之書可不復作。」15可見直至道光三十年，《穀梁條例》仍未成書，今

日亦不見此書，故此書極可能未完成，但前後撰寫時間卻極長，確切的始末時間不能確知，

然據〈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至少道光二十四年已開始此書的撰寫工作，故改繫於此年。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三十八歲 

葉東卿寄贈逐啟諆鼎銘拓本，因銘文而感慨時事，作〈逐啟諆鼎銘跋〉。 

汪《譜》亦記此事。由陳澧〈逐啟諆鼎銘跋〉之文，可見他作此跋文，不因於對古拓本

的思古之情，或鼎銘的文獻價值，而在於對時事的感慨，其語云：「葉（東卿）封翁得此鼎，

自京師寄示拓本，時道光丁未二月，夷寇欲入廣州省城，不果，乃退。讀此銘，但有感歎，

爰跋其尾。」16蓋鼎銘中有「伐玁狁于洛之陽」之文，玁狁來侵，周師伐之，玁狁敗歸之事，

比對當時之事，故有感而作此文，汪《譜》記有此事，但未指出此點，故特識之。陳澧類此

將古文獻與時事對照，因而興感者極多，如其〈遺稿〉有云：「聞天津音耗甚惡，夜不能寐，

起而讀《詩》變風一篇，庚申七月廿七日夜四鼓。」17又如咸豐七年（1857），因英軍攻陷廣

州，擄兩廣總督葉名琛，感而作詩，詳見咸豐七年條。陳澧在數次會試不第後，雖已決意不

再出仕，但他自云：「雖必不出，而師陸之心常在，此『刑天舞干戚』之志也。」18類似上述

將古文獻與時事比對而興感者，即此心志之表現。 

                                                        
11【清】陳澧：〈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東塾續集》，卷 2，68。 

12【清】陳澧：〈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序〉，《東塾集》，卷 3，12b。 

13【清】陳澧：〈穀梁禮證序〉，《東塾集》，卷 3，12a。據汪宗衍考證，《穀梁釋例》與《穀梁春秋條例》

為同一書，見汪《譜》後附「陳東塾先生著述考略」，頁 125。 

14同上註。 

15【清】陳澧：〈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序〉，《東塾集》，卷 3，13a。 

16【清】陳澧：〈逐啟諆鼎銘跋〉，《東塾集》，卷 4，7b-8a。 

17【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156。 

18同上註，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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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四十歲 

作〈穀梁禮證序〉。 

侯康卒於道光十七年（1837），陳澧〈穀梁禮證序〉有云：「自君模之卒，忽忽十二

年」，19自道光十三年算起十二年，即道光二十九年，故繫於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四十一歲 

與柳興恩（賓叔）於京師相見，賓叔並贈所著《穀梁大義述》一帙。 

按：此條汪宗衍亦載，然其小注僅云見諸《本集》〈穀梁大義述序〉（頁 44），實陳澧另一

文〈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中亦提及此事，見《東塾續集》。20另外，筆者所見《東塾續集》

〈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一文中，陳澧之紀年有誤，其於文中云：「庚午春，與賓叔遇於京

師。」21對照〈穀梁大義述序〉，「庚午」必為道光年間之庚午，然而，道光年間並無庚午年，

故〈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所云「庚午」實為「庚戌」之誤。 

咸豐三年癸丑（1853）四十四歲 

托金芑堂將魏源之《禹貢說》稿攜至高郵還歸魏源，芑堂至江西遇賊而返。 

按：魏源將《禹貢說》稿予陳澧，事在咸豐二年，陳澧會試不第，訪魏源於高郵，魏源

出示此稿，欲陳澧「有誤者駁而正之，明年以歸我。」22陳澧按約定於第二年欲歸還書稿而未

果，至咸豐六年（1856）而魏源卒，故陳澧藏之十餘年。至同治六年（1867）三月，方濬頤

（子箴）將《禹貢說》付梓，陳澧作序以記之。 

咸豐四年甲寅（1854）四十五歲 

七月，作〈沈伯眉詞序〉。 

                                                        
19【清】陳澧：〈穀梁禮證序〉，《東塾集》，卷 3，12a。 

20【清】陳澧：〈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東塾續集》，卷 2，68。 

21【清】同上註。 

22【清】陳澧：〈禹貢說序〉，《東塾續集》，卷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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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見〈沈伯眉詞序〉，23此條汪《譜》闕，茲補之。 

咸豐五年乙卯（1855）四十六歲 

汪《譜》云：「侯度卒，年五十七，為撰傳，並合前作侯康傳，為二侯傳。」（頁 62） 

按：陳澧於〈二侯傳〉中雖指出侯度卒於咸豐五年，但文末又云：「嗚呼，使二侯君今猶

在，年七十耳，而墓木拱矣。」24侯度卒時五十七歲，再過十三年為年七十，應已至同治七年，

故撰〈侯度傳〉之時，應非咸豐五年，汪《譜》之敘述，恐與人〈侯度傳〉即作於咸豐五年

之誤解，故特識之。其次，〈侯康傳〉撰於道光十八年，25至撰成〈侯度傳〉，才合二傳為〈二

侯傳〉，則合侯康、侯度二傳為〈二侯傳〉，亦當在同治七年。 

咸豐六年丙辰（1856）四十七歲 

八月，作〈信天翁家訓序〉。 

汪《譜》記有：「作胡金竹〈鴻桷堂集序〉。」（頁 64）然缺漏此序文，見〈信天翁家

訓序〉。26按：胡金竹名方，號信天翁，新會金竹人，學者稱金竹先生。此序之作，乃因陳習

之（學博）為胡金竹重刻文集，屬楊黻香作序，黻香因入都，而將此序屬於陳澧，楊黻香同

時囑付陳澧將《金竹家訓》編入集後，故陳澧為作此序。 

咸豐七年丁巳（1857）四十八歲 

英軍攻陷廣州，擄兩廣總督葉名琛，而作詩。 

其詩文為：「春秋二百餘年事，一事驚人自古稀。周室公卿凡伯貴，楚丘戎伐執而歸。」27

按：《春秋》隱公五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不

                                                        
23【清】陳澧：〈沈伯眉詞序〉，《東塾續集》，卷 2，46。 

24【清】陳澧：〈二侯傳〉，《東塾集》，卷 5，14b。 

25【清】陳澧：〈祭侯君模文〉，《東塾集》，卷 6，27b。 

26【清】陳澧：《東塾續集》，卷 2，47。 

27該詩原題已佚，轉引自吳茂燊、黃國聲，「陳澧軼詩輯存」，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198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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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夷狄之執中國也。」28故陳澧乃藉《春秋》時事，感慨外夷之侵，其詩寫經書所載之事，乍

看為讀書心得，實則暗指當時之事，為對現實的深刻反映。 

胡伯薊至橫沙村訪陳澧。 

按：〈胡伯薊墓碣銘〉有云：「咸豐七年，夷寇陷廣東省城，伯薊來訪余於橫沙村舍，留

數月乃歸。」29此條汪《譜》闕，補之。汪宗衍於咸豐七年條下有云：「十一月十四日，城陷，

又挈家避於橫沙村之水樓，題曰崇雅樓。」（頁 65）故胡伯薊訪陳澧必在此年十一月之後。 

又按：胡伯薊即為《漢儒通義》作跋之胡錫燕，陳澧〈胡伯薊墓碣銘〉有云：「伯薊生於

直隸南樂縣，故名曰錫燕，其自號曰薊門。」30 

咸豐八年戊午（1858）四十九歲 

有〈復王倬甫書〉。 

按：汪《譜》於咸豐五年條下云：「正月十三日，得王宗涑（倬甫）書，…先生復書以主

字助證之，並謂：『…』。」其後所引文字，見《東塾集》〈復王倬甫書〉，汪《譜》之敘述，

會使讀者以為〈復王倬甫書〉即作於咸豐五年。然〈復王倬甫書〉中有云：「年近五十」，又

云：「近刻所著《地理志水道圖說》，因省城戒嚴，久未刻成。又有《漢儒通義》一書，采兩

漢經師義理之說，分類排纂，欲與漢學、宋學兩家共讀之。尚有未成之書…。」31觀其前後語

意，則《漢儒通義》此時已著成。此書刻成於咸豐八年，雖不確定撰成至刻成之間有多少時

間，然其〈與黎震伯書〉有云：「《漢儒通義》刻成，惟未暇校對。多年費心力為此書，值此

兵燹，故先印數部，分存諸同人處，將來校對未遲耳。」32可見陳澧《漢儒通義》付刻的過程

是相當急迫的，因此，自撰成至付刻，中間應也不會延遲太久，故將〈復王倬甫書〉改繫於

咸豐八年，即《漢儒通義》刻成之年，應較近實。 

正月，作〈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 

此文之作，乃因陳澧避亂寓橫沙，檢所藏書，見柳興恩所贈《穀梁大義述》一袠，因與

                                                        
28【漢】何休解詁：《春秋公羊傳》（臺北市：新興書局，1992），卷 3，17-18。 

29【清】陳澧：〈胡伯薊墓碣銘〉，《東塾集》，卷 6，23a。 

30【清】陳澧：〈胡伯薊墓碣銘〉，《東塾集》，卷 6，24a。 

31【清】陳澧：〈復王倬甫書〉，《東塾集》，卷 4，15a。 

32【清】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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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賓叔失去聯繫，又值戰亂，憂心該書草稿是否仍存，故感慨而作此文。33 

咸豐九年（1859）已未五十歲 

八月二十二日，自橫沙村歸廣東省城故居。九月十五日，長子宗誼卒，年二十一。 

汪《譜》於此年下亦記宗誼卒之事。然汪《譜》咸豐七年述陳澧攜家避於橫沙村，其後

未記有再移居之事，故據汪《譜》，似宗誼即卒於橫沙村寓所。實則宗誼卒於廣州省城陳家故

居，陳澧〈長子宗誼墓碣銘〉有云：「夷寇破省城，宗誼隨余出城，礟火叢集，既得出寓橫沙

村，遂吐血，逾年漸瘳，娶張氏。逾年病復發，歸城中故居而死。」34又〈亡兒期年祭文〉有

云：「去年八月二十二日，汝自橫沙歸家，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汝母夜見白衣人影，呼之即滅，

非汝也耶？」35故知自橫沙村回省城故居，在八月二十二日。 

又按：汪宗衍於咸豐九年條下記宗誼卒之事，並引陳澧〈沈伯眉詩集題辭〉：「余喪長子

慟而病瘖。」（頁 80）以見陳澧之哀慟。關於此點，筆者另補數條資料。〈沈伯眉詩集題辭〉

之作，乃沈世良（字伯眉）病逝，伯眉摯友王筱泉刻伯眉詩集而屬陳澧題辭，陳澧因伯眉之

喪而憶及愛子宗誼之喪，文中有云：「及余喪子，慟而病瘖，伯眉來弔，余搖其手曰：『無可

言者』。」36其哀慟之情，於「無可言者」四字中，更充分流露，故遺稿中又有數條憶亡兒之

文字，如：「十月初一日在粵秀東齋會卷，座中說一友人與人爭利，余曰：百年不易滿，寸寸

彎強弓。歸而自思，近日欲以數金治書齋而無之，頗自覺窘乏，今因說此二句而悟此境，正

可驗我之能彎強弓否，寘佳境也。昔曾告亡兒，窮是佳境，亡兒甚能欣會。」37又如：「子思

之道在安貧，恨亡兒不及聞之，此彼之不幸也，實則余之不幸也。如有能知此者，則吾道之

幸也，此時此子猶在，當如何？嗚呼，惜矣！」38又如：「深夜自思，天祇使我讀書，置之於

孤窮之境。書卷不得多，朋友不得多，甚至兒子稍知讀書識道理者亦夭折之，買書之地焚燒

之，買書之錢匱乏之，嗚呼，窮哉！然安知非造物玉成之乎？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抱幾卷

書，招一二人，其尋絕學，力追古人可也。昨夜書此，今夜聞夷事，則得孤窮為幸矣。憂

之至，憤之至。」39又如：「王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五卷，廣陸王令逢源撰。令年

二十八，終於布衣，所講《孟子》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王荊公志其墓，不言其

                                                        
33【清】陳澧：〈題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東塾續集》，卷 2，68。 

34【清】陳澧：〈長子宗誼墓碣銘〉，《東塾集》，卷 6，24b。 

35【清】陳澧：〈亡兒期年祭文〉，《東塾集》，卷 6，24b。 

36【清】陳澧：〈沈伯眉詩集題辭〉，《東塾續集》卷 2，80。 

37【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150。 

38同上註，152。 

39同上註，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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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書。亡兒年更短，講《論語》纔至曾子有疾章，更可哀也。」40又如：「朋友我不敢輕議，

門人又難得，以為■而又非者屢矣。兒子可教者已夭死，看來我只合緘口不道學問，靜以待

死，不必與活人說話也，否則與草木相對而已。此我所以欲種學堂花木也。不必種學海堂花

木，并不必種書齋花木，只有全不理人為是。」41此皆可見陳澧對宗誼期望之深，對其夭折，

更是痛心，其餘類似文字甚多，可與繫於各年下之資料相參看。 

以程瑤田（易疇）自比。 

陳澧〈遺稿〉有云：「國朝儒者，於漢學、宋學，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無不貫綜

者，江慎修一人也，余所仰慕在此。今年已五十，不能及江慎修，亦不能及戴東原，但似程

易疇（瑤田）耳。」42此為陳澧五十歲之時，對自己半生之學術成就所作的回顧與自評。 

咸豐十年庚申（1860）五十一歲 

聞天津音耗甚惡，夜不能寐，起而讀《詩》變風一篇。 

其〈遺稿〉有云：「聞天津音耗甚惡，夜不能寐，起而讀《詩》變風一篇，庚申七月廿七

日夜四鼓。」43按：庚申即咸豐十年（1860），此年七月初八日，英法聯軍攻陷天津，並宣布

天津城置於軍事管制之下，文官仍留原任，由英軍翻譯官巴夏禮「監督政務」，直隸總督恆福、

天津縣知縣等清朝官員遂成了侵略者的附庸，天津紳商張文錦等還專門成立「支應局」替侵

略者輸供應等事。陳澧聞之而憂心不已，至於不能寐，便因時勢之「變」而讀變風。其所為

之事，不出讀書人的範疇，然其所思、所憂，則非僅讀書之事。 

咸豐十一年辛酉（1861）五十二歲 

二月，作〈勞制府六十壽序〉。 

〈勞制府六十壽序〉見《東塾續集》卷三。44 

五月，憶亡兒宗誼，並於夜中呼其小名。 

                                                        
40同上註，159。 

41同上註，163。 

42【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 2卷，3期（1932）：193。 

43【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156。 

44【清】陳澧：〈勞制府六十壽序〉見《東塾續集》，卷 3，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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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稿有云：「亡兒長逝已二十月矣！（辛酉五月也），今夜誤呼其小名，已而自悲。使此

兒至今猶在，其學識又增長幾許，使我悅者又不知若何！今乃於講論之間，猶髣彿其在側也，

然安知其不在側也？感彼柏下人，且進杯中物。」45 

七月二十六夜，因讀書有得欲告宗誼，而憶及亡兒。 

遺稿有云：「孝通（先生名宗誼），死將二年，我讀書又多所有得，恨不得告之，恨其不

得聞之，若我今日即死以告之，甚快也！辛酉七月廿六夜書。」46 

十二月，又於夜讀時，憶及亡兒宗誼。 

遺稿有云：「今所知者此也，尚有未知者。讀書三十年乃知讀書之法。漢學、宋學，門戶

之見，消融深盡，惟尋求其切要以見古賢之學，庶幾不虛此一生耳。今年讀書頗有所得，恨

亡兒（名宗誼）已死，不得舉以教之；使其尚在，聞其說，不知歡喜敬信又何如也。嗚呼！

辛酉十二月，十四夜書。亡兒死至今日二十七月矣。」47 

〈遺稿〉記有讀書三十年之心得。 

〈遺稿〉有云：「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司馬溫公教我矣。萬不可畏避謙讓，

須直下承當，有晉唐宋諸賢之書，固已入門升堂，吾讀其書，豈可書自書，我自我乎？注疏，

陶，陸，韓，胡，司馬，朱，細讀諸家書，此是求聖人之路。今所知者此也，尚有未知者。

讀書三十年乃知讀書之法。漢學、宋學，門戶之見，消融深盡，惟尋求其切要以見古賢之學，

庶幾不虛此一生耳。」48按：此條資料未標明寫作時間，然前條憶亡兒之資料，亦云「讀書三

十年」，且標明「辛酉」年，故亦將本條資料繫於此年。 

讀孔舉論盛孝章書。 

遺稿有云：「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云：『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

始滿，融又過二。』我亦過二矣。」49 

                                                        
45【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159。 

46同上註，152。 

47同上註，171。 

48同上註，171。 

49同上註，159。 



 

28 曹美秀《陳東塾先生年譜》補遺 

十一月十三夜三鼓，因讀書通曉而覺惶愧。 

遺稿有云：「讀書有通曉處，愈覺惶愧，此通曉處，乃前此所不通曉者也。然則我之不通

處，正無涯也。我今真自知不通，而又恨今人無自知不通，自認不通者也。辛酉（一八六一）

十一月，十三夜，三鼓書。」50 

同治元年壬戌（1862）五十三歲 

正月，作〈倪雲臞野水閒鷗館詩鈔題記〉。 

按：倪鴻，字延年，號耘劬、雲臞廣東臨桂人。倪鴻詩作示陳澧，陳澧以為「卓然名作」，

故讀其詩，「每逢佳句，輒加墨誌之。」51 

修葺學海堂。 

汪《譜》於同治元年下有云：「冬，重修學海堂成。」（下自注：自記）（頁 90）然陳澧於

〈重修學海堂碑〉云：「咸豐七年，諳乞黎、佛朗機入廣東省，據粵秀山，學海堂、文瀾閣皆

毀，皇清經解刻版缺失過半…同治元年，修葺堂宇，七月之朔，圮於風災。二年，重修工成，

以啟秀山房為阮太傅祠，春秋享祀，禮器咸備。」52據此，則修葺學海堂之事，當在七月之前，

然未完功而七月又遇風災，至同治二年方修葺完成。 

同治二年癸亥（1863）五十四歲 

重修學海堂成，以啟秀山房為阮太傅祠，有〈重修學海堂碑〉。 

汪宗衍繫於同治元年，茲據陳澧〈重修學海堂碑〉而改繫同治二年。53 

同治四年乙丑（1865）五十六歲 

作〈豆村梁君墓碣銘〉。 

                                                        
50同上註，170。 

51【清】陳澧：〈倪雲臞野水閒鷗館詩鈔題記〉，《東塾續集》，卷 2，70。 

52【清】陳澧：〈重修學海堂碑〉，《東塾續集》，卷 2，71。 

53按：此繫年之誤，黃國聲，「東塾先生年譜簡編」，載於陳澧集第六冊（上海市：上海古籍，2008），379-380。

然本文之初稿早於該書之出版，又為了使資料完備，故仍列出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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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豆村梁君墓碣銘〉云梁樹功卒於同治元年，「後三年，其子起從余遊，奉行述，請

為文銘墓前石。」54自同治元年算起後三年，即同治四年。 

七月，趙子韶卒，作〈子韶墓碣銘〉。 

〈子韶墓碣銘〉有云子韶之卒，為「同治四年七月某日也。」55按：趙子韶生於道光六年

（1826），比陳澧年幼十七歲，為陳澧學生輩而與陳澧長子宗誼交好，故陳澧云：「子韶從余

學，余以其學博而力銳，意深望之，每與之言，往復契洽。」56 

同治五年丙寅（1866）五十七歲 

七月十六日夜，至學海堂山亭觀月。 

〈山堂看月記〉有云：「丙寅七月之望，在十六夜，是余在地圖局，日將晡，上學海堂，

坐至山亭，循石磴而下，月已出矣。晚飯辨志齋，讀書至二更，復上至山亭，月在高樹間，

下至阮傅祠前，憑石案而坐。榕樹蔽虧，乃坐塼闌上，看月猶未暢，下至學海堂前簷，空無

纖翳，庭院如水，啜茗一甌，供末麗花一盤，呼酒，飲半醺，復讀書畢。徐步庭際，與影偕

行，仰觀喬木，露葉瑩然，轉過東榮，望石磴茂林，螢光蟲語，風景幽絕，三鼓乃宿於辨志

齋。」57按：所謂「在地圖局」，指陳澧於同治三年受巡撫郭嵩燾聘，總核廣東輿地圖事。而

由陳澧〈山堂看月記〉所述，可見這段時間，上學海堂至山亭觀月，乃常有之事。 

八月及九月之望，因小病未上山亭觀月。 

〈山堂看月記〉有云：「八月九月之望，以小病未到。」58 

九月，作〈漢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拓本跋〉。 

〈漢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拓本跋〉文中有云：「昔余學隸書，臨史晨碑，久而不得

                                                        
54【清】陳澧：〈豆村梁君墓碣銘〉，《東塾集》，卷 6，18a。 

55【清】陳澧：〈子韶墓碣銘〉，《東塾集》，卷 6，19a。 

56同上註，卷 6，20a。 

57【清】陳澧：〈山堂看月記〉，《東塾續集》，卷 1，41。 

58同上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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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黃石谿先生云：『當學百石卒史碑。』余從其言，臨摹數日，覺有規矩可循矣。」59此

對其學隸書臨碑帖的經驗敘述。按：陳澧擅長書法，著有《書法雜記》一卷，今已不見。《東

塾續集》中有〈書法雜說〉一文，雜論書法相關問題。遺稿有云：「性好古碑版書法，無瑕（按：

當作「暇」）學之，而時人每以紙絹索書，遂亦應酬揮灑，然無筆力，無功夫，安得謂之善書。

每為人作書，輙自煩惱，以為何苦為人役也，時欲焚筆硯耳。」60並有以書法比喻著書者，如：

「漢儒傳經似書法臨摹，鄭學則鎔鑄古人，自成一家。」61著書對於陳澧而言，乃人生大事，

其於書學體會造詣之深，即此可見。 

十月十四日薄暮，一如前例上學海堂，適汪芙生來，二人對酌看月至二更。十五日晨，

胡固生來，早飯畢乃歸。 

〈山堂看月記〉云：「十月十四薄暮，上阮傅祠前小坐，欲移柏樹種空地，下至辨志齋，

已昏黑矣。汪芙生來談，至月已高，同上堂前，設圓几於階上，對酌看月至二更。芙生歸，

余與童子上山，至觀音寺外，寺門已扃，小坐石闌上而返。坐辨志齋，酌酒，觀梁章冉家書

目，開單欲買數種。三更睡，至天明日光穿玻璃照牀而醒。是日讀書至暮，芙生攜酒來，飲

於堂之前簷。二更，芙生去，余睡至五更，復睡不熟，胡固生來，早飯畢乃歸。」62 

同治六年丁卯（1867）五十八歲 

六月，作〈莫如樓詩集序〉。63
 

同治七年戊辰（1868）五十九歲 

五月，作〈趙子韶補繪皇朝外藩圖跋〉。 

陳澧藏有內府地圖，曾借予趙子韶臨繪，以補董立方本所未備。趙子韶死後，陳澧將此

收藏之內府輿地圖贈與胡伯薊，後由趙子韶門人處得趙子韶前時所臨之圖，故刻以傳之。64 

於夢香園聞慶輝山司馬鼓瑟，嘆其精妙，司馬因慮此藝無傳，而撰《琴瑟合譜》，屬陳

                                                        
59【清】陳澧：〈漢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拓本跋〉，《東塾續集》，卷 2，72。 

60【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77。 

61同上註，179。 

62【清】陳澧：〈山堂看月記〉，《東塾續集》，卷 1，41-42。 

63【清】陳澧：〈莫如樓詩集序〉，《東塾續集》，卷 2，49-50。 

64詳見【清】陳澧：〈趙子韶補繪皇朝外藩圖跋〉，《東塾續集》，卷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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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為之序。 

〈琴瑟合譜序〉云：「余好古音律，聞慶輝山司馬善琴瑟，心嚮往之，前年會於城北夢香

園，司馬鼓瑟，使其門人鼓琴，翕然如一音，座客皆服其精妙。」65而〈琴瑟合譜序〉作於同

治九年，故其於夢香園觀山司馬鼓瑟，即在同治七年。 

同治九年庚午（1870）六十一歲 

八月，作〈琴瑟合譜序〉。 

見〈琴瑟合譜序〉，66並參同治七年條。文中云《琴瑟合譜》為慶輝山司馬所作，未明其

名及字號。序中有云：「余嘗疑《論語》二十篇未嘗言琴，而屢言瑟，蓋以其簡易可常習而不

勞歟！惜吾老矣，不能學矣，願告同好者，知樂為六藝之一而不可廢也。」67按：陳澧於〈琴

瑟合譜序〉中云：「吾好古音律。」68按尋相關資料，此言不假。陳澧曾撰《聲律通考》，並於

〈復曹葛民書〉中論及此書云：「澧為此書，所以復古也。復古者，迂儒之常談，澧豈可效之

哉，良以樂不可不復古故也。即世運已降，習俗沈錮已深，勢不能以復古，而吾之說終不可

不伸於天下。蓋伊古以來，禮樂並重，古禮傳至今日，有失者，有未失者，以今人冠昏喪祭

考之，《儀禮》可見也。樂則不然，太常樂部所掌，奏之朝廷，奏之郊廟，草茅下士，不得而

聞，尤不得而議…本朝古學最盛，講考據者數十百家，古禮已不行而必考《三禮》，古篆已不

用而必考六書，而考古樂者絕少…而古樂復出於今之世矣。」69對照〈琴瑟合譜序〉，其中所

表現對古樂失傳之嘆惋，是相一貫的。 

同治十年辛未（1871）六十二歲 

九月，譚瑩卒。 

按：汪宗衍於同治十年條下云：「十月，譚瑩卒，年七十二，為撰墓碑銘。」（頁 105）然

陳澧於〈內閣中書銜韶州府學教授加一級譚君墓碣銘〉中云譚瑩：「同治十年九月卒，年七十

                                                        
65【清】陳澧：〈琴瑟合譜序〉，《東塾續集》，卷 2，54。 

66同上註。 

67同上註。 

68同上註。 

69【清】陳澧：〈復曹葛民書〉，《東塾集》，卷 4，23b-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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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子五人：鴻安、崇安、宗浚、宗瀚、宗熙，孫三人：祖貽、祖綸、祖沅。明年十二月，

奉君柩葬於廣州城東荔支岡之原。君與余同舉優貢，同為學海堂學長，交好數十年，君之子

請為銘，銘曰…」70則譚瑩之卒，當在同治十年九月，而非汪氏所云十月。而陳澧為譚氏所作

墓碣，當在同治十一年安葬之時。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六十三歲 

作〈內閣中書銜韶州府學教授加一級譚君墓碣銘〉。 

參同治十年條。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六十四歲 

任《香山縣志》總纂。 

按：汪宗衍僅云：「香山縣知縣田明耀（星五）聘先生主編縣志事。」（頁 111）茲據〈重

修香山縣志〉，對修志事作補充。據陳澧所述，重修《香山縣志》為田明耀刺史所建議，然未

竣事，後由張鴻舫、楊春霖兩司馬繼任，而由何小宋、黎鳳樓、劉固書、彭鏡海、鄭玉軒、

李紫亭、何斌袞、黃星樞、黃川虹、李雲如、陳玉壺、劉仙舟等當地薦紳總理其事。擔任分

纂者，則為黃逸樵、梁聖褒、鄭邠川、何玉銘、黃芑香、梁璧珊等。另外，陳澧又推薦其門

人羅海田擔任繪圖工作，書成，共二十二卷。陳澧並於光緒五年撰〈重修香山縣志序〉，故知

《香山縣志》當成於光緒五年，計自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五年，前後共七年的時間。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六十五歲 

十月，於粵秀山之此山齋作〈榕園叢書序〉。 

事見〈榕園叢書序〉。71按：汪《譜》亦列此條，然僅言作序。筆者以為此序文有可說者，

陳澧於序中云：「李君恢垣所著書，既刊行於世，余讀之服其詳博，而歎其苦搜力索，耗精力

而為之也。近者，李君自謂年老不著書而鈔書，鈔成六十三種，而為之序錄，余讀之而悟養

生之道焉。…養生者，當養有用之生，觀覽而不勞其目，披尋而不勞其手，吟諷而不勞其口，

                                                        
70【清】陳澧：〈內閣中書銜韶州府學教授加一級譚君墓碣銘〉，《東塾集》，卷 6，17b-18a。 

71【清】陳澧：〈榕園叢書序〉，《東塾續集》，卷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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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繹而不勞其心，非惟不勞，而又以樂之。目得觀覽而樂也，手得披尋而樂也，口得吟諷而

樂也，心得思繹而樂也，不亦善乎！李君又告余曰：『吾日日鈔書，不知歲月之逝也。』余曰：

『是不惟養生，且以延年矣。』老而好書者當如是，書之以為鈔書序。」72陳澧亦自謂不能著

書，但能鈔書而已，其語曰：「予之學，但能鈔書而已，其精者為《漢儒通義》，其博者（非

今人所謂博）為《學思錄》；其切摯者為《默記》，不復著書也。」73又曾論鈔書之說，語曰：

「鈔書之說有二：有鈔而讀之，有讀而鈔之。鈔而讀之者，〈鈔書自序〉之說是也。讀而鈔之

者，《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皆其讀書時鈔錄群書而成一家之書，其學之博洽，乃或

為古人之書所不及，此則鈔書、著書合而為一，蓋鈔書之極功矣。」74兩相對照，陳澧為李光

廷《榕園叢書》所作之序，實乃自抒己意。 

光緒元年乙亥（1875）六十六歲 

七月，作〈張遷碑跋〉。 

此文之作，乃因仲約以張遷碑拓本示陳澧，75欲訪求殘本，陳澧告以何伯瑜有殘本，欲仲

約寄書訪問之，並將此事記下。76由此亦可見陳澧對於書法碑版的確有所涉獵，可與同治五年

「九月，作〈漢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拓本跋〉」條參看。 

光緒五年己卯（1879）七十歲 

十二月，撰〈重修香山縣志序〉。 

見〈重修香山縣志序〉，77並參同治十二年條。 

                                                        
72同上註。 

73【清】陳澧：〈陳東塾澧先生遺稿〉，嶺南學報 2卷，2期（1931）：157。此段文字，汪《譜》繫之咸豐

十年。 

74【清】陳澧：〈顧亭林手鈔曲江集湛甘泉邱瓊山兩序跋〉，《東塾集》，卷 4，4b。 

75按【清】陳澧原文為：「仲約學士見示此本」（〈張遷碑跋〉，《東熟續集》，卷 2，76），「仲約」應為其字，

姓、名則不知。 

76【清】陳澧：〈張遷碑跋〉，《東塾續集》，卷 2，76。 

77【清】陳澧：〈重修香山縣志序〉，《東塾續集》，卷 2，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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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七年辛巳（1881）七十二歲 

九月，作〈金文最〉。 

汪宗衍光緒七年下亦繫此條，但云「七月」，筆者所據《東塾續集》則署「九月」。汪氏

所據《集外文》筆者未見，不能定何者為確，姑並存之。 

作〈咫進齋叢書序〉。 

見〈咫進齋叢書序〉。78陳澧於序文中稱許編著姚覲元（彥侍）：「承其祖文僖公家學，好

傳古籍，尤精於聲音訓詁。」又稱讚此部叢書：「皆世間不傳之本，而又虛懷博訪，往往從數

家藏本暨通人寫本，輾轉錄出，好古之士，有終身求之而不得者。每刻一書，必期盡善而後

止，得之若是其艱，刻之若是其慎，而求書之志，固未有艾也。」79因認為此部叢書極佳，故

除了作序，又屬其門人陶春海，以刻書之年月先後，編為三集，每集以四部為次，乃仿毛氏

汲古閣《津逮秘書》及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之體例，冀能源源相繼，以饗海內之學者。 

                                                        
78【清】陳澧：〈咫進齋叢書序〉，《東塾續集》，卷 2，66-67。 

79同上註，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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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Li’s works to a short article as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It is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by 

year,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and elaboratio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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