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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申叔先生遺書七十四種附校勘記 (缺第十六冊中國民約精

義三卷) --存七十三冊  民國劉師培撰  錢玄同編  

錢玄同、崔希賢、鄭裕孚、趙羨漁、胡榮、仇元

壔、賈紹孟、楊為章、趙銘箴、黃復、彭作楨、李

泰棻、楊維章、曹振勛、黎錦熙、劉文典、張江

裁、吳德潤、楊樹達、張鴻來、田維藍、盧懷琦、

董敬修、張奉箴等校  民國二十五年寧武南氏校印

本         E05.6/7224 

附： <申叔先生遺像>、民國二十六年 (1937)錢玄同<劉

申叔先生遺書總目>、錢玄同<左盦年表>、錢玄同<

左盦著述繫年 >、陳鐘凡<劉先生行述>、劉富<亡姪

師培墓志銘>、尹炎武<劉師培外傳>(附民國二十五年

錢玄同按語)、民國二十五年蔡元培<劉君申叔事略

>、民國二十五年錢玄同<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劉

申叔君之文十首>、民國二十五年丁惟汾<劉申叔先

生遺書序>、張繼<劉申叔先生遺書序>、汪東<劉申

叔先生遺書序>、民國二十五年黎錦熙<劉申叔先生

遺書序>、民國二十六年錢玄同<劉申叔先生遺書序

>、民國二十八年錢秉雄<劉申叔先生遺書序後記>、民

國二十六年南桂馨<劉申叔先生遺書序>、<禮經舊說

目錄 >、民國二十三年邵瑞彭<禮經舊說題記>、民國

二十五年孫世揚沈延國<禮經舊說題記>、民國二十

六年錢玄同<禮經舊說後記>、<禮經舊說行款正誤

>、民國二年 (1913)劉師培<西漢周官師說考 >、民

國二十五年彭作楨 <周禮古注集疏序 >、 <周禮古注

集疏目錄 >、劉師培 <周禮古注集卷十二手稿>、民

國二十五年陳鐘凡<周禮古注集疏跋>、民國二十五

年鄭裕孚<周禮古注集疏跋>、民國二十六年錢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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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古經箋附記>、清宣統二年(1910)劉師<春秋左氏

傳時月日古例考序目>、民國元年劉師培<春秋左氏傳答

問>、<群經大義相通論 >、<群經大義相通論目錄 >、

<毛詩詞例舉要目錄 >、民國二十四年彭作楨<毛詩詞

例舉要跋>、<理學字義通釋>、<理學字義通釋目錄

>、<周末學術史序目錄 >、<兩漢學術發微論目錄

>、<漢宋學術異同論目錄 >、<南北學派不同論目錄

>、 <中國民族志序 >、 <中國民族志論本書大旨

>、 <中國民族志 >、 <攘書目錄 >、 <古政原論目錄

>、 <古政原始論目錄 >、 <古曆管窺後序 >、 <文說

序>、<文說目錄 >、<論文雜記序>、清宣統三年

(1911)劉師培<周書補正自序>、民國二年 (1913)劉

師培<周書補正跋>、<晏子春秋斠補自序>、宣統二

年 (1910)劉師培<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晏子春

秋篇目考>、<老子斠補序>、民國二年 (1913)劉師培

<莊子斠補序>、<荀子佚文輯補>、<荀子補釋序>、

<賈子新書斠補序>、鄭裕孚<賈子新書斠補後記>、

<賈子新書佚文輯補>、清宣統三年 (1911)劉師培<群

書治要引賈子新書校文記>、<春秋繁露斠補自序>、

<春秋繁露斠補校勘記>、<春秋繁露逸文輯補>、<

春秋繁露爵國篇斠補案語>、<法言逸文>、<楊子法

言校補校勘記>、清宣統二年 (1910)劉師培<白虎通

義斠補序>、<劉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清宣統二

年 (1910) <白虎通義闕文補訂序>、 <白虎通義闕文

補訂>、 <白虎通義闕文補訂校勘記>、 <白虎通義佚

文考>、民國二年 (1913)劉師培<白虎通義定本序>、

<白虎通義源流考校勘記>、清宣統三年 (1911)劉師

培<楚辭攷異題詞>、<楚辭攷異凡例 >、清宣統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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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劉師培<穆天子傳補釋序>、清光緒三十四

(1908)劉師培<琴操補釋序>、 <左盦集目錄 >、民國

二十六年錢玄同編<左盦外集目錄 >、<左盦外集卷一

目錄 >、<左盦外集卷二目錄 >、<左盦外集卷三目錄

>、<左盦外集卷四目錄 >、<左盦外集卷五目錄 >、<

左盦外集卷六目錄 >、民國二十六年錢玄同<論小學

與社會學之關係後記 >、 <左盦外集卷七目錄 >、 <

左盦外集卷八目錄>、<左盦外集卷九目錄>、<左盦

外集卷十目錄>、<左盦外集卷十一目錄>、<左盦外集

卷十二目錄 >、<左盦外集卷十三目錄 >、<左盦外集

卷十四目錄 >、民國二十六年錢玄同<黃帝紀年說後

記>、<左盦外集卷十五目錄 >、民國二十五年錢玄同

<心感論後記>、<左盦外集卷十六目錄 >、<左盦外

集卷十七目錄 >、<左盦外集卷十八目錄>、<左盦外

集卷十九目錄>、<左盦外集卷二十目錄>、<左盦詩錄

目錄>、民國二十五年錢玄同<左盦詩錄後記>、<左

盦詞錄目>、<讀書隨筆目錄 >、<讀書續筆目錄 >、<

左盦題跋目錄 >、<讀道藏記目錄>、清宣統二年

(1910)<讀道藏記序>、<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目錄

>、 <倫理教科書序例 >、 <倫理教科書第二冊弁言

>、 <經學教科書序例 >、<經學教科書第二冊弁言

>、<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序例 >、<中國文學教科

書第一冊目錄 >、<中國歷史教科書凡例>、<中國歷史

教科書第二冊序例>、<中國地理教科書凡例>、<中國

地理教科書序>、<中國地理教科書第二冊序例 >、<

中國地理教科書第二冊凡例>、<中國地理教科書第二

冊目錄>、民國二十五年劉師穎<劉申叔先生遺書跋>、

民國二十七年鄭裕孚<劉申叔先生遺書後序>、鄭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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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劉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  

  藏印：「東海大學」方型硃印、「方教授師鐸贈書」長條

戳印。  

  板式：粗黑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四

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4.4 ×11.5 公分。  

板心上題各書書名，魚尾下題「卷○」 (或無)及葉

碼。  

各書首行題各書書名 (左盦詩錄則上題各卷的書

名，下題「左盦詩錄○」)，次行題「儀徵劉師培申

叔」(或「儀徵劉光漢申叔」、「儀徵劉師培校定」)。  

1.「毛詩札記」、「春秋左氏傳傳注例略」、「荀子

詞例舉要」、「論文雜記」、「周書略說」、「中

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之末題「垣曲崔希賢校桂林

鄭裕孚校」。  

2.「禮經舊說攷略」卷一之末題「太谷趙羨漁校北平

胡榮校」。  

3.「禮經舊說喪服經傳第十一」之末題「歙縣吳承仕

檢齋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4.「逸禮考」、「荀子斠補」卷二之末題「曲沃仇元

紹樓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5.「西漢周官師說考」卷上、「讀道藏記」之末題「汾

城賈紹孟校桂林鄭裕孚校」。  

6.「周書補正」卷一、卷三，「莊子斠補」、「賈子

新書斠補」卷上之末題「汾城賈紹孟浩然校桂林

鄭裕孚友漁校」。  

7.「西漢周官師說考」卷下、「周末學術史序」、「兩

漢學術發微論」、「漢宋學術異同論」、「中國

民族志」、「荀子斠補」卷四、「楊子法言校補」、



 

 86

「楚辭攷異」、「讀書隨筆」、「中國地理教科

書」第二冊之末題「涿縣楊為章校桂林鄭裕孚

校」。  

8.「讀左劄記」卷之末題「吳興錢玄同疑古校桂林鄭

裕孚友漁校」。  

9.「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例考」、詩詞例舉要 (略

本)」、「古書疑義舉例補」、「南北學派不同

論」、「古政原始論」、「周書補正卷五」、「墨

子拾補」卷上及卷下，「荀子斠補」卷一、「賈

子新書斠補」卷下、「法言補釋」、「白虎通義

定本」卷一至卷三、「周書王會篇補釋」、「左

盦集」卷五至卷八、「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之

末題「桂林鄭裕孚校」。  

10.「春秋繁露斠補」卷上、卷中、卷下，「春秋繁

露逸文輯補」之末題「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11.「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傳例解略」、

「小學發微補」、「爾雅蟲名今釋」、「荀子補

釋」、「群書治要引賈子新書校文」、「倫理教

科書」第一冊之末題「太谷趙銘箴校桂林鄭裕孚

校」。  

12.「春秋左氏傳古例詮微」之末題「吳興錢玄同校

桂林鄭裕孚校」。  

13.「春秋左氏傳例略」卷末附鄭裕孚<校記>、「群

經大義相通論」、「中國歷史教科書」第一冊之

末題「吳江黃復婁生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14.「毛詩詞例舉要 (詳本)」之末題「開縣彭作楨校」。  

15.「理學字義通釋」之末題「太谷趙羨漁校桂林鄭

裕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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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老子斠補」、「白虎通義斠補」卷下、「白虎

通義闕文補訂」、「琴操補釋」、「中國歷史教

科書」第二冊上之末題「太谷趙銘箴羨漁校桂林

鄭裕孚友漁校」。  

17.「國學發微」、「管子斠補」之末題「陽原李泰

棻校桂林鄭裕孚校」。  

18.「文說」、「穆天子傳補釋」、「中國歷史教科

書」第二冊下之末題「涿縣楊為章漢雲校桂林鄭

裕孚友漁校」。  

19.「周書補正」卷二、「晏子春秋補釋」、「白虎

通義斠補」卷上、「白虎通德論補釋」、「左盦

集」卷二之末題「安新曹振勛致堯校桂林鄭裕孚

友漁校」。  

20.「周書補正」卷四之末題「湘潭黎錦熙劭西校桂

林鄭裕孚友漁校」。  

21.「周書補正」卷六之末題「弟子劉文典校字桂林

鄭裕孚同校」。  

22.「晏子春秋斠補定本」卷六之末題「東筦張江裁

次溪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23.「晏子春秋校補」卷上及卷下、「左盦集」卷一

之末題「岳陽吳德潤曉芝校桂林鄭裕孚友漁

校」。  

24.「荀子斠補」卷三之末題「長沙楊樹達遇夫校桂

林鄭裕孚友漁校」。  

25.「白虎通義源流考」、「經學教科書」第一冊之

末題「垣曲崔希賢子良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26.「韓非子斠補」卷之末題「安新曹振勛校桂林鄭

裕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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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左盦集」卷三之末題「天津張鴻來少元校桂林

鄭裕孚友漁校」。  

28.「左盦集」卷四之末題「天津張鴻來校」。  

29.「讀書續筆」卷之末題「新城田維藍校北平胡榮

校」。  

30.「左盦題跋」卷之末題「吳興錢玄同校」。  

31.「倫理教科書」第二冊之末題「城固廬懷琦伯瑋

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32.「經學教科書」第二冊之末題「太谷董敬修鳳五

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33.「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之末題「錢玄同疑古

校」。  

34.「中國地理教科書」第一冊之末題「豐縣張奉箴

伯銘校桂林鄭裕孚友漁校」。  

扉葉題「劉申叔先生遺書蔡元培題」，牌記題「中

華民國廿三年 (1934)寧武南氏校印廿五年印成」。  

  按：一、七十四種書名如下：尚書源流考、毛詩札記、

禮經舊說十七卷又補遺一卷、逸禮考、西漢周

官師說考二卷、周禮古注集疏存十三卷、春秋

古經箋存三卷附春秋古經舊注疏證零稿、讀左

劄記、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例考、春秋左氏傳

答問、春秋左氏傳古例詮微、春秋左氏傳傳例

解略、春秋左氏傳傳注例略、春秋左氏傳例

略、群經大義相通論、毛詩詞例舉要詳本、毛

詩詞例舉要略本、荀子詞例舉要、古書疑義舉

例、小學發微補、爾雅蟲名今釋、理學字義

通、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兩漢學術發微

論、漢宋學術異同論、南北學派不同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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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約精義三卷、中國民族志、攘書、古政原

論、古政原始論、古曆管窺二卷、文說、論文

雜記、周書補正、周書略說、管子斠補、晏子

春秋斠補定本、晏子春秋斠補二卷附晏子春秋

佚文輯補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晏子春秋補

釋、老子斠補、莊子斠補、墨子拾補二卷、荀

子斠補四卷附荀子佚文輯補、荀子補釋、賈子

新書斠補二卷附賈子新書佚文輯補群書治要引

賈子新書校文、春秋繁露斠補三卷附春秋繁露佚

文輯補、楊子法言斠補附法言佚文、法言補

釋、白虎通義斠補二卷附白虎通義闕文補訂、

白虎通義定本存三卷、白虎通義源流考、白虎

通德論補釋、楚辭考異、周書王會篇補釋、穆

天子傳補釋、韓非子斠補、琴操補釋、左盦集

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詩錄四卷、左盦

詞錄、讀書隨筆、讀書續筆、左盦題跋、讀道

藏記、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倫理教科書二

冊、經學教科書二冊、中國文學教科書二冊、

中國歷史教科書二冊、中國地理教科書二冊、

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二、「禮經舊說」之卷一題「禮經舊說攷略」，板心

所題亦同。  

(謝鶯興、陳玉玲、陳慧倫合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