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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叢書部．雜叢類(一) 

陳惠美 ∗、謝鶯興 ∗∗ 

雜叢類Ｅ０２ 

《稗海》七十四種四百四十九卷八十冊，明商濬編，明刊本 E02.2/0031 

含：《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西京雜記》六卷，晉葛洪撰；《拾遺記》

十卷，晉王嘉撰；《搜神記》八卷，晉干寶撰；《述異記》二卷，梁任

昉撰；《續博物志》十卷，宋李石撰；《摭言》一卷，五代 王保 定 撰 ；

《小名錄》二卷，唐陸龜蒙撰；《雲溪友議》十二卷，唐范攄撰；《獨

異志》三卷，唐李元撰；《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東觀奏記》

三卷，唐裴庭裕撰；《大唐新語》十三卷，唐劉肅撰；《因話錄》六卷，

唐趙璘撰、明陳汝元校；《玉泉子》一卷，唐不著撰人；《北夢瑣言》

二十卷，宋孫光憲撰；《樂善錄》二卷，宋李昌齡撰；《蠡海集》一卷，

宋王逵撰；《過庭錄》一卷，宋

范公稱撰；《泊宅編》三卷，宋

方勺撰；《 閑窗 括 異 志》一 卷 ，

宋魯應龍撰；《搜采異聞錄》五

卷，宋永亨撰；《東軒筆錄》十

五卷，宋魏泰撰；《青箱雜記》

十卷，宋吳處厚撰；《蒙齋筆談》

二卷，宋鄭景望撰；《畫墁錄》

一卷，宋張舜民撰；《游宦紀聞》

十卷，宋張世南撰；《夢溪筆談》

二十六卷《補筆談》一卷，宋

沈括撰；《 學齋 佔 畢 纂》一 卷 ，

宋沈括(按，應為史繩祖)撰；

《儲華谷袪疑說纂》一卷，宋

儲泳撰；《墨莊漫錄》十卷，宋

張邦基撰；《侍兒小名錄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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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宋張邦幾撰；《補侍兒小名錄》一卷，宋王銍撰；《續侍兒小名

錄》一卷，宋溫豫撰；《懶真子》五卷，宋馬永卿撰；《歸田錄》二卷，

宋歐陽修撰；《東坡志林》十二卷，宋蘇軾撰；《龍川別志》二卷，宋

蘇轍撰；《澠水燕談錄》十卷，宋王闢之撰；《冷齋夜話》十卷，宋釋

惠洪撰；《老學庵筆記》十卷，宋陸游撰；《雲麓漫抄》四卷，宋趙彥

衛撰；《石林燕語》十卷，宋葉夢得(是書三行題「子棟桯模編」)撰；

《避暑錄話》二卷，宋葉夢得撰；《清波雜志》三卷，宋周煇撰；《墨

客揮犀》十卷，宋彭乘撰；《異聞總錄》四卷，宋不著撰人；《遂昌雜

錄》一卷，元鄭元祐撰；《酉陽雜俎》二十卷，唐段成式撰；《宣室志》

十卷《補遺》一卷，唐張讀撰；《龍城錄》二卷，唐柳宗元撰；《鶴林

玉露》十六卷《補遺》一卷，宋羅大經撰；《儒林公議》二卷，宋不

著撰者；《侯鯖錄》八卷，宋趙令畤(是書題「聊復翁趙德麟」)撰；《暌

車錄》六卷，宋郭彖撰；《江鄰幾雜志》一卷，宋江休復撰；《桯史》

十五卷，宋岳珂撰；《隨隱漫錄》五卷，宋陳世崇(是書題「宋臨川陳

隨隱」)撰；《楓窻小牘》二卷，宋袁褧(是書題「百歲寓翁絕筆」、「博

士男頤續筆」)撰；《耕祿稿》一卷，宋胡錡撰；《厚德祿》四卷，宋

李元綱撰；《西溪叢話》(板心題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錄》一

卷，宋王楙撰；《螢雪叢說》二卷，

宋俞成撰；《孫公談圃》三卷，宋

孫升撰；《許彥周詩話》一卷，宋

許顗撰；《後山詩話》一卷，宋陳

師道撰；《齊東野語》二十卷，宋

周密撰；《癸辛雜識前集》一卷《後

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

二卷，宋周密撰；《山房隨筆》一

卷，元蔣正子撰。 

附：明商濬<原序>、<總論>、唐元和

丁亥(二年，807)劉肅<大唐世說新

語原序>、晉干寶<搜神記序>、黃

公泰<搜神記跋>、范攄<雲谿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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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大唐世說新語目錄>、元至正二十四年(1364)孫道明<北夢瑣言

跋>、宋沈括<夢溪筆談序>、<夢溪筆談目錄>、宋治平四年(1067)歐陽

修<(歸田錄)自序>、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序>、宋羅大經<鶴林玉露序>、

<野客叢書目錄>、宋慶元庚申(六年，1200)俞成<螢雪叢說序>、宋乾

道二年(1166)孫兢<孫公談圃序>、宋建炎戊申(二年，1128)許顗<(許彥

周詩話)自序>、元至元辛卯(二十八年，1291)戴表元<齊東野語序>、宋

周密<齊東野語自序>、宋周密<癸辛雜識序>。 

藏印：無。 

板式：四邊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3.9×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書書名(如「博物志」)，魚尾下題

卷次(如「卷之○」)及葉碼。 

各書之首行上題書名及卷

次(如「博物志卷第一」)，次行

上題各書之作者名(如「晉司空張

華茂先」)，卷末題各書名卷次及

「終」((如「博物志卷第一終」)。 

按：一、《學齋佔畢纂》之次行題「宋

沈括存中」，三行為雙行小

字，題「按存中為北宋人而篇

中引用朱文公鶴山語豈得為

沈作耶商氏之誤如此」。查「國

家圖書館」藏書，著錄作者為

「宋 史繩祖」。 

二、《因話錄》卷一至卷六以《欽

定科場條例》為襯紙。《野客

叢書附錄》卷九為藏書抄補。 

三、是書舊錄「明萬曆間會稽商氏半埜堂刊本」，然有部份抄補，如：

1.第十四冊《玉泉子》一卷為抄補，無界欄，行款一樣。2. <總論

>有二篇，一無界欄，一有界欄，無界欄者為抄補，二篇內容相

同；<大唐世說新語原序>亦有二篇，一無界欄，一有界欄(置於「搜

神記」之前)，無界欄者亦為抄補，二篇內容相同。3.商濬<原序>

之「玄」字，<總論>之「曄」字，二篇皆後人抄補，故二者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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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筆。亦無任何直接證據可證為「商氏半野堂刊本」。又，《學齋

佔畢纂》之卷首三行題「按存中為北宋人，而篇中引用朱文公、

鶴山語，豈得為沈作耶？商氏之誤如此」等語，觀是書之刷印，

部份漶漫或缺字或墨釘，則應是後人據「商氏半野堂」書板重刷

並加上抄補，至於抄補時代不會早於「康熙年間」。 

四、查「古籍影像檢索系統」所載，「明萬曆間會稽商氏刊本」，收

有「(明)商濬(序)、(明)陶望齡(序)」；「明萬曆間會稽商氏刊清康

熙間臨川李氏修補本」，收有「序：「會稽商濬書」」；「明萬曆間會

稽商氏半埜堂刊清康熙補刊本」，題有「振鷺堂藏板」。比對其所

附《博物志》卷一葉一書影，與本館所藏相同，但未瀏覽全書，

尚無法確定，暫記於此。 

《祕書》二十一種九十四卷二十冊，清汪士漢輯，清乾隆七年(1742)重刊本

E02.4/3134 

含：晉孔晁注《汲冢周書》十卷、

漢趙曄《吳越春秋》六卷、

晉王嘉《拾遺記》十卷、漢

班固《白虎通》二卷、晉郭

璞傳《山海經》十八卷、晉

張華《博物志》十卷、宋范

成大《桂海虞衡志》一卷、

宋李石《續博物志》十卷、

唐谷神子《博異記》一卷、

晉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不著撰人《劍俠傳》四卷、

不著撰人《楚史檮杌》一卷、

不著撰人《晉史乘》一卷、

梁沈約注《竹書紀年》二卷、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三

卷、晉崔豹《古今注》三卷、

明吳琯校《三墳》一卷、漢

應劭《風俗通》四卷、漢劉

向《列仙傳》二卷、唐薛用弱《集異記》一卷、梁吳均《續齊諧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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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 

附：清乾隆壬戌(七年，1742)江永<重鐫廿一種秘書序>、李燾<汲冢周書序

>、<秘書廿一種總目>、清康熙己酉

(八年，1669)汪士漢<汲冢周書題辭

>、清康熙七年(1668)汪士漢<吳越春

秋考>、<吳越春秋目錄>、梁蕭綺<

拾遺記序>、清汪士漢<拾遺記考述

>、<王子年拾遺記目錄>、元大德乙

巳(九年，1305)嚴廣<白虎通德論序

>、清汪士漢<白虎通德論考輯>、<

白虎通德論目錄>、清康熙戊申(七

年，1668)汪士漢<白虎風俗二通合編

總論>、晉郭璞<山海經序>、漢劉秀<

山海經序>、<山海經目錄>、清康熙

戊申(七年，1668)汪士漢<博物志序

>、<博物志目錄>、宋淳熙二年(1175)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序>、清康熙戊申(七年，1668)汪士漢<續博物志

序>、谷神子<博異記序>、<博異記目錄>、晉皇甫謐<高士傳序>、<

高士傳目錄>、清康熙戊申(七年，1668)汪士漢<(高士傳)附錄>、<劍俠

傳目錄>、清康熙戊申(七年，1668)汪士漢<劍俠傳序>、清康熙七年

(1668)汪士漢<楚史考>、<楚史檮杌目錄>、元大德十年(1306)吾衍<晉

史乘題辭>、<晉史乘目錄>、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序>、<中華古今

注目錄>、<古今注目錄>、漢應劭<風俗通義序>、清汪士漢<風俗通

義序考輯>、<風俗通義目錄>、清康熙戊申(七年，1668)汪士漢<列仙

傳序>、<列仙傳目錄>、<集異記引>、<集異記目錄>、元至元甲子(元

年，1264)陸友<續齊諧記>。 

藏印：無。 

板式：四邊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3.6×19.8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書之書名(如「周書」)，魚尾下刻

卷次(如「卷之一」)、頁碼，板心下方間見「允」(或「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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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行題各書書名(如「周書」)，次行題各書作者(如「晉孔

晁注」)，三行題卷次，各卷末題

各書書名卷次及「終」(如「汲冢

周書卷一終」)。 

扉葉右上題「新安汪士漢

校」，左邊由右至左，由上至下依

序題：「汲冢周書」、「吳越春秋」、

「拾遺記」、「白虎通」、「山海經」、

「博物志」、「桂海虞衡志」、「續博

物志」、「博異記」、「高士傳」、「劍

俠傳」、「楚史檮杌」、「晉史乘」、「竹

書紀年」、「中華古今主」、「古今

注」、「三墳」、「風俗通」、「列仙

傳」、「集異記」、「續齊諧記」、「文

盛堂藏板」，中間書名題「秘書廿

一種」，右下鈐「江南省狀元境文

盛堂書坊發兌」長型硃印。 

按：一、《吳越春秋》首葉次行上題「漢趙曄撰」，下題「星源汪士漢考校」

(卷六則題「明吳琯校」)。《拾遺記》次行題「晉王嘉撰」(卷六則

題「晉三嘉撰」。卷八、卷九下題「梁蕭綺錄」)，三行題「梁蕭綺

錄」(卷八、卷九則題「明吳琯校」)。《白虎通》次行上題「漢班

固纂」，下題「星源後學汪士漢校」。《山海經》次行下題「晉郭璞

傳」，三行下題「明吳中珩校」。《博物志》次行上題「晉張華撰」，

下題「星源後學汪士漢校」。《桂海虞衡志》次行僅題「宋吳郡范

成大紀」。《續博物志》次行上題「宋李石撰」(卷四無此四字)，下

題「星源後學汪士漢校」。《博異記》次行僅題「唐谷神子纂」。《高

士傳》次行上題「晉皇甫謐撰」，下題「星源後學汪士漢校」。《劍

俠傳》次行上題「闕名」，下題「星源汪士漢校」。《楚史檮杌》次

行僅題「星源汪士漢考校」。《晉史乘》次行僅題「星源汪士漢考

校」。《竹書紀年》次行下題「梁沈約附注」，三行下題「明吳琯校」。

《中華古今注》次行僅題「太學博士馬縞集」。《古今注》次行下

題「晉崔豹著」，三行下題「明吳中珩校」。《三墳》次行僅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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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琯校」。《風俗通義》次行上題「漢應劭著」，下題「星源後學汪

士漢校」。《列仙傳》次行上題「漢劉向著」，下題「星源汪士漢校」。

《集異記》次行僅題「唐河東薛用弱撰」。 

二、《風俗通義》卷一末題「游允芳書刊」。 

《藝海珠塵》一六五種三○九卷六十四冊，清吳省蘭輯，清乾隆嘉慶間南匯

吳氏聽彝堂刊本 E02.4/2694 

含：宋蔡淵《易象意言》一卷、宋程大昌《詩論》一卷、清許之獬《春秋

或辯》一卷、清吳陳琰《春秋三傳異同考》一卷、清程廷祚《春秋識

小錄》(內容實為《春秋職官考略》三卷、《春秋地名辨異》三卷、《左

傳人名辨異》三卷)九卷、清周春《中文孝經》一卷、清周春《孝經

外傳》一卷、漢鄭元《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1一卷、清鳳應韶《讀

書瑣記》一卷、清曹仁虎《轉注古義考》一卷、清吳省欽《官韻考異》

一卷、清杭世駿《續方言》二卷、清程際盛《續方言補正》二卷、清

曹仁虎《七十二候考》一卷、明陳士元《江漢叢談》二卷、清葉抱崧

《說叩》一卷、宋鄭樵《夾漈遺稿》三卷、清俞長城《可儀堂文集》

二卷、清趙執信《聲調譜》 2一卷、清趙執信《談龍錄》一卷(以上金

集)、清沈淑《春秋經玩》 3四卷、清陸榮秬《五經贊》一卷、清章學

誠《婦學》一卷、西洋陽 瑪諾《天問略》一卷、清陳倫炯《海國聞

見錄并圖》4二卷、明趙士楨《屯田車銃議并圖》5三卷、清六十七《番

社采風圖考》一卷、清俞慶遠《維西見聞紀》一卷、清李心衡《金川

瑣記》六卷、無名氏《朝鮮志》二卷、無名氏《至游子》二卷、明陳

士元《夢占逸旨》八卷、宋吳坰《五總志》一卷、宋孔平仲《孔氏談

苑》五卷、清吳騏《讀書偶見》一卷、清沈大成《學福齋雜著》一卷、

宋岳飛《岳忠武王集》一卷、元丁鶴年《丁孝子詩集》三卷、元許有

壬許有孚許楨馬熙《圭塘欸乃集》一卷、清曹仁虎《刻燭集》一卷(以

                                                 
1 按<目錄>題《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內文實分《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等

三單元。 
2 按，書名題《聲調譜》，內文分「聲調前譜」及「聲調後譜」兩種。 
3 按，<目錄>題《春秋經玩》，內文實分《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職官》

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等三種。 
4 按，《海國聞見錄并圖》含圖一卷文一卷，圖之扉葉題「華亭夏璇淵繪并校」。 
5 按，<目錄>題《屯田車銃議并圖》，內文實分《備邊屯田車銃議》一卷、《車銃圖有

引》一卷、《倭情屯田議》一卷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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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集)、宋鄭伯熊《鄭敷文書說》一卷、清毛奇齡《舜典補亡》一

卷、唐韓愈《論語筆解》二卷、宋張九成《論語絕句》一卷、宋劉攽

《孟子外書注》四卷 6、漢鄭元《駮五經異義》一卷、漢鄭元《駮五

經異義補遺》一卷、清程際盛《駢字分箋》二卷 7、清毛奇齡《武宗

外紀》一卷、清毛奇齡《勝朝彤史拾遺記》六卷、宋張唐英《蜀檮杌》

二卷、宋呂祉《東南防守利便》三卷、清陸錫熊《炳燭偶鈔》一卷、

清杜詔《讀史論略》一卷、明楊慎《異魚圖贊》四卷 8、無名氏《龜

經》一卷、清梅文鼎《古算器考》一卷、清梅文鼎《歷學疑問補》二

卷、明姜南《半村野人閑談》一卷、明姜南《抱璞簡記》一卷、清馮

柷《一椶居詩稿》二卷(以上絲集)、宋劉攽《春秋傳說例》一卷、清

諸錦《饗禮補亡》一卷、清丁傳《魯齋述得》一卷、宋孫甫《唐史論

斷》三卷、明楊慎《滇載記》一卷、清張鵬翮《使俄羅斯行程錄》一

卷、清尤侗《外國竹枝詞》一卷、清福慶《異域竹枝詞》三卷、清周

春《海潮說》三卷 9、明許譽卿《三垣疏稿》三卷、明屠本畯《閩中

海錯疏》三卷、唐林慎思《伸蒙子》三卷 10、宋蘇軾《廣成子解》一

卷、清梅文鼎《二儀銘補註》一卷、清梅文鼎《歷學答問》一卷、唐

蘇鶚《蘇氏演義》二卷、明姜南《投甕隨筆》一卷、明姜南《風月堂

雜識》一卷、明姜南《學圃餘力》一卷、清王澐《輞川詩鈔》六卷(以

上竹集)、清毛奇齡《北郊配位尊西嚮議》一卷、清毛奇齡《昏禮辨

正》一卷、清毛奇齡《大小宗通繹》一卷、清毛奇齡《四書索解》四

卷、清陳景雲《紀元要略》二卷、清陳黃中《紀元要略補》一卷、明

楊慎《山海經補註》一卷、清俞思謙《海潮輯說》二卷、明黃淳耀《吾

師錄》一卷、清張英《聰訓齋語》二卷、清張英《恒產瑣言》一卷、

清徐朝俊《中星表》一卷、清褚華《木棉譜》一卷、宋吳枋《宜齋野

乘》一卷、宋龔鼎臣《東原錄》一卷、宋唐庚《文錄》一卷、明談修

《呵凍漫筆》二卷、明姜南《墨畬錢鏄》一卷、明姜南《瓠里子筆談》

一卷、明姜南《洗硯新錄》一卷、明姜南《容塘紀聞》一卷、明夏完

                                                 
6 按，內文分四卷，各卷皆有<目錄>，但板心的葉碼連續。 
7 按，內文雖分二卷，板心分題卷次，葉碼卻是連續。 
8 按，內文雖分四卷，板心分題卷次，葉碼卻是連續。 
9 按，內文雖分三卷，板心分題卷次，葉碼卻是連續。 
10 按，內文雖分三卷，板心分題卷次，葉碼卻是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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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夏內史集》九卷《附錄》一卷(以上匏集)、漢鄭康成注《易緯乾

坤鑿度》二卷、漢鄭康成注《易緯是類謀》一卷、宋趙善湘《洪範統

一》一卷、清葉鳳毛《說學齋經說》一卷、清毛奇齡《辨定嘉靖大禮

議》二卷、清焦袁熹《儒林譜》一卷、清王澐《雲間第宅志》一卷、

明徐禎稷《恥言》二卷、清陳藎《修慝餘編》一卷、清焦袁熹《太元

解》一卷、清焦袁熹《潛虛解》一卷、唐張弧《素履子》三卷 11、漢

公孫宏解《握奇經》一卷、舊題黃帝授三子《元女經》一卷、宋趙叔

向《肎綮錄》一卷、清董潮《東皐雜抄》三卷、清阮葵生《茶餘客話》

十二卷、明楊慎《古今風謠》一卷、明楊慎《古今諺》一卷、清翟翬

《聲調譜拾遺》一卷、清張庚《古詩十玖首解》一卷(以上土集)、漢

鄭元註《易緯稽覽圖》二卷、宋張耒《詩說》一卷、宋王栢《詩疑》

二卷、元吳化龍《左氏蒙求》一卷、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清

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四卷、晉郭璞《山海經圖贊》一卷、不著撰人

《洪武四年登科錄》一卷、清杜登春《社事始末》一卷、明楊樞《淞

故述》一卷、清周金然《南華經傳釋》一卷、西洋利瑪竇《經天該》

一卷、清蔣大鴻《地理古鏡歌》一卷、清戴鴻《翻卦挨星圖訣考著》

一卷、宋蘇軾沈括《蘇沈良方》八卷、清鄧苑《一草亭眼科》一卷、

唐馮贄《雲仙散錄》一卷、宋呂頤浩《燕魏雜記》一卷、明姜南《叩

舷憑軾錄》一卷、明徐孚遠《交行摘稿》一卷、朝鮮朴齊家《貞蕤稿

略》一卷、清吳騫《拜經樓詩話》四卷(以上革集)、宋陳希夷《正易

心法》一卷、清毛奇齡《學校問》一卷、清毛奇齡《郊社禘祫問》一

卷、清焦袁熹《小國春秋》一卷、明呂得勝《小兒語》一卷、明呂坤

《續小兒語》一卷、清陳芳生《捕蝗考》一卷 12、清張泓《滇南新語》

一卷、清陳金浩《松江衢歌》一卷、清楊光輔《淞南樂府》一卷、明

湯如望《遠鏡說》一卷、清張泓《滇南憶舊錄》一卷、清鄒炳泰《紀

聽松菴竹鑪始末》一卷、唐李嶠《雜詠》二卷、清宗室恒仁《月山詩

集》四卷、清宗室恒仁《月山詩話》一卷、明王光承《鎌山草堂詩合

鈔》二卷、清徐振《四繪軒詩鈔》一卷、清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

                                                 
11 按，內文雖分三卷，板心分題卷次，葉碼卻是連續。 
12 按，《捕蝗考》之首葉首行題「藝海珠塵卷一」，板心魚尾下題「卷一捕蝗考」，與本

叢書之各書皆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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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八卷 13(以上木集)。 

附：<藝海珠塵金集目錄(二十種)>、宋程大昌<詩論序>、清康熙丙午(四十

五年，1706)蔣深<春秋或辯敘>、清程廷祚<春秋職官考略自序>、清

程廷祚<春秋地名辨異自序>、清程廷祚<左傳人名辨異自序>、清周春

<中文孝經自序>、清鳳應韶<讀書瑣記目錄>、清乾隆丙申(四十一年，

1776)吳省欽<官韻考異自序>、明隆慶六年(1572)陳士元<江漢叢談序

>、<江漢叢談卷一目錄>、<

江漢叢談卷二目錄>、清乾隆

庚辰(二十五年，1760)葉抱崧<

說叩自序>、<可儀堂文集卷一

目錄>、<可儀堂文集卷二目錄

>、清趙執信<聲調譜論例>、

清康熙己丑(四十八年，1709)

趙執信<談龍錄序>、<藝海珠

塵石集目錄(二十種)>、清雍

正八年(1730)陳倫炯<海國聞

見錄序>、清趙士楨<車銃圖跋

>、清趙士楨<倭情屯田議跋

>、清范咸<番社采風圖考序

>、清乾隆庚寅(三十五年，

1770)余慶遠<維西見聞紀序

>、清乾隆上章閹茂(庚戌，五

十五年，1790)李心衡<金川瑣

記序>、清李心衡<金川瑣記例言>、清嘉慶丁巳(二年，1797)李璜<金

川瑣記跋>、明嘉靖丙寅(四十五年，1566)姚汝循<至游子序>、明嘉靖

壬戌(四十一年，1562)陳士元<夢占逸旨序>、宋建炎庚戌(四年，1130)

吳坰<五總志序>、<學福齋雜著目錄>、明崇禎十一年(1638)單恂<岳忠

武王集叙>、明烏斯道<丁孝子傳>、元至正十年(1350)周伯琦<圭塘欸

乃集序>、元段天祐<圭塘欸乃集跋>、元至正庚寅(十年，1350)周溥<

                                                 
13 按，是書存卷一至卷八上<附錄廿二條>，細數則僅十九條，未知另三條置於「卷八

下」否？又，卷二分上、下，姑記之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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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塘欸乃集跋>、元黃冔<圭塘欸乃集跋>、元至正甲辰(二十四年，1364)

趙恒<圭塘欸乃集跋>、元張守正<圭塘欸乃集跋>、元王翰<圭塘欸乃

集跋>、元至正甲辰(二十四年，1364)王國寶<圭塘欸乃集跋>、上章涒

灘(庚申，明洪武十三年，1380)洹濱<圭塘欸乃集跋>、<刻燭集目錄>、

<藝海珠塵絲集目錄(二十一種)>、宋馬廷鸞<孟子外書四篇序>、清程

際盛<駢字分箋序>、宋張唐英<蜀檮杌自序>、清雍正庚戌(八年，1730)

杜詔<讀史論略自序>、<異魚圖贊卷一目錄>、<異魚圖贊卷二目錄>、

<異魚圖贊卷三目錄>、<異魚圖贊卷四目錄>、<一椶居詩稿跋>(僅存

上半葉)、<藝海珠塵竹集目錄(二十種)>、<春秋傳說例目錄>、清乾隆

十八年(1753)洙蘭泰<饗禮補亡序>、清丁傳<魯齋述得跋>、宋孫甫<

唐史論斷自序>、宋紹興丁丑(二十七年，1157)張敦頤<唐史論斷後序

>、宋紹興二十七年(1157)<南劍州州學准轉運衙牒>、宋端平乙未(二

年，1235)黃準<唐史論斷跋>、清福慶<異域竹枝詞自序>、<明史許譽

卿本傳>、唐咸通六年(865)林慎思<伸蒙子自序>、宋林永<伸蒙子跋>、

宋林元復<伸蒙子跋>、明范欽<廣成子跋>、<藝海珠塵匏集目錄(二十

二種)>、<北郊配位尊西嚮議目錄>、<昏禮辨正目錄>、<大小宗通繹

目錄>、清乙酉()陳景雲<紀元要略序>、清甲戌()陳黃中<紀元要略補

序>、清乾隆四十六年(1781)俞思謙<海潮輯說自序>、明壬午(崇禎十

五年，1642)黃淳耀<吾師錄小引>、<吾師錄條目>、清康熙三十六年

(1697)張廷瓚<聰訓齋語跋>、清嘉慶元年(1796)徐朝俊<中星表自序>、

宋甲申(隆興二年，1164)吳枋<宜齋野乘自序>、乙巳中隱山房<東原錄

跋>、宋癸巳(乾道九年，1173)強行父<文錄跋>、<藝海珠塵土集目錄(二

十一種)>、清乾隆癸巳(三十八年，1773)<御製題乾坤鑿度詩>、<四庫

全書提要(易緯乾坤鑿度)>、<四庫全書提要(易緯是類謀)>、宋開禧三

年(1207)趙善湘<洪範統一原序>、宋趙善湘<洪範統一敘>、明壬戌(天

啟二年，1622)吳騏<恥言跋>、明陳藎<修慝餘編題辭>、清辛巳(康熙

四十年，1701)焦袁熹<潛虛解序>、清癸酉(乾隆十八年，1753)董潮<

東皐雜鈔自序>、清翟翬<聲調譜拾遺自序>、清翟翬<聲調譜拾遺論例

>、清雍正戊申(六年，1728)張庚<古詩十九首解序>、<藝海珠塵革集

目錄(二十一種)>、<四庫全書提要(易稽覽圖)>、清康熙丙辰(十五年，

1676)納蘭成德<詩說跋>、宋戴表元<左氏蒙求註序>、清乾隆丙子(二

十一年，1756)盧見曾<匡謬正俗序>、唐永徽二年(651)顏揚庭<(匡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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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進表>、唐永徽二年(651)< (匡謬正俗)勅旨>、宋紹興十三年(1143)

汪應辰<匡謬正俗序>、宋甲戌(紹興二十四年，1154)汪應辰<匡謬正俗

序>、<匡謬正俗目錄>、清乾隆五十七年(1792)趙翼<皇朝武功紀盛自

序>、清嘉慶十年(1805)吳鈞<社事始末跋>、清嘉慶丁卯(十二年，1807)

戴鴻<地理古鏡歌跋>、<蘇沈良方目錄>、<四庫全書提要(蘇沈良

方)>、宋沈括<蘇沈良方原序>、清陳鱣<貞蕤稾略序>、清嘉慶三年(1798)

吳騫<拜經樓詩話自序>、<藝海珠塵木集目錄(十九種)>、宋淳熙己亥

(六年，1179)程準<正易心法序>、宋崇寧三年(1104)李潛<正易心法後

序>、宋乾道元年(1165)戴師愈<正易心法後跋>、清陳金浩<松江衢歌

自序>、明天啟六年(1626)湯如望<遠鏡說自序>、唐天寶六年(747)張庭

芳<故中書令鄭國公李嶠雜詠百二十首序>、清乾隆十二年(1747)沈廷

芳<宗室恒仁墓誌銘>、清乾隆五十一

年(1786)宗室宜興<月山詩集跋>、清湯

自立<四繪軒詩鈔序>、清乾隆五十四

年(1789)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略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略目錄>、清乾

隆甲辰(四十九年，1784)周春<杜詩雙聲

疊韻譜括略記>。 

藏印：「易印漱平」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十

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2.1×15.4 公分。板心上方題

「藝海珠塵」，魚尾下題各書之書名(如

「易象意言」)及葉碼。 

各書首行上題叢書名「藝海珠

塵」，下題「○部○類」，次行題「南滙吳省蘭泉之輯」，三行題「浦

江戴殿泗東瞻校」，四行為各書之書名(如「易象意言」)。 

各集第一冊扉葉題「藝海珠塵○(如「金」、「石」、「絲」、「竹」、「匏」、

「土」、「革」、「木」)集」、「聽彝堂藏板」。 

按：一、《詩論》首葉三行題「錢塘蔡任莘畬校」。《春秋或辯》題「黃岡

宋治咸虛旃校」。《春秋三傳異同考》題「海寧陳懷在寬校」。《春

秋職官考略》卷一題「大興王綬介堂校」，卷二題「天津沈樂善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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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校」，卷三題「漢陽葉繼雯雲素校」。《春秋地官辨異》卷一題「三

韓奇豐額麗用校」，卷二題「淳安胡熙績玉階校」，卷三題「海鹽

朱瑞椿春伯校」。《春秋地官辨異》卷一題「萊陽趙未彤六滋校」，

卷二題「宜良嚴烺匡山校」，卷三題「新城洪燿鏡心校」。《中文孝

經》題「海寧吳壽照南輝校」。《孝經外傳》題「海寧吳衡照誠懸

校」。《箴膏肓》題「嘉興張廷濟汝霖校」。《讀書瑣記》題「雲夢

楊世英子千校」。《轉注古義考》題「慈谿葉燕載之校」。《官韻考

異》題「華亭夏璇淵珠田校」。《續方言》題「奉賢陳廷慶兆同校」。

《續方言補正》題「仁和許乃賡念颺校」。《七十二候考》題「奉

賢陳廷溥時可校」。《江漢叢談》卷一題「雲夢左瀶近光校」，卷二

題「善化蕭大本立夫校」。《說叩》題「南滙喬文璧星煥校」。《夾

漈遺稾》卷一題「錢塘吳荀龍雙有校」，卷二題「大興周學和琴德

校」，卷三題「繡水項熊泰占校」。《可儀堂文集》題「婁縣許元仲

紹南校」。《聲調譜》題「歙縣鮑勳茂樹堂校」。《談龍錄》題「仁

和文彬竹人校」。《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卷一題「金山王元宇士

昂校」，卷二題「仁和張巽佩三校」。《左傳職官》題「桐鄉葉之藩

价人校」。《左傳器物宮室》題「新寧陳人倬漢昭校」。《五經贊》

題「平湖張慶盛嵩三校」。《婦學》題「蘭山宋澍沛清校」。《天問

略》題「華亭夏璇淵珠田校」。《海國聞見錄并圖》題「通潞丁堦

升之校」。《備邊屯田車銃議》題「烏程章汝金佑人校」。《車銃圖

有引》題「華亭夏璇淵珠田校」。《倭情屯田議》題「德清車宸英

錫齡校」。《番社采風圖考》題「海鹽朱孫垣嬰玉校」。《維西見聞

紀》題「華亭馮大圭西文校」。《金川瑣記》卷一題「德清徐秉懿

模經校」，卷二題「慈谿葉燕載之校」，卷三題「蔚州孫縉紳泉校」，

卷四題「蘭谿柳兆勳書旂校」，卷五題「山陰陸煥炳南校」，卷六

題「餘姚陸達履定夫校」。《朝鮮志》卷上題「餘姚徐以垣維之校」，

卷下題「嘉興朱鬯錫芬校」。《至游子》卷上題「仁和王文然協華

校」，卷下題「嘉興張廷濟汝霖校」。《夢占逸旨》卷一題「華亭王

慶麟嗣祥校」，卷二題「應山胡之煜煥堂校」，卷三題「乾州胡啟

榮洗東校」，卷四題「雲夢程齊誥綬人校」，卷五題「平江黃德觀

省方校」，卷六題「天門別文榽東河校」，卷七題「沅陵李沆經述

六校」，卷八題「善化黃文炳虎占校」。《五總志》題「介休范重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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戟門校」。《孔氏談苑》卷一題「西安余本敦亦醇校」，卷二題「道

州何凌漢雲門校」，卷三題「蕭山何丙咸南羲校」，卷四題「鶴峰

部生榕南章校」，卷五題「歸安卞斌均也校」。《讀書偶見》題「婁

縣王朝恩笙龢校」。《學福齋雜著》題「南滙喬文垚翊傳校」。《岳

忠武王集》題「海鹽周蘭枝瀛三校」。《丁孝子詩集》卷一題「長

興張鱗紹渠校」，卷二題「仁和陳琨淮玉校」，卷三題「仁和許乃

濟作舟校」。《圭塘欸乃集》題「婁縣沈步垣在中校」。《刻燭集》

題「華亭張興鏞金冶校」。《鄭敷文書說》題「江寧秦承業補之校」。

《舜典補亡》題「崇明施鑾坡掖輝校」。《論語筆解》卷一題「德

清戚晟升如校」，卷二題「錢塘陳希濂秉衡校」。《論語絕句》題「嘉

興錢棫宜士校」。《孟子外書四篇》題「奉賢宋玉潤益孚校」。《駮

五經異義》題「歙縣洪梧桐生校」。《駮五經異義補遺》題「仁和

朱廷錫德垣校」。《駢字分箋》題「桐鄉蔡鑾揚言昌校」。《武宗外

紀》題「上海李丙曜友瞻校」。《勝朝彤史拾遺記》卷一題「江寧

胡鐘山音校」，卷二題「嘉興錢俊宅三校」，卷三題「江夏張大維

思益校」，卷四題「嘉定張式慎德華校」，卷五題「龍游徐崑玉山

校」，卷六題「仁和韓元章芾思校」。《蜀檮杌》卷上題「錢塘趙炘

景炎校」，卷下題「巴陵方功錦黼堂校」。《東南防守利便》卷上題

「奉賢金祖錫价藩校」，卷中題「奉賢施大勳震寰校」，卷下題「奉

賢吳祖泰裕傳校」。《炳燭偶鈔》題「仁和韓憲章柯亭校」。《讀史

論略》題「金山焦晉晝三校」。《異魚圖贊》題「南滙陳鴻書麟玉

校」。《龜經》題「東湖傅治定安校」。《古算器考》題「歙縣鮑士

貞固叔校」。《歷學疑問補》卷一題「奉賢陳廷慶兆同校」，卷二題

「繡水陳光鑾金士校」。《半村野人閒談》題「介休范重棨戟門校」。

《抱璞簡記》題「海寧吳衡照誠懸校」。《一椶居詩稿》卷上題「諸

暨蔣一經翼之校」，卷下題「上虞夏琳崙英校」。《春秋傳說例》題

「南滙周鈺庚西校」。《饗禮補亡》題「海寧吳衡照誠懸校」。《魯

齋述得》題「蒙古常英芝岩校」。《唐史論斷》卷上題「錢塘陸言

有章校」，卷中題「介休范重棨實夫校」，卷下題「奉賢吳祖泰裕

傳校」。《滇載記》題「南滙沈靜景嵋校」。《奉使俄羅斯行程錄》

題「新城洪燿鏡心校」。《外國竹枝詞》題「奉賢金祖錫价藩校」。

《異域竹枝詞》卷一題「黃岡宋治咸虛旃校」，卷二題「嘉定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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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德華校」，卷三題「蔚州孫縉紳泉校」。《海潮說》題「海寧朱應

垣為儀校」。《三垣疏稿》卷一題「華亭朱淇友篔校」，卷二題「華

亭姚椿春木校」，卷三題「宛平王培簡廷校」。《閩中海錯疏》三卷

皆題「上海喬洤玉繩校」。《伸蒙子》題「海寧陳鱣仲魚校」。《廣

成子解》、《二儀銘補注》題「上海李丙曜原名應坡友瞻校」。《歷

學答問》題「太湖趙文楷介山校」。《蘇氏演義》卷上題「黃梅帥

承瀛仙舟校」，卷下題「仁和梁祖恩眉子校」。《投甕隨筆》題「德

清車宸英錫齢校」。《風月堂雜識》題「海鹽朱孫垣勤仲校」。《學

圃餘力》題「象山馬遴書掄占校」。《王義士輞川詩鈔》卷一題「華

亭姜兆翀如三校」，卷二題「婁縣張璇華查山校」，卷三題「南滙

周鈺庚西校」，卷四題「婁縣張允垂升吉校」，卷五題「奉賢金祖

錫价藩校」，卷六題「上海沈光墀虞賡校」。《北郊配位尊西嚮議》

題「嘉興陳光鑾金土校」。《昏禮辨正》題「慈谿葉燕載之校」。《大

小宗通繹》題「華亭夏璇淵珠田校」。《四書索解》卷一題「介休

范重棨戟門校」，卷二題「上海李丙曜原名應坡友瞻校」，卷三題

「嘉興朱鬯錫芬校」，卷四題「慈谿葉燕又次校」。《紀元要略》卷

一題「嘉興朱鬯錫芬校」，卷二題「仁和張巽佩三校」。《紀元要略

補》題「仁和許乃濟作舟校」。《山海經補註》題「仁和沈敦禮畊

修校」。《海潮輯說》卷上題「海寧鍾式丹贊扆校」，卷下題「海寧

祝嘉禾長畝校」。《吾師錄》題「南滙金沭仁似山校」。《聰訓齋語》

卷上題「嘉興錢儀吉藹人校」，卷下題「海鹽蕭樹芳蕙初校」。《恒

產瑣言》題「奉賢朱玉藻原菽校」。《中星表》題「仁和朱廷錫德

垣校」。《木棉譜》題「奉賢吳祖泰裕傳校」。《宜齋野乘》題「奉

賢宋玉潤益孚校」。《東原錄》題「南滙金沐德培之校」。《文錄》

題「奉賢吳祖泰裕傳校」。《呵凍漫筆》卷上題「上海李丙曜原名

應坡友瞻校」，卷下題「介休范重棨實夫校」。《墨畬錢鏄》題「仁

和張巽佩三校」。《瓠里子筆談》題「奉賢陳祥熊渭男校」。《洗硯

新錄》題「繡水陳光鑾金士校」。《蓉塘記聞》題「平湖張慶盛嵩

三校」。《夏內史集》卷一題「奉賢陳廷慶兆同校」，卷二題「上海

李丙曜友瞻校」，卷三題「華亭姜兆翀如三校」，卷四題「華亭張

興鏞金冶校」，卷五題「婁縣張允垂升吉校」，卷六題「婁縣王朝

恩笙龢校」，卷七題「金山焦晉晝三校」，卷八題「奉賢吳祖泰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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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校」，卷九題「奉賢金祖錫价藩校」。《夏內史集附錄》題「奉賢

金萃階聚之校」。《易緯乾坤鑿度》卷上題「長白玉麟子振校」，卷

下題「太湖趙文楷介山校」。《易緯是類謀》題「道州何凌漢雲門

校」。《洪範統一》題「歸安姚文田秋農校」。《說學齋經說》題「霸

州吳邦慶景唐校」。《辨定嘉靖大禮議》卷一題「海鹽朱孫垣嬰玉

校」，卷二題「上海李丙曜原名應坡友瞻校」。《儒林譜》題「平湖

張慶盛嵩三校」。《雲間第宅志》題「南滙陳鴻書麟玉校」。《恥言》

卷一題「介休范重棨實夫校」，卷二題「奉賢宋玉詔鳳來校」。《修

慝餘編》題「奉賢宋三棨戟門校」。《太元解》題「丹陽賀維錦擷

雲校」。《潛虛解》題「丹陽賀維錦擷雲校」。《素履子》題「歙縣

鮑勳茂樹堂校」。《握奇經解》題「襄陽張楷翹若校」。《元女經》

題「湘潭徐晝堂錦裳校」。《肎綮錄》題「樂平汪守巽泉校」。《東

皐雜鈔》卷一題「仁和諸嘉樂令之校」，卷二題「武陵陳榮禮子實

校」，卷三題「沅江徐正琳器之校」。《茶餘客話》卷一題「仁和韓

文綺蔚林校」，卷二題「錢塘丁燾曙天校」，卷三題「仁和汪璐連

仲校」，卷四題「錢塘梁祖恩眉子校」，卷五題「善化唐鑑翁澤校」，

卷六題「衡山聶鏡敏泰澤校」，卷七題「武陵朱怡鎡書田校」，卷

八題「沅江徐正琳器之校」，卷九題「通道吳大恕近之校」，卷十

題「錢塘吳華希赤校」，卷十一題「仁和張光燾心宇校」，卷十二

題「邵陽譚鼇拔元校」。《古今風謠》題「鄞縣徐受荃楚香校」。《古

今諺》題「江陵劉士璋奉峩校」。《聲調譜拾遺》題「錢許翀凌飛

校」。《古詩十九首解》題「宛平周階平黼烈校」。《易稽覽圖》卷

上題「宛平陳雲起溶校」，卷下題「錢塘陸言有章校」。《詩說》題

「烏程章汝金佑人校」。《詩疑》題「新城洪燿鏡心校」。《左氏蒙

求註》題「婁縣許振贊勳校」。《匡謬正俗》卷一題「青浦胡勳堯

贊唐校」，卷二題「婁縣張長庚希白校」，卷三題「巴陵方功錦黼

堂校」，卷四題「通道吳大恕近之校」，卷五題「湘鄉張鉞黼文校」，

卷六題「寧遠楊登訓聽彝校」，卷七題「茶陵譚德潤汝膏校」，卷

八題「麻陽田錫齡會英校」。《皇朝武功紀盛》卷一題「錢塘陳文

述雲伯校」，卷二題「嘉興陳光鑾金士校」，卷三題「婁縣潘鏞洪

聲校」，卷四題「婁縣潘鑑虛堂校」。《山海經圖讚》題「閩縣陳壽

祺恭甫校」。《明洪武四年進士登科錄》題「上海陸慶循寶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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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事始末》題「奉賢戴元勳蔭田校」。《淞故述》題「攸縣賀鏊

仁望校」。《南華經傳釋》題「青浦顧仲宣召勳校」。《經天該》題

「介休范重棨實夫校」。《地理古鏡歌》題「奉賢戴元勳炎昭校」。

《翻卦挨星圖訣考著》題「奉賢陳祥熊渭男校」。《蘇沈良方》卷

一題「奉賢韓柟奕昌校」，卷二題「奉賢陳俊飭倫校」，卷三題「奉

賢陳堦阼東校」，卷四題「南滙陳鴻書麟玉校」，卷五題「南滙王

鼎桂廷華校」，卷六題「南匯金沐德培之校」，卷七題「南滙金沐

仁似山校」，卷八題「南滙王維謙建侯校」。《一草亭目科全書》題

「南滙金沐德培之校」。《雲仙散錄》題「金山王元宇士昂校」。《燕

魏雜記》題「南滙王惟謙建侯校」。《叩舷憑軾錄》題「婁縣王朝

恩笙龢校」。《交行摘稿》題「華亭姜兆翀如山校」。《貞蕤稾略》

題「海寧陳鱣仲魚校」。《拜經樓詩話》卷一題「仁和許乃賡念颺

校」，卷二題「石門蔡德淳士登校」，卷三題「海寧楊禮初勝私校」，

卷四題「仁和沈舒華雲程校」。《正易心法》題「江寧胡鐘山音校」。

《學校問》題「慈谿陳寶柟冉木校」。《郊社禘祫問》題「山陽毛

松齡子喬校」。《小國春秋》題「婁縣姚椿春木校」。《小兒語》題

「蕭山何丙咸南羲校」。《續小兒語》題「長興張鱗紹渠校」。《捕

蝗考》題「錢塘趙炘景炎校」。《滇南新語》題「蕭山何丙咸南羲

校」。《松江衢歌》題「南滙周鈺庚西校」。《淞南樂府》題「上海

沈靜景嵋校」。《遠鏡說》題「華亭徐朝俊冠千校」。《滇南憶舊錄》

題「烏程王耀辰拱如校」。《紀聽松菴竹鑪始末》題「仁和張巽惺

哉校」。《雜詠百二十首》兩卷皆題「嘉興陳光鑾金士校」。《月山

詩集》卷一題「烏程王耀辰拱如校」，卷二題「蘭谿陳澗南濱校」，

卷三題「仁和沈敦禮耕修校」，卷四題「仁和金繼武熾昌校」。《月

山詩話》題「仁和韓文綺蔚林校」。《鐮山草堂詩合鈔》卷上題「上

海李丙曜友瞻校」，卷下題「上海沈靜景嵋校」。《四繪軒詩鈔》題

「嘉興朱鬯雪君校」。《杜詩雙聲疊韻譜括略》卷一題「海寧吳衡

照誠懸校」，卷二上題「德清陳斌陶鄰校」，卷二下題「海寧吳衡

照誠懸校」，卷三題「大興徐松星伯校」，卷四題「會稽馬志爕漢

標校」，卷五、卷六題「錢唐陳文述雲伯校」，卷七題「仁和許乃

濟作舟校」，卷八上題「善化唐鑑翁澤校」。 

二、清程際盛《續方言補正》二卷之下卷板心書名題「校正續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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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說叩》葉二，《夏內史集附錄》葉七等有「拱」、「日增名紙」

硃色戳記。 

四、《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卷二末題「杜元凱釋例土地名今未見其

書據注分國寄示從子輩便記覽焉雍正乙巳(三年，1725)秋九月季

和父。」《左傳職官》卷末題「春秋列國官號甚雜今分輯之載注疏

之說與周官參校略可以見侯國之差錯焉雍正乙巳(三年，1725)冬

十月季和父。」《炳燭偶鈔》卷末題「男慶循寶森覆校」。《海潮說》

卷末題「嘉慶辛酉(六年，1801)孟冬周春自題」。《說學齋經說》

卷末題「外孫華亭顧德言誠之覆校」。《儒林譜》卷末題「元孫晉

晝三覆校」。《修慝餘編》卷末題「元孫廷溥時可、廷慶兆同覆校」。

《太元解》、《潛虛解》卷末題「元孫晉晝三覆校」。《拜經樓詩話》

卷一、卷三末題「男壽照南輝覆校」，卷二、卷四末題「姪衡照誠

懸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