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目 篇名 書誌 所藏單位等
1.桃園結義

桃園結義 《文明大鼓書詞》第５冊　鉛印　民國１２年　２角  “赶板”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桃園結義 京韻大鼓　《改良京音大鼓》第４冊　鉛印　中華民國１４年５月初

版　定價大洋１角　“赶板”　選輯者　大興居士　發行者　北京崇
文門外喜鵲胡同瑞文書局　　印刷者　上海瑞文圖書局　分售處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劉備桃園結義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４冊　鉛印　民國１５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2.討黄巾
滅賊匪孫堅遇劉備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２冊　鉛印　民國１３年　２角　“河西調”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3.鞭打督郵
張翼徳鞭打督郵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４冊　鉛印　民國１５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4.汜水關
汜水關 《鼓詞彙集》　徐大玉述

5.虎牢關
虎牢關斬華雄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６　鉛印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虎牢關斬華雄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４冊　鉛印　民國１５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斬華雄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３冊　鉛印　民國１６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温酒斬華雄 山東大鼓　謝大玉演唱　張軍改編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選》
斬華雄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虎牢關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威斬華雄

6.連環計
呂布戲貂蝉 北京打磨廠東口寶文堂　木版　“鳳儀亭大鼓”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鳳儀亭 《文明大鼓書詞》第８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編輯者武垣堯封　校

閲者一万暗揢楊梅竹斜街中間中華印刷局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鳳儀亭 《文明大鼓書詞》第８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編輯者武垣堯封　校
閲者一万暗揢楊梅竹斜街中間中華印刷局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鳳儀亭 《鼓詞彙編第一集》　鉛印　河間齊家本選輯　民國２０年　中華印
書局　４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鳳儀亭 滑稽大鼓　新詞鳳儀亭　鉛印　楊梅竹斜街中華印刷局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鳳儀亭 子弟書　全３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連環計 子弟書　全１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鳳儀亭 子弟書　全４回　無名氏撰　《子弟書叢鈔》
連環計 《鼓詞彙集》　郭硯霞述
鳳儀亭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鳳儀亭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王允獻貂蝉 龍舟　封面爲“以文堂　總局廣州市太平新街　分局第七甫”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鳳儀亭苦訴 木魚書　２巻　封面爲“廣州市太平新街以文堂”、内題下“省城常

慶街善文堂■”
加州大學柏克莱校東亜
圖書館藏

7.轅門射戟
轅門射戟 《鼓詞彙集》　徐大玉述

8.撃鼓罵曹
撃鼓罵曹 《文明大鼓書詞》第９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撃鼓罵曹 《鼓詞彙集》　柏久川記

9.許田射鹿
許田射鹿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１冊　鉛印　民國１３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10.血詔帯
血詔帯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血詔帯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９冊　　民國１４　鉛印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血詔帯 子弟書　全２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11.關公盤道
關公盤道 梅花大鼓　《梅花調大鼓》５０　北京打磨廠泰山堂印行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關公盤道貂蝉對詞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十問十答 子弟書　全２２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12.斬顔良誅文醜
斬顔良誅文醜 《鼓詞彙集》　王福義述



13.關公辞曹
演目 篇名 書誌 所藏單位等

關公辞曹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
壩橋餞行 《鼓詞彙集》　竇文嫻述
八里橋 《鼓詞彙集》　徐大玉述
挑袍 《鼓詞彙集》　雷秉安述

14.五關斬六将
臥牛山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０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五關斬将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15.古城會
古城會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古城會 上海學古堂印行《文明大鼓》６６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古城相會 時調小曲　《大鼓段古城相會》　鉛印　上海四馬路友記書局印行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古城會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古城會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古城相會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斬蔡陽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別名“托刀計”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斬蔡陽 《文明大鼓書詞》第６冊　鉛印  別名“托刀計”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16.襄陽會
襄陽會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17.徐母訓子
徐母訓子 京韻大鼓　《改良京音大鼓》第２冊　鉛印  中華民國１４年５月初

版　定價大洋1角　選輯者　大興居士　發行者　北京崇文門外喜
鵲胡同瑞文書局　　印刷者　上海瑞文圖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徐母罵曹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徐母罵曹 《鼓詞彙集》　郭硯霞述
走馬薦諸葛 《鼓詞彙集》　徐大玉述
徐母訓子 子弟書　全１回　韓小窗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徐庶帰家 南音　２巻　封面爲“五桂堂”，内題下有“以文堂機器板”文字 加州大學柏克莱校東亜

圖書館藏

18.三顧草廬
二顧茅盧 《鼓詞彙集》　那月朋述

19.孔明招親
孔明招親 寶文堂　木版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諸葛亮招親 《文明大鼓書詞》第８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編輯者武垣堯封　校

閲者一万暗揢楊梅竹斜街中間中華印刷局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孔明招親 奉天東都石印書局　石印
諸葛亮招親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１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孔明招親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20.博望坡
博望坡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博望坡 《鼓詞彙集》　朱寿亭述

21.當陽橋
當陽橋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22.長阪坡
長坂坡Ａ 抄本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坂坡Ｂ 抄本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坂坡 北京致文堂　木版“新刻大鼓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坂坡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坂坡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５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坂坡 北平打磨廠老二酉堂書局印行《文明大鼓》９０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坂坡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長坂坡 子弟書　全２回　韓小窗撰　《子弟書叢鈔》

23.舌戰群儒
舌戰群儒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６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舌戰群儒 京韻大鼓　《改良京音大鼓》第４冊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舌戰群儒 《文明大鼓書詞》第５冊　鉛印　民國１２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舌戰群儒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８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舌戰群儒 子弟書　全２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演目 篇名 書誌 所藏單位等
24.群英會

群英會打蓋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　《文明大鼓書詞》６３　鉛印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群英會打蓋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４冊　鉛印　民國１５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打黄蓋／闞澤獻
計詐降書

廈門詞曲　２巻　石印？　民國１７年廈門大路邊門牌■　林國清
發售　廈門■狗墓■文承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25.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 楽亭大鼓　鉛印　北京打磨廠泰山堂　民國１４年？　１角？　北

京瑞文書局發行　上海瑞文圖書局印刷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京韻大鼓　趙景深編選《鼓詞選》
草船借箭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草船借箭 《文明大鼓書詞》第９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中華印刷局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文明大鼓書詞》第９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中華印刷局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孔明借箭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草船借箭 抄本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流球轍”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鼓詞彙編第一集》　鉛印　河間齊家本選輯　民國２０年　中華印

書局　４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北平打磨廠老二酉堂書局印行《文明大鼓》９０　鉛印　“河南調”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楽亭大鼓　《楽亭大鼓段》　北京打磨廠泰山堂印行　鉛印　民國１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草船借箭 山東琴書　劉禮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選》
草船借箭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草船借箭 子弟書　全２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孔明借箭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草船借箭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26.借東風
借東風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７１　鉛印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借東風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７冊　鉛印　民國１３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借東風 山東大鼓　孫大玉口述　王之祥、張廣太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
借東風 《鼓詞彙集》　王福義述
借東風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27.赤壁鏖兵
火焼戰船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火焼戰船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赤壁鏖兵Ａ 子弟書　全１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赤壁鏖兵Ｂ 子弟書　全２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火焼戰船 山東大鼓　清禄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選》

28.華容道
華容道Ａ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華容道Ｂ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華容道 抄本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華容道 北平打磨廠老二酉堂書局印行《文明大鼓》９０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華容道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７冊　鉛印　民國１３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華容道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档曹 子弟書　全１回　煦園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華容道甲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華容道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華容道乙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29.戰長沙
戰長沙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中東轍”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戰長沙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戰長沙 《文明大鼓書詞》第５冊　鉛印　民國１２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戰長沙 《文明大鼓書詞》第６冊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黄忠馬失前蹄 《文明大鼓書詞》第５冊　鉛印　民國１２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戰長沙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０冊　民國１３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戰長沙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馬失前蹄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箭射盔纓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０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戰長沙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戰長沙 《鼓詞彙集》　郭硯霞述

30.劉備招親
甘露寺 梅花大鼓　《梅花調大鼓》５１　上海學古堂印行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演目 篇名 書誌 所藏單位等
美人計 《文明大鼓書詞》第９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甘露寺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６冊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東呉記 子弟書　全８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東呉招親 子弟書　全１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東呉招親 子弟書　全１回　無名氏撰　《子弟書叢鈔》
甘露寺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甘露寺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劉備過江 《鼓詞彙集》　徐大玉述
回荊州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劉備過江招親／
回荊州

貴州詞曲　合訂本１冊　油印

31.蘆花蕩
蘆花蕩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周瑜托夢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小喬自嘆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周瑜取西川 四川詞曲　木版　光緒間刊　蜀南榮換（煥）堂藏板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32.戰潼關
戰潼關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33.張松獻地圖
張松獻地圖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34.截江奪斗
截江奪斗 寶文堂　木版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子龍赶船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截江奪斗 京韻大鼓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０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中華印

刷局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截江奪斗 京韻大鼓　《鼓詞彙編第一集》　鉛印　河間齊家本選輯　民國２０
年　中華印書局　４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截江奪斗 京韻大鼓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趙雲截江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截江奪斗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０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中華印刷局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截江奪斗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１　鉛印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長江奪斗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子龍赶船 《鼓詞彙集》　奉天東都石印局版
張飛趙雲截江奪斗 貴州詞曲　１冊　油印

35.單刀赴會
單刀赴會 北京打磨廠東口寶文堂　木版　“新出大鼓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單刀赴會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單刀赴會 《鼓詞彙編第一集》　鉛印　河間齊家本選輯　民國２０年　中華印

書局　４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單刀赴會 京韻大鼓　鉛印　北平打磨廠東口内路南寶文堂同記書舗印行
民國１４年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單刀會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單刀赴會 梅花大鼓　《梅花調大鼓》５１　上海學古堂印行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單刀赴會 山東大鼓　李大玉唱詞　張軍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選》
黄文下書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單刀會 《鼓詞彙集》　那月朋述
單刀會 《鼓詞彙集》　雷秉安述

36.戰馬超
戰馬超 山東大鼓　李大玉唱詞　張軍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選》

37.先主祭靈
先主祭靈 《文明大鼓詞》　鉛印　楊梅竹斜街中華印刷局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先主祭靈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５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造白袍 《鼓詞彙集》　朱壽亭記



38.八陣圖
八陣圖 《文明大鼓書詞》第１３冊　鉛印　民國１１年　２角　“快書”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39.白帝城托孤
演目 篇名 書誌 所藏單位等

白帝城托孤 《文明大鼓書詞》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白帝城托孤 京韻大鼓　《改良京音大鼓》第２冊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白帝城 京韻大鼓　章翠鳳《大鼓生涯的回憶》
白帝城 子弟書　全１回　韓小窗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40.孫夫人投江
孫夫人投江 龍舟　封面爲“廣州市太平新街以文堂”，内題下有“富經堂板”文

41.空城計
空城計 《文明大鼓書詞》第２３冊　鉛印　民國１６年　２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空城計 《鼓詞彙編第一集》　鉛印　河間齊家本選輯　民國２０年　中華印

書局　４角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空城計 山東大鼓　謝大玉整理　王之祥、張廣太整理　《山東傳統曲藝
空城計 《鼓詞彙集》　霍樹棠述
空城巧計 《鼓詞彙集》　徐大玉述
孔明掃琴 廣東詞曲　封面爲“廣州市太平新街以文堂”，内題下有“省城常

慶街善文堂■”文字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42.天水關
天水關 北平打磨廠學古堂發行《文明大鼓書詞》６０　鉛印 臺灣中央研究院藏

43.七星灯
七星灯 《鼓詞彙集》　朱壽亭記

44.嘆武侯
嘆武侯 子弟書　全１回　無名氏撰　《清車王府鈔藏曲本 : 子弟書集》
嘆武侯 子弟書　全１回　無名氏撰　《子弟書叢鈔》

45.哭祖廟
哭祖廟 《鼓詞彙集》　朱壽亭記

46.三國相褒歌
三國相褒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