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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福寺街，是明清時期重要的書肆集中地

之一，與南城的琉璃廠齊名。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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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福寺街因寺得名，寺前每月舉辦兩日的廟會，使

得百貨雲集；又鄰近於北京貢院，各地舉子來此應

試多達萬人，加上大批在京官員，隆福寺街成為北

京城東重要的書坊集中地。



1、 前言（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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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明清時期，隆福寺的歷史沿革到廟會與書街

的出現，作一介紹，最後以現存之善本古籍，輯錄

出刻梓於隆福寺或於此街書坊出版之圖籍，與史料

相互印證，以還原隆福寺與此街書坊出版圖書的歷

史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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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書籍市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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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自明清兩朝起就有著十分發達的圖書業，

從中國古代藏書的發展來考察，明清兩朝是藏

書事業的興盛期與繁榮期，其書籍事業的發展

與成就超過了歷史上以往的任何時期。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1）明代北京書籍市場

• 明代中葉以後，商業極度繁華，

手工業發達，市民階層擴大，促

成了一個更大的書籍消費市場。
7



• 由於明代政府對刻書事業的限制不多，加上工價

低廉，私人與書坊刻書皆鼎盛，書籍市場遍佈全

國各地，南京、北京、蘇州、徽州，建陽、湖州

等地，更是重點區域。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1）明代北京書籍市場（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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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北京的刻書事業雖不若江南興盛，然因官商

雲集、人文薈萃，書籍市場便顯得十分活絡。北

京自明朝永樂十九年（1421）定為首都後，成

為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各地士子參

加會試、殿試的目的地。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1）明代北京書籍市場（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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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達官貴人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喜歡書籍者, 

再者來自各地的士商名流眾多，全國科舉精英集

於此處，他們對於圖書的需求量相當可觀。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1）明代北京書籍市場（續3）

• 北京書坊事業主要分為刻書與賣書，刻

梓於京城中的書籍是非常稀少，多半是

書坊商人來往南北書市輾轉攜運至京城

中出售。 10



• 明代北京書籍市場是在大明門的右邊，禮部門之外及

拱宸門之西，這三處是有店面的坊肆商號，更多書販

是隨著考試出現稱為考市；或每月固定三日在城隍廟

會、燈市, 流動的書販，也是北京書籍場市的一大特色，

這些流動賣書人，如同其他百貨物品，隨著人潮不斷

變換販賣地點。隨著廟會的流動書販，在明末時已出

現。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1）明代北京書籍市場（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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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清代後，由於雕版刻字的工資低簾，造紙成本不

斷降低，書籍市場不斷擴大，書籍已經成為多數地區

的一般消費商品。

• 由於清朝實行滿漢分城治，城中多處商業市集如燈市、

廟市和書肆，也由城內的遷往城外，原在大明門右邊

的這些書肆也由城內，遷往城外的慈仁寺。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2）清代北京書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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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外城、宣武門以南的地方被稱為「南城」，南

城為漢族文人、科考舉子們的聚居之地，而慈仁寺為

此地圖書流通場所，清初時已有相當規模。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2）清代北京書籍市場（續1）

• 慈仁寺位於宣武門外兩里，元代

時稱為報國寺，明中葉時，改稱

此名。

• 康熙十八年（1679）時，北京發

生大地震，此後，慈仁寺書肆逐

漸沒落。 13



• 清代中葉起，琉璃廠的「廠肆」與隆

福寺的「寺肆」為北京最為出名的兩

大書籍市埸。

2、 明清北京書籍市場

（2）清代北京書籍市場（續2）

• 與慈仁寺同時，位於南城的琉璃廠，也逐漸

繁盛起來，琉璃廠因燒製官用琉璃瓦而得名，

琉璃廠出現後，成為新的書坊聚集處，而且

有了更大的市場空間與經營方式，直到清末

琉璃廠一直是北京重要的書籍文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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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帝王大多崇信佛教，興建隆福寺

最主要的原因，是與土木堡事變後英

宗、代宗（景泰帝）於政治勢力角逐

有關。

3、 隆福寺的興建與歷史沿革

• 大隆福寺始建於明代，位於北京城內東北

方，以明代京師街坊劃分屬於「仁壽坊」。

大隆福寺簡稱為隆福寺。

16



• 代宗於景泰三年六月時命太監尚義等

人修建大隆福寺，修寺工人為數萬軍

夫。隆福寺於景泰四年時完工。

3、 隆福寺的興建與歷史沿革（續1）

• 早在英宗在位時，寵宦王振（？-1449）

便曾建造興隆寺，而代宗即位後，太監興

安也曾奏請於東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

並拆取英宗居住南城翔鳳殿中的白玉石欄

等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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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隆福寺是拆取英宗居住南城翔鳳

殿等物，故在英宗復辟後，建造隆福

寺的內官，也一一被降職處分。

3、 隆福寺的興建與歷史沿革（續2）

• 大隆福寺建成後，大有取代英宗大興隆寺

的地位。代宗本想仿效英宗臨幸興隆寺，

但卻在大臣的勸阻下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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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內建築群分為左、中、右三路。中路為正殿，由南

往北依次是山門、天王殿、釋迦殿、萬善正覺殿、毗

盧殿和大法殿等五進院落。

3、 隆福寺的興建與歷史沿革（續3）

• 隆福寺修建完成後，其莊嚴與華麗，可謂

壯麗甲於京。隆福寺的整體建築，是坐北

朝南，東西面闊五間，南北縱深至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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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終明之世，隆福寺一直是

京城中唯一一間青衣僧（和尚）

與黃衣僧（喇嘛）同住的寺院。



• 乾隆九年（1744年）時，雍和宮改為喇嘛廟，隆福寺被

定為雍和宮的下院，從此隆福寺完全成為喇嘛廟，即藏

傳佛教寺院。

3、 隆福寺的興建與歷史沿革（續4）

• 到了清朝，隆福寺於雍正元年（1723）

重修，寺中有雍正帝的御製碑文，又有御

書匾額「天慈廣覆」。

20

• 明清時期，隆福寺是朝廷的皇家香

火院，也是京師出名的巨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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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時，凡是進入北京的貨物，都通過一套機制進

行分配，最好的物品是私下送人或賣出，而品質差一

點的則在小攤或街上出售。

4、 隆福寺的廟會

（1）北京的廟會

• 廟會是在寺廟前聚集許多商販貨攤和文藝

表演，加上各類宗教活動，成為一個結合

宗教、文藝、商業的綜合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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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會的會期上，寺廟向人民開放，

商人與藝人進出其中，加上宗教節

日，使得文化與經濟互相融合。



• 清代中期，北京的廟會是定期按年和月舉行的，

且寺廟間彼此連繫，遍於城中與市郊。當時有

八大廟會之說，即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

雍和宮、東嶽廟、白雲觀、蟠桃宮、廠甸

４、 隆福寺的廟會

（1）北京的廟會（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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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數個廟會，內容大致一樣，而且趕廟會

做生意的人，也是同一批，由土地廟往東北城

趕，趕到隆福寺，翻回頭來，再趕土地廟，所

以廟會日期安排彼此訂好。

４、 隆福寺的廟會

（1）北京的廟會（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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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眾多廟會中，以隆福寺、護國

寺最為熱鬧，稱為「東廟」、

「西廟」。



• 到了乾隆時期，隆福寺每月九、十兩日舉

行廟會，隆福寺廟會被列為「諸市之冠」

成為京城的第一廟會。

４、 隆福寺的廟會

（1）北京的廟會（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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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廟會期間，不僅有外來的「夷蠻敝貂

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

服用」，還有民間雜耍、傳統小吃、日

用百貨，非常熱鬧，隆福寺街因每月的

廟會，使得附近聚集了相多的人潮。



• 隆福寺街最早何時開始出現書肆，現今已無從可

考。不過到了乾隆年間，隆福寺前還是如同以往

隨著廟會出現「廟市」，而前來「廟市」擺攤的

書販，也多半是跟著京城各大廟會流動的書攤。

４、 隆福寺的廟會

（２）隆福寺的書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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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

在《琉璃廠書肆記》中，提到了

隆福寺前的賣書情形：



• 內城隆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

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

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於全。蓋不全

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

自至矣。

４、 隆福寺的廟會

（２）隆福寺的書肆（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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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隆福寺前所賣的書，很多是從附近的世家鉅族家中

流出。由於隆福寺位處京城東側，臨近貢院與王府井

大街，使得隆福寺市集中，也有王府之書籍，其中多

為奴婢所攜出變賣，在這樣的環境下，清代的隆福寺

前街，漸漸地形成了一個新的書籍市埸。

４、 隆福寺的廟會

（２）隆福寺的書肆（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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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存明代北京隆福寺出版書籍中，可以

發現，隆福寺於成化、弘治時就有集資刻

印過許多聲韻方面的書籍：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1）隆福寺刊刻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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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三年（1467）至七年

（1471）所刻印的《改併五音

集韻十五卷》

以及弘治十年（1497）《切韻指南

一卷附篇韻貫珠集一卷》等書籍



• 現今於臺灣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北

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圖書館的善

本古籍書目中，都可見到此書。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1）隆福寺刊刻書籍 （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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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故宮博物院所藏另一本《改併五

音類聚四聲篇》，序文後有明代隆福寺

刊校此書之僧官。明代實行僧官制度，

隆福寺位於京師的大型皇家寺院，寺中

住持、首座等要職，自是由朝廷派任之

僧官。



• 現今於臺灣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北

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圖書館的善

本古籍書目中，都可見到此書。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1）隆福寺刊刻書籍 （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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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故宮博物院所藏另一本《改併五

音類聚四聲篇》，序文後有明代隆福寺

刊校此書之僧官。明代實行僧官制度，

隆福寺位於京師的大型皇家寺院，寺中

住持、首座等要職，自是由朝廷派任之

僧官。



洪惟勝朝太祖高皇帝，當天下混一之初，首詔

儒臣校定韻書，刪其謬誤，證其舛偽，賜名曰

《洪武正韻》。……至於僧錄覺義大隆福寺住

持戒璇令本山文儒思遠、文通輩，間取篇韻協

心考訂，重加刪補…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1）隆福寺刊刻書籍 （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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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隆福寺於成化三年至七年修此字

書一事，本書序文中清楚的記載過程，

乃至最後付梓出版的捐資者。原文節

錄於下：



由上文可以看出隆福寺僧人對於校刊此書的重視，

也能知道當時寺中僧人都有學富五車之才，才能

完成此書之校刊工作。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1）隆福寺刊刻書籍 （續3）

34

 入清後，隆福寺曾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時，集

資刊印北京城郊紅螺山資福寺徹悟大師的語錄《夢

東禪師遺集》，此時隆福寺己經是藏傳佛教的寺院，

俗稱的喇嘛廟，為城郊漢傳寺院僧人集資刊印文集，

原因與動機耐人玩味。



進入清代中後期，隆福寺街由廟會流動書販，

漸漸形成書籍市塲，最盛之時，約有二十多家

書坊，從現存的書目中，可以看到同立堂、聚

珍堂、三槐堂、鏡古堂等四家書坊。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2）隆福寺書坊刊刻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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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些坊肆具體的出版情況，

可透過現存善本古籍書目，略

為了解。



• 三槐堂是一間刻印滿漢文與滿蒙文書籍的書

坊，一說開設於道光年間，筆者所見三槐堂

於乾隆二十九年刊印過《斯文精萃》。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2）隆福寺書坊刊刻書籍 （續1）

36

• 其他如光緒年間刊印的《官銜名目》、

《初學必讀》，為滿蒙文刊本。是一

間頗具特色的書坊。

• 道光年間刊刻過《吏治輯要》、《讀史
論略》、《滿漢合璧吏治輯要》，又於
咸豐元年刊印《六氏箴言》、《繙譯六
事箴言》等書，都是滿漢文本。



• 聚珍堂，原名天繪閣，現存本坊最早刻本是

道光二十年（1840）的《音韻逢原》。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2）隆福寺書坊刊刻書籍 （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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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於光緒四年（1878）《蟋蟀譜》、《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

• 光緒六年（1880）《詩經》、《忠烈俠義傳》、《兒女英雄

傳評話》、《增補幼學瓊林》，光緒十三年（1887）《書經》

• 光緒十六年（1890）出版《清漢對

音字式》等書，是一間出版種類多

樣，實力雄厚的書坊。



文奎堂，創建於光緒七年（1881），光緒三十

二年（1906）刻印《燕京歲時記》；光緒二十

三年（1897）刻印《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2）隆福寺書坊刊刻書籍 （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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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還有於同治十二年（1873）刻印

《居官日省錄》的同立堂。

• 光緒五年（1879）刻印《春秋左傳》的寶

珍堂；光緒八年（1882）刻印《書經》的

寶書堂；於宣統元年（1909）《重刻清文

虛字指南編二卷》的鏡古堂。



• 此外，於〈京華自古溢書香——古今北京書市〉

一文中，對於隆福寺書坊的考察，於光緒年間開

業的書店還有：帶經堂、明經堂二家書店，只不

過筆著檢索不到這兩家坊肆所出版的圖籍，僅在

此一併列出備考。

5、 隆福寺與隆福寺書坊出版書籍

（2）隆福寺書坊刊刻書籍 （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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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書目資料來源：「臺灣國家圖書

館—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



明清時期北京隆福寺的書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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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6



• 書籍市場是一集中發展的市場文化，一個書籍市

場的出現是包含許多條件如市場環境、書籍來源、

購買客群都是形成書籍市場的重要因素。

6、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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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福寺書籍市場的出現是清代書籍文化普及

的結果，隆福寺書籍市場是由人民每月的廟

會市集所演變而來，這之中除了賣書的商人，

還要有一群買書的人，可以了解在隆福寺這

個區域是有很強的文化消費能力。



隆福寺書街，是清代中晚期才出現的書籍市場，

是由移動式書販轉變成為固定的文化街，從他的

地理位址來看，他的客群是王公貴族與應試舉子

為主，

6、 結論（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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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隆福寺書坊所出版的圖書來分析，滿

漢雙文或滿蒙雙文的圖書是此地區坊肆出

版的特色，也可了解此地區一定有為數眾

多的滿人在此居住，從時間點來看，後期

所出版的圖書多為通俗文學書籍為主。



謝謝聆聽！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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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來源：清宮

舊藏。版本：明成化丁亥(1467)至庚寅(1471)金臺大隆

福寺集貲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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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洪武正韻》來源：清宮舊藏，

版本：明隆慶元年（ 1567 ）衡府厚德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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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切韻指南 一卷附篇韻貫珠集一

卷》版本：明弘治戊午(1498)金臺大隆福寺集貲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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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夢東禪師遺集》來源：楊守敬

版本：清嘉慶二十二年隆福寺集貲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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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垣識畧》中隆福寺於北京城中街道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