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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夏民族是一愛修歷史的民族，留下來的官私史著勘稱並茂。清朝以滿族入主

中原，修史的活動更為積極，入關前便設文館留下崛起開國的記錄；1入關的次年－

順治二年﹙1645﹚，即開明史館為前朝修史；康熙二十九年﹙1690﹚，清聖祖下詔開國

史館，編纂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歷史，書成撤館；乾隆元年（1736）再開史館修

前五朝歷史，十四年（1749）竣事裁撤；至乾隆三十年﹙1765﹚，為纂修功臣列傳，

再開史館，成為常設機構，迄於清亡。宣統三年（1911）推翻帝制建立共和，民國三

年（1914）三月袁世凱（1858-1916）在國人的呼籲下，以東華門內原清國史館舊址

設置清史館，以原有館藏為基礎，聘請當時的博學鴻儒、滿清遺老等百餘位史學工作

者開始纂修前朝史，至民國十六年（1927）竣事，出版了《清史稿》。這兩個中央政

府設置的史館，都承襲傳統採用紀傳體修史，留下了極豐富的紀、志、表、傳等史冊

與稿本，以及為修史所徵集借調的圖籍檔案。民國十七年（1928）故宮博物院因地利

之便2，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接管清史館，也接收了其豐富的館藏。  
「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包、傳稿數位典藏資料庫」計畫便是將國立故宮

博物院所藏清代國史館(1690-1911)及民國清史館(1914-1928)人物傳記資料全部數位

化，這批豐碩的清人傳記資料包括有：「傳包」3,500 餘包、「傳稿」8,300 餘冊以及

《晉呈本‧大清國史人物列傳》1,270 餘冊，共約 15,000 餘位清代重要職官的傳記資

料。計畫開始於九十四年，九十五年因經費短缺而提出本計畫。 
 
二、目的 
 

國立故宮博物院所藏史館檔是研究清代人物以及清史不可或缺的資料，若能完成

數位化，當對清史學界貢獻極大，這是本人提出建置「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

包、傳稿數位典藏資料庫」的目的。再者，自民國九十年起，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

獻處與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建置「明清檔案人名權威檔資料庫」，各就「清

代宮中檔軍機檔奏摺數位典藏計畫」、「明清內閣大庫檔數位典藏計畫」中所見清代

人物、職官，建置「人名權威檔」，主要依據故宮典藏的這批傳記資料，目前已有具

體成果。本計劃若能完成建檔，必與前述三項料庫結成一體，勢必更深化清史研究的

內容，嘉惠學林。 
 
三、檔案介紹 

 
本計畫的屬性是數位典藏，而非單純的研究計畫，因此沒有必要的參考或徵引文

獻，這裡要介紹的是：資料庫中的「傳包」、「傳稿」。所謂「傳包」是清國史館為了

纂修人物列傳所咨取搜集的各種傳記資料，以人為單位，各自歸納成一包，故稱「傳

包」。因此，不同的人物，其「傳包」內容也各自不同，但通常會包括：各部宣付史

館的片文、履歷片、履歷清冊、事蹟清冊、事蹟冊、戰功冊、訃聞、哀啟、咨文、祭

文、年譜、行狀、行述、奏稿、文集及傳稿冊等。就這些資料的來源分析，大致可歸

                                                 
1 四十冊記錄滿族崛起的史冊《滿文原檔》現存台北故宮博物院。 
2 清史館設置於紫禁城東華門內清國史館舊址，與民國十四年成立的故宮博物院雖同處皇城，但前者

在外城區，後者在內城區，原為事權各自獨立的兩個政府機構。民國十七年，故宮奉命接管清史館，

就是因為同在紫禁城地利之便。詳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1期，

頁 573-624，2005 年秋季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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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為三個方面： 
1、來自各政府機關、衙署 

當一個人物，他生前的事功被朝廷肯定，便由皇帝傳諭內閣，宣付史館，立

傳表揚。內閣奉諭後，便會行文到各相關的機關、衙署，諸如吏、戶禮、兵、

刑、工六部，軍機處及地方上總督巡撫等，咨取與傳主有關的資料。各機關、

衙署奉諭後，便會將傳主的資料，造冊咨送國史館。例如，傳包裡的「履歷

片」，就是由吏部將立傳人的出身及升遷黜陟經歷，造送國史館修傳備用。其

餘的履歷清冊、出身清冊、事略清冊、事功清冊等，性質與履歷片大致相同，

只是製作的衙署各異，多是由地方（如總督、巡撫、知縣等）造送國史館的

生平履歷清冊。 
2、來自民間或傳主家屬 

傳包裡的行狀、行述、訃文、哀啟、年譜、祭文、文集、墓誌銘等，多是國

史館尋訪所得，或由傳主家屬呈送備查的。這批來自民間的傳記資料，保存

了相當豐富的史料。 
3、國史館所輯事跡冊及傳稿 

傳包裡的「事跡冊」，通常是據上諭檔、月摺檔、外紀檔、廷寄檔、剿捕檔、

議覆檔及起居注、實錄、本紀等各種官方檔冊、文書摘錄而成，按年、月、

日次序裝訂成冊。當然只摘錄與傳主相關的事情。「傳稿」，則是國史館史官

修纂成的列傳原稿，包括初纂本、複輯本、訂本、清繕本等，通常一個傳包

裡擁有兩、三冊，也有多達六、七冊者。從這些「傳稿」，可瞭解國史館修傳

的經過。 
另外，《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則是清國史館纂修完成之晉呈本，都是極為珍貴的清代

歷史人物傳記資料。 
 
四、進行方法 

 
本計劃分三部分進行： 
1、根據清代人物傳記資料之特性，結合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標準化清

代檔案及善本古籍著錄格式」（Metadata），擬訂「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傳包

傳稿著錄格式」。 
2、依據擬訂的「著錄格式」，建置「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包、傳稿目錄

檢索資料庫」。 
3、配合目錄資料庫，建置「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包、傳稿影像資料庫」，

將故宮典藏《大清國史列傳》、「傳包」、「傳稿」一一掃瞄建檔。 
 

五、具體成果 
 
可分數位典藏成果與研究成果兩方面說明： 
1、數位典藏成果： 

i、 經過一年的努力，已規畫完成標準化「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  

包、傳稿著錄格式」，並於 95 年度完成建置 1,000 冊「傳稿」及 1,035
冊晉呈本《大清國史列傳》的目錄資料，目前已將成果開放網路檢索；

再者，本計畫建置完成的目錄資料，將於 96 年 5 月匯入「數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聯合目錄系統」（http://catalog.ndap.org.tw/）。 
ii、 本計畫掃瞄建檔完成的「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包、傳稿影像資

2 

http://catalog.ndap.org.tw/


料庫」，包括有：「傳包」967 包，共 45252 影幅；「傳稿」40 冊，共 398
影幅；共燒錄成 374 片 DVD-全彩 300dpi, 1:1 無壓縮 Tiff 格式；另壓縮

30:1 200dpi 一檔多頁 multi-page Tiff 格式之新影像共 1007 件，共燒錄成

16 片 DVD 光碟。以上兩種規格之數位檔共 390 片 DVD 光碟備份，亦

將於 96 年 5 月移交「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公開

徵選子計畫」作為異地備份保存之用。 
iii、 「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包、傳稿目錄影像資料庫」目前已在國

立故宮博物院圖書館中開放讀者檢索使用。 
2. 研究成果： 
計畫主持人於因主持本計畫完成的學術論文有： 

i、 〈巨編零簡，匯為淵藪－「史館檔」的滄桑與展望〉發表於 2006 年 11
月 2-4 日「清代檔案整理與館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

會」。(附錄一) 
ii、 〈烽火歲月中遺留下來的史稿〉《清史研究》（2007 年第 1 期，北京中國       

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附錄二) 
 
六、成果自評 

    數位典藏計畫上是為學術界服務的基本工作，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辛苦工作，

一般學者不會提出如此的個人研究計畫。本人以個人研究向國科會提出本計畫，是因

為不願看到執行半途的資料庫，因經費短缺而暫停，況且這資料庫是研究清史不可或

缺的資料。 

經過了兩年努力「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館檔傳包、傳稿數位典藏資料庫」已頗

具規模，目前目資料庫己開放網路檢索，影像資料庫則在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館與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中開放。 

 
七、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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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檔案整理與館際合作－第三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 

巨編零簡，匯為淵藪－「史館檔」的滄桑與展望 

〈附錄一〉 

                                                                      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馮明珠 

 
本文所言的「史館檔」是指清國史館（1765-1911）與民國清史館（1914-1928）

纂修清史1所遺留下來的檔冊史稿，原來匯聚於紫禁城東華門內清史館中，民國

十七年（1928）由一牆之隔的故宮博物院接管，不久便開始分散移存，剩下的檔

案在九一八事變後分裝為七十七箱，隨著故宮文物輾轉播遷，最後有六十一箱運

抵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台北故宮）。本文首先介紹「史館檔」淵源與

內容，敘述受到近代中國變革影響下一個全宗檔案的滄桑變化，探討「史館檔」

分散後的去處以及現在可能貯藏的地點，最後介紹現存台北故宮「史館檔」的內

容與正在展開的數位典藏與出版計畫。 
 

一、「史館檔」的淵源與內容 

華夏民族是一愛修歷史的民族，留下來的官私史著勘稱並茂。清朝以滿族入

主中原，修史的活動更為積極，入關前便設文館留下崛起開國的記錄；2入關的

次年－順治二年﹙1645﹚，即開明史館為前朝修史；康熙二十九年﹙1690﹚，清聖

祖下詔開國史館，編纂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歷史，書成撤館；乾隆元年（1736）

再開史館修前五朝歷史，十四年（1749）竣事裁撤；至乾隆三十年﹙1765﹚，為

纂修功臣列傳，再開史館，成為常設機構，迄於清亡。宣統三年（1911）推翻帝

制建立共和，民國三年（1914）三月袁世凱（1858-1916）在國人的呼籲下，以

東華門內原清國史館舊址設置清史館，以原有館藏為基礎，聘請當時的博學鴻

儒、滿清遺老等百餘位史學工作者開始纂修前朝史，至民國十六年（1927）竣事，

出版了《清史稿》。這兩個中央政府設置的史館，都承襲傳統採用紀傳體修史，

留下了極豐富的紀、志、表、傳等史冊與稿本，以及為修史所徵集借調的圖籍檔

案。民國十七年故宮博物院因地利之便3，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接管清史館，也

接收了其豐富的館藏。  
民國十七年，故宮博物院接管清史館之初究竟有多少館藏，由於原館藏已分

散，今天已很難準確估算；然若依據殘存台北故宮「清字號．清國史館及清史館

書目資料」4與《北平故宮博物院報告》及《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5，並

                                                 
1 案清國史館稱所纂修的史冊為「國史」，本文統稱為「清史」。 
2 四十冊記錄滿族崛起的史冊《滿文原檔》現存台北故宮博物院。 
3 清史館設置於紫禁城東華門內清國史館舊址，與民國十四年成立的故宮博物院雖同處皇城，但

前者在外城區，後者在內城區，原為事權各自獨立的兩個政府機構。民國十七年，故宮奉命接

管清史館，就是因為同在紫禁城地利之便。詳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故宮學術季刊》

23 卷 1 期，頁 573-624，2005 年秋季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又本文所言的附表一、二、三，亦

見於該文中。 
4 案現藏國立故宮博物院「清字號」史館檔目錄計有：「清字一號」「大庫庫書檔」（檔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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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整理清史館檔案的主要當事人朱師轍6的記述，清史館館藏來源主要有三： 
 
（一）承襲了清國史館所有舊藏 

清史館設置於清國史館舊址，承襲了清國史館所有舊藏，可細分為： 
1、清國史館纂修的紀、傳、表、志等稿冊 
   根據《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載，民國十八年十月開始將清史館所

藏原清國史館檔冊移存故宮文獻館者，計有：長編檔 3273 本、本紀 174
本、傳 2428 本、表 264 本、志書 4206 本。7移存故宮南三所者，本紀有：

滿、漢文正、閱本《五朝本紀》；漢、滿文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

宗《本紀》；傳有：正編、次編、續編《畫一大臣列傳正本》，正編、次編、

續編、新編《畫一忠義傳正本》，正本、副本、進呈本《滿漢大臣傳》、《漢

字忠義傳副本》、《清字畫一忠義傳清本副本》、《滿漢忠義傳進呈本》、《舊

畫一傳清本》、《清字大臣傳正本》、《畫一清字大臣傳正本》、《清字大臣傳

進呈本》、《清字大臣忠義傳正副本》等；表有：《清字大臣年表》、《忠義

表》，正本、副本、刊本《滿蒙漢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宗室王公表》

等。8

2、原清國史館借自軍機處、內閣等處的抄檔、史冊 
包括「上諭檔」1740 本、「月摺檔」926 本、「奏議檔」1957 本、「議覆檔」

62 本、「奏摺檔」1047 本、「奏事檔」21 本、「廷寄檔」749 本、「寄信檔」

116 本；「六科史書」310 本、「絲綸」286 本、「綸音」40 本、「外紀」695
本；「運河奏摺檔」1 本、「考查憲政奏摺檔」4 本、「八旗公侯伯襲職檔」。
9

3、清國史館原藏《實錄》、《起居注》、《聖訓》及各種官書 
清制實錄館開館纂修《實錄》告成後，稿本移送國史館，因此清史館中《實

錄》稿本極多，就其稿本式樣有長形本自天命至光緒 3297 本，方形本自

                                                                                                                                            
811000001-8）八冊（詳附表一），另有副本四冊；「清字二、三號」「國史館書籍目錄」（詳附表

二）兩套，各二冊；「清字七號」「實錄館書籍檔冊」一冊；「清字八、九號」「國史館書籍遷移

三所尊藏數目冊」（詳附表三）兩套，各一冊；「清字十號」「大清一統志清冊」一冊；「清字十

一號」「續纂十四志總檔冊」一冊；「清字二十五號」「國榷、夷務始末記分冊目錄」一冊；「清

字三十二號」「楊恩元借書檔」一冊；「清字三十三號」「清史館借書收據簿」一冊等。又案：「清

字號」小木牌，一面書清字第幾號，一面書檔冊題名，繫於檔冊上，筆者認為這是故宮博物院

接收清史館所作的編號；可惜有些「清字號」小木牌已脫離檔冊，無從辨識，例如「清史館書

庫書籍目錄」、「王亮借書摺簿」、「儒林著書目錄」均應為「清字號」檔冊，可惜木牌已失。檔

冊名稱詳《國立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1982，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印行）頁 583-584。 
5 民國十八、十九年《北平故宮博物院報告》及二十一年《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北平

故宮博物院編印，現藏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6 朱師轍（1879-1969），原清史館協修，故宮接管清史館後邀請他協助清點清史館館藏，著有《清

史述聞》。詳《清史述聞》（台北樂天出版社，1971）頁 4-15，〈搜羅史料〉。 
7 詳民國二十一年《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頁 9b-10b。 
8 詳清字第八號「國史館書籍遷移三所尊藏數目冊」（檔案編號）（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詳

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附表三。 
9 詳民國二十一年《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頁 9b-10b，詳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

附表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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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至同治 1530 本及歷朝清字《實錄》副本 37 包又 26 束；清史館藏有

《起居注》稿本起自雍正元迄於宣統二年，共 2597 本，《內起居注》起自

同治十三年迄於宣統三年，共 40 本。10太祖至仁宗《聖訓》稿本、《清字

聖訓》、《大清一統志》（道光二十五年繕寫）99 函 560 卷計 545 本、《清

文鑑》47 本、《清文補彙》1 部、《清文書》6 函 2 包、《會典事例》64 函、

《會典圖》6 函、《會典》12 函、《律呂正義》8 函、《清字八旗通志初集》

10 函 80 本、《清字八旗通志二初集》20 函 140 本等。（詳附表一） 
4、清國史館大庫檔 

台北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字一號」《大庫庫書檔》11八冊，詳載了清國史館

存書書目，其中包括「儒林著書」、「歷代史書」、《滿洲八旗通志》、各朝《實

錄》、各朝《本紀》、各朝《聖訓》、《諸帝御製詩文》、各種《方略》、《紀略》、

《賦役全書》、《大清一統志》、《中樞政考》、《三通》、《續三通》、《會典》、《會

典則例》、《各部則例》、《漕運志》、《刑志》、「上諭檔」、「月摺檔」、「起居注」、

「奏議檔」、「綸音簿」、「長編總檔」、「畫一傳」、「年表」等等，實包含了官

書、檔案、志、公私著述等，其中「儒林著書」數目多觀，詳載於「附表一」。 
5、其他 

台北故宮所藏「清字二號」、「清字三號」「國史館書籍目錄」兩套四冊，詳

載了從順治到宣統各類檔冊，國史館所纂紀、志、表、傳、長編等各式稿本，

各種官書、史書、役書、歷代正史、《諭摺彙存》、《華志存考》及各種志書、

史籍等，內容雖多與表一、二雷同，但無論在版本與內容上也有所不同，特

別是一些地方性的史籍，如《黑龍江全省地理圖說》、《滿漢盛京輿圖說》、《新

疆圖志》、《盛京三省地名冊》、《江蘇海運全案》、《兩浙海塘通志》、《江西蕪

湖體仁局志》、《湖北荊州萬城隄志》、《詞林典故》等，詳載於「附表二」。 
（二）清史館自編的紀、傳、表、志等稿本 

根據《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載，清史館編修的傳 1891 本、表 72
本、志書 505 本；12又據現殘存於台北故宮的清史館纂修的稿本，本紀 158
本、表 122 本、志 557 本、傳 2186 本。13

（三）清史館搜羅采集的書籍 
清史館於民國三年九月一日正式開館，首項工作除延聘博學鴻儒入館修史

外，便是廣徵書籍。開館二十八日，便呈請大總統袁世凱頒布了徵書令：

著各省表派專員收錄《四庫全書》以外，「凡屬關於有清掌故，及有關清

                                                 
10詳民國二十一年《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頁 11b-12 b，及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

附表一、二、三。又案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有「清字七號」「實錄館書籍檔」（檔案編號 813000001）

詳載有《實錄》卷冊及其他官修史書，如《聖訓》等。 
11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字一號」《大庫庫書檔》共兩套，一為正本，八冊，裝潢完善；

一為草本，四冊，內容與正本同。 
12詳民國二十一年《北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頁 10b。 
13案：近兩年來故宮圖書文獻處積極整理所藏史館檔，擬將「清史館未刊稿」予以出版，因而從

新檢視所有典藏的史館檔，釐清國史館檔案與清史館檔案，上列數字正是最新檢視結果，目前

已訂正於國立故宮博物院典藏資料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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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籍，無論已刊未，就近徵集，隨時送交該館，以備審擇。如有關清史

重要，足供採用之書，其著書之人，無論存沒，並由該館呈請表彰，用昭

激勵。」14依據此令，清史館公布了「徵書章程」15，明定了借書、送書、

抄書各種褒揚獎勵章程及保正還書方法。依據清史館咨送各省徵書公文，

蒐集的書籍主要有四類： 
其一，徵求與清史材料有關的書籍，請各省承辦人儘寬蒐集，以免闕遺； 
其二，徵求全國通儒碩彥著作，以備纂修〈藝文志〉；16

其三，徵求各省通志、府志、縣志、鄉土志及輿圖等，以備纂修〈地理志〉；
17

其四，徵求私家傳記、碑銘、墓碣、各種名著，以供作傳列表之參考。18

據上分析，清史館徵集的書籍主要分為兩類： 
1、各省方志： 

根據「清史館書庫書籍目錄」19的記錄，清史館所藏方志有：畿輔、

盛京、江南、江西、安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福建、

浙江、湖廣、湖北、湖南、四川、廣東、雲南、貴州等十九部通志，

及各省所屬州縣府志。直隸省屬 146 縣府志、江南 61 縣府志、江西

67 縣府志、安徽 48 縣府志、山東 119 縣府志、山西 102 縣府志、河

南 116 縣府志、陝西 93 縣府志、甘肅 53 縣府志、福建 30 縣府志、

浙江 89 縣府志、湖北 74 縣府志、湖南 68 縣府志、四川 113 縣府志、

廣東 95 縣府志、廣西 35 縣府志、雲南 53 縣府志、貴州 17 縣府志；

另有臺灣省通志、臺灣府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等。當然，清史館

所藏方志並非全是民國三年以後徵集的，筆者以為清史館所藏方志應

有兩種，一是清史館徵集者，多為乾嘉以後纂修完成的方志；一是清

廷重修《大清一統志》時保存下來的古本或乾嘉朝以前的方志。民國

十九年故宮博物院將清史館所藏方志 5429 冊移交國民政府，將保存

下來的方志移存故宮博物院，並在北平故宮設「方志書庫」典藏20，

根據民國二十年的統計，當時故宮典藏的方志達 2848 部，25636 冊

                                                 
14見《政府公報》八六三號，民國三年九月二十八日「大總統袁世凱特頒徵書命令」，又載於《有

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4。 
15見《政府公報》八八六號，民國三年十月十七日「清史館咨各省分布徵書章程」，又載於《有

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5-8。 
16見《政府公報》八八六號，民國三年十月十五日「清史館咨各省轉各道縣彙送境內通儒碩彥著

作文」，又載於《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5。 
17見《政府公報》八八八號，民國三年十月十六日「清史館徵集各省府縣圖志通告」，又載於《有

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9。 
18見《政府公報》八九三號，民國三年十月三十日「清史館徵集私家傳記碑銘墓碣等通告」又載

於《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9。 
19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清史館書庫書籍目錄」（檔案編號 817000001-4）四冊，兩套，各上下兩

冊，詳載清史館為為修清史徵集的方志。 
20民國十九年《北平故宮博物院報告》頁 20a載：「去歲由清史館提來的志書及普通舊籍，除將一

部分於三月間移交國府委員點收外，其餘留館之書，均於三月杪，整理完竣。另在史部樓下，

特設方志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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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筆者認為，今日台北故宮典藏的方志中，仍有很多源自清國史館

與清史館藏。 
2、儒林著述及他們的傳記資料： 

清史館徵集抄錄的儒林著述及他們的傳記資料究竟有多少，已無法

考，單就現存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者便有 177 部冊，其中 100 部冊來

自江蘇省選送，細目詳《國立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頁

585-596。再者，附表一「大庫庫書檔」所載「儒林著書」經筆者初步

比對，應非清史館所徵集。22

依據以上所列分析，清史館所藏原屬清國史館舊藏者居多，類別則包含兩個史館

所纂紀傳體史稿、清朝官方所修各種史書、各種官方檔冊、各地方志、儒林著作

等等。 
 

二、「史館檔」的分散 

原來典藏於一處累積了兩百多年（1690-1928）的「史館檔」，何以在故宮博

物院接管後不久便面臨被分散的命運？這要從《清史稿》的出版與查禁說起。事

情起源於清史館館長主編趙爾巽（1844-1927）的舊部屬劉贊廷23，他於民國十八

年十月上書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1887-1975），要求發售《清史稿》，將賣書所

得歸還趙館長印書籌墊的二萬元。蔣主席將劉文提報第四十九次國務會議討論，

會議主席胡漢民(1879-1936)與委員戴傳賢(1891-1949)均認為：《清史稿》內容多

有不妥處，宜將該稿運京﹝國民政府首都在南京﹞審查，遂決議：將《清史稿》

及清史館所存圖書悉數移運南京。消息傳至故宮博物院，引起了震驚，故宮隨即

展開行動，將清史館館藏中原屬清國史館的史冊、檔案移存故宮南三所（附表

三），這是「史館檔」全宗初次被分散貯存。24

民國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正式行文故宮博物院，訓令將 1200
部《清史稿》及清史館所有館藏，詳細點驗，悉數移送南京，並令文官處（秘書

處改稱）派員北上接收。故宮奉令後即由理事長李煜瀛（1881-1973）致電中央，

強調清史館藏書多係史料，請仍暫存故宮以便整理，然未得要領。為了確保清史

館館藏，再由故宮理事兼文獻館館長張繼（1882-1947）於十二月四日致電文官

處官長古應芬（1873-1931），重申故宮博物院早已接收清史館館藏，以備編輯《清

                                                 
21案方志書庫藏書數見民國二十年《北平故宮博物院報告》頁 26a。 
22 筆者就附表一「大庫庫書檔」所載「儒林著書」與江蘇省選送的 100 部書冊進行比對。 
23 劉贊廷，直隸省東壳縣人，北洋警務學堂畢業，陸軍步兵上校，曾追隨趙爾巽之為弟川邊鎮

守使趙爾豐於清末在川邊地區進行改土歸流，是民國初年主持藏務的重要人物，其後離藏返回

內地。詳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註 19。  
24民國十八年十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開始整理清史館館藏，將原屬國史館的部分檔案圖書移存南

三所，十一月又將國史館「起居注」移存南三所，十二月整理清史館檔案，詳拙著〈故宮博物

院與《清史稿》〉。又案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國史館書籍遷移南三所尊藏數目冊」（檔

案編號 818000005），共二冊，一為草本，一為重繕本，原編檔號為「清字八號」，詳載了移存詳

目（詳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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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長編》之用。十二月十六日故宮博物院院長易培基（1880-1937）呈文行政院

列舉《清史稿》十九條謬誤，籲請永久封存禁其發行；允諾利用故宮檔案纂修《清

史長編》為他日重修清史預作準備。25

易培基的這則行文終於說動了行政院院長譚延闓（1880-1930）與中央委員

吳稚暉﹙1865-1953﹚，在第四十九次國務院會議中，吳稚暉為故宮應保有清史館

館提出四點說明： 
1、清史館所藏十之六七屬清宮舊藏（原清國史館舊藏），屬清史館者僅十之三四；  
2、趙爾巽「一味盡其遺老天分，視修史為兒戲」，並未調閱內廷所藏；且官修清

史最好待「恩怨稍泯」之時； 
3、故宮檔案與清史館所藏，合則雙美，分則兩傷，具屬清史材料，故宮正擬廣

加搜羅，纂修長編，以待日後重修清史； 
4、外間盛傳清史館藏書至富，皆悠謬聳聽之傳言；該館藏書目錄完備，將來長

編完成，必據以歸還。26

吳稚暉指出清史館所藏十分之六七原屬故宮及公開支持《清史長編》工作，可以

說是故宮贏得清史館館藏之爭的關鍵，經第五十八次國務院會議（十九年一月十

日）討論，接受了易培基的提議，將清史館館藏圖書重複者及《清史稿》刊印本

先行運京，其餘書籍檔案暫留故宮，作為編輯《清史長編》之參考，俟編竣仍全

數運京，並明令查禁《清史稿》。27至此國民政府與故宮博物院清史館館藏之爭

告終。 
    民國十九年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三日，故宮博物院正式將清史館館藏圖書之重 
複者及《清史稿》刊印點交國民政府文官處28，總計點交清史館舊藏有： 
1、《清史稿》成部者，粉連紙 138 部、毛邊紙 198 部；又散本粉連紙 20870 冊、 

毛邊紙 253 冊；總計：65139 冊。 
2、各種重複書籍，志書 5429 冊；各種刻本書 21473 冊。 
3、清史館文件 19 包。 
為了表達善意，故宮理事會議決致贈國民政府中央圖書館：《漢文實錄》起自清 
太祖迄於文宗，共 618 包，3084 冊；《滿文實錄》起自清太祖迄於穆宗，共 751 
包，3773 冊；《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5044 冊；另附原包黃綢及平金黃緞袱，共 
1369 塊，樟木大箱 13 件。29這是清史館館藏第二次分散，而且是離開了故宮。 

                                                 
25詳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 
26十八年十二月二十二日「吳稚暉函陳收繳舊清史館史稿書籍意見」（檔案編號 50046290）收錄

於「國民政府檔．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國史館藏）頁 70-73。該函又載於《有關清史稿編

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234-235。 
27十九年一月十一日「國民政府第五十八次國務會議速記錄」，收錄於「國民政府檔．國民政府

第五十八次國務會議」（檔案編號 001046100135070a，國史館藏）。決議文又載於《有關清史稿

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236-237。 
28 案：民國十九年一月十一日行政院將五十八次國務會議決議電告故宮博物院（檔案編號

50046291），十二日故宮商討了點交細節，十八日正式辦理點交，二十三日易培基致函文官處已

遵照府議辦理（檔案編號 50046294），至二月三日方始完成，同日彭晟電請鐵路部令北平津浦兩

局支援裝運（檔案編號 50046295）。以上徵引的檔案收錄於「國民政府檔．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

案」（國史館藏）頁 74-75、81-83、84，其餘見民國十九年《北平故宮博物院報告》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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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清史館館究竟有多少，根據現藏台北故宮博物院「清字一、二、三、四、 
八、九號檔」，即本文附表一、二、三大概略可看出端倪。民國十八年故宮與國 
民政府間發生的館藏之爭，導致清史館館藏開始分散，然大部份被移存故宮，成 
為故宮收藏，其中以官修史書如歷朝聖訓、歷朝實錄、歷朝本紀、清國史館修繕 
完成的紀、志、表、傳等，以及方志等圖籍；筆者以為這些入藏故宮的書籍今天 
仍分藏兩岸故宮及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民國二十二年（1933）日本侵華氣焰日 
益升高，政府下令故宮文物裝箱準備南運，當時故宮文獻館裝箱檔案文物共計箱 
數 3773 箱30，屬清史館者只剩下 77 箱31，77 箱中有 61 箱於民國三十八年（1949） 
運抵台灣。32民國五十七年（1968）台北故宮設置圖書文獻處，開始將攜帶來台 
的清代檔期開箱整理編目，於是 61 箱清史館檔與部分前已歸入故宮典藏的清國 
史館檔案又合併一處，即下節所要介紹的「史館檔」。 
 

三、現存台北故宮的「史館檔」 

台北故宮現存的「史館檔」含清國史館檔與清史館檔，由於兩館都是採紀傳 
體纂修清史，因此在整理編目時亦依紀、志、表、傳體例將兩館留下來的檔冊合

並編號編目。 
（一）滿、漢文本紀 

檢索「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資料庫」33，台北故宮現藏史館檔漢文本紀共 994
筆，其中大部份屬清國史館所纂修完成的歷朝本紀，例如黃綾本漢本紀，

始於清太祖，迄於穆宗，其中《大清太祖高皇帝本紀》2 卷 2 冊、《大清

太宗文皇帝本紀》4 卷 4 冊、《大清世祖章皇帝本紀》8 卷 8 冊、《大清聖

祖仁皇帝本紀》24 卷 24 冊、《大清世宗憲皇帝本紀》8 卷 8 冊、《大清高

宗純皇帝本紀》62 卷 62 冊、《大清仁宗睿皇帝本紀》25 卷 26 冊、《大清

宣宗成皇帝本紀》31 卷 32 冊、《大清文宗顯皇帝本紀》24 卷 25 冊、《大

清穆宗毅皇帝本紀》54 卷 54 冊，各兩套；另有《大清文宗顯皇帝本紀》

稿本 110 冊、《大清穆宗毅皇帝本紀》稿本 216 冊及《大清德宗景皇帝本

                                                                                                                                            
29 詳民國十九年《北平故宮博物院報告》頁 6ab；又詳民國十九年三月十三日「故宮博物院呈行

政院函」，收錄於《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見彙編》上冊，頁 238-239。 
30 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二十二年工作報告及將來計畫》頁 1a載：文獻館運滬箱數 3773 件；又

案《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二十四年工作報告》頁 22b載：二十三年十一月二十日行政院令教育部

監督開始點收故宮存滬箱數，到二十四年底共點收文獻館箱數 3643 箱，其中 90﹪為檔案；再案

《故宮博物院文物遷徒檔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已裝訂成冊，未編頁碼），二十七年運南

京庫房保存文獻館箱數是 3766。三者記錄箱數有出入，據筆者查考：從北平故宮運出者為 3773
箱，二十四年點收箱數應是當年工作完成數目，二十七年運南京庫房保存的 3766 箱，與運出的

3773 箱，少了 7 箱，正是二十四年參加英倫藝展數目，回國後未歸入文獻館箱件內，一直到三

十七年底運台，這 7 箱仍屬第一批運台文物。文獻館 3643 箱屬清史館原藏者 77 箱 
31 案《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二十四年工作報告》頁 22b載：文獻館 3643 箱屬清史館原藏者 77 箱。 
32 詳《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文獻傳包傳稿人名索引》（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印，1986），

頁 687，後記。 
33 「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資料庫」網址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hswebfile，是國立故宮博物

院圖書文獻處建置的館藏資料庫，目前已開放網路檢索。檢索日期 2006 年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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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稿本 16 冊。又根據莊吉發的統計，清國史館滿本本紀除《大清世宗

憲皇帝本紀》存 6 卷 6 冊、《大清文宗顯皇帝本紀》存 12 卷 12 冊、《大清

穆宗毅皇帝本紀》存 20 卷 20 冊，其餘各朝完整無缺。34

清史館纂修的漢文本紀，則有太祖本紀 3 冊、太宗本紀 6 冊、世祖本紀 7
冊、聖祖本紀 15 冊、世宗本紀 3 冊、高宗本紀 43 冊、仁宗本紀 16 冊、

宣宗本紀 16 冊、文宗本紀 14 冊、穆宗本紀 16 冊、德宗本紀 16 冊、宣統

本紀 3 冊等十一朝，共 158 冊。 
（二）志： 

檢索「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資料庫」，台北故宮所藏史館檔的「志」共有 5934
冊，其中天文志 64 冊、災異志 23 冊、時憲志 273 冊、地理志 765 冊、禮

志 324 冊、樂志 112 冊、輿服志 24 冊、儀衛志 4 冊、選舉志 176 冊、職

官志 131 冊、食貨志 1339 冊、兵志 934 冊、河渠志 778 冊、刑法志 92
冊、藝文志 31 冊、邦交志 62 冊、交通志 11 冊、國語志 99 冊等，亦包含

清國史館及民國清史館的稿本。 
（三）表： 

根據「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資料庫」，台北故宮所藏史館檔的「表」共有 1050
冊，一如本紀及志含清國史館及民國清史館的稿本，「表」的性質則分人

表、年表、事表、民族表傳等。「人表」有皇子世表、外戚表、公主表、

諸藩封爵世表、恩封宗室王公表、宗室王公功績表、王公表傳、蒙古表外

藩蒙古回部表、滿漢忠義表等；「年表」則有各省大臣年表、大學士年表、

部院大臣年表、內閣大臣年表、年表、總督年表、巡撫年表、領侍衛內大

臣年表、侍衛鑾儀衛表、前鋒步軍統領表、滿洲管旗大臣年表、總兵表、

提督表、統領表、將軍表、都統表、副都統表、總理各國事務大臣年表等；

「事表」有藩部世表、交聘年表、建州表等。 
（四）傳包與傳稿： 

傳包：所謂「傳包」，是清國史館為了纂修人物列傳，所咨取搜集的各種

傳記資料，以人物為單位，各自歸納成一包，故稱「傳包」。因此，不同

的人物，其「傳包」亦各自不同，但通常包括有：各部宣付史館的片文、

履歷片、履歷清冊、事蹟清冊、事蹟冊、戰功冊、訃聞、哀啟、咨文、祭

文、年譜、行狀、行述、奏稿、文集及傳稿冊等，凡此都是傳記第一手原

始資料。根據「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資料庫」統計清代人物傳記資料共計

3536 包。 
「傳稿」分清國史傳稿及民國清史館傳稿。清國史傳稿，為國史館纂修人

物列傳所留下的各類稿本，有初輯本、重繕本、校訂本、增輯本、定本等，

與「傳包」是同宗的檔案。民國清史館傳稿，則是清史館纂修《清史稿》

所留下的稿本。兩館共遺留下來 8300 餘冊傳稿，一萬多位清代文武職官

的傳記資料；至於后妃、諸王、循吏、儒林、文苑、隱逸、遺逸、孝友、

                                                 
34 詳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1983），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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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行、藝術、醫術、疇人、列女、忠義等各種類傳所繫人物則未作統計；

再者，傳稿中有以地方政權、民族與國家等非人物列傳，如土司傳、藩部

傳、屬國傳等等。 
（五）長編檔： 

「長編檔」是清國史館為纂修國史先行匯編的史料長編檔簿，分「長編總

檔」與「長編總冊」兩類。「總檔」，是國史館長編處咨取內閣、軍機處的

上諭、外紀、絲綸、廷寄、月摺等檔案，分別摘錄事由，匯抄成編；「長

編總冊」則是總檔的目錄，其功能相當於索引。台北故宮藏有「長編檔」

始於乾隆，迄於光緒，共 3477 冊。 
 

四、公開、出版與數位典藏 

（一）公開 
台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是在民國六十五年開始整理遷運來台的 61 箱史

館檔，開箱列架，依紀、志、表、傳分類編目立卡，在七十一年出版的《國立故

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中已詳載了「史館檔」的全部內容，於此院藏的「史

館檔」已全面開放讀者使用，《清史稿校註》工作也方能順利在展開。然而鑑於

《總目》目類紛繁，編幅所限，對於「史館檔」的編目力求簡略，未臻詳盡，於

是於七十五年另行編輯出版《國立故宮博物院清代人物傳記索引》，對傳包、傳

稿等資料有詳盡的記載。「清代文獻檔案總目資料庫」便是以《清代文獻檔案總

目》與《清代人物傳記索引》為基礎建置完成的，於九十一年已全面開放網際網

路檢索。 
（二）數位典藏 
   台北故宮典藏的清代人物傳記資料，除了有上述「史館檔」外，另有晉呈本

《大清國史列傳》1270 餘冊，約共 15,000 餘位清代重要職官的傳記資料。這批

史籍向與故宮所藏善本舊籍典藏一庫，不屬清代檔案範疇，因而未編細目，讀者

使用極不方便。因此當筆者主持的「清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摺件數位資料庫」建

置大致確立，並已開放網際網路檢索後，於九十三年底提出「大清國史人物列傳

及史館檔傳包、傳稿數位典藏資料庫」計畫，擬將所藏清代國史館及民國清史館

各類清人傳記資料全部予以數位化，這批豐碩的清人傳記資料則包括了上述 3500

餘個「傳包」、8300 餘冊「傳稿」以及 1270 餘冊《進呈本‧大清國史人物列傳》

全面數位化，方便史學工作者與讀者利用。這項工作已於九十四年正式展開，目

前完成「目錄資料庫」建置，並已開放網路檢索；影像資料庫則完成 1097 件「傳

包」及 2622 件「傳稿」等共 87610 影幅的掃瞄建檔工作，預期於九十七年建置

完成。 

 

（三）出版 

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初台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招開了「文獻足徵：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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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清代檔案與清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綜合討論中與會學者發言熱烈，從大

陸斥巨資重修新清史，談到中華民國政府出版的國防研究院本《清史》及十六巨

冊的《清史稿校注》，最後議題落到保存在台北故宮的《清史館未刊稿》上，莊

吉發教授建議將之出版，陳捷先教授隨之附議，當時主持綜合討論的石守謙院長

慨然承諾，會後詢問本人意見，余意以為隨著時光流逝，清朝與民國間的恩怨已

徹底泯滅，《清史稿》的評價漸趨正面，此時將《清史館未刊稿》予以出版，一

方面可彰顯前人努力的成果，另一方面可提供重修清史者參考，是極有意義的文

化工作，遂核准了《國立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紀志表傳未刊稿本專輯》出版計

畫。 
清史館設置於民國三年，十六年出版了《清史稿》，十七年為故宮博物院接

管，清史館遺留下來的稿本也併入了故宮典藏中；誠如前文所言，這批史稿大多

被保存在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中。這是中華民國在烽火戰亂中為清朝纂修

的國史，容或有誤、或不夠完備、或流於草率與零亂，然它表達了一個朝代結束

之際史學工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其特殊的時代意義，非後代史學工作者所能替代。 
 

結語 

歷史檔案的核心價值，除了是前人活動的記錄外，更重要的是提供歷史工作

者研究與應用，透過梳理、組織、詮釋與論述等史學方法，讓歷史檔案衍繹為新

的史著，這是本文撰寫的目的。當然做為一個歷史檔案的保管者，更希望透過本

文，讓分散的「史館檔」重新聚合，或聚合於虛擬的網際網路中。 
 
 
 
 
 
 
 
 
 
 
 
 
 
 
附表一、「大庫庫書檔」所載書目清單 
編號為「清字一號」的《大庫庫書檔》（檔案編號 811000001-8）共八冊，依其所

藏書籍及檔冊內容分析，應為清國史館大庫，清史館成立後亦以之為大庫，大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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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南庫、北庫、中庫、外庫，大堂及校對處等六處藏書庫，所藏書籍表列如下： 

南 庫 庫 書 檔 
儒林著書：江字部  (載 38 位儒者著作)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沈夢蘭：周易學、周理學、孟子學、五省溝洫圖說、文冊；謝寶鏐：鮑

氏年譜、行述白摺呈、墓誌；潘德輿：禮記、詩話、養一齋集、詞、清冊；淩  曙：蜚雲閣叢

書；方  申：易學五書；馮桂芬：顯志堂集 附行狀；竇靜庵；事親庸言、家規、學规、理學正

宗、尋樂堂目錄、崇祀鄉賢各宦錄、附劄記、文；顧觀光：國策編年、武陵山人遺書、周髀算

經校勘記、算勝(又初編續編)行槀、神農本草經、華陽國志校勘記；顧  堃：鶴皋草堂詩集、覺

非盦筆記、事實；惲  敬：大雲山房文稿初二集、詩餘事實冊；許宗衡：玉井山館文集、西行

日記；顧光敏：樂圃集；宋世犖：确山駢體文、紅杏軒詩鈔、儀禮古今文疏證、周禮故書疏證、

台州叢書；沈光邦：易律通解；江之紀：白圭堂詩集；沈大成：學福齋詩文集；洪亮吉：乾隆

府廳州縣志、授經堂全集、毓文書院志、禹貢地名集；鄭  環：事實冊、孔子世家考、仲尼弟

子列傳、列代典禮；江  籓：周易述補、隸經文、國朝漢學師承記、經師經義目錄、宋學淵源

記、樂縣考、事實冊；許桂林：宣西通、易確、穀梁釋例、參同契金隄大義、漢世別本禮記長

義、許喬林弇榆山房詩略、四書因論、許氏說音、擢對、事實冊；施彥士：海運芻言、推春秋

日蝕法、歷代編大事表、求已堂八種讀孟質疑、孟子外書集證、春秋朔閏表發微、詩集文集；

宋翔鳳：四書纂言；潘道根：儀禮古今文考、儀禮今古文疏證、爾雅郭注補、禮記古訓考、咸

清河偶鈔；顧貞觀：纑塘集、彈指詞、楚頌亭詩、扈從詩、事實冊；浦起龍：詩文輯遺、史通

通釋、讀杜心解；施朝幹：六義齋集、一勺集；汪  中：：學行記、孤兒編、廣陵通典、述學、

喪服答問、事實冊；方履籛：萬善花室詩文集；沈曰富：當湖弟子傳、受恒受漸齋集；康發祥：

三國補義；高均儒：續東軒遺集；高延第：誦翠山房詩文集；鄭  梁：寒村公羊普等書；龍文

彬：明紀事樂府、永懷堂詩鈔、永懷堂文鈔、永懷堂制義、歸田贈言、明會要；方  潛：江南

總略、湖廣總略、陜甘四川總略、河南山東山西總略、兩廣雲貴總略、江西總略、浙江總略、

方文通年普、行述、毋不敬齋集；郭長清：種樹軒遺集；謝應芝：會稽山齋集、事實冊。 

儒林著書：山字部  (載 43 位儒者著作) 

蘇源生：事實清冊、鄢陵文獻志、中州文徵、記過齋藏書、叢書；羅有高：尊聞居士集、清冊；

吳嘉賓：尚綗廬詩存、求自得之室文鈔、清冊；崔  述：考信錄；董祐誠、董貽清：董方立遺

書甲部、董立方遺書乙部、授守井研記略、清冊；駱騰鳳：藝游錄、清冊；薛  壽：學詁齋文

集；蒯德模：清冊；馬丕瑤：奏疏；黃景仁：兩當軒、家傳行狀墓志年譜；吳德旋：初月樓文

鈔、家傳墓志；黃炳垕：黎洲先生年譜、測地志要、黃忠瑞公年譜；黃式三：周季編略、春秋

釋、明經公言行略、易釋、論語後案、儆居集、事實冊；董桂敷：自知室文集；史夢蘭：異號

類編、古今謠諺、疊雅、培根堂全稿、止園叢書、永年府志人物傳、得未曾有詩鈔、孝經刊誤

辯說、退學齋詩文稿、洮漁遺集、爾爾書屋詩草、永平三字遺書、論語說、全史宮詞、永平詩

存；蘇懿諧：孝經合本、大易掌鏡、鄒魯求仁繹、樂閑齋文集、學庸絃誦、為人錄、傳心顯義、

迪知錄、尼徒從政錄、兩關日課、民彝彙翼、防維錄、古今自言錄；吳懋清：四書摧解錄、行

狀家傳墓志、毛詩訂本、二吳唱漁集；蘇宗經：坊表錄、粵西志輯要、慎動齋文集、釃江詩草、

行狀；華希閔：延錄閣；莊述祖：釋書名、春秋註解、周官指掌、石鼓然疑文詩鈔、珍藝宦遺

書、事實行狀冊；薛傳均：閩游草、文選古字通、說文答問、附沈齡續方言、首附志傳；黃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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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實冊、日知錄集釋、古今歲實朔實考校補、袖海樓文錄；蔣日豫：事實冊、蔣侑石遺書；

葉裕仁：詩考箋釋、歸安詩文槀、詩文字書、未刻槀附墓誌行狀；蔣汾功：濟航文隻、事實冊；

董以甯：事實冊、正誼堂文詩集；董潮：紅豆詩人集；蘇去疾：蘇園中詩集；吳慈鶴：崇祀鄉

賢錄、醉石山房詩鈔蘭鯨錄全集、榮性堂集、吳俊傳畧；蔣  彤：事實冊、丹棱文鈔；蔣超伯：

爽鳩錄、通齋集、南漘楛語、乙部隨筆、讀書偶得、蔣繼伯曉瀛遺稿、吳養原觚齋詩集、東周

宮詞、蔍澞薈錄、榕堂續錄、窺豹集、詩鈔；董兆熊：味無味齋詩文；吳昆田：潄六山房全集；

范士齡：事實冊、左傳釋地、續循吏傳、耆舊傳；莊培因：虛一齋集；黃俊苑：止齋遺書；蔡  雲：

蔡氏月令章句；蘇宏祖：事實冊、墓志銘、敦樸堂詩集、涵碧山房詩集、繫舟山房詩集、易臺

風雅、易臺風雅續、見聞偶記、家傳；嚴元照：柯家山館詩詞、娛親雅言、爾雅匡名、悔庵學

文、事實冊；嚴可均：唐石經校文、說文校議、說文聲類、鐵橋漫稿、事實冊；范泰衡：讀尚

書記、讀論語記、讀孟子記、我心錄、行述；路  德：檉華館文集、檉華館駢體文、檉華館詩

集、檉華館雜錄；吳  鎮松華庵雜稿、松華庵逸草、松華庵韻史、松華庵詩草、松華庵遊草、

松華庵集唐、松華庵律古、松厓文稿、生病譜談、蘭山詩草、律古續稿、事實冊、外文。 
儒林著書：千字部  (載 70 位儒者著作) 

錢儀吉：記事槀、旅逸小槀、記事續槀、刻楮集、書先師鈔星湖先生事；錢泰吉：甘泉鄉人稿、

年譜；劉寶楠：劉寶楠行狀、清芬集、論語正義、附劉寶樹娛景堂集；劉台拱：名宦錄、端臨

遺書、家傳；卿  彬：事實清冊、古詩十九首註、周易貫義、洛書洪範解、楚辭會真；金熙坊：

春秋屬筆錄、粵璞、楷堂詩草、履歷清冊；魯一同：事實清冊、通甫類槀、詩存、附任瑗/高士

魁事實清冊；劉  繹：奏稿鈔存、存吾春齋文鈔、存吾春齋續鈔、存吾春齋詩鈔；劉文淇：左

傳舊書改正、楚漢諸侯疆域志、水道記、附劉文淇/劉毓崧事實清冊、 

青溪舊屋文集；徐  鼒：小腆紀年、未灰齋文集、讀書雜釋；劉  巖：匪莪堂文集、述傳清冊；

朱緒曾：開有益齋讀書志、述傳清冊；金  鰲：金陵詩徵錄、述傳文序清冊；殷如璧：崇祀名

宦錄；毛  士：春秋三子傳；劉恕齋：詩稿、文稿、日錄、家規輯略補、讀拙修集劄記、讀倭

文端公劄記；周  濟：存審軒詞、淮鹾問答、晉略 2 部各、介存齋詩稿、味(隹冏)齋史義、 

介存齋文稿、事實冊；王顯宬：伊洛淵源錄；儲大文：存研樓文集、事實冊；鮑  皋：海門詩

鈔附家傳墓志、事實冊；程廷祚：青溪文集、論語說、晚書訂疑、事實冊；任大椿：深衣釋例

釋繒、列子釋文考異、字林考逸、事實冊；周柄平：四書典故辨正、事實冊；儲  欣在陸草堂

文集、春秋指掌、事實冊；劉嗣綰：尚絅堂文集；欽  善：吉堂文詩稿、家傳；任朝楨：午橋

存稿附家傳；管  同：事實冊、因寄軒文初集、因寄軒文二集；儲方慶：遯庵文集、事實冊；

周玉瓚：憩亭文集、事實冊；紀  磊：周易消息；余  煌：春秋求故、余氏天文；劉業全：三

字經集註音疏、劉玉才傳；邵  永：芝房詩存、芝房文鈔；周壽昌：順天府文、三國志注證遺、

漢書注校補、後漢書注補正、五代史記纂誤補續、思益堂日札；劉世謩：薛氏粹語，事實冊；

焦袁熹：志傳、此木軒春秋闕如編、四書說、史評彙編、論文雜說、附焦以恕儀禮彙說、附秦

倬如三餘前錄論世、奏倬如事實冊；倪思寬：二初齋讀書記、附倪元坦讀易樓合刻；鈕樹玉：

說文新附考、段氏說文註訂、附潘奕雋說文；劉逢祿：事實冊、禮部集附劉承寵麟石文鈔；錢

大昭：著述十種、後漢書補表、事實冊；錢  坫：新斠注地理志、附錢氏藝文志略；任兆麟：

孟子時事略、事實冊；焦  循：密梅花館詩錄、地圖說、易話易廣記、釋輪、元天一釋、禹貢

鄭注釋、羣經宮室圖、釋弧、北湖小志、尚書伸孔篇、冕服考、事略；朱  彬：游道堂集、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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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訓纂、經傳考證、事實冊；迮鶴壽帝王世紀地民衍、齊詩翼氏學、孟子班爵祿疏證、經界疏

證、事實冊；朱曰佩：張定鋆四書訓解參證、中庸舊文考證、大學舊文考證、事實冊；朱大韶：

實事求是之齋經義；朱右曾：汲冡紀年存真、周書集訓校釋、事實冊；朱駿聲：小爾雅約注、

夏小正補傳、說文通訓定聲補遺、春秋左傳識小錄、經禮經注一隅、事實冊；錢  綺：鈍硯危

言、事實冊；成  孺：事實冊；鮑子鍾野雲詩鈔、山海經韻語、論山詩選；翁廣平：聽鶯居文

鈔；姚  椿：國朝文錄、樗寮詩話、通藝閣詩、和陶集；周有壬：錫金考乘；周  鎬：犢山詩

槀、犢山類槀；朱克生：秋厓詩集；金錫祉：晚聞堂集；盛大謨：字雲巢文稿、三盛詩鈔、論

語聞、于埜左氏錄、蠶墨；徐時棟：煙嶼樓文集、逸湯誓攷、山中學詩；徐養原：論語魯讀攷、

周官故書攷、儀禮古今文異同、事實冊；魏明閥：清風遺集；周際華：從政錄、行狀；劉  沅：

儀禮恆解、史存、四書恆解、春秋恆解、周官恆解、詩經恆解、禮記恆解、書經恆解、易經；

鄒鍾俊：人生必讀書、鍾褱攷古錄；猶法賢：黔史、張澍續黔書；顧  鑑：五陵世系；惲光宸

行狀；李廓庵行狀。 
儒林著書：古字部  (載 105 位儒者著作) 

李來章：禮山園全集、事實冊；夏錫疇：事實冊、強學錄、讀易私鈔；賀貽孫：水田居詩觸、

水田居易觸、水田居存詩、水田居激書、水田居文集、騷筏、詩筏；王聘珍：大戴禮記解話、

九經學、清冊；陸錫璞：清冊、禮記精義鈔略、書經精義彙鈔、春秋精義彙鈔、周官精義彙鈔、

儀禮精義鈔略、詩經精義彙鈔；張惠言：志傳附張琦行狀、易義別錄、周易鄭荀義、虞氏易禮、

儀禮圖、茗柯文；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陳  立：句溪襍著、白虎通疏證、行狀清冊；李兆

洛：歷代沿革圖、養一文集、歷代地理韻編、輿地韻編、紀元編；孫希旦：禮記集解；張振夔：

介軒詩鈔；張履祥：楊國先生全集；王  植：清冊、嘗試語、讀史綱要、四書參注、韻學、崇

雅堂稿、權衡一書、家傳；李善蘭：續幾何原本、則古昔齋算學、重學、代微積拾級；王肇謙：

優詔裦忠錄、皇極經世全書解、春秋諸家解、鄉賢名宦底槀；林春溥：竹柏山房十五種；李  柏：

檞葉集；王柏心：樞言、導江議、經論疏、清冊；彭洋中：古香山館存稿、陳遇夫：正學續、

涉需堂文集、涉需堂詩集、史見、清冊各；李南暉：冊結、讀易觀象惺惺錄、慎思錄、易象圖

說緒論；裘  璉：年譜、文鈔、橫山詩鈔、昇平樂府、論鈔；王鳴盛：事實冊、十七史商榷、

西莊始存槀、蛾術編；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事實冊；柳興恩：附柳榮宗說文引經考異、

榖梁大義述、事實冊；張崇蘭：事實冊、古文尚書私義、悔廬文鈔；丁  晏：周易述傳、周易

訟卦淺說、尚書餘論、禹貢集釋、禹貢蔡傳錐指正誤、毛鄭詩釋、詩考補注補遺、鄭氏詩譜考

正、毛詩陸疏校正、儀禮釋注、周禮釋注、禮記釋注、孝經疏注石經記、全天德大鐘款識、子

史粹言、頤志齋四譜、家傳附頤志齋叢書、石亭記事、百家姓韻語三編、頤志齋叢書計；梅曾

亮：柏梘山房文集、柏梘山房詩集、事實冊；張孝時：筠心堂存稿；吉夢熊：研經堂文集、事

實冊；吉鍾潁：含薰室文集；王贈芳：慎其餘齋文集、慎其餘齋詩集；阮文藻：事實冊、行述、

聽松濤館文鈔；張象津：白雲山房、文、冊、結；曹貞吉：珂雪堂詩集、文、冊；楊  慶：大

成通志；張衛階：詩經集錦；張玉堂：論文迂見、學思記、大學衍義補摘錄、史鑑錄要、四書

測疑、養真文集、讀左隨筆、談明叢議、名臣奏議摘錄；桂含章四書益知錄、春秋筆事參議；

李佐賢：行述、類稿、續泉匯、書畫鑑影、吾盧筆談、坦石雜著、武定時續鈔、古泉匯、尺牘、

遺文；王曜南：禮書條攷、春秋繹義；楊廷桂：中庸箋、北行南還日記、嶺隅詩存、大學箋；

陸樹芝：左傳意解、莊子雪；陳世鎔：行述、求志居集、求志居經說、求志居經說、周易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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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易廓；秦松岱：燈巖集、事實冊；喬  漌：日省錄、事實冊；楊開沅：乙未論、景姚堂河論、

事實冊；陸明睿：殷元正緯書輯、事實冊；陳  鶴：家傳、蓬萊閣詩錄；李  惇：羣經織小；

張宗泰：孟子七篇諸國年表、備修天長縣志；丁履恆：事實冊附丁家蔭家傳、形嵐類編；陳逢

衡：事實冊首附陳本禮事實、逸周書補註、事略；陳詩庭：讀書證疑、事實冊；王宗涑：考工

記輪輿輈車考辨附家傳、附倪景曾周官祿田考；陳  潮：易經音義、詩經音義、春秋音義、書

經音義、禮記音義、爾雅音義；張星鑑：事實冊、仰蕭樓文集、國朝經學名儒記；胡  泉：事

實冊、王陽明書疏證、陽明經說拾餘、經說弟子記、大學古本薈參；王寶仁：行年紀略、古官

制考、舊香居文稿、夏小正訓解考異通論、附王應鶴燕喜堂遺書、周官參證、事實冊；韓應陛：

讀有用書齋襍著；陳宗起：文集、考工記、經義筆談、周禮車服志、經說、事實冊；王  巖：

白田文集、事實冊；杜  詔：雲川閣詩集；楊度汪：雲逗樓集；楊  椿：孟鄰堂文鈔、事實冊；

夏之蓉：半舫齋古文、附夏寶晉冬生草堂詩/文/詞錄；陶貞一：退庵集、墓誌行述；陶正靖：晚

聞集、墓誌；邵齊燾：王芝堂詩集、隱几山房詩集、玉芝堂詩文集、邵齊熊文集附墓誌銘；王

文治：附余京江千詩集附墓誌、夢樓詩集附志傳、附張曾石帆詩集墓誌、附李御八林松庵珍草

附誌傳；張自坤：事實冊、頤齋僅存草、附張崟逃禪閣詩集、附張深悔昨齋詩鈔；趙懷玉：亦

有生齋文集、事實冊；奏恩復：享帚詞、事實摺；韋佩金：經遺堂記、楊亮世澤堂記、事實冊；

陸繼輅：墓志銘、雙白燕文集、合肥學舍扎記、崇百藥齋詩文集、續集、三集、外集、附陸耀

遹事實冊；孫原湘：天真閣集、天真閣外集；戈  載：事實冊、志傳詞林正韻、附劉禧延遺著；

張海珊：小安樂窩文集；張士元：嘉樹山房集附行狀墓誌；王芑孫：志傳碑板廣例、附王瑬四

書地理考；陳燾熊：事實冊、讀易漢學私記；秦  沅：詩文集附志傳；秦緗武：城西草堂詩集、

事實冊；尹耕雲：事實冊、文詩集；戴  槃：東甌紀略、桐溪紀略、浙西減漕紀略、嚴陵紀略、

事實冊；陸遇霖：孝經集註、事實冊；孫希朱：身範、仰晦文集、事實冊；楊傳第：汀鷺文鈔、

志傳、詩鈔；孔廣牧：省疚錄附行狀、先聖生卒考、漢石經証異、禮記鄭讀考、禮記天算釋、

詩集；孔繼鑅：事實冊、周陶韻詩、壬癸詩錄、賸稿、于南詩錄、未刻稿、杜詩；楊九畹：巽

峰草廬遺稿、事實冊；孔毓焞：事實冊、絅齋隨筆、律呂考略；趙文楷：潘劉隄碑記、遂園詩

鈔、石柏山房詩、附趙畇遂雲詩鈔、年譜、附湯金判撰墓誌；李  筠：內省筆記；王子音：古

今地理述；胡清焣：古韻論、十二山人文集、卦本圖考、四書註說參証、夏時考、四書拾義略

例、徽州府志儒林傳、胡氏所著書目、黃帝內經校義、西京博士考、甘州成仁錄、河州景忠錄、

韻徵、尚書韻法、尚書序錄、說文管見；陸黻恩：讀秋水齋詩；王  劼：毛詩讀、尚書後案較

正、毛詩序傳；陳會芳：梅窗碎錄；王定柱：行述家傳、大學臆古、中庸臆測、金剛經溯原心

經、從政餘談、事實冊；王友亮：雙珮齋文詩集各；林聯桂；見星廬詩稿、賦話；楊于果：事

實冊、審嚴集、外文；趙國華：明湖四客詞鈔、江窗山水記、青草堂初集青草堂二集、青草堂

三集、青草堂補集、濟上贈言集、集序表志傳；趙御眾：論語說；張夢維：遺草；柏景偉：灃

西草堂文集；彭松齡：育嬰萃錦；杜貴墀：巴陵杜氏遺書；陸心源：潛園總集、元祐黨人傳、

儀顧堂集、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皕宋樓藏書志、皕宋樓藏書志、宋史翼、歸安縣志、宋

詩紀事補遺、宋詩紀事補正、古磚圖釋、吳興金石記、吳興金詩集、唐文拾遺、唐文續遺、羣

書校補、金石學錄補、千甓亭磚錄、千甓亭續錄、三續疑年錄附補疑年錄、穰棃館過眼錄、穰

棃館過續錄；陸元綸：宗輝錄、說文解字、事實冊；強汝詢：大學衍義；張錫瑜：史表功比說、

許珩周禮獻疑、戴清四書考辨、任雲倬文集；李  容：二曲集；王心敬：豐川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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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代史書 
晉書 30 本、宋書 24 本、南齊書 8 本、魏書 24 本、北齊書 8 本、周書 8 本、南史 20 本、北

史 24 本、隋書 23 本、舊唐書 50 本、新唐書 47 本、宋史 69 本、遼史 11 本、遼史語解 4 本、

金史 48 本、金史語解 4 本、元史 96 本、元史語解 10 本、明史 287 本。 

乾隆、嘉慶、咸豐史書 
吏科乾隆史書 41 本、戶科乾隆史書 8 本、戶科乾隆史書 31 本、禮科乾隆史書 6 本、兵科乾隆

史書 2 本、刑科乾隆史書 34 本、工科乾隆史書 6 本、兵科嘉慶史書 7 本、吏科咸豐史書 97 本、

兵科咸豐史書 87 本。 

八旗通志 
清字八旗通志 566 本、漢字八旗通志五部甲部 65 本、乙部 43 本、丙部 29 本、丁部 23 本、 

戊部 47 本，共計 197 本。 

滿、漢文實錄、聖訓、本紀 
太宗滿實錄 2 本、聖祖滿實錄 17 本、世宗滿實錄 1 本、仁宗滿實錄 378 本、滿實錄恭閱本 357

本。聖祖漢實錄 32 本、太祖漢實錄副本 12 本、太宗漢實錄副本 1 本、聖祖漢實錄副本 2 本、

世祖漢實錄副本 11 本、高祖漢實錄副本 14 本、仁宗漢實錄副本 9 本、宣宗漢實錄副本 10 本、

宣宗漢實錄副本 11 本、穆宗漢實錄副本 1 本、太宗漢實錄底本 20 本、世祖漢實錄底本 19 本、

世宗漢實錄底本 20 本、太宗漢實錄稿本 2 本、世祖漢實錄稿本 7 本、聖祖漢實錄稿本 6 本、世

祖漢實錄稿本 8 本、歷代滿聖訓 66 本、清字書 51 本、黃綾清字書 23 本、白皮清字書 27 本。

滿本紀恭閱本 61 本、清本 73 本、太祖本紀 2 本、世祖本紀 8 本、聖祖本紀 67 本、高宗本紀 61

本、仁宗本紀 27 本、宣宗本紀 98 本、覆輯本 12 本、草訂正本 11 本、文宗本紀 136 本、穆宗

本紀 202 本、清字書 15 本、清字雜項本 26 本、滿漢合壁奏摺 5 本。 

御製詩文、皇清文穎 
聖祖御製文初集 6 本、二集 8 本、甲部 12 本、乙部 10 本；世宗御製文集 15 本；高宗御製文初

集甲部 10 本、乙部 8 本、二集 10 本、三集甲部 8 本、三集乙部 8 本；仁宗御製文初集甲部 8

本、初集乙部 8 本、餘集甲部 2 本、餘集乙部 2 本、二集 12 本；宣宗御製文初集 6 本。 

高宗御製詩集 23 本、二集甲部 8 本、二集乙部 4 本、二集丙部 40 本、四集 35 本、五集甲部 61

本、五集乙部 25 本；仁宗御製詩初集 29 本、二集 4 本、餘集甲部 12 本、餘集乙部 10 本、餘

集丙部 6 本、初集 16 本。 

四庫全書四部 135 本、皇清文穎初集 52 本、續編 246 本。 

方略、紀略 
皇清開國方畧黃綾本 13 本、皇清開國方畧（甲乙部）22 本、親征平定朔漠方畧 42 本、平定準

噶爾方畧前編 13 本、正編（甲乙部）35 本；欽定平定回疆剿逆裔方畧 73 本；平定兩金川方畧

16 本、鈔本 12 本、大本 3 本；剿平三省邪匪方畧正編 42 本、續編 33 本；平定教匪紀畧 32 本、

石峯堡紀畧 3 本、欽定蘭州紀畧 4 本、剿捕臨清逆匪紀畧 6 本、臺灣紀畧 1 本、河源紀畧 2 本、

新疆識畧 10 本、嘉慶辛酉工賑紀事 16 本、御製增訂清文鑑 10 本、養正書屋全集 24 本、樂善

堂全集 18 本、千叟宴詩（甲乙部）55 本、經史講義（甲乙部）64 本、欽定學政全書 16 本、欽

定日下舊聞考 13 本、詞林典故 30 本、歷代職官表（甲乙部）58 本、八旗滿州氏族通譜（甲乙

部）23 本、緒纂大清通禮 12 本、甘肅忠義錄 30 本、國朝提名碑錄 7 本、國朝提名碑錄 1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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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流 6 本、欽定滿州源流考 8 本、盛京滿漢輿圖 15 本、欽定西域同文志 8 本、欽定臺規 8

本、西巡盛典 23 本、新疆墾務奏案 9 本、三省添設廳州縣各摺全案 2 本、黑龍江全省地輿圖說

12 本、盛京輿圖 12 本、下八旗滿州世族通譜（上下包）24 本、京卿奏牘 3 本、京外奏牘 3 本、

外省奏牘 2 本、各省奏牘 10 本。 

滿、漢文上諭、月摺檔 
順治朝清字題奏 11 本、乾隆朝清字上諭 32 本、乾隆朝清字寄信 14 本、乾隆朝清字軍務 64

本 

中層：乾隆朝清字議覆 35 本、道光朝清字上諭 50 本、道光朝清字寄信 1 本、道光朝清字明發

8 本、道光朝清字議覆 2 本、道光朝清字明發議覆寄信 8 本、道光朝清字月摺 55 本、咸豐朝

清字寄信 6 本、咸豐朝清字議覆 7 本、咸豐朝清字月摺 83 本。 

漢文上諭、月摺檔 
乾隆長本上諭 45 本、寄信 48 本、漢字題奏 1 本、譯漢月摺 1 本、運河題奏 1 本、明發 4 本、

譯漢上諭 8 本、軍機檔 3 本、譯漢奏摺 6 本、議覆奏摺 5 本、軍機奏摺 6 本、月摺共計 162

本、軍機檔 1 本。嘉慶上諭 86 本、廷寄 84 本、廷寄議覆 7 本、方本上諭 69 包、譯漢上諭 20

本、譯漢明發 10 本、議覆 10 本、上諭 7 本、譯漢月摺 27 本、月摺 122 本、軍機月摺方本 24

本、軍機月摺長本 22 本、明發 3 本、奏摺 23 本、廷寄議覆 7 本、軍機議覆 17 本、剿捕 1 本。

康熙漢題奏 18 本、雍正軍機檔 13 本、硃批諭旨（第一函至第十七函）103 本、刻板 38 本；

乾隆刻板上諭 18 本、道光譯漢月摺 41 本、軍機檔 41 本、咸豐議覆長本 4 本、明發 7 本、議覆

9 本。 

綸書、絲綸、起居注 
綸書總檔（乾隆 15 年、嘉慶 1 至 21 年）81 本、綸書總檔（嘉慶 22 至 25 年、道光 1 至 5 年、

同治 5 至 13 年）23 本、綸音（道光 1 至 6 年）、綸音（道光 7 至 30 年）40 本。起居注冊雍正

朝 47 本、乾隆朝起居注 991 本、嘉慶朝起居注 235 本、嘉慶、道光、咸豐朝起居注 301 本、咸

豐朝起居注 235 本。 

奏    議 
道光奏議副本 125 本、咸豐奏議副本 21 本、同治奏議副本 168 本、光緒奏議副本 465 本、順治

奏議清本 4 本、乾隆奏議清本 5 本、嘉慶奏議清本 14 本、光緒奏議清本 474 本、順治奏議底本

1 本、康熙奏議底本 12 本、雍正奏議底本 2 本、乾隆奏議底本 2 本、嘉慶奏議底本 15 本 

雍正奏議草本 1 本、嘉慶奏議草本 1 本、同治奏議草本 45 本、光緒廢奏議副本 18 本、康熙廢

奏議清本 1 本、同治廢奏議清本 5 本、光緒廢奏議清本 244 本、同治散皮奏議 3 包、光緒散皮

奏議 1 包。 

長     編 
乾隆朝長編總檔清本殘缺 163 本、嘉慶朝長編總檔正本 343 本、嘉慶朝譯漢長編總檔正本 45

件、道光朝長編目錄總檔正本 475 本 、道光朝譯漢長編總冊檔 40 本、道光朝譯漢長編總檔 42

本、道光朝長編總目檔清本 430 本、道光朝長編總檔 46 本、咸豐朝長編總冊檔正本 168 本、咸

豐朝長編總檔目錄 143 本、咸豐朝長編總冊目錄 24 本、同治朝長編總檔正本 49 本、同治朝長

編總冊正本 16 本、同治朝長編總檔清本 46 本、同治朝長編總冊目錄清本 14 本、嘉慶朝長 

編總冊檔清本 92 本、嘉慶朝長編總冊檔草本 91 本、乾隆朝長編副本 93 本、乾隆長編副本無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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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本、乾隆長編 4 本、乾隆朝長篇底本 52 本、嘉慶朝長編 21 本、道光朝長編總檔稿本目

錄 392 本。 

清字畫一傳、正副清本 
清字畫一大臣傳正本 435 本、清字大臣忠義傳副本 192 本、清字大臣忠義傳副本 280 本、清字

大臣忠義傳副本 240 本、清字大臣忠義傳清本 600 本、滿大臣傳副本 430 本、漢大臣傳副本 351

本、滿忠義傳副本 276 本、漢忠義傳副本 74 本、滿大臣傳清本 938 本、漢大臣傳清本 638 本、

滿忠義傳清本 150 本、漢忠義傳清本 800 本、畫一傳歸類檔 6 本。 

大臣年表 
順治至乾隆文武大臣年表清本 4 本、草本 8 本；道光朝文職大臣年表副本 10 本、道光朝武職大

臣年表副本 84 本、清本 90 本、底本 18 本；咸豐朝文職大臣年表副本 36 本、咸豐朝武職大臣

年表清本 29 本；同治朝文職大臣年表副本 8 本、清本 12 本、同治朝武職大臣年表副本 68 本、

光緒朝文武職大臣年表副本 22 本、光緒朝文職大臣年表清本 8 本、光緒朝武職大臣年表清本 28

本、副本 28 本、清字表 57 本、蒙古表傳 24 本、蒙古表 12 本、清字蒙古表 27 本。 

滿蒙文蒙古王公傳表 
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24 本、欽定續纂外籓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196 本、白字清字繕本 2 本、蒙古王

公表滿文刻本 22 本、蒙古王公表蒙文刻本 12 本、續纂蒙古王公表 24 本、蒙古王公表 24 本、

王公傳 3 本、王公表傳 16 本、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 28 本、王公表傳 12 本、乾隆年續纂蒙

古王公表傳 179 本；嘉慶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正本 2 本、清本 8 本、刊本 29 本；道光續

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正本 6 本、副本 10 本、清本 13 本、刊本 24 本、再續纂正本 24 本、

再續纂副本 24 本、再續纂稿本 6 本、再續纂刊本 82 本；咸豐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正本

12 本、副本 24 本、清本 24 本、刊本 72 本；外藩西藏部王公表傳正本 4 本、宗室王公功績表傳

正本 7 本、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刊本 17 本、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正本 12 本、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清

本 9 本、刊本 11 本、正本繕本 12 本；恩封宗室王公表正本 15 本、副本 2 本、親郡王貝勒貝子

公各表正本 31 本、宗室列傳正本 11 本、外藩蒙古王公表傳 31 本、外藩蒙古王公表傳副本 1 本、

蒙古表底表 13 本。 

賦役全書 
賦役全書：直隸省 156 本、江蘇省 125 本、安徽省 120 本、山東省 154 本、山西省 40 本、河南

省 1 本、陝西省 126 本、甘肅省 351 本、福建省 81 本、浙江省 10 本、江西省 109 本、湖南省 1

本、四川省 6 本、貴州省 15 本、雲南省 19 本、奉天 1 本。 

大清一統志 
大清一統志初纂刻本五部甲部 58 本、刻本五部乙部 18 本、刻本五部丙部 72 本、刻本五部丁部

42 本、刻本五部戊部 17 本、繕本一部 62 本、刻本一部 173 本、恭閱本副本 1003 本、大清一

統志舊稿本 308 本（外有草訂正本 2 本）。 

各省鹽法志、漕運全書、南河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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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法志：兩淮（甲乙部）64 本、山東（甲乙部）48 本、河東（甲乙部）20 本、兩浙 24 本、兩

廣（甲乙部）44 本、福建 16 本；河東鹽法備覽（甲乙丙部）19 本、兩浙鹺志 12 本、兩廣鹽法

通志 18 本、雲南鹽務冊 10 本、南河成案（甲乙部）60 本、南河成案續編 64 本、欽定戶部漕

運全書（甲乙丙丁部）142 本、江蘇海運全案 9 本、海塘新志（甲乙部）8 本、續海塘志 4 本、

兩浙海塘通志 8 本、湖北荊州萬城隄志 10 本、江西蕪湖體仁局志 2 本、江南造送漕運等冊 18

本。 

中樞政攷 

中樞政攷甲部 72 本、乙部 72 本、丙部 61 本、丁部 72 本、戊部 64 本、己部 43 本。 

通考、通志、通典、續通考、續通志、續通典 
通典 35 本、通志 112 本、文獻通考 88 本、欽定續通典 47 本、欽定續通志 175 本、欽定續文獻

通考 110 本、皇朝通典 45 本、皇朝通志 48 本、皇朝文獻通考 176 本、皇朝通典 39 本、皇朝通

志 37 本、皇朝文獻通考 151 本。 

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例、各部院則例 
大清會典 112 本、草本 100 本、黃綾本 112 本、底本 55 本；大清會典圖 49 本；大清會典事例

672 本、抄本 224 本、稿本 53 本；大清會典則例 241 本、稿本 53 本；欽定吏部則例 20 本、欽

定戶部則例 78 本；欽定禮部則例甲部 23 本、乙部 22 本、丙部 23 本、丁部 23 本。內務府則例

抄本 48 本、宗人府則例抄本 16 本、欽定車器則例 22 本、工部則例 37 本、頒發則例 39 本、督

捕則例 2 本、乾隆條例 143 本、嘉慶條例 31 本、草訂本 20 本；翻譯續增科場條例 19 本、軍器

條例 7 本、各院條例 3 本、鼓鑄條例 6 本、貴州條例 30 本、大清律例 25 本、定例彙編 5 本。

北 庫 庫 書 檔 目 錄 
畿輔通志、盛京、江南、江西、安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福建、浙江、浙江、湖

廣、湖北、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直隸府廳州縣志、江蘇、安徽、山東、山西、

河南、陝西、甘肅、福建、浙江、江西、湖北、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省方志。

中 庫 庫 書 檔 目 錄 
列朝滿、漢文本紀正本 

太祖滿本紀 2 本、太宗滿本紀 4 本、世祖滿本紀 8 本、聖祖滿本紀 24 本、世宗滿本紀 16 本、

高宗滿本紀 62 本、仁宗滿本紀 26 本、宣宗滿本紀 28 本、穆宗滿本紀 55 本。太祖漢本紀 2 

本、太宗漢本紀 4 本、世祖漢本紀 8 本、聖祖漢本紀 24 本、世宗漢本紀 8 本、高宗漢本紀 63

本、仁宗漢本紀 26 本、宣宗漢本紀 32 本、文宗漢本紀 24 本、穆宗漢本紀 56 本。 

列朝奏議正本 
順治朝奏議 8 本、康熙朝 6 本、雍正朝 1 本、乾隆朝 15 本、乾隆朝 2 本、嘉慶朝 19 本、道光

朝 124 本、光緒朝 455 本。 
列朝大臣年表正本 

天命、天聰、崇德、順治朝大臣年表 10 本、康熙朝表 66 本、雍正朝 21 本、乾隆朝 58 本、嘉

慶朝 51 本、道光朝 90 本、咸豐朝 37 本、同治朝 52 本、光緒朝表 36 本。 
大清一統志正本 

道光續修大清一統志正本一部：首函（凡例目錄、京師）6 本、直隸六函 52 本、盛京二函 15

本、江蘇四函 36 本、安徽八函 2 本、山西八函 26 本、山東六函 24 本、河南四函 41 本、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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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函 25 本、甘肅二函 30 本、浙江八函 26 本、江西四函 27 本、湖北六函 19 本、湖南四函 30

本、四川四函 41 本、福建四函 16 本、廣東六函 16 本、廣西四函 15 本、雲南四函 14 本、貴州

四函 15 本、新疆 1 函、外藩蒙古 1 函、朝貢各國二函 11 本。 
滿漢大臣忠義傳進呈正、副本、正編、續編、新編畫一大臣忠義傳正、副本 

滿大臣忠義傳 、漢大臣忠義傳、咸豐大臣忠義傳清字正本 40 本、同治大臣忠義傳清字正本 

157 本、光緒大臣忠義傳清字正本 495 本。國史功臣列傳正本 16 本、國史大臣列傳 30 本、二

臣傳（甲乙編）64 本、逆臣傳白皮 5 本、逆臣傳 2 本、正編大臣傳 159 本、正編忠義傳 33 

本、白皮畫一傳 264 本、白皮忠義傳 47 本、殘正編畫一傳一包、宗室郡主傳 13 本、次編大臣

傳 101 本、次編大臣傳 144 本、次編忠義傳 28 本、四傳 25 本、舊文苑 3 本。續編大臣傳 150

本、續編忠義傳 37 本、清字畫一傳、續編大臣傳 160 本、續編忠義傳 38 本、畫一傳 325 本、

大臣傳 116 本、年表 90 本、新編畫一大臣傳 158 本、新編畫一忠義傳 60 本、循吏傳 4 本、新

大臣傳 157 本、新編忠義傳 59 本、新編畫一大臣傳、忠義傳、循吏傳、宗室傳、額爾都列 

傳、同治等朝來文包 4 本、履歷、清字大臣傳 28 本、清字大臣傳(正本) 259 本、清字忠義傳 

(正本) 102 本、。 

發繕摺件檔光緒發繕摺件檔 40 本 

中 庫 庫 書 檔 目 錄  
光緒 1 至 28 年：方本上諭 331 本、長本上諭 356 本、方本奏摺 326 本、廷寄 35 本、勦捕 29 

本、各式檔冊 510 本、譯漢月摺 181 本。同治 1 至 13 年：方本上諭 137 本、奏摺 158 本、長本

上諭 156 本、勦捕 166 本、廷寄 88 本、月摺 381 本、外紀 91 本。咸豐 1 至 11 年：方本上諭 

116 本、奏摺 130 本、長本上諭 107 本、勦捕 109 本、廷寄 36 本、月摺 162 本。道光 1 至 30 

年：方本上諭 280 本、廷寄 110 本、勦捕廷寄 9 本、議覆 21 本、方本譯漢上諭 10 本、譯漢月

摺 40 本、譯漢上諭 19 本、月摺補遺 2 本、月摺夷務 4 本、長本上諭 5 本、方本月摺 1 本、譯

漢議覆檔 2 本、譯漢月摺 2 本、譯漢廷寄 1 本、奏摺 362 本、長本上諭 112 本、軍機月摺 64 

本。乾隆外紀 55 本、嘉慶外紀 60 本、道光外紀 157 本、咸豐外紀 81 本、光緒外紀 12 本。

諭摺彙存 898 本、華制存考 元年、政治官報 129 本、商報 131 本、學報 111 本、諭摺彙存 2 

本、官報上諭 29 本、京報 2012 本、京報殘本 2 包、綸音 4 本。 

外 庫 庫 書 檔 目 錄 

南櫃：地理志：東三省、直隸省、江蘇省、安徽省、山東省、山西省、河南省、陝西省、甘肅

省、福建省、浙江省、江西省、湖北省、湖南省、四川省、廣東省、廣西省 168 本；大清國史

食貨志 13 本、皇朝食貨志 260 本；十四志正本：天文志、時憲志、樂志、藝文志、選舉志、禮

志、輿服志、儀衛志、職官志、刑法志、地理志、兵志、河渠志共 277 本。 

北櫃：欽定勦平捻匪方略 321 本、欽定勦平粵匪方略 422 本、道光上諭勦捕專摺 14 本、道光外

紀 20 本、道光咸豐同治外紀等 20 本、咸豐上諭 8 本、咸豐勦捕 2 本、咸豐外紀 8 本、咸豐上

諭月摺 9 本、咸豐上諭 24 本、咸豐同治上諭等 53 本、咸豐月摺 61 本、同治 1 至 4 年月摺 51

本、咸豐上諭方本 14 本、咸豐奏摺 5 本、同治上諭 17 本、同治專摺 4 本、光緒上諭 36 本、宣

統上諭 41 本、宣統專摺、捻匪方略 32 本、粵匪方略 42 本。 

大 堂 庫 書 檔 目 錄 

 22



欽定大清會典、聖訓：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高

宗純皇帝、仁宗睿皇帝、宣宗成皇帝、念四史、元史新編校勘記、律呂正義、欽定平定陝甘新

疆回匪方略、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略、欽定平定貴州苗匪紀略、八旗通志、儒林傳未釘正本。

校 對 處 庫 書 檔 目 錄 
太祖高皇帝實錄副本天命、太宗文皇帝實錄副本天聰、世祖章皇帝實錄副本順治、聖祖仁皇帝

實錄副本康熙、世宗憲皇帝實錄副本雍正、高宗純皇帝實錄副本乾隆、高宗純皇帝實錄副本乾

隆、仁宗睿皇帝實錄副本嘉慶、宣宗成皇帝實錄副本道光、文宗顯皇帝實錄副本咸豐、穆宗毅

皇帝實錄副本同治。 
案：本表又見於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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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國史館書籍目錄」( 清字二號 )書目檔冊清單 
 
大清實錄 太祖朝鈔本 4 本、太宗朝鈔本 25 本、世祖朝鈔本 424 本、聖祖朝鈔本 98 本、

世宗朝鈔本 56 本、高宗朝長鈔本 752 本、高宗朝方鈔本 939 本、 

高宗朝鈔本 103 本、宣宗朝鈔本 475 本、宣宗朝恭閱本 476 本、文宗朝鈔本 354

本、宣宗朝恭閱本 359 本、穆宗朝鈔本 347 本、宣宗朝恭閱本 316 本、 

各朝鈔本 182 本 

大清一統志 初纂本 208 本、乾隆繕本 62 本、乾隆刻本 173 本 

道光恭閱本 463 本、道光副本 463 本、道光稿本 390 本 

大清會典 刊本 45 本、鈔本 224 本、底本 55 本、41 本、324 本、雍正朝 100 本、 

黃綾本 112 本、會典圖 49 本、石印本 160 本 

會典事例 草本 53 本、12 本、舊稿本 165 本、355 本 

會典則例 230 本、稿本 53 本 

則例 戶部 77 本、禮部 91 本、工部 37 本、督捕 18 本、軍器 25、內務府 48 本、頒發

39 本、八旗鈔本 2 本 

順治 奏議草本 1 本、清本 12 本 

康熙 奏議廢本 1 本、清本 6 本 

雍正 軍機檔 13 本、硃批諭旨 104 本、上諭旗務議覆 12 本、上諭八旗議覆 13 本、奏

議 15 本 

乾隆 刻本上諭 18 本、譯漢上諭 14 本、寄信 47 本、長本上諭 88 本、軍機檔 4 本、

譯漢月摺 1 本、月摺 188 本、運河檔 1 本、明發 4 本、議覆 5 本、外紀 57 本、

奏議 22 本 

嘉慶 上諭方本 146 本、譯漢上諭 20 本、廷寄 82 本、月摺 92 本、議覆 60 本、譯漢

明發 10 本、明發 2 本、軍機議覆 20 本、軍機月摺 90 本、外紀 58 本、奏議 49

本 

道光 軍機檔 39 本、綸音 33 本、廷寄 109 本、剿捕廷寄 9 本、譯漢廷寄 1 本、 

上諭 347 本、譯漢上諭 27 本、奏摺 361 本、剿捕廷寄 1 本、軍機議覆 1 本、月

摺夷務 4 本、明發上諭 1 本、譯漢月摺 83 本、譯漢議覆 42 本、外紀 161 本、

奏議 249 本 

咸豐 剿捕廷寄 183 本、上諭 235 本、明發上諭 11 本、奏摺 129 本、議覆 13 本、譯

漢月摺 15 本、外紀 81 本、奏議 82 本 

同治 廷寄 31 本、剿捕廷寄 252 本、上諭 294 本、奏摺 156 本、月摺 5 本、外紀 90

本、奏議 414 本 

光緒 廷寄 34 本、剿捕廷寄 29 本、上諭本、譯漢月摺 181、奏摺 328 本、外紀 243

本、奏議廢本 95 本、清本 1204 本 

宣統 上諭 37 本 

月摺 道光-光緒 1778 本 

起居注冊 雍正 47 本、乾隆 960 本、嘉慶 464 本、咸豐 26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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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畫一傳 滿大臣傳副本 430 本、清本 1033 本、漢大臣傳副本 349 本、清本 674 本、舊本

50 本、正編副本 27 本、次編副本 104 本、續編副本 150 本、 

新編副本 154 本 

忠義畫一傳 滿忠義傳副本 276 本、清本 202 本、漢忠義傳副本 74 本、清本 750 本、新編忠

義傳副本 58 本、正編忠義傳副本 1 本 

傳包 滿漢大臣 69 包、忠義傳包(不詳) 

類傳 功臣傳 16 本、儒林傳 16 本、文苑傳 19 本、循吏傳 8 本、貳臣傳 59 本、貳臣

表傳 7 本、逆臣傳 7 本 

年表 各朝武職大臣草本、清本、底本 780 本 

本紀 各朝本紀含清本、副本、鈔本 817 本 

志書 天文志 54 本、樂志 86 本、儀衛志 10 本、時憲志 40 本、藝文志 23 本、 

輿服志 23 本、職官志 94 本、祿秩志 16 本、刑法志 96 本、各省地理志 519 本、

選舉志 183 本、禮志 225 本、河渠志 855 本、漕運志 49 本、  

兵志 739 本、食貨志 506 本、屯墾志 75 本、茶馬志 3 本、賦役志 71 本、錢法

志 52 本、關稅志 16 本、積貯志 90 本、戶口志 48 本、名宦志 11 本、節婦志 5

本( 含清本、稿本) 

長編總檔 

總冊 

乾隆 328 本、嘉慶 597 本、道光 1400 本、咸豐 382 本、同治 345 本、光緒 16

本( 含清本、底本、草本 ) 

綸音總檔 乾隆 1 本、嘉慶 90 本、道光 80 本、同治 11 本、光緒 164 本 

史書 乾隆 128 本、嘉慶 7 本、咸豐 178 本 

條例 乾隆條例 143 本、鼓鑄條例 6 本、科場條例 19 本、貴州條例 30 本、 

大清律例 55 本 

正史 晉書 30 本、宋書 24 本、南齊書 8 本、魏書 24 本、北齊書 8 本、周書 8 本、南

史 20 本、北史 24 本、隋書 23 本、舊唐書 48 本、新唐書 47 本、宋史 69 本、

遼史 11 本、遼史話解 4 本、金史 48 本、金史解語 4 本、元史 50 本、元史解語

10 本、明史 284 本 

御制詩文集 聖祖 36 本、世宗 15 本、高宗 247 本、仁宗 117 本、宣宗 22 本、 

諭摺彙存 光緒 116 套 

華制存考 宣統 36 套 

報 政治官報光緒 11 包、宣統 46 包、黃皮京報 50 捆、學報 6 包、商報 6 包、臨時

公報 2 包、內閣官報 5 捆 

方略、紀略 皇清開國方略 35 本、平定朔漠方略 42 本、平定準噶爾方略 48 本、回疆方略

73 本、三省邪教方略 42 本、三省邪教方略續編 33 本、平定金川方略 31 本、

平定教匪方略 32 本、平定臺灣方略 1 本、剿捕臨清逆匪紀略 6 本、蘭州紀略 4

本、石峰堡紀略 3 本、霆軍紀略 1 本、河源紀略 2 本、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略

323 本、平定貴州苗匪紀略 50 本、平定雲南苗匪紀略 41 本、平定粵匪紀略 422

本、剿平捻匪方略 321 本、 

通考 皇朝文獻通考 426 本、皇朝續文獻通考 110 本、草本 176 本、皇朝文獻通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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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 

通典 

本、草本 39 本、刊本 112 本、皇朝文獻通典 45 本、草本 40 本、刊本 112 本、

皇朝續文獻通典 40 本、刊本 41 本 

賦役全書 直隸 157 本、江蘇 125 本、安徽 119 本、山東 155 本、山西 40 本、河南 1 本、

陝西 128 本、甘肅 332 本、福建 78 本、浙江 2 本、江西 111 本、湖南 1 本、四

川 26 本、貴州 15 本、雲南 19 本、奉天 1 包、大衛河 1 包 

察哈爾台吉官冊 10 本、孝義節婦清冊 8 本、乾隆滿漢合壁上諭 4 本、乾隆朝縉紳 15 本、嘉慶

縉紳 5 本、道光朝造送陣亡清冊 72 本、同治朝滿漢滿摺 5、江南盤查軍發清冊 1 本、族原流考

8 本、蒙古原流考 6 本、南河成案 64 本、南河成案續編 64 本、欽定戶部漕運全書 106 本、江

蘇海運全案 9 本、兩浙海塘通志 8 本、江西蕪湖體仁局志 2 本、湖北荊州萬城隄志 10 本、海

塘新志 8 本、海塘續志 4 本、山東鹽法志 48 本、兩淮鹽法志 59 本、兩浙鹺志 12 本、兩浙鹽

法志 22 本、兩廣鹽法通志 18 本、兩廣鹽法志 52 本、河東鹽法志 20 本、河東鹽法備覽 19 本、

福建鹽法備覽 16 本、雲南鹽務冊 10 本、江南造送漕運冊 18 本、日下舊聞考 13 本、千叟宴詩

55 本、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57 本、新疆夷務 9 本、各朝碑錄 7 本、通禮 12 本、歷代職官志表 36

本、甘肅忠義錄 12 本、甘肅忠義錄紳民婦女表 18 本、京卿奏牘 3 本、外省奏牘 2 本、各省奏

牘 10 本、欽定台規 8 本、西域同文志 8 本、四庫全書經史子集 139 本、皇清文穎 52 本、皇清

文穎續編 173 本、草本 73 本、西巡聖典 23 本、黑龍江全省地理圖說 12 本、滿漢盛京輿圖說

14 本、新疆圖志 11 本、詞林典故 30 本、盛京三省地名冊 12 本、樂善堂全集 18 本、養正書屋

全集 24 本、欽定學政全書 16 本、題名碑錄 10 本、嘉慶辛酉工脤紀事 16 本、新疆識略 10 本、

附開國史館寄存備用檔案、臣工事蹟橫本、各項冊檔、大臣傳案卷、長編摺包、14 志案卷、儒

林著書、奏議案卷、各項舊檔 

案：「國史館書籍目錄」上下二冊，共兩套： 

其一、原編號「清字二號」檔案編號 818000001-818000002 

其二、原編號「清字三號」檔案編號 818000003-818000004 

原依據檔冊、書目放置的位置，如架、格、上層、下層登錄。本表為了縮小篇幅，除簡化

檔冊題名、版本，並將擱置不同位置之同類檔冊加總，以數目表示。 

          又本表亦載於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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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國史館書籍遷移三所尊藏數目冊」(檔案編號 818000005) 

原編號為「清字八號」、「清字九號」是正、副本兩冊《國史館書籍遷移三所尊藏數目冊》，

即故宮博物院倉促將國史館藏書移存南三所的記錄，列表如下：  

南三所－正明間 
國史館木質關防一顆木箱一隻全、立憲謄黃一軸隨木匣一個 

第一櫃：仁宗睿皇帝實錄 3 函 9 卷、宣宗成皇帝實錄 22 函 102 卷、太祖高皇帝聖訓、太宗文皇

帝聖訓 1 函 16 卷、世祖章皇帝聖訓、聖祖仁皇帝聖訓 2 函 32 卷、世宗憲皇帝聖訓 2

函 26 卷、高宗純皇帝聖訓 6 函 123 卷、仁宗睿皇帝聖訓 6 函 60 卷、清字聖訓 75 卷

第二櫃：歷朝清字實錄副本 37 包又 26 束 
南三所－東明間 

第一櫃：續編畫一大臣傳正本卷 1-160、續編畫一忠義傳正本卷 1-38、滿漢大臣傳副本 19 捆、

        漢忠義傳副本 8 捆、舊畫一傳清本 11 包 

第二櫃：清字年表 5 包 56 本、清字大臣年表正本 4 包 34 本、清字大臣傳正本 7 包 125 本、 

        畫一清字大臣傳正本 22 包 435 本 

第三櫃：仁宗睿皇帝本紀正本 8 函 27 本、宣宗成皇帝本紀 8 函 32 本 

第四櫃：文宗顯皇帝本紀正本 6 函 24 本、穆宗毅皇帝本紀 14 函 55 本 

南三所－東裡間 

第一櫃：大清一統志一部 99 函 560 卷 545 本 

第二櫃：滿漢大臣傳正本（漢文進呈本）、滿漢忠義傳正本（漢文進呈本）、皇史宬正本 10 函、

        忠義表正本、清文鑑 47 本、清文補一部、清文書 6 函又 2 包 

第三櫃：清字大臣傳新進呈本、會典事例 64 函、會典圖 6 函、會典 12 函、律呂正義 8 函、 

        柯邵忞元史校勘記 1 包 

第四櫃：清字大臣、忠義傳正副本 191 包 

南三所－西明間 

第一櫃：滿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刊本、蒙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正本、漢外藩蒙古回部王公

表傳副本 

第二櫃：高宗純皇帝漢本紀正本 16 函、五朝本紀滿漢正本 30 函、五朝本紀滿恭閱本 14 包、

        仁宗睿皇帝本紀滿正本 8 函、宣宗成皇帝本紀滿正本 7 函、文宗顯皇帝本紀滿正本 7

函、穆宗毅皇帝本紀滿正本 14 函 

第三櫃：宗室王公表傳正本、刊本 15 包 127 本、正編畫一大臣列傳正本 1-192 卷、正編畫一忠

義傳正本 33 卷、清字畫一大臣、忠義傳副本、清本 9 包 56 捆 

第四櫃：次編畫一大臣列傳正本 144 卷、次編畫一忠義傳正本 28 卷、續編畫一大臣、忠義傳正

本 347 卷、新編畫一大臣、忠義傳正 22 包、循吏傳正本 1 包 

南三所－西裡間 

第一櫃：國史館稿件、第二櫃：漢字八旗通志初集 10 函 80 本、漢字八旗通志二集 20 函 140 本

第三櫃：清字上諭月摺檔、第四櫃：清字八旗通志 

北牀：存蒙古王公表傳木板 855 塊、西配殿：存各項檔案 

案：本表又見於拙著〈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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