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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徐大日本續藏經存第壹輯第貳編(第十三套)五燈全書一百二

十卷目錄十六卷共十一冊，(第十五套)《續傳燈錄》三

十六卷目錄三卷、《增集續傳燈錄》六卷附《五燈會元補

遺》一卷、《大慧宗門武庫》一卷、《雪堂行拾遺錄》一

卷、《羅湖野錄》二卷共四冊，(第十六套)《指月錄》三

十二卷、《續指月錄》二十卷卷首一卷、《尊宿集》一卷

共五冊，(第十七套)《教外別傳》十六卷二冊、《皇明名

僧輯略》一卷一冊、《續燈正統》四十二卷共五冊，(第

十八套)《續燈存稿》十二卷卷首一卷一冊、《正源略集》

十六卷(缺第一卷)目錄一卷補遺一卷一冊、《錦江禪燈》

二十卷卷首一卷《黔南會燈錄》八卷二冊、《黑豆集》

八卷卷首一卷一冊共五冊，(第十九套存第五冊)《佛祖

綱目》存卷三十八至四十一、《佛祖正傳古今捷錄》一卷、

《南嶽單傳記》一卷、《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二卷、《曹

溪大師別傳》一卷、《永明道蹟》一卷共一冊，(第二十

套)《宗統編年》三十二卷附卷首一卷、《禪燈世譜》九

卷、《佛祖宗派世譜》八卷、《緇門世譜》一卷、《法門鋤

宄》一卷附五家辨正一卷五派一滴圖一卷、《繼燈錄》七

卷附卷首一卷、《建州弘釋錄》二卷、《居士分燈錄》二

卷、《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六卷附卷首一卷附錄一卷、《普

陀列祖錄》一卷共五冊，(第二十一套)《雲臥紀譚》二

卷、《叢林盛事》二卷、《人天寶鑑》一卷、《枯崖漫錄》

三卷、《禪苑蒙求瑤林》三卷、《禪苑蒙求拾遺》一卷、《山

菴雜錄》二卷、《正宗心印後續聯芳》一卷、《祖庭指南》

二卷、《先覺集》二卷、《先覺宗乘》五卷、《優婆夷志》

一卷、《朝鮮禪教考》一卷、《釋氏蒙求》二卷、《林間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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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林間錄後集》一卷、《高僧摘要》四卷、《緇門崇

行錄》一卷、《佛法金湯編》十六卷共五冊，(第二十六

套)《濟顛道濟禪師語錄》一卷、《普覺宗杲禪師語錄》

二卷、《西山亮禪師語錄》一卷、《率菴梵琮禪師語錄》

一卷、《北居簡禪師語錄》一卷、《物初大觀禪師語錄》

一卷、《笑隱大訢禪師語祿》四卷、《偃溪廣聞禪師語錄》

二卷、《大川普濟禪師語錄》一卷、《淮海原肇禪師語錄》

一卷、《介石智朋禪師語錄》一卷、《密菴咸傑禪師語錄》

二卷、《龍源介清禪師語錄》一卷、《曹源道生禪師語錄》

一卷、《痴絕道沖禪師語錄》二卷、《松源崇嶽禪師語錄》

二卷、《無明慧性禪師語錄》一卷、《運菴普巖禪師語錄》

一卷、《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十卷、《破菴祖先禪師語錄》

一卷、《無準師範禪師語錄》五卷、《無準和尚奏對語錄》

一卷、《絕岸可湘禪師語錄》一卷共五冊，(第二十七套)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四卷、《劍關子益禪師語錄》一卷、

《環溪惟一禪師語錄》二卷、《希叟紹曇禪師語錄》一卷

一冊、《希叟紹曇禪師廣錄》七卷、《西巖了慧禪師語錄》

二卷、《平石如砥禪師語祿》一卷一冊、《斷橋妙倫禪師

語錄》二卷、《方山文寶禪師語錄》一卷、《無見先禪

師語錄》二卷、《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四卷一冊、《海印

昭如禪師語錄》一卷、《石屋清洪禪師語錄》二卷、《高

峰原妙禪師語錄》二卷、《高峰原妙禪師師禪要》一卷、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附錄一卷一冊、《天如惟則禪

師語錄》九卷一冊共五冊，11.(第二十八套缺第四冊)《兀

菴普寧禪師語錄》三卷、《石溪心月禪師語錄》三卷、《石

溪心月禪師雜錄》一卷、《虛舟普度禪師語錄》一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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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契了禪師拾遺集》一卷、《月江正印禪師語錄》三卷、

《曇芳守忠禪師語錄》二卷、《橫川行珙禪師語錄》二卷、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五卷、《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

二卷、《穆菴文康禪師語錄》一卷、《恕中無慍禪師語錄》

六卷、《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四卷、《呆菴普莊禪師語錄》

八卷，共四冊。  日本藏經書院編  日本明治十五年至

四十五年間(1882--1912，清光緒八年至民國元年間)日

本藏經書院鉛印本    E01.3(10)/(q3)4425 

附：1.《五燈全書》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二編乙

第拾參套(或第拾肆套 )第○冊目次>、清康熙三十二年

(1693)<聖祖御序>(缺初葉，據超永序云：「茲呈新刊御

序并全書首卷，聖覽甚悅，手敕諭永曰御製序後當有自

序凡例方好。」 )、清康熙癸酉(三十二年，1693 )釋超

永<五燈全書目序>、清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 )釋超

揆<五燈全書序>、清康熙三十二年 (1693)釋超永<五燈

全書進呈奏疏>、清康熙三十六年 (1697)釋超永<五燈全

書進呈奏疏二>、清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 )釋超永<

五燈全書凡例 >、<靖國戰死者靈位>(「大日本續藏書」

之各冊書末皆附 )。  

2.《續傳燈錄》、《增集續傳燈錄》附《五燈會元補遺》、

《大慧宗門武庫》、《雪堂行拾遺錄》、《羅湖野錄》附

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乙第拾五套第○冊

目次>、<續傳燈錄序>、<續傳燈錄總目>。弘儲<增集

續傳燈錄序>、明永樂十五年 (1417)文琇<增集續傳燈錄

序>、<增集續傳燈錄凡例 >、<增集續傳燈錄目錄 >。南

宋淳熙丙午(十三年，1186 )李泳<大慧宗門武庫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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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紹興乙亥(二十五年，1155 )曉瑩 <羅湖野錄序>、南宋

紹興庚辰 (三十年，1160 )妙總<羅湖野錄跋>。  

3.《指月錄》、《續指月錄》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

輯第貳編乙第拾六套第○冊目次>、明萬曆壬寅(三十

年，1602 )瞿汝稷<水月齋指月錄原序>、明萬曆辛丑(二

十九年，1601 )嚴澂<刻指月錄發願偈有述>、<指月錄

總目>、清康熙十九年 (1680)江湘<(續指月錄 )序 >、清余

懷<續指月錄序>、清吳綺園<募刻續指月錄弁語>、清

范國祿 <募刻續指月錄弁語>、清陳見龍 <緣起>、<孫孝

則先生書問>、<續指月錄總目>、清聶先樂 <續指月錄

凡倒(？ )二十則>、清繆彤<虎丘徑山二祖長少倫敘考>。 

4.《教外別傳》、《皇明名僧輯略》、《續燈正統》附錄有：

<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乙第拾七套第○冊目次>、

釋和南<教外別傳序>、明崇禎癸酉(六年，1633 )釋圓信

<教外別傳序>、明崇禎辛未(四年，1631 )釋圓悟<教外

別傳序>、<教外別傳目錄 >。<皇明名僧輯略凡例 >、清

康熙丁丑(三十六年，1697 )楊雍建<續燈正統序>、清康

熙癸酉(三十二年，1693 )姜宸英<(續燈正統 )序 >、清康

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 )沈廷勱<(續燈正統 )序 >、清康

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 )屠粹忠<續燈正統序>、清康熙

辛未(三十年，1691 )釋性統<自序>、<凡例 >、<續燈正

統目錄 >。   

5 .《續燈存稿》、《正源略集》、《錦江禪燈》、《黔南會燈

錄》、《黑豆集》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

編乙第拾八套第○冊目次>、清康熙丙午(五年，1666 )

釋行昱<續燈存稿敘>、明崇禎壬午(十五年，1642 )施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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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求皇明禪師語錄塔銘備續傳燈小札>、釋行昱<凡例

>、<續燈存稿目錄 >、<正源略集目錄 >、<錦江禪燈目

錄 >、清康熙二十五年 (1686)胡昇猷<錦江禪燈序>、清

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 )徹綱<(錦江禪燈 )序 >、清康

熙戊辰 (二十七年，1688 )覺聆 <(錦江禪燈 )序 >、清康熙

癸酉(三十二年，1693 )華德玉<(錦江禪燈 )序 >、清康熙

壬子(十一年，1672 )通醉<題辭>、<古今採摭>、<辯>、

<校篇>、<凡例 >、清康熙癸酉(三十二年，1693 )徹生

<(錦江禪燈 )跋 >(置卷十五之末 )、徹<(錦江禪燈 )後跋

>。清康熙壬午(四十一年，1702 )程春翔<(黔南會燈錄 )

序 >、清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 )杜臻<(黔南會燈錄 )

序 >、<源啟>、清如純<凡例 >、<黔南會燈錄目錄 >。清

乾隆五十九年 (1794)平聖臺<黑豆集序 >、清圓頓 <觚

卜唔四則 >、 <黑豆集目次 >。  

6 .《佛祖綱目》(存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佛祖正傳古今

捷錄》、《南嶽單傳記》、《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曹

溪大師別傳》、《永明道蹟》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

壹輯第貳編乙第拾九套第○冊目次>、明崇禎癸酉(六

年，1633 )朱時恩<佛祖綱目跋>。清康熙五年 (1666)性

識 <佛祖正傳古今捷錄序>、清康熙五年 (1666)果性<汝

州風穴延沼禪師塔銘并序>、弘儲<南嶽單傳記自序>、

南潛<南嶽單傳表後序>。芳洲外史<(定應大師布袋和

尚 )題 >、沈一貫<布袋老僧小序>、包士瀛<(布袋老僧 )

序 >、釋廣如<布袋和尚後序>、戴銘<(布袋老僧 )跋 >、

惠智<重刻彌勒傳略記>、<布袋和尚傳>。日本寶曆十

二年 (1762，清乾隆二十七年 )敬雄<曹谿大師別傳敘>、



東海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錄初稿 

 122

日本寶曆十二年 (1762，清乾隆二十七年 )祖芳<書曹溪

大師別傳後>。明萬曆丁未(三十五年，1607 )陶望齡<

永明道蹟序>、<永明道跡目錄 >、明萬曆丙午(三十四

年，1606)大壑<(永明道跡 )跋 >。  

7 .《宗統編年》、《禪燈世譜》、《佛祖宗派世譜》、《緇門

世譜》、《法門鋤宄》附五家辨正及五派一滴圖、《繼燈

錄》、《建州弘釋錄》、《居士分燈錄》、《八十八祖道影

傳贊》、《普陀列祖錄》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

第貳編第貳拾套第○冊目次>、清康熙三十二年 (1693)

僧紀蔭<宗統編年進呈奏疏>、濟霈<宗統編年序>、清

康熙二十九年 (1690)晚青<(宗統編年 )序 >、<宗統編年目

錄 >、<佛祖宗統單傳世系之圖>、<宗統歷年世代次第

之圖>、清康熙二十八年 (1689)釋紀蔭<宗統編年凡例>、

紀蔭<宗統編年總論 >、<宗統編年別問>、清光緒十三

年 (1887)陸鼎翰<(宗統編年 )後序>。明崇禎五年 (1632)

黃端伯<(禪燈世譜 )序 >、明崇禎四年 (1631)道忞<禪燈世

譜後序>。清順治甲午(十一年，1654 )悟進<佛祖宗派世

譜序>、<佛祖宗派世譜目錄 >。清康熙癸未(四十二年，

1703 )明喜等<釋氏源流五宗世譜定祖圖序>。日本元祿

庚午(三年，1690，清康熙二十九年 )存德巖<重刻法門

鋤宄五家辨正序>、清康熙八年 (1669)自若深<法門鋤

宄序>、清康熙七年 (1668)大寧 <法門鋤宄有序>、<附禪

通劍叟禪師與晦山顯和尚書>、<靈隱晦山顯禪師復

劍叟和尚書>。辛卯元<繼燈錄序>、<(繼燈錄 )凡例

七條>、<繼燈錄目錄 >。明崇禎己巳(二年，1629 )釋大

艤<建州弘釋錄序>、明辛未何喬遠<敘弘釋錄 >、明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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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庚午(三年，1630 )元賢<建州弘釋錄敘>、<建州弘釋

錄目錄 >、倪鼎陽<(建州弘釋錄 )跋 >、滕之宋<(建州弘

釋錄 )跋 >、李<(建州弘釋錄 )跋 >。王元瑞<居士分燈

錄敘>、張翼軫<居士分燈錄敘>、明崇禎辛未(四年，

1631 )朱時恩<自敘分燈錄緣起>、<居士分燈錄目錄 >、

壬申許經<分燈錄後序>、黃廷鵠<分燈錄跋>、明崇禎

壬申(五年，1632 )朱時恩<居士分燈錄勸緣引>。清康熙

庚戌 (九年，1670 )徐芳 <重編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序 >、

<又題高氏父子八十八祖傳贊序跋>、清康熙壬子(十一

年，1672 )今釋<高寓公虞部補憨大師八十八祖道影傳贊

敘>、明崇禎閼逢涒灘(甲申，十七年，1644)高承埏<重

編憨山禪師八十八祖傳贊序>、明萬曆四十八年 (1620)

釋德清<諸祖道影傳贊題辭>、釋德清<題諸祖道影後>、

釋圓信<祖師傳贊序>、李錢應<(祖師傳贊 )又序>、明陳

繼儒<祖師道影傳贊記附>、<重訂憨山禪師八十八祖道

影傳贊目錄 >、明崇禎閼逢涒灘(甲申，十七年，1644 )

高承埏<三大師傳贊序>、清錢謙益<(三大師傳贊 )序 >、

清順治辛丑(十八年，1661 )高佑<三大師傳贊跋語 >、

清康熙丁未 (六年，1667)高佑< (三大師傳贊 )又跋 >。

清康熙三十五年 (1696)通旭 <刻普陀列祖錄題辭 >。  

8 .《雲臥紀譚》、《叢林盛事》、《人天寶鑑》、《枯崖漫錄》、

《禪苑蒙求瑤林》、《禪苑蒙求拾遺》、《山菴雜錄》、《正

宗心印後續聯芳》、《祖庭指南》、《先覺集》、《先覺宗

乘》、《優婆夷志》、《朝鮮禪教考》、《釋氏蒙求》、《林

間錄》、《林間錄後集》、《高僧摘要》、《緇門崇行錄》、

《佛法金湯編》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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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拾壹套第○冊目次>、臥菴老僧<感山雲臥紀談>、

<雲臥紀譚目錄 >、曉瑩 <雲臥菴主書>。南宋慶元三年

(1197)道融<叢林盛事序>、<叢林盛事綱目>、南宋慶元

己未(五年，1199 )宗演<(叢林盛事 )跋 >、日本元祿辛未

(四年，1691，清康熙三十年 )信梅峰<跋新鋟叢林盛事

>。南宋紹定庚寅(三年，1230 )劉棐<(人天寶鑑 )序 >、

南宋紹定三年 (1230)曇秀<人天寶鑑序>、南宋紹定庚寅

(三年，1230 )師贊<(人天寶鑑 )跋 >、南宋紹定庚寅(三

年，1230 )妙堪<(人天寶鑑 )跋 >。南宋咸淳八年 (1272)

紹隆 <枯崖和尚漫錄序>、南宋咸淳壬申(八年，1272 )

陳叔震<(枯崖和尚漫錄 )序 >、南宋景定四年 (1263)林希

逸<(枯崖和尚漫錄 )跋 >、日本寶永四年 (1707，清康熙

四十六年 )機海子<跋改鋟枯崖漫錄 >。<禪苑蒙求目錄

>、乙卯鯤夫<雪堂和尚注禪苑瑤林引>、金正大乙酉(二

年，1225，南宋寶慶元年 )樗軒居士<(禪苑蒙求 )引 >、

金正大三年 (1226，南宋寶慶二年 )閑居士<禪苑蒙求引

>、<禪苑蒙求拾遺標題>。明洪武己巳(二十二年，1389 )

弘道<山菴雜錄序>、明洪武八年 (1375)無慍<山菴雜錄

序>、明洪武二十五年 (1392)蘇伯衡<(山菴雜錄 )序 >、明

洪武庚午(二十三年，1390 )守仁<題山菴雜錄後>、明洪

武庚午(二十三年，1390 )清濬<題山菴雜錄後>、文守<

題山菴雜錄後>。壬辰徐昌治<(祖庭指南 )自序>、<祖庭

嫡傳指南目錄 >、<本師費隱禪師寄贈>、<金粟百癡禪

師跋語>、<附刻本師費老人付法語偈>。清康熙十八年

(1679)道安靜<先覺集序>、清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

智朴<先覺集序>、清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 )解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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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覺集序>。<先覺宗乘目錄 >。<優婆夷志目錄 >。<釋

氏蒙求標題>。北宋大觀元年 (1107)謝逸<洪覺範林間錄

序>。甲午徐昌治<敘高僧摘要>、鑑拜<(高僧摘要 )敘 >、

<道高僧摘要卷○目>。明萬曆十三年 (1585)袾宏<緇門

崇行錄敘>、<緇門崇行錄目次>、明萬曆十三年 (1585)

廣<緇門崇行錄跋>。明萬曆庚子(二十八年，1600 )

俞汝為<重刻佛法金湯編敘>、明洪武二十六年 (1393)

蘇伯衡<佛法金湯編敘>、明洪武二十四年 (1391)釋守仁

<(佛法金湯編 )敘 >、明洪武二十四年 (1391)清濬<(佛法

金湯編 )敘 >、明洪武辛未(二十四年，1391 )宗泐<題佛

法金湯編>、<佛法金湯編目錄 >、明如惺<重刻佛法金

湯編後序>。  

9 .《濟顛道濟禪師語錄》、《普覺宗杲禪師語錄》、《西山

亮禪師語錄》、《率菴梵琮禪師語錄》、《北居簡禪師

語錄》、《物初大觀禪師語錄》、《笑隱大訢禪師語祿》、

《偃溪廣聞禪師語錄》、《大川普濟禪師語錄》、《淮海

原肇禪師語錄》、《介石智朋禪師語錄》、《密菴咸傑禪

師語錄》、《龍源介清禪師語錄》、《曹源道生禪師語錄》、

《痴絕道沖禪師語錄》、《松源崇嶽禪師語錄》、《無明

慧性禪師語錄》、《運菴普巖禪師語錄》、《虛堂智愚禪

師語錄》、《破菴祖先禪師語錄》、《無準師範禪師語錄》、

《無準和尚奏對語錄》、《絕岸可湘禪師語錄》附錄有：

<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第貳拾六套第○冊目次>、<

無競齋質湖隱>、南宋淳熙戊申(十五年，1188 )祖慶<(大

慧普覺禪師語錄 )序 >、南宋紹熙元年 (1190)祖慶<(大慧

普覺禪師語錄 )跋 >。南宋淳祐三年 (1243)文禮 <西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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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語錄序>、南宋淳祐三年 (1243)居簡<(西山和尚 )塔銘

>。<雲居率菴和尚語錄目次>。南宋淳祐戊申(八年，

1248 )心月<序>、南宋淳祐辛亥(十一年，1251 )普濟<(北

和尚語錄 )序 >、<北和尚語錄目次>、日本應安庚

戌(三年，1370，明洪武三年 )□□<(北和尚語錄 )跋

>。清順治丙申(十三年，1656 )譚貞<龍翔笑隱訢禪師語

錄序>、元虞集<元廣智全悟太禪師太中大夫住太龍翔

集慶寺釋教宗主兼領五山寺笑隱訢公行道記有贊>、元

黃溍<元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龍翔集慶寺

釋教宗主兼領五山寺訢公塔銘并序>。南宋開慶元年

(1259)尤<(偃溪禪語語錄 )序 >、南宋寶祐戊午(六年，

1258 )湯漢<(偃溪禪語語錄 )序 >、<佛智禪師偃溪和尚語

錄目次>。<靈隱大川濟禪師語錄目錄 >、南宋寶祐四年

(1256)大觀<靈隱大川禪師行狀 >。<淮海肇和尚語錄總

目>。南宋咸淳戊辰 (四年，1268 )林希逸<(介石禪師語

錄 )序 >、<介石禪師語錄目錄 >。南宋淳熙十五年 (1188)

張鎡<密菴禪師語錄序>、<密菴和尚語錄目次>、南宋

葛必<(密菴禪師 )塔銘>。<龍源清禪師語錄目次>、元大

德乙巳(九年，1305 )趙孟頫<龍源和尚塔銘>、元大德丙

午(十年，1306 )淨日<(龍源清禪師語錄 )跋 >。南宋淳祐

辛亥(十一年，1251 )木石<癡絕禪師語錄序>、<癡絕和

尚語錄目次>、南宋淳祐十年 (1250)癡絕<癡絕和尚龕銘

>、南宋淳祐十二年 (1252)趙若琚<徑山癡絕禪師行狀 >、

南宋淳祐壬子(十二年，1252 )趙若琚<徑山玉芝庵主源

上人持癡絕老人語錄求作行狀留連踰月談論鏗鏘音吐

鴻暢眾中之龍象也臨別書二絕贈行 >、南宋寶祐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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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艮傳<秀野閑人徐敏子微物塵納併以一頌上呈菴

主禪師>、南宋淳祐辛亥(十一年，1251 )頻汝勳<(癡絕

禪師語錄 )識語>、南宋淳祐辛亥(十一年，1251 )趙以夫

<(癡絕禪師語錄 )跋 >、<(癡絕禪師語錄 )補遺>。南宋嘉

泰三年 (1203)譙令憲<松源和尚語錄序>、南宋嘉泰三年

(1203)慶如<(松源和尚語錄 )序 >、南宋嘉泰癸亥(三年，

1203 )孟猷<(松源和尚語錄 )後序>、<(松源和尚語錄 )目

次>、南宋陸游<松源和尚塔銘>、南宋嘉泰三年 (1203)

清茂<(松源和尚語錄 )跋 >、日本元祿庚午(三年，1690，

清康熙二十九年 )師點<(松源和尚語錄 )後序>、日本寬

政辛酉(十三年，1801，清嘉慶六年 )隱山<(松源和尚語

錄 )後序>。<大宋無明慧性禪師語錄目錄 >、南宋淳祐

癸卯(三年，1243 )顏汝勳<無明性和尚語錄序>、南宋顏

汝勳<無明性和尚塔銘>、淨慈<(無明性和尚語錄 )後序

>。<運菴和尚語錄目次>、<炎宋安吉州道場山護聖萬

歲禪寺運菴禪師行實>、日本元祿甲戌(七年，1694，清

康熙三十三年 )宗著<(運菴和尚語錄 )後序>。<虛堂和尚

語錄目錄 >、南宋咸淳十年 (1274)法雲<虛堂和尚行狀 >、

日本正和癸丑(二年，1313，元皇慶二年 )宗卓<(虛堂和

尚語錄 )後序>。南宋嘉定壬申(五年，1212 )楊子<破菴

語錄序>、<破菴和尚語錄目錄 >、南宋嘉定五年 (1212)

宗性<破菴和尚行狀 >、南宋嘉定壬申(五年，1212 )道巖

<(破菴和尚語錄 )後跋>。南宋淳祐辛亥(十一年，1251 )

程公許<(無準師範禪師語錄 )序 >、<佛鑑禪師語錄目次

>、粲無文<徑山無準禪師行狀 >。<絕岸和尚語錄目次>、 

10.《石田法薰禪師語錄》、《劍關子益禪師語錄》、《環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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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禪師語錄》、《希叟紹曇禪師語錄》、《希叟紹曇禪

師廣錄》、《西巖了慧禪師語錄》、《平石如砥禪師語祿》、

《斷橋妙倫禪師語錄》、《方山文寶禪師語錄》、《無見

先禪師語錄》、《雪巖祖欽禪師語錄》、《海印昭如禪

師語錄》、《石屋清洪禪師語錄》、《高峰原妙禪師語

錄》、《高峰原妙禪師師禪要》、《天目明本禪師雜錄》、

《天如惟則禪師語錄》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

第貳編第貳拾七套第○冊目次>、南宋淳祐六年程公許

(1246)<(石田和尚語錄 )序 >、南宋淳祐丁未(七年，1247 )

心月<(石田和尚語錄 )序 >、<石田和尚語錄目次>。南宋

咸淳庚午(六年，1270 )林希逸<劍關禪師語錄序>、<劍

關和尚語錄目次>。癸未(元至元二十年，1283 )章鑑<(環

溪惟一禪師語錄 )序 >、<環溪和尚語錄目錄 >、元至元

十九年 (1282)覺此<(環溪惟一禪師 )行狀 >、元至元癸未

(二十年，1283 )普明<(環溪惟一禪師語錄 )跋 >、癸未(元

至元二十年，1283 )覺性<(環溪惟一禪師語錄 )書 >。屠

維單閼(己卯 )趙孟何<(希叟和尚語錄 )序 >、<希叟和尚

語錄目次>、己卯弟居<(希叟和尚語錄 )跋 >、<附錄 >。

<希叟和尚廣錄目次>。南宋景定癸亥(四年，1263 )元肇

<(西巖和尚語錄 )序 >、<西巖和尚語錄目次>、南宋景定

三年 (1262)大觀 <(西巖和尚 )行狀 >、南宋景定癸亥 (四

年，1263 )大觀<(西巖和尚語錄 )跋 >、南宋寶祐三年 (1255)

了惠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記 >。元至正二十六年

(1366)釋至仁<天卜童平石和尚語錄序>(按，序云：「至

正十七年臨濟第十八代孫天童平石禪師砥公示般涅槃

於東堂，又九年其徒大用等集其三會所說法刻梓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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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逮見禪師俾為序」 )、<平石和尚語錄目錄 >、元至

元二年 (1336)正印<天童平石禪師初見 >。南宋咸淳初元

(1265)林希逸<斷橋和尚語錄敘>、<斷橋和尚語錄目次

>、<(斷橋和尚 )行狀 >、<附筆>、清康熙壬申(三十一年，

1692 )薰沐<斷橋和尚語錄重梓序>。清康熙辛未(三十

年，1691 )智安<方山和尚語錄序>(按，序云：「康熙辛

末春訪晦兄于龍淵，盤桓月餘，訊其祖源歷代機語，

乃出寶祖錄示之曰，此君家物也。⋯⋯今我妙雲法叔，

欲捐衣缽之資，謀付諸梓，以廣流傳，乞一言以表我

祖語錄所得奇緣」 )。清順治丁酉(十四年，1657 )譚貞

默<天台無見禪師語錄序>、元至正十七年 (1357)黃溍

<無見禪師語錄序>、<與譚祭酒書>、<無見和尚語

錄目錄 >、元曇噩<無見和尚塔銘并序>、元元統閼逢

閹茂(甲戌，二年，1334 )元叟行端<(無見和尚語錄 )

跋 >、日本延寶甲寅 (二年，1674，清康熙十三年 )道澄

<無見和尚語錄跋>。元大德二年 (1298)性存真<(雪巖

和尚語錄 )序 >、<雪巖和尚語錄目次>。元延祐四年 (1317)

曾巽申<海印禪師三會語序>、<海印和尚語錄目次>、

元李倜<塔銘>、元延祐七年 (1320)曾德裕<(海印和尚 )

塔銘>、元至治辛酉(元年，1321 )希陵 <(海印和尚語錄 )

跋 >。明洪武十五年 (1382)釋豫章<福源石屋珙禪師語錄

原序>、清光緒十三年 (1887)閒居月塘鄉野<(福源石屋

珙禪師語錄 )序 >、元旭<福源石屋珙禪師塔銘>。明萬

曆二十七年 (1599)祩宏<元高峰大師語錄序>、祖雍<(福

源石屋珙禪師 )行狀 >、<(福源石屋珙禪師 )行狀 >、之巽

<(福源石屋珙禪師 )塔銘>。元至元甲午(三十一年，1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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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喬祖<(高峰和尚禪要 )序 >、元至元甲午(三十一年，

1294)朱穎遠<(高峰和尚禪要 )序>、日本安永二年 (1773，

清乾隆三十八年 )<助刻姓名>。元泰定二年 (1325)清茂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序 >、元泰定丙寅(三年，1326 )馮

子振<(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序 >、元泰定二年 (1325)清茂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跋 >、元延祐庚申(七年，1320 )希

陵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跋 >，日本明和六年 (1769，清

乾隆三十四年 )玄淵<(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跋 >。元至正

九年 (1349)楊宗瑞<師子林天如和尚語錄敘>、元至正九

年 (1349)危素<天如禪師語錄序>、元至正九年 (1349)李

祁<天如禪師別錄序>、元至正己丑(九年，1349 )遠者圖

<師子林別錄序>、<師子林天如和尚語錄目錄 >、元至

正十四年 (1354)歐陽玄<師子林菩提正宗寺記>。  

11.《兀菴普寧禪師語錄》、《石溪心月禪師語錄》、《石溪

心月禪師雜錄》、《虛舟普度禪師語錄》、《即休契了禪

師拾遺集》、《月江正印禪師語錄》、《曇芳守忠禪師語

錄》、《橫川行珙禪師語錄》、《古林清茂禪師語錄》、《古

林清茂禪師拾遺偈頌》、《穆菴文康禪師語錄》、《恕中

無慍禪師語錄》、《了堂惟一禪師語錄》、《呆菴普莊禪

師語錄》附錄有：<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第貳拾

八套第○冊目次>、<師範和南手跋>、<兀菴和尚語錄

目次>、釋景用<兀菴和尚語錄後序>、南宋端平乙未(二

年，1235 )無準叟<兀菴和尚語錄後序>、南宋端平丙申

(三年，1236 )道沖<兀菴和尚語錄後序>、月心<兀菴和

尚語錄後序>、南宋寶祐六年 (1258)尤煜<兀菴和尚語錄

後序>。南宋景定元年 (1260)劉震孫<石溪心月禪師語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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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石溪和尚語錄目次>、<石溪和尚語錄新添>、<

御書傳衣菴記>、南宋嘉定戊辰 (元年，1208 )演老 <雲頂

演和尚送石谿出關見雲居掩室和尚法語>、黃聞<(石溪

和尚語錄 )跋 >。<虛舟和尚語錄目次>、日本嘉元元年

(1303，元大德七年 )瓊林 <(虛舟和尚語錄 )序 >、元至元

二十年 (1283)行端<虛舟和尚行狀 >、元至元甲申 (二十

一年，1284 )<(虛舟和尚語錄 )跋 >。元至正十年 (1350)

八十有二老人<(金山即休了禪師拾遺集 )後序>。元至元

六年 (1340)大訢 <育王月江和尚語錄敘>、元至治三年

(1323)正澄<月江和尚語錄序>、<月江和尚語錄目次>、

丁巳紹義<(月江和尚語錄 )後序>、元至治二年 (1322)清

茂<(月江和尚語錄 )後序>、元至治壬戌(二年，1322 )徑

海<(月江和尚語錄 )後序>。元至正六年 (1336)虞集<曇芳

和尚語錄敘>、<曇芳和尚語錄目次>、<(曇芳和尚語錄 )

附錄 >。戊子<(橫川和尚語錄 )序 >、<橫川和尚語錄目次

>。元泰乙丑(二年，1325 )馮子振<古林和尚語錄序>、<

古林和尚語錄目次>、日本康永元年 (1342，元至正二年 )

梵僊<(古林和尚語錄 )後序>。日本康永乙酉(四年，1345，

元至正五年 )梵僊<刊古林和尚拾遺偈頌緒>、日本康永

壬午(元年，1342，元至正二年 )梵僊<古林和尚行實>、

日本梵僊<古林和尚碑>、友梅<刊古林和尚拾遺偈頌募

緣疏>。<穆菴和尚語錄目次>、日本義堂和尚<(穆菴和

尚語錄 )附記>。明洪武七年 (1374)宋濂<瑞巖恕中和尚

語錄序>、<恕中和尚語錄目錄 >、明洪武戊辰 (二十一

年，1388 )烏斯道<天台空室慍禪師行業記>、明宋濂<

送心泉毖上人謁空室和尚>。<了堂一和尚語錄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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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菴莊禪師語錄總目>、<(呆菴莊禪師 )塔銘>。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長戳。 

板式：白口，無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分上下兩欄，半

葉十八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6.6

×23.4 公分。  

1.《五燈全書》 

板心間題「五燈全書卷○」及葉碼。各卷首行題

「五燈全書卷第○」，次行題「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編輯」，三行題「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

「進呈」，卷末題「五燈全書卷第○」。書籤題「大日

本續藏經  五燈全書  卷○○之○○  第壹輯第貳編

乙第拾參套第○冊」(卷四十五以下則題「第拾四套」，

卷一○三則題「第拾五套」 )。  

2.《續傳燈錄》、《增集續傳燈錄》附《五燈會元補遺》、

《大慧宗門武庫》、《雪堂行拾遺錄》、《羅湖野錄》 

《續傳燈錄》之板心題「續傳燈錄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續傳燈錄卷第○」，卷末題「續傳燈錄

卷第○」。《增集續傳燈錄》之板心題「增集續傳燈錄

卷○」，各卷之首行題「增集續傳燈錄卷第○」，次行

題「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前住持比丘吳邵文琇集」，卷末

題「增集續傳燈錄卷第○」。《大慧宗門武庫》之板心

題「大慧宗門武庫」，卷之首行題「大慧普覺禪師宗門

武庫」，次行題「參學比丘  道謙   編」，卷末題「大

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終」。《雪堂行拾遺錄》之板心題

「雪堂拾遺錄」，卷之首行題「雪堂行和尚拾遺錄」，

卷末題「雪堂行和尚拾遺錄終」。《羅湖野錄》之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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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羅湖野錄卷○」，卷之首行題「羅湖野錄○」，次

行題「宋  江西沙門  曉瑩   集」，卷末題「羅湖野

錄○」。 

3.《指月錄》、《續指月錄》 

《指月錄》之板心間題「指月錄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指月錄卷之○」，次行題「那羅延窟學人  

瞿汝稷槃談集」，三行題「吳郡天池山人  嚴澂道徹甫

較」，四行題「後學梅嚴釋  開慧   捐資重梓」，五行

題「後學  釋   義行   重閱」(以上四行僅見於卷一 )，

卷末題「指月錄卷之○」。書籤題「大日本續藏經  指

月錄 (或「續指月錄」 )  卷○○之○○  第壹輯第貳

編乙第拾六套第○冊」。《續指月錄》之板心間題「續

指月錄卷○」及葉碼。總目之首行題「續指月錄總目」

(或「續指月錄卷首」、「續指月錄卷一」 )，次行題「那

羅延窟學人聶先樂讀   編集」，三行題「濟陽橙僊居士

江湘郢上  參訂」，四行題「鍾山劉思敬覺岸授稿」，

五行題「珠湖孫宗彝孝則論定」(卷首以降無四、五兩

行題字，卷二以降無以上四行 )，卷末題「續指月錄卷

○」。  

4.《教外別傳》、《皇明名僧輯略》、《續燈正統》 

《教外別傳》板心間題「教外別傳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教外別傳卷○」，卷末題「教外別傳卷○」

(按， <教外別傳序 >云：「海昌黎眉居士既從河洛一

派，⋯⋯乃集釋迦而下金色慶喜，已至大鑑振起五宗，

迢迢千古格外之英，彙其語而付之梨。」知書係黎眉

所彙集 )。書籤題「大日本續藏經  教外別傳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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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壹輯第貳編乙第拾七套第○冊」。《皇明名

僧輯略》板心間題「皇明名僧輯略」及葉碼，卷之首

行題「皇明名僧輯略」，次行題「明雲棲寺比丘  祩宏

輯」，卷末題「皇明名僧輯略終」。《續燈正統》板心間

題「續燈正統卷○」，各卷之首行題「續燈正統卷○」，

次行題「南海普陀嗣祖沙門西蜀  性統   編集」，卷末

題「續燈正統卷○」。書籤題「大日本續藏經  教外別

傳(或皇明名僧輯略、續燈正統 )  卷○○之○○  第

壹輯第貳編乙第拾七套第○冊」。  

5.《續燈存稿》、《正源略集》、《錦江禪燈》、《黔南會燈

錄》、《黑豆集》 

《續燈存稿》板心間題「續燈存稿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續燈存稿卷第○」，次行題「明」「嗣祖

沙門東吳  通問   編定」，三行題「笠澤居士華亭  施

沛   彙集」，卷末題「續燈存稿卷第○」。《正源略集》

板心間題「正源略集卷○」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正

源略集卷第○」，次行題「維揚嗣祖沙門寶輪際源、高旻

了貞輯」(卷十四以降未見此條 )，三行題「天台國清  達

珍編」(補遺題「天台嗣祖沙門國清達珍輯」 )。《錦江禪

燈》板心間題「錦江禪燈卷○」及葉碼，各卷首行題「錦

江禪燈卷第○」，次行題「昭覺丈雪  通醉   輯」，三行

題「紹興幻菴  胡昇猷   訂」(卷十六多「青城竹浪  徹

生  編」，卷十七以降僅剩首行題字 )，卷末題「錦江禪

燈卷第○」。《黔南會燈錄》板心間題「黔南會燈錄卷○」

及葉碼，各卷首行題「黔南會燈錄卷第○」，次行題「習

安天龍   如純   輯」，卷末題「黔南會燈錄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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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豆集》板心間題「黑豆集卷○」及葉碼，各卷首行

題「黑豆集卷○」，次行題「心圓居士拈別」，三行題

「火蓮居士集梓」。 

6.《佛祖綱目》(存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佛祖正傳古今捷

錄》。《南嶽單傳記》。《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曹溪大

師別傳》。《永明道蹟》。 

《佛祖綱目》(存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之板心題「佛

祖綱目卷○」及葉碼，各卷首行題「佛祖綱目卷第○

○字號」，卷末題「佛祖綱目卷第○終」。《佛祖正傳古

今捷錄》之板心題「佛祖正傳古今捷錄」，卷之首行題

「佛祖正傳古今捷錄附拈頌」，次行題「西蜀比丘  果

性   集」，卷末題「佛祖正傳古今捷錄終」(<跋>末題

「許昌比丘覺心、通一、真善助刻」 )。《南嶽單傳記》

之板心題「南嶽單傳記」及葉碼，卷之首行題「南嶽

單傳記」，次行題「福嚴禪寺嗣祖沙門吳靈巖弘儲表」，

卷末題「南嶽單傳記終」。《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板

心題「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卷之首行題「明州定應

大師布袋和尚傳」，卷末題「前天台國清禪寺住持無夢

沙門曇噩撰」。《曹溪大師別傳》板心題「曹溪大師別

傳」，卷首題「唐韶州曹溪寶林山國寧寺六祖慧能大師

傳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書兼賜物改寺額及大師印可門

人并滅度六種瑞相及智華三藏懸記等傳」。《永明道蹟》

板心題「永明道蹟」及葉碼，卷首題「永明道跡目錄」，

次行題「淨慈寺嗣法雲孫  大壑   輯」，三行題「六夢

居士  虞淳熙   寓庸居士  黃汝亨   同校閱」，卷末

題「永明道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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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宗統編年》、《禪燈世譜》、《佛祖宗派世譜》、《緇門世

譜》、《法門鋤宄》附五家辨正、《繼燈錄》、《建州弘釋錄》、

《居士分燈錄》、《八十八祖道影傳贊》、《普陀列祖錄》。 

《宗統編年》板心題「宗統編年卷○」及葉碼，卷

之首行題「宗統編年卷之○」，次行題「震澤祥符寺沙門

釋  紀蔭   編纂」、三行題「參學門人  秉秉岳秉岱

秉叡等   同校錄」(見卷一及卷三，卷十四則題「秉秉

密秉喦秉」 )，四行題「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清如重

校」，卷末題「宗統編年卷之○」。《禪燈世譜》板心題「禪

燈世譜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禪燈世譜卷第○」，

次行題「明匡山黃巖寺後學比丘道忞編修」，三行題「閩

福唐優婆弟子吳侗集」，卷末題「禪燈世譜卷第○」。《佛

祖宗派世譜》板心題「佛祖宗派世譜」及葉碼，卷之首

行題「佛祖宗派世譜卷第○」，次行題「古吳比丘悟進編

輯」，三行題「缾山居士項譜較閱」，卷末題「卷第○」。

《緇門世譜》板心題「緇門世譜」及葉碼，卷之首行題

「終南山天龍會集緇門世譜」，卷末題「終南山天龍會集

緇門世譜終」。《法門鋤宄》附五家辨正一卷五派一滴圖

一卷之板心題「法門鋤究」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法門

鋤宄卷○」，次行題「古杭白巖偶道人  淨符  著」，三

行題「越州雲門大樗子  淨深  閱」，卷末題「法門鋤宄

終」(五家辨正卷首題「附五家辨正」，次行題「讚陽沙

門  養存  述」 )。《繼燈錄》板心題「繼燈錄卷○」及

葉碼，各卷之首行題「繼燈錄卷第○」，次行題「鼓山嗣

祖沙門   元賢輯」，卷末題「繼燈錄卷第○」。《建州弘

釋錄》板心題「建州弘釋錄卷○」，卷之首行題「建州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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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錄卷之○」，次行題「建陽晚學  釋元   編集」，卷

末題「建州弘釋錄卷之○」。《居士分燈錄》板心題「居

士分燈錄卷○」，卷之首行題「居士分燈錄卷○」，次行

題「雲間  心空   朱時恩   輯」，三行題「同郡  心岫   

王元瑞   閱」，卷末題「居士分燈錄卷○」。《八十八祖

道影傳贊》板心題「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八十八祖傳贊卷之○」，次行題「匡廬憨山

釋  德清   述」，三行題「秀水寓公  高承埏   補」，

四行題「嘉興上士  錢應金   較」 (三大師傳贊則首行

題「附三大師傳贊卷之全」，次行題「秀水寓公  高承

埏  述」，三行題「虞山蒙叟  錢謙益  訂」，四行題「嘉

興上士  錢應金  較」 )，卷末題「八十八祖傳贊卷之

○」。《普陀列祖錄》板心題「普陀列祖錄」及葉碼，卷

之首行題「普陀列祖錄」，次行題「住山比丘  通旭   

集」，卷末題「普陀列祖錄終」。 

8.《雲臥紀譚》、《叢林盛事》、《人天寶鑑》、《枯崖漫錄》、

《禪苑蒙求瑤林》、《禪苑蒙求拾遺》、《山菴雜錄》、《正

宗心印後續聯芳》、《祖庭指南》、《先覺集》、《先覺宗乘》、

《優婆夷志》、《朝鮮禪教考》、《釋氏蒙求》、《林間錄》、

《林間錄後集》、《高僧摘要》、《緇門崇行錄》、《佛法金

湯編》。 

《雲臥紀譚》板心題「雲臥紀談卷○」及葉碼，卷

首題「感山雲臥紀談卷○」，卷末題「雲臥紀談卷○」。《叢

林盛事》板心題「叢林盛事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

「叢林盛事卷○」，次行題「宋  沙門   道融   撰」，卷

末題「叢林盛事卷○」。《人天寶鑑》板心題「人天寶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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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葉碼，卷首題「人天寶鑑」，卷末題「人天寶鑑終」。《枯

崖漫錄》板心題「枯崖和尚漫錄卷○」及葉碼，卷首題

「枯崖和尚漫錄卷○」，卷末題「枯崖和尚漫錄卷○」。《禪

苑蒙求瑤林》板心題「禪苑蒙求卷○」及葉碼，卷首題

「禪苑蒙求卷之○」(「禪苑蒙求目錄」接著首行題「禪

苑瑤林注卷○」，次行題「燕京大萬壽寺  無諍  德諫  

注」，三行題「少林樂真子  志明  撰」 )，卷末題「禪

苑蒙求卷之○」。《禪苑蒙求拾遺》板心題「禪苑蒙求拾

遺」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禪苑蒙求拾遺卷○」，次行題

「沙門釋  名闕   編」，卷末題「禪苑蒙求拾遺終」。《山

菴雜錄》板心題「山菴雜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

「山菴雜錄○」，次行題「天台沙門釋  無慍   述」，卷

末題「山菴雜錄卷之○」。《正宗心印後續聯芳》板心題

「正宗心印後續聯芳」及葉碼，卷首題「正宗心印後續

聯芳」。《祖庭指南》板心題「祖庭指南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祖庭嫡傳指南卷○」，次行題「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  編述」，卷末題「祖庭嫡傳指南卷○」。《先

覺集》板心題「先覺集」及葉碼。《先覺宗乘》板心題「先

覺宗乘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先覺宗乘卷○」，次

行題「徑山語風老人  圓信   較定」，三行題「無地地

主人  郭凝之   彙編」，卷末題「先覺宗乘卷○」及「雙

髻釋頓讓訂閱」。《優婆夷志》板心題「優婆夷志」及葉

碼，卷之首行題「優婆夷志」，次行題「徑山語風老人  圓

信   較定」，三行題「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卷

末題「優婆夷志終」及「雙髻釋頓讓訂閱」。《朝鮮禪教

考》板心題「朝鮮禪教考」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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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教考」，次行題「漢陽  朴永善   輯」。《釋氏蒙求》

板心題「釋氏蒙求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釋氏蒙

求  ○冊」，次行題「霅水  講學沙門  靈操  撰」，

卷末題「釋氏蒙求」(卷下末題「釋氏蒙求終」及「大僧

都釋  義空四擇  校訂」 )。《林間錄》板心題「林間錄

卷○」，卷首題「石門洪覺範林間錄○」，卷末題「石門

洪覺範林間錄○」。《林間錄後集》板心題「林間後錄」，

卷首題「新編林間後錄」，卷末題「新編林間後錄終」。《高

僧摘要》板心題「高僧摘要卷○」，卷之首行題「道高僧

摘要卷○」，次行題「武原居士   徐昌治覲周父   編

輯」，卷末題「道高僧摘要卷○」。《緇門崇行錄》板心題

「緇門崇行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緇門崇行錄」，次

行題「古杭雲棲寺沙門  袾宏   輯」，卷末題「崇行錄

終」。《佛法金湯編》板心題「佛法金湯編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佛法金湯編卷第○」，次行題「會稽沙門  

心泰   編」，三行題「天台沙門  真清   閱」，卷末題「佛

法金湯編卷第○」及「天台釋如惺重校」。 

9.《濟顛道濟禪師語錄》、《普覺宗杲禪師語錄》、《西山亮

禪師語錄》、《率菴梵琮禪師語錄》、《北居簡禪師語

錄》、《物初大觀禪師語錄》、《笑隱大訢禪師語祿》、《偃

溪廣聞禪師語錄》、《大川普濟禪師語錄》、《淮海原肇禪

師語錄》、《介石智朋禪師語錄》、《密菴咸傑禪師語錄》、

《龍源介清禪師語錄》、《曹源道生禪師語錄》、《痴絕道

沖禪師語錄》、《松源崇嶽禪師語錄》、《無明慧性禪師語

錄》、《運菴普巖禪師語錄》、《虛堂智愚禪師語錄》、《破

菴祖先禪師語錄》、《無準師範禪師語錄》、《無準和尚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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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語錄》、《絕岸可湘禪師語錄》。 

《濟顛道濟禪師語錄》板心題「濟顛道濟禪師語

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錄」，

次行題「仁和  沈孟柈  敘述」。《普覺宗杲禪師語錄》

板心題「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及葉碼，卷之首

行題「大慧普覺禪師語錄卷○」，次行題「參學比丘  法

宏   道謙   編」，卷末題「大慧普覺禪師語錄卷○」。《西

山亮禪師語錄》板心題「西山亮禪師語錄」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西山和尚住建康府清真禪院語錄」，次行

題「侍者  覺心   編」。《率菴梵琮禪師語錄》板心題

「率菴梵琮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慶元府

仗錫山延勝禪院率菴和尚語錄」，次行題「小師  小見   

編」，卷末題「雲居卒菴和尚語錄卷終」。《北居簡禪

師語錄》板心題「北居簡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

首行題「北和尚初住台州般若禪院語錄」，次行題「參

學  大觀   編」。《物初大觀禪師語錄》板心題「物初

大觀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物初和尚語錄」，

次行題「物初和尚住臨安府法相禪院語錄」，三行題「門

人  德溥等   編校」，卷末題「物初和尚語錄終」。《笑

隱大訢禪師語祿》板心題「笑隱大訢禪師語錄卷○」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笑隱訢禪師語錄卷之○」，次行

題「湖州路烏回禪寺語錄」，三行題「門人  廷俊   等

編」(卷二則題「大龍翔集慶寺語錄」及「門人  崇裕  

等編」 )，卷末題「笑隱訢禪師語錄卷之○」。《偃溪廣

聞禪師語錄》板心題「偃溪廣聞禪師語錄卷○」，卷之

首行題「偃溪和尚語錄卷○」，次行題「介智禪師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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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府顯應山淨慈禪寺語錄」，三行題「侍者  如珠   

編」(卷下則題「住徑山興  聖萬壽禪寺語錄」及「侍

者  道隆   編」)，卷末題「偃溪和尚語錄卷○」。《大

川普濟禪師語錄》板心題「大川普濟禪師語錄」及葉

碼，卷之首行題「大川和尚住慶元府妙勝禪院語錄」，

次行題「門人  元愷   編」，卷末題「大川和尚語錄

終」。《淮海原肇禪師語錄》板心題「淮海原肇禪師語

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淮海和尚語錄」，次行題「通

州報恩光孝禪寺淮海和尚語錄」，三行題「門人  實仁   

宗文   法奇   守愿   編」，卷末題「淮海和尚語錄終」

及「淮海和尚語錄熏香以別本校讎焉，茲時寶永四年

(1707，清康熙四十六年 )歲舍丁亥，仲夏上休，鳳臺比

丘楚獎謹誌」。《介石智朋禪師語錄》板心題「介石智

朋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介石和尚初住溫

州雁山羅漢禪寺語錄」，次行題「參學  正賢   編」，

卷末題「介石和尚語錄終」。《密菴咸傑禪師語錄》板

心題「密菴咸傑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

「密菴和尚語錄卷○」，次行題「密菴和尚住衢州西烏

巨山乾明禪院語錄」(卷下則題「密菴和尚小參」)，三

行題「參學小師  崇岳   了悟  等編」，卷末題「密

菴和尚語錄卷○」。《龍源介清禪師語錄》板心題「龍

源介清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開壽普光禪

寺語」，次行題「侍者  士洵   編」，卷末題「語錄終」

及「前住廣化禪寺  如珣   校證」「武林鄭仁刊」。《曹

源道生禪師語錄》板心題「曹源道生禪師語錄」及葉

碼，卷之首行題「曹源和尚仕饒州妙果禪寺語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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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題「侍者  道沖   編」，卷末題「曹源和尚語錄終」。

《痴絕道沖禪師語錄》板心題「痴絕道沖禪師語錄卷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癡絕和尚語錄卷○」，次行

題「癡絕和尚住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錄」，三行題「侍

者  智沂   編」(卷下則題「徑山癡絕和尚普說」、「嗣

法門人  行彌  紹甄  編」)，卷末題「癡絕和尚語錄

卷○」。《松源崇嶽禪師語錄》板心題「松源崇嶽禪師

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松源和尚語錄卷○」，

次行題「平江府陽山澂照禪院語錄」，三行題「參學  善

開   光睦   等錄」(卷下則題「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

錄」、「參學   道巖   等錄」)，卷末題「松源和尚語錄

卷○」。《無明慧性禪師語錄》板心題「無明慧性禪師

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靳州資福禪寺語錄」，次

行題「侍者  妙儼   編」，卷末題「無明和尚語錄終」。

《運菴普巖禪師語錄》板心題「運菴普巖禪師語錄」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運菴和尚住鎮江府大聖普照禪

寺語錄」，次行題「侍者  元靖   編」，卷末題「運菴

和尚語錄終」。《虛堂智愚禪師語錄》板心題「虛堂智

愚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虛堂和尚語

錄卷第○」，次行題「嘉興府興聖禪寺虛堂和尚語錄」，

三行題「參學  妙源編」(卷二則題「婺州雲黃山寶林

禪寺語錄」、「侍者  惟俊  法雲  編」，卷三則題「慶

元府阿育王廣利禪寺語錄」、「侍者  德惟  似涇  如

阜  編」，卷五則題「侍者  無隱  編」，卷八則題「虛

堂和尚續輯」、「參學  以文  無補  法光  編」，卷

九則題「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後錄」、「參學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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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淨喜  尚賢  編」)，卷末題「虛堂和尚語錄卷第

○」。《破菴祖先禪師語錄》板心題「破菴祖先禪師語

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夔府臥龍山咸平禪院語錄」，

次行題「參學比丘  圓照等   編」。《無準師範禪師語

錄》板心題「無準師範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

首行題「佛鑑禪師語錄卷第○」，次行題「佛鑑禪師初

住慶元府清涼禪寺語錄」，三行題「侍者  宗會   智折   

編」(卷二則題「住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侍

者普明了南紹曇等編」 )，卷末題「佛鑑禪師語錄卷第

○」 (卷六為《無準和尚奏對語錄》，則題「徑山無準

和尚入內引對陞座語錄」、「侍者  了南了垠  編」，卷

末「無準和尚奏對語錄終」，<徑山無準禪師行狀>末題

「此錄舊板已漫滅者命工重刊置于龜山金剛禪院伏願

佛種不斷世世建光明幢祖印親傳人人開無盡藏應安庚

戌[三年，1370，明洪武三年]季夏  天龍東堂比丘  妙

葩  題」 )。《絕岸可湘禪師語錄》板心題「絕岸可湘

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絕岸和尚初住嘉興

府流虹興聖禪寺語錄」，次行題「住泉州開元禪寺嗣法

門人  妙恩   等編」，卷末題「絕岸和尚語錄終」。 

10.《石田法薰禪師語錄》、《劍關子益禪師語錄》、《環溪

惟一禪師語錄》、《希叟紹曇禪師語錄》、《希叟紹曇禪

師廣錄》、《西巖了慧禪師語錄》、《平石如砥禪師語

祿》、《斷橋妙倫禪師語錄》、《方山文寶禪師語錄》、《無

見先禪師語錄》、《雪巖祖欽禪師語錄》、《海印昭如

禪師語錄》、《石屋清洪禪師語錄》、《高峰原妙禪師語

錄》、《高峰原妙禪師師禪要》、《天目明本禪師雜錄》、



東海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錄初稿 

 144

《天如惟則禪師語錄》 

《石田法薰禪師語錄》板心題「石田法薰禪師語

錄卷○」，各卷首行題「石田和尚語錄卷第○」，次行

題「石田和尚初住平江府高峰禪院語錄」(或「臨安府

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三行題「住隆興府龍泉資福禪

寺門人師坦等編」(或「嗣法門人  了覺  師坦  等

編」、「嗣法門人  妙因  至慧  等編」 )。《劍關子益

禪師語錄》板心題「劍關子益禪師語錄」及葉碼，卷

之首行題「劍關和尚初住隆興府興化禪寺語錄」，次行

題「侍者  善珙   德修   編」，卷末題「劍關和尚語

錄終」。《環溪惟一禪師語錄》板心題「環溪惟一禪師

語錄卷○」，上卷之首行題「環溪和尚語錄卷○」，次

行題「環溪和尚初住建寧府瑞巖禪寺語錄」，三行題「參

學  覺此   編」，卷末題「環溪和尚語錄卷○終」。《希

叟紹曇禪師語錄》板心題「希叟紹曇禪師語祿」，卷之

首行題「希叟和尚住慶元府佛隴□□禪寺語錄」，次行

題「侍者  自悟   等編」，卷末題「布叟和尚語錄終」。

《希叟紹曇禪師廣錄》板心題「希叟紹曇禪師廣錄卷

○」，卷之首行題「希叟和尚廣錄卷第○」，次行題「希

叟和尚佛隴□□禪寺語錄」(卷二題「慶元府應夢名山

雪竇資聖禪寺語錄」、卷三題「慶元府瑞巖山開善崇慶

禪寺語錄」)，三行題「侍者  法澄   編」(卷二題「侍

者  普和  希革  了舜  惠洇  編」、卷三題「侍者  

彌紹  道亨  宗壽  編」)，卷末題「希叟和尚廣錄卷

第○」。《西巖了慧禪師語錄》板心題「西巖了慧禪師

語錄卷○」，卷之首行題「西巖和尚語錄卷○」，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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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西巖和尚住平江府定慧禪寺語錄」，三行題「門人  

修義   等編」。《平石如砥禪師語祿》板心題「平石砥

禪師語錄」，卷之首行題「平石和尚初住慶元路保聖禪

寺語錄」，次行題「台州真如禪寺嗣法比丘  文栖   等

編」。《斷橋妙倫禪師語錄》板心題「斷橋妙倫禪師語

錄卷○」，卷之首行題「斷橋和尚語錄卷○」，次行題

「斷橋和尚初住台州瑞峰祇園禪寺語錄」 (卷下則題

「斷橋和尚住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三行

題「侍者  文寶   善靖   編」(卷下則題「侍者  編」)，

卷末題「斷橋和尚語錄卷○」。《方山文寶禪師語錄》

板心題「方山文寶禪師語錄」，卷之首行題「台州府瑞

巖淨土禪寺方山文寶禪師語錄」，次行題「嗣法門人  

先   祖燈   等錄」，三行題「楚黃大石山十六世孫  

機雲   編」，四行題「古齊大悲寺十五世孫  真雄   

梓」，卷末題「方山和尚語錄終」。《無見先禪師語錄》

板心題「無見先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

題「妙明真覺無見和尚住華頂善興禪寺語錄卷○」，

次行題「處州福林禪院嗣法門人智度等編」，三行題「嘉

興金明寺第十三代孫悟進重梓」。《雪巖祖欽禪師語錄》

板心題「雪巖祖欽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

題「雪巖和尚語錄卷第○」，次行題「雪巖和尚住潭州

龍興禪寺語錄」，三行題「嗣法門人  昭和   希陵   等

編」。《海印昭如禪師語錄》板心題「海印昭如禪師語

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海印和尚住袁州太平興化

禪寺語錄」，三行題「門人  行純  集」，卷末題「海

印和尚語錄終」。《石屋清洪禪師語錄》板心題「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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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洪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福源石屋

珙禪師語錄卷之○」，次行題「參學門人  至柔   等

編」，卷末題「福源石屋珙禪師語錄卷之○」。《高峰原

妙禪師語錄》板心題「高峰原妙禪師語錄卷○」及葉

碼，卷之首行題「高峰大師語錄卷○」，次行題「參學

門人編  靈隱弘禮重梓」。《高峰原妙禪師師禪要》板

心題「高峰原妙禪師禪要」及葉碼，卷之首行題「高

峰和尚禪要」，次行題「侍者  持正   錄」，三行題「參

學直翁居士  洪喬祖   編」，卷末題「高峰禪要終」。《天

目明本禪師雜錄》板心題「天目明本禪師語錄卷○」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天目中峰廣慧禪師語」(或「天

目中峰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卷末題「天目中峰廣慧

禪師語終」。《天如惟則禪師語錄》板心題「天如惟則

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各卷之首行題「師子林天如

和尚語錄卷之○」，次行題「小師  善遇   編」，卷末

題「師子林天如和尚語錄卷之○」。 

11.《兀菴普寧禪師語錄》、《石溪心月禪師語錄》、《石溪

心月禪師雜錄》、《虛舟普度禪師語錄》、《即休契了禪師

拾遺集》、《月江正印禪師語錄》、《曇芳守忠禪師語錄》、

《橫川行珙禪師語錄》、《古林清茂禪師語錄》、《古林清

茂禪師拾遺偈頌》、《穆菴文康禪師語錄》、《恕中無慍禪

師語錄》、《了堂惟一禪師語錄》、《呆菴普莊禪師語錄》。 

《兀菴普寧禪師語錄》板心題「兀菴普寧禪師語錄

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兀菴和尚語錄卷○」，次行

題「兀菴和尚初住慶元府象山靈巖廣福禪院語錄」，三行

題「侍者  淨   編」(卷中則題「住巨福山建長興國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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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語錄」、「侍者  道昭  景用  禪了  編」)，卷末題「兀

菴和尚語錄卷○」。《石溪心月禪師語錄》板心題「石溪

心月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石溪和尚語

錄卷○」，次行題「石溪佛海禪師初住建康府報恩禪寺語

錄」，三行題「侍者  住顯   編」，卷末題「石溪和尚語

錄卷○」。《石溪心月禪師雜錄》板心題「石溪心月禪師

雜錄」及葉碼，卷首題「傳衣石谿佛海禪師雜錄」，卷末

題「傳衣石谿佛海禪師雜錄終」。《虛舟普度禪師語錄》

板心題「虛舟普度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行題「大

宋國虛舟和尚語錄」，次行題「住杭州靈隱禪寺法嗣  淨

伏   編」，卷末題「虛舟和尚語錄終」。《即休契了禪師

拾遺集》板心題「即休契了禪師拾遺集」及葉碼，卷首

題「金山即休了和尚拾遺集」，卷末題「金山即休了和尚

拾遺集終」。《月江正印禪師語錄》板心題「月江正印禪

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月江和尚語錄卷○」，

次行題「月江和尚初住常州路碧雲禪寺語錄」，三行題「平

江路太平禪寺住持門人  居簡   編」 (卷中則題「溫州

路慧日禪寺住持門人  祖安  編」 )，卷末題「月江和

尚語錄卷○」。《曇芳守忠禪師語錄》板心題「曇芳守忠

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曇芳和尚語錄卷

○」，次行題「曇芳和尚建康路崇因禪寺語錄」(卷下則

題「曇芳和尚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三行題「常州路善

權禪寺住持嗣法  繼祖   等編」，卷末題「曇芳和尚語

錄卷○」。《橫川行珙禪師語錄》板心題「橫川行珙禪師

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橫川和尚語錄○」，次

行題「門人住持雁蕩山羅漢禪寺本光  等集」，卷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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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川和尚語錄○」。《古林清茂禪師語錄》板心題「古

林清茂禪師語錄卷○」，卷之首行題「古林和尚語錄卷第

○」，次行題「初住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錄」，三行

題「平江路永壽禪寺住持小師  元浩   編」 (卷二則題

「饒州永福禪寺語錄」、「饒州路崇報禪寺住持嗣法小師

應槐編」，卷三則題「溫陵比丘   承宣   集序」 )，卷末

題「古林和尚語錄卷第○」。《古林清茂禪師拾遺偈頌》

板心題「古林清茂禪師拾遺偈頌卷○」及葉碼，卷之首

行題「古林和尚頌拾遺集卷○」，次行題「比丘  海壽   

編次」，卷末題「古林和尚頌拾遺集卷○」。《穆菴文康禪

師語錄》板心題「穆菴文康禪師語錄」及葉碼，卷之首

行題「穆菴康和尚初住天台山明巖大梵禪寺語錄」，次行

題「住台州府黃巖廣孝禪寺嗣法門人清逸等編」，卷末題

「穆菴康和尚語錄終」。《恕中無慍禪師語錄》板心題「恕

中無慍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恕中和尚

語錄卷第○」，次行題「門人前住昌國萬壽禪寺宗黼等編」

(卷二則題「處州府南明禪寺住持嗣法比丘道瑄等編」，

卷三題「仗錫禪寺前住持嗣法比丘宗亙等編」，卷四題「翠

山禪寺住持嗣法小師比丘居頂等編」，卷五、六則題「參

學比丘  清歲等編」)，卷末題「恕中和尚語錄卷第○」。

《了堂惟一禪師語錄》板心題「了堂惟一禪師語錄卷○」

及葉碼，卷之首行題「了堂和尚語錄卷第○」，次行題「初

住慶元路延慶禪寺語錄」，三行題「門人  宗義   省端  

編」 (卷二則題「慶元路天寧禪寺語錄」、「門人  妙淨  

無我  等編」，卷三題「了堂和尚偈頌」、「門人  文度  

文朗  等編」，卷四題「了堂和尚後錄」、「門人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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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題「了堂和尚語錄卷第○」。《呆菴普莊禪師語錄》

板心題「呆菴普莊禪師語錄卷○」及葉碼，卷之首行題

「呆庵莊禪師語錄卷之○」，次行題「門人  慧啟   等

編」(卷二、三則題「門人  智粵  等編」，卷四題「門

人  智勝等編」，卷五題「門人  德琇等編」，卷六、七

題「小師  曇頓等編」，卷八題「門人  道哲等編」 )。 

按：第十三套第五冊《五燈全書》卷四十三末之欄外依序題

「明治四十四年 (1911，清宣統三年 )六月二十四日印

刷」、「同年六月二十七日發行」(第十四套第五冊《五燈

全書》卷一○二末題「明治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印

刷」、「同年七月三十日發行」。第十五套《羅湖野錄》卷

下末題「明治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印刷」、「同年七月十三

日發行」。第十六套《續指月錄尊宿集》末題「明治四十

四年九月七日印刷」、「同年九月十日發行」。第十七套第

五冊《續燈正統》卷四十二末題「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二

日印刷」、「同年二月五日發行」。第十八套第五冊《黑

豆集》卷八末題「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印刷」、「同

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第十九套第五冊《永明道蹟》末

題「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印刷」、「同年九月三十

日發行」。第貳拾套第五冊《普陀列祖傳》末題「明治四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印刷」、「同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第貳拾壹套第五冊《佛法金湯編》卷十六末題「明治四

十五年一月四日印刷」、「同年一月七日發行」。第貳拾陸

套第五冊《絕岸可湘禪師語錄》卷末題「明治四十五年

四月五日印刷」、「同年四月八日發行」。第貳拾七套第五

冊《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卷九末題「明治四十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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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印刷」、「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第貳拾八套

第五冊《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八末題「明治十五年五

月六日印刷」、「同年五月九日發行」 )、「京都市下京區

佛具屋町通魚之棚下ル若宮町五百五十七番戶」、「編輯

者  中野達慧」、「京都市下京區錦小路通室町東入占出

山町二十六番戶」、「發行者  訟村湛右衛門」、「京都市

下京區松原通油小路東入天神前町三番戶」、「印刷者  

窪田吉彌」、「京都市下京區油小路通松源上□麗町十二

番戶」、「株式會社藏經書院」、「京都市油小口路通松原

上ル」、「發行所  株式會社藏經書院」、「定價(金七圓五

拾錢)」。  

徐復觀先生藏書僅存第壹輯第貳編，計有： 

1.(第十三至十五套)《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目錄十六

卷，共十一冊。 

2.(第十五套)《續傳燈錄》三十六卷目錄三卷、《增集續

傳燈錄》六卷附《五燈會元補遺》一卷、《大慧宗門

武庫》一卷、《雪堂行拾遺錄》一卷、《羅湖野錄》二

卷，共四冊 

3.(第十六套)《指月錄》三十二卷、《續指月錄》二十卷

卷首一卷、《尊宿集》一卷，共五冊。 

4.(第十七套)《教外別傳》十六卷二冊、《皇明名僧輯略》

一卷一冊、《續燈正統》四十二卷，共五冊。 

5.(第十八套)《續燈存稿》十二卷卷首一卷一冊、《正源

略集》十六卷(缺第一卷)目錄一卷補遺一卷一冊、《錦

江禪燈》二十卷卷首一卷《黔南會燈錄》八卷二冊、

《黑豆集》八卷卷首一卷一冊，共五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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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十九套存第五冊)《佛祖綱目》存卷三十八至四十

一、《佛祖正傳古今捷錄》一卷、《南嶽單傳記》一卷、

《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二卷、《曹溪大師別傳》一

卷、《永明道蹟》一卷，共一冊。 

7.(第二十套)《宗統編年》三十二卷附卷首一卷、《禪燈

世譜》九卷、《佛祖宗派世譜》八卷、《緇門世譜》一

卷、《法門鋤宄》一卷附五家辨正一卷五派一滴圖一

卷、《繼燈錄》七卷附卷首一卷、《建州弘釋錄》二卷、

《居士分燈錄》二卷、《八十八祖道影傳贊》六卷附

卷首一卷附錄一卷、《普陀列祖錄》一卷，共五冊。 

8.(第二十一套)《雲臥紀譚》二卷、《叢林盛事》二卷、《人

天寶鑑》一卷、《枯崖漫錄》三卷、《禪苑蒙求瑤林》

三卷、《禪苑蒙求拾遺》一卷、《山菴雜錄》二卷、《正

宗心印後續聯芳》一卷、《祖庭指南》二卷、《先覺集》

二卷、《先覺宗乘》五卷、《優婆夷志》一卷、《朝鮮

禪教考》一卷、《釋氏蒙求》二卷、《林間錄》二卷、

《林間錄後集》一卷、《高僧摘要》四卷、《緇門崇行

錄》一卷、《佛法金湯編》十六卷，共五冊。 

9.(第二十六套)《濟顛道濟禪師語錄》一卷、《普覺宗杲

禪師語錄》二卷、《西山亮禪師語錄》一卷、《率菴梵

琮禪師語錄》一卷、《北居簡禪師語錄》一卷、《物

初大觀禪師語錄》一卷、《笑隱大訢禪師語祿》四卷、

《偃溪廣聞禪師語錄》二卷、《大川普濟禪師語錄》

一卷、《淮海原肇禪師語錄》一卷、《介石智朋禪師語

錄》一卷、《密菴咸傑禪師語錄》二卷、《龍源介清禪

師語錄》一卷、《曹源道生禪師語錄》一卷、《痴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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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禪師語錄》二卷、《松源崇嶽禪師語錄》二卷、《無

明慧性禪師語錄》一卷、《運菴普巖禪師語錄》一卷、

《虛堂智愚禪師語錄》十卷、《破菴祖先禪師語錄》

一卷、《無準師範禪師語錄》五卷、《無準和尚奏對語

錄》一卷、《絕岸可湘禪師語錄》一卷，共五冊。 

10.(第二十七套)《石田法薰禪師語錄》四卷、《劍關子益

禪師語錄》一卷、《環溪惟一禪師語錄》二卷、《希叟

紹曇禪師語錄》一卷一冊、《希叟紹曇禪師廣錄》七

卷、《西巖了慧禪師語錄》二卷、《平石如砥禪師語祿》

一卷一冊、《斷橋妙倫禪師語錄》二卷、《方山文寶禪

師語錄》一卷、《無見先禪師語錄》二卷、《雪巖祖

欽禪師語錄》四卷一冊、《海印昭如禪師語錄》一卷、

《石屋清洪禪師語錄》二卷、《高峰原妙禪師語錄》

二卷、《高峰原妙禪師師禪要》一卷、《天目明本禪師

雜錄》三卷附錄一卷一冊、《天如惟則禪師語錄》九

卷一冊，共五冊。 

11.(第二十八套缺第四冊)《兀菴普寧禪師語錄》三卷、《石

溪心月禪師語錄》三卷、《石溪心月禪師雜錄》一卷、

《虛舟普度禪師語錄》一卷、《即休契了禪師拾遺集》

一卷、《月江正印禪師語錄》三卷、《曇芳守忠禪師語

錄》二卷、《橫川行珙禪師語錄》二卷、《古林清茂禪

師語錄》五卷、《古林清茂禪師拾遺偈頌》二卷、《穆

菴文康禪師語錄》一卷、《恕中無慍禪師語錄》六卷、

《了堂惟一禪師語錄》四卷、《呆菴普莊禪師語錄》

八卷，共四冊。 

(謝鶯興整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