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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附書影 

陳惠美 ∗、謝鶯興 ∗∗ 

子部．儒家類 C01 

《荀子》二十卷十冊，唐楊倞註，明世德堂刊本，C01.1(a1)/(l)4620 

附：唐元和十三年(818)楊倞<荀子序>、<荀子新目錄>。 

藏印：「□□□」長型硃印。 

板式：雙欄，單白魚尾。半葉八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十七字。板

框 14.0×20.4。板心上題「世德堂

刊」，魚尾下題「荀子卷○」及葉

碼，卷一葉一之板心下方題「宅」，

卷一葉十五之板心下方題「鉦」，

卷七葉十四之板心下方題「儒」，

卷九葉十四之板心下方題「又」，

卷十葉四之板心下方題「中」，卷

十葉十三之板心下方題「王」，卷

十一葉十八之板心下方題「周

齊」，卷十六葉一之板心下方題

「受」，卷十六葉八題「方」，卷十

八葉十八之板心下方題「六」。 

各卷首行題「荀子卷第○」，

次行題「唐大理評事楊倞註」，三

行為篇名，卷末題「荀子卷第

○」，卷二十末題「纂圖互註荀子

卷第二十」。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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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是書僅板心上方題「世德堂刊」，未見其它牌記或序跋證明其刊刻時

間，加上卷二十之末葉題「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二十」，有進一步比對

的需要，先記之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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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二十卷八冊，唐楊倞註，不知撰者評，明刊本，C01.1(a1)/ 

(l)4620-01 

附：唐元和十三年(818)楊倞<序>、<荀子目錄>。 

藏印：無。 

板式：四邊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字。

板框 14.1×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荀子」，魚尾下題「卷之○」及葉

碼。 

各卷首行題「荀子卷

之○」，次行題「唐大理

評事楊倞註」，三行為篇

名，卷末題「荀子卷之○

終」。 

按：1.書頁部分損毀部份已用

墨筆填補字句，前序缺

首頁，卷二十缺末頁，

書眉有批語。 

2.是書無牌記或其它序跋

佐證其刊刻時代，觀其

紙張、字體及用墨，或

如舊錄題「明刊本」，

餘時代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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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二程全書》五十一卷附《文集拾遺》一卷十二冊，宋程灝、程頤撰，

宋朱熹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程湛、程福亮重訂本，

C01.2/(r)2661 

附：清康熙二十五年(1686)程湛、程福亮<進書表>、宋朱熹<二程全書序>、

<目錄>、宋朱熹<程書二十五卷序>、宋乾道癸巳(九年，1173)朱熹<

外書語錄十二卷序>、宋乾道四年(1168)朱熹<明道先生文集四卷附錄

一卷序>、不知撰者<伊川先生文集七卷序>、<太中公像及贊>、<明道

像及贊>、<伊川像>。 

藏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長型藍戳，「觀主廬」長型硃印、「復觀藏書」

方型藍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

板框 14.5×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程書」，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卷○」，卷一之次行題「二先生語錄」。 

扉葉橫題「康熙二十五年

(1686)鐫」，右題「禮部尚書湯潛

菴先生校正」，左題「程子廿二代

孫兵部武庫司郎中程湛」、「陝西掛

印總兵程福亮」、「河南永寧人重訂

梓」，中間書名大字題「二程先生

全書」。 

按：1.是書收：(1)程書(二先生語錄)十

卷，(2)明道先生語錄四卷，(3)伊

川先生語錄十一卷，(4)外書(語錄)

十二卷，(5)明道先生文集四卷附

錄一卷，(6)伊川先生文集七卷。 

2.書中間見硃律圈點，墨筆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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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附卷首一卷目錄三卷二十冊，明丘濬撰，明

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C01.21/(p)7231-2 

附：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序>、明嘉靖己未(三十八年，1559)宗臣<重刊大學

衍義合補序>、明弘治元年(1488)周洪謨等<進呈書籍文>、明成化二十

三年(1487)丘濬<進大學衍義補表>、<刻大學衍義補人名表>、<大學衍

義補目錄>(末題：「右舊本目錄三卷書坊刪定為一卷今從之」)、明萬

曆乙巳年(三十三年，1605)朱錦<刻大學衍義補跋>。 

藏印：無。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

板框 15.1×20.6 公分。板心上方題「衍義補」，魚尾下題「卷○」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字數(間見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大學衍義補

卷第○」，次行題各篇的篇目，

卷末題「大學衍義補卷第○

終」。 

按：1.明弘治元年(1488)周洪謨等<進

呈書籍文>末署：周洪謨、倪

岳、張悅、王沂、王 皐、丁 鍊 、

程恩等官銜。 

2.<重刊大學衍義補官銜表>題

「欽差巡按直隸監察御史喬

應甲重刊」，「朱錦」、「王一

之」、「姚善」、「孫謀」、「吳一

栻」、「龐一德」、「邢松齡」、「王

莞」、「唐序」、「曾一唯」、「張

文輝」、「馬銑」、「瞿來化」同

校。 

3.刻工有：趙龍、呂仁、楊桂、尚文、錢揚(見卷四十四)，商祿、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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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畢章、舒光(卷四十五)，商祿、張忠(卷四十七)，畢章、舒光(卷

一百八)，張刊(卷一百二十九及一百三十)。 

4.朱錦<刻大學衍義補跋>云：「書成以獻孝宗皇帝，詔列之寓內學宮

而薦申先生雅能言之。今上萬曆乙巳御史郇陽喬公出按兩淮鹽政，

偶商及是書，以閩刻漫漶，檄下部翻梓之，以便都人士誦習，俾知

學之有本末內外不可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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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魯齋心法》不分卷一冊，元許衡撰，明韓士奇校刊，日本元祿四年

(1691，清康熙三十年)林九兵衛刊本，C01.21/(p)7231 

附：明嘉靖元年(1522)韓士奇<魯齋心法敘>、日本元祿四年(1691，清康熙

三十年 )伊藤維楨<刻魯齋心法敘>、<

魯齋心法附錄>。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

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4.3×19.4

公分。魚尾下題「魯齋心法」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許魯齋先生心

法」，次行破格題「賜進士知懷慶府

事洪洞後學韓士奇校刊」，卷末題

「魯齋許先生心法終」，書眉間見訂

補。 

書籤題「魯齋先生心法  全」，

書末牌記依序題「元祿四年(1691， 

清康熙三十年 )辛未八月之吉」、「京

東洞院通夷川上町」、「林九兵衛壽

梓」。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據伊藤維楨<序>云係

就其所藏朝鮮本謄寫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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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朱子學的》二卷二冊，明丘濬輯，日本石菴鵜信之訓點，日本承應

二年(1653，清順治十年)刊本，C01.21/(p)8031 

附：<朱子小影>、<道統相傳之圖>、明天順癸未(七年，1463)丘濬<識語>。 

藏印：「山村氏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大黑口，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八行，行十六字。板框 13.0×19.6

公分。上魚尾下題書名「學的

○」，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學的

○」，下題「丘濬輯」，次行為

篇名，卷末題「學的○終」。 

書末牌記題「承應二年

(1653，清順治十年 )歲舍癸巳

夏六月」、「雒汭晚學石菴鵜信

之訓點」、「銅駝坊書林村上平

樂寺刊」。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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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今學變》三卷三冊，日本伊藤長胤撰，日本天保十四年(1843，

清道光二十三年)浪華書林群玉堂刊本，C01.21/(q1)2747 

附：日本享保壬寅年(七年，1722，清康熙六十一年 )伊藤長胤<古今學變序

>、<古今學變目錄>、日本延享元年(1744，清乾隆九年 )奧田士亨<古

今學變後序>。 

藏印：「上野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3.7×18.5

公分。板心上方題「古今學變」，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

方題「慥慥齊集」。 

各卷首行題「古今學變

卷之○」，次行題「伊藤長胤

著」，三行為篇名，卷末題「古

今學變卷之○畢」，書眉間見

批語。 

扉葉右題「伊藤東涯先

生著」，左題「浪華書林  群

玉堂梓」，中間書名題「校正

補刻古今學變全三冊」。 

書末牌記由右至左依

序題「寬延三年(1750，清乾

隆十五年 )庚午新刻」、「天保

十四年(1843，清道光二十三

年 )癸卯求板」、「心齋橋筋博

勞町北西角」、「浪華書林  河內屋茂兵衛發」，次頁題「京拯通本能

寺前」、「洛陽書肆  婆之物四郎」。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是書舊錄為「日本享保四年(1719，清康熙五十八年 )群玉堂刊本」，

然奧田士亨<古今學變後序>署「延享元年(1744，清乾隆九年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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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此書之成，亨時侍左右，實蒙提命手自謄寫，於今餘二十年

矣。……辛酉(寬享六年，1741，清乾隆六年 )之歲，小子請暇寓于

古義堂，將謀挍讎上梓，既而限滿歸府。……今茲甲子(延享元年，

1744，清乾隆九年 )又來于塾，與蘭嵎先生校閱一遍，命諸剞劂氏，

以公于世。」版牌記題「寬延三年(1750，清乾隆十五年 )庚午新刻」、

「天保十四年(1843，清道光二十三年 )癸卯求板」，故據以定為「日

本天保十四年(1843，清道光二十三年 )浪華書林群玉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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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流史學鈔》二十卷十二冊，清張沐撰，清王渭參證，清侯重嘉校閱，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敦臨堂刊本，C01.22/1(q1)134 

附：清康熙三十三年(1694)顧汧<游梁書院講語序>、清康熙甲戌(三十三

年，1694)黃與堅<序>、清康熙三十四年(1695)孫士傑<溯流史學鈔序

>、清康熙三十三年(1694)侯重喜<溯流史學鈔序>、清張沐<溯流史學

鈔說>、<溯流史學鈔目>、清康熙三十三年(1694)管竭忠<弁言>、<遊

梁書院學規>、<遊梁講話書後>。 

藏印：無。 

板式：雙欄，粗黑口，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3.1×18.1 公

分。魚尾下題「卷之○」、各卷收錄之書名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溯流史學

鈔卷之○」，次行與三行中間上

題「上蔡張沐起菴著」，次行下

題「武進王渭允清參証」(卷十

七至卷十九題「仁和丁灦勗菴參

証」)，三行下題「商丘侯重喜

孝思校閱」。 

扉葉橫題「康熙甲戌(三十

三年，1694)歲鐫」，右題「上蔡

張仲誠先生語錄」，左題「敦臨

堂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溯

流史學鈔」。 

按：1.卷一至卷四「敦臨堂錄」，卷五

「關中錄」，卷六至卷八「崇談

錄」，卷九至卷十「鈞談錄」，

卷十一「燕邸錄」，卷十二「蜀

中錄」，卷十三至卷十八「天中

錄」，卷十九「昏、處女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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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禮、祭禮、廬墓」，卷二十「遊梁講語」。 

2.書中間見硃筆句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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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是先生弟子記》一卷附清胡銓《經筵玉音問答》一卷一冊，宋劉敞

撰，《知不足齋叢書》第二集，清同治十年(1871)重刊歙縣鮑氏

知不足齋刊本，C01.23/(n)7298 

附：<知不足齋叢書第二集目錄>、宋乾道八年(1172)謝諤<跋>、宋乾道壬

辰(八年，1172)江溥<跋>、宋淳熙元年(1174)玉牒不黯<跋>、清乾隆乙

未(四十年，1775)鮑廷博<跋>、<附錄(晁公武邵齋讀書志及趙希弁讀

書附志)>、宋淳熙丁酉(四年，1177)七夕胡銓<跋>、宋淳熙丁酉(四年，

1177)中元日胡銓<跋>。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細黑口，無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一字。板框 10.0×12.3 公分。板心中間題「公是弟子記」，板心

下方題「知不足齋叢書」。葉七至

八、十三至十四、二十五至三十二、

四十三至四十八、五十四至五十五

及「經筵玉音問答」葉三至九等葉

板心下方之左側加題「同治辛未(十

年，1871)重刊」。 

卷之首行題「公是先生弟子

記」，卷末題「公是先生弟子記完」。 

扉葉右題「第二集」，中間大字

題「知不足齋叢書」，左題「長塘鮑

氏開雕」。 

按：舊題「清乾隆間鮑氏知不足齋刊

本」，依書中板心下方所題「同治辛

未(十年，1871)重刊」，改題為「清

同治十年重刊鮑氏知不足齋刊本」。 



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14

○和《辨名》不分卷一冊，日本物茂卿撰，日本寬政元年(1789，清乾隆

五十四年)東都野田七兵衛刊本，C01.23/(q1)2742-1 

附：<辨名目錄>。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5.5×20.8

公分。魚尾下題「辨名○」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辨名

○」，次行題「日本物茂卿

著」，卷末題「辨名○」。 

書末牌記依序題「寬政

元年(1789，清乾隆五十四年 )

己酉仲冬」、「東都日本橋南

二丁目」、「書肆  野田七兵

衛板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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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辨道》不分卷一冊，日本物茂卿撰，日本寬政元年(1789，清乾隆

五十四年)東都野田七兵衛據享保二年(1717，清康熙五十六年)

本刊行，C01.23/(q1)2742 

附：無。 

藏印：「上野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

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8.4×

20.4 公分。魚尾下題「辨道」及

葉碼。 

卷之首行題「辨道」，次行

題「日本物茂卿著」，卷末題「享

保丁酉(二年，1717，清康熙五

十六年 )秋七月望」「物茂卿」。 

按：書眉間見墨筆音釋。是書未見序

跋，亦無牌記，惟卷末題「享保

丁酉(二年，1717，清康熙五十

六年 )秋七月望」，然館藏《辨名》

亦物茂卿之作，書末牌記題「寬政元

年(1789，清乾隆五十四年 )己酉仲

冬」，核此二者之紙張及墨色完全相

同，故暫據此著錄為「日本寬政元年

(1789，清乾隆五十四年 )東都野田七兵

衛據享保二年(1717，清康熙五十六年 )

本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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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四卷附《程氏家塾讀書分年日程綱領》一卷

二冊，元程端禮編，自在軒鈔本，C01.31/(o3)2603 

附：元延祐二年(1315)程端禮<讀書分年日

程序>、<元史儒學傳>、清康熙己巳

年(二十八年，1689)陸隴其<題記>。 

藏印：「易印漱平」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白 口，雙魚 尾。半葉九 行 ，

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

字。板框 13.3×18.6 公分。板心下方

題「自在軒」。 

各卷首行題「程氏家塾讀書分

年日程卷○」，卷四末題「元統三年

(1335)十一月朔程端禮書於甬東之

思勉齋」、「程氏家塾讀書分年日程

卷四終」、「康熙己巳(二十八年，1689)

孟陬當湖陸氏較刊」。 

扉葉右題「丙申子月鈔」，左

題「菉竹主人學」，中間書名大字題「程

氏家塾讀書分年日程」。 

按：是書據「康熙己巳(二十八年，1689)孟

陬當湖陸氏較刊」本抄錄，間見訂補，

惟扉葉所題「丙申子月鈔」，未詳載何

朝之「丙申」，暫錄之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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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性理綜要》二十二卷十四冊，明詹淮纂輯，明陳仁錫訂正，明崇禎

五年(1632)陳仁錫評校本，C01.32/(p)2730 

附：明詹淮<性理序>，<性理綜要譚藪>，<性理綜要凡例>，<先儒姓氏>，

<集修姓氏>，明永樂十三年(1415)胡廣等<進書表>，明永樂十三年<

成祖文皇帝御製性理序>，明崇禎五年(1632)陳仁錫<性理序>、李廷

機<序>、朱從古<序>、<性理綜要總目>、<性理綜要卷一目錄>、<性

理綜要卷二目錄>、<性理綜要卷三目錄>、<性理綜要卷四目錄>、<

性理綜要卷五目錄>、<性理綜要卷六目錄>、<性理綜要卷七目錄>、

<性理綜要卷八目錄>、<性理綜要卷九目錄>、<性理綜要卷十目錄>、

<性理綜要卷十一目錄>、<性理綜要卷十二目錄>、<性理綜要卷十三

目錄>、<性理綜要卷十四目錄>、<性理綜要卷十五目錄>、<性理綜

要卷十六目錄>、<性理綜要卷十七目錄>、<性理綜要卷十八目錄>、

<性理綜要卷十九目錄>、<性理綜要卷二十目錄>、<性理綜要卷二十

一目錄>、<性理綜要卷二十二目錄>。 

藏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長型藍戳、「壯

學堂」長型硃印，「復觀藏書」方型藍

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十九

字；小字雙行，行十九字。板框 14.4×

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性理綜要」，

魚尾下題「卷○」、篇名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字數。 

各卷首行題「性理標題綜要卷之

○」，卷一之次行題「新安詹淮纂輯」，

三行題「古吳陳仁錫訂正」，卷末題「性

理標題綜要卷之○終」。 

按：書眉間刻有評語，書中間見墨筆、硃

筆兩色圈點及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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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明四先生語錄》八卷一冊，明周汝登、耿定向、凌琯等纂輯，明

陶望齡、吳勉學、錢中選等校，日本慶安五年(1652，清順治九

年)刊本，C01.32/(p)7731 

附：明萬曆癸卯(三十一年，1603)吳勉學<合刻宋明四先生語錄>、明嘉靖

丙寅(四十五年，1566)耿定向<題象山先生語錄>、明凌琯<薛文清公讀

書錄抄序>、明嘉靖丁酉(十六年，1537)薛侃<陽明先生則言序>。 

藏印：「山」圓型硃印、「溫故文庫」、「無適藏書」、「京緇庵瀧川氏圖書記」

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陽明先生則言」無魚尾 )，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行(「陽

明先生則言」為九行 )，行二十字。板框 13.3×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

書名(如「朱子語錄」、「象山語錄」、「讀書錄抄」、「則言○」 )，魚尾

下為卷次(「朱子語錄」無卷次，「陽明先生則言」無魚尾 )及葉碼。 

「朱子語錄」卷之首行題

「朱子語錄」，次行題「海門周

汝登纂」，三行題「明  會稽陶

望齡」，四行題「新安吳勉學

校」，卷末題「終」。 

「象山語錄」上卷之首行

題「象山先生語錄卷之上」，次

行題「明天台  耿定向編輯」，

三行題「新安  吳勉學校梓」，

卷末「象山先生語錄卷○終」。 

「讀書錄抄」卷之首行題

「薛文清公讀書錄抄」，次行題

「新安凌琯  抄輯」，三行題

「吳勉學  校正」，卷末題「薛

文清公讀書錄抄(下卷終 )」。 

「陽明先生則言」卷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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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題「陽明先生則言○」，次行題「吳興錢中選佼正」，卷末題「陽

明先生則言○終」。 

書末牌記題「慶安五壬辰

(1652，清順治九年 )夷則吉旦」。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收：《朱子語錄》、《象山語錄》、《薛

文清讀書錄抄》、《陽明先生則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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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學紀聞集證》二十卷六冊，宋王應麟撰，清萬希槐集證，清屠繼序

校補，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刊本，C01.5/(n)1000 

附：清嘉慶十二年(1807)陳嵩慶<序>、清陳運鎮<敘>、清嘉慶十八年(1813)

仲振履<序>、元泰定二年(1325)袁桷<序>、清乾隆壬戌(七年，1742)

全祖望<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困學紀聞二十卷>、元至治二年(1322)

牟應龍<序>、<校訂困學紀聞集證目錄>。 

藏印：「內田氏圖書記」長型硃印、「遠湖圖書」方型硃印、「濱松小書巢

內田旭圖書」長型硃印、「明治三十年(1897，清光緒二十三年)八月由

熊本歸誤落行李於海此本為所浸濕者」長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三十

二字。板框 13.5×18.2 公分。板心上方題「困學紀聞五箋集證」，魚尾

下題「卷○上(或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校訂困學紀聞

集證卷之○上(或下)」，次行依序

題「浚儀王應麟伯厚」、「潛邱閻

氏」、「謝山全氏」、「易田程氏」、

「義門何氏」、「樸山方氏」、「蔚

亭萬氏」、「辛楣錢氏」(卷一下

以降未見)、「四明屠繼序仝較

補」(卷一下以降無「仝」字)，

卷末題「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

○上(或下)終」。 

扉葉橫題「嘉慶己卯年(二

十四年，1819)春季新鐫」，右題

「何義門」、「方樸山」、「閻潛

邱」、「程易田」、「全謝山」、「錢

辛楣」、「箋本」、「翻□必究」，

左題「萬希槐蔚亭氏輯集證校本附」，中間書名題「困學紀聞集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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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山壽齋胡氏藏板」。 

按：1.書中間見硃筆句讀。書眉刻有註語。 

2.陳運鎮<敘>云：「南城胡香海先生，海內名

進士也。早歲解組，嗜書成癖。獨謂茲書

便於來學，取萬氏本重鋟梓以行世，不復

論難恐聚訟也，不加採錄厭贅說也。」 

3.仲振履<序>云：「香海胡司馬嘗客揚州，與

家孟雲磵、暨陳澧塘、劉芙初交最久，時

予以授徒里巷，耳其名，讀其詩，而未獲

一覩其面，迄今十餘年，恒悵悵也。今春

晉省垣晤鄧灼亭，談及香海，始知方流寓

穗城。……既出《困學紀聞》見贈，並屬序于予，蓋板藏香海處也。」 

4.全祖望<序>云：「深寧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不可得見。……而碎

金所萃，則為《困學紀聞》，顧其援引

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來歷。太原閻

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學

士義門文補之。斯二箋者，世宗憲皇

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年祁

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間采何說以附

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

之津梁也。……歲在辛酉(乾隆六年，

1741)，予客江都，寓寮無事，取二本

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

說，其未及攷索者補之，而駮正其紕

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廬

見之嗟賞，以為在二家之上。」 

5.舊錄「清嘉慶八年(1803)刊本」，今據扉葉所題，改為「清嘉慶二十

四年(1819)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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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錄》三十二卷十二冊，清顧炎武撰，清遂初堂刊本，C01.5/ 

(q1)3191 

附：清康熙乙亥年(三十四年，1695)潘耒<日知錄序>、<日知錄目錄>。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15.1×19.8 公分。板心上方題「日知錄」，魚尾下題「卷之

○」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日知錄卷

之○」，次行題篇名，卷末題「日

知錄卷之○」。 

扉葉右題「顧寧人先生

著」、左題「遂初堂藏板」，中

間書名題「日知錄」。 

按：1.書中間見硃筆圈點。 

2.卷十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

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

辜月己酉讀檢齋記」，卷十一

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

(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月

二十四日讀檢齋記」，卷十二

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

(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月

二十四日讀檢齋記」，卷十四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

十三年，1897)辜月二十六日讀檢齋記」，卷十五末葉硃筆題「光緒

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月二十九日讀檢齋記」，卷十六

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月二十九日

讀檢齋記」，卷十七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

1897)辜月晦日讀檢齋記」，卷十八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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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十三年，1897)涂月朔二日讀檢齋記」，卷十九末葉墨筆題「光

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涂月三日讀檢齋記」，卷二十末

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涂月四日讀檢齋

記」，卷二十一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

涂月四日讀檢齋記」，卷二十二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

二十三年，1897)涂月六七日讀檢齋記」，卷二十四至卷二十六末葉

硃筆題「光緒著雍閹茂

(戊戌，二十四年，1898)

陬月二十六日讀檢齋

記」，卷二十八至卷三

十末葉硃筆題「光緒著

雍閹茂(戊戌，二十四

年，1898)陬月二十九日

讀檢齋記」。 

3.舊題「清康熙十四年

(1675)刊本」，然牌記僅

題「遂初堂藏板」，潘

耒序又撰於康熙三十

四年(1695)，不知舊錄

何據，暫據牌記改題為

「清遂初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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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日抄》九十七卷二十四冊，宋黃震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

刊本，C01.5/(n)4410 

附：元至元三年(1337)沈逵<黃氏日抄序>、清乾隆三十二年(1767)沈起元<

重刻黃氏日抄序>、<慈溪黃氏日抄分類目錄>、清乾隆三十二年(1767)

汪佩鍔<跋>。 

藏印：「震澤楊氏圖書」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雙魚尾。半葉十四行，行二十六字；小字雙行，行二十六字。

板框 13.2×19.0 公分，板心上方題「黃氏日抄」，上魚尾下題所讀各書

之書名及卷次，下魚尾

下題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慈

溪黃氏日抄分類卷之

○」，卷一之次行題「慈

溪黃震東發編輯」，卷

末題「慈溪黃氏日抄分

類卷之○終」。 

扉葉右題「宋板較

刻」，中間書名題「黃

氏日抄」。 

按：1.沈起元<序>云：「遺書

百卷，刻于至元三年

(1337)沈氏，年遠板

失，原本多舛訛，讀

者苦之。新安汪君岱

光廣購諸本，校讎二

載，重付剞劂，索序

于余。」 

2.卷三十二之葉十四的後半葉空白，應是所據之底本破損所致。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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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之葉二，板心題「二至四」，未見第三及第四葉；葉八之板心

題「八至十」，未見第九及第十葉。卷八十八之葉十四存前六行，

餘空白。卷八十八之葉二十下半葉題「八十九卷源無文字」。卷九

十一之葉二十一下半葉末題「九十二原無」。 

3.汪佩鍔<跋>云：「南宋黃東發先生《日抄》九十七卷，梓行於至元

三年(1337)公孫禮之。年久毀廢，今所存者有明正德間龔氏書林重

刊而已。然僅存什一於千伯，士大夫爭贈傳鈔，卷帙既繁，舛譌不

少，考古者以為憾。余家先世藏書數千卷，家君復廣搜重購，而是

書始歸插架。嘗手示佩鍔等曰：黃先生之學為濂洛關閩五子之功

臣，志於道者每以是為津筏，弟亥豕魯魚，坊本不無疎略，承訛襲

謬，漸至漫漶而不可讀。汝曹其致意焉。佩鍔受而識之，復訪求善

本，鍵戶讎校如是數載，缺者補而訛者正，至於脫字傳疑一仍其舊，

不敢傅會穿鑿，以志慎也。繕寫既成，開卷了然，家君讀而 喜 曰 ：

是宜急為重雕以公當世之好古者

矣。佩鍔輙付之剞劂氏第。昔人云

校書如掃落葉，茲刻也或不免尚有

訛謬，則望識者諒之爾。」 

4.汪佩鍔<跋>與《黃氏日抄紀要》

所附之<跋>完全相同，適足以證明

二書皆為「汪氏芸暉閣刊本」，惟

《黃氏日抄》扉葉題「宋板較刻」

而不題「芸暉閣藏板」，幸得《黃

氏日抄紀要》，得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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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日抄紀要》十九卷八冊，宋黃震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

汪氏芸暉閣刊本，C01.5/(n)4410-1 

附：清乾隆三十二年(1767)汪佩鍔<黃氏日鈔紀要序>、<慈溪黃氏日抄分類

古今紀要目錄>、清乾隆三十二年(1767)汪佩鍔<跋>。 

藏印：無。 

板式：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

板框 13.1×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黃氏日抄」，上魚尾下題「紀要○

卷」，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慈溪黃氏

日抄分類古今紀要卷之○」(卷

四以降題「古 今 紀 要卷○ 」)，

次行題「慈溪黃震東發」(卷五

題「慈溪黃震」)，卷末題「慈

溪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卷

之○」(卷四以降題「古今紀要

卷○」，卷十九題「古今紀要

黃氏日抄卷之○終」)。 

扉葉左題「芸暉閣藏

板」，書名大字題「黃氏日抄

紀要」。 

按：1.汪佩鍔<黃氏日鈔紀要序>云：

「余既敬承庭訓鐫《黃氏日

鈔》將蕆事矣，復搜插架得《紀

要》十九卷，上自左國，下訖北宋，或採其粹語，或撮其綱領，時

代後先，人物本末，博綜條貫，細大不捐。間附□中之論，簡約詳

明，蓋讀史而備遺忘，取韓子語而名之也。其經經緯史衣被來學，

實與《日鈔》一書相輔而行。惟是元版久失，傳本無多，密字雙行

模糊尤甚。爰率子姪輩繙閱諸史詳加是正，以備家塾省覽，而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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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請梓行。……迺鳩工鏤板，凡再閱寒暑而成，然後《黃氏日鈔》

一書復成全璧。」 

2.汪佩鍔<跋>與《黃氏日抄》所附之<跋>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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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日抄紀要》十九卷八冊，宋黃震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

汪氏芸暉閣刊本，C01.5/(n)4410-1 C.1 

附：清乾隆三十二年(1767)汪佩鍔<黃氏日鈔紀要序>、<慈溪黃氏日抄分類

古今紀要目錄>。 

藏印：無。 

板式：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

板框 13.1×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黃氏日抄」，上魚尾下題「紀要○

卷」，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慈溪

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

卷之○」(卷四以降題「古

今紀要卷○」)，次行題「慈

溪黃震東發」(卷五題「慈

溪黃震」)，卷末題「慈溪

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

卷之○」(卷四以降題「古

今紀要卷○」，卷十九題

「古今紀要黃氏日抄卷

之○終」)。 

按：是書與「汪氏芸暉閣刊本」

完全相同，惟缺扉葉與

清乾隆三十二年(1767)

汪佩鍔<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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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譌雜錄》十卷二冊，清胡鳴玉撰，清查如塤校，乾隆間戢箴書屋重

刊本，C01.5/(q1)4761 

附：清乾隆二十三年(1758)沈德潛<訂譌雜錄序>，<訂譌雜錄目次>、清乾

隆四年(1739)胡鳴玉<跋>。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3.0×18.3 公分。魚尾下題「訂譌雜錄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訂譌雜錄

卷第○」，次行題「青浦胡

鳴玉廷佩氏述」，三行題「同

里查如塤彥和氏校」。 

扉葉右題「沈歸愚先生

鑒定」，左題「戢箴書屋重

鐫」，中間書名大字題「訂

譌雜錄」。 

按：沈德潛<訂譌雜錄序>云：「清

浦胡子亭培，予老友也，舊

有《訂譌雜錄》一刻，風行

藝苑，繼以遠遊版缺刷印久

停，而四方好古之士多向請

觀。迺聊為補綴印行，君以

予素咨賞其書也，屬一言以

弁諸簡端，并深以未遑增入

近年所訂若干條為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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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疑辨》十二卷四冊，清萬斯同撰，清水雲時校，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

供石亭刊本，C01.5/(q2)4428 

附：清嘉慶丙子(二十一年，1816)汪廷珍<序>、<群書疑辨卷一目錄>、<

群書疑辨卷二目錄>、<群書疑辨卷三目錄>、<群書疑辨卷四目錄>、<

群書疑辨卷五目錄>、<群書疑辨卷六目錄>、<群書疑辨卷七目錄>、<

群書疑辨卷八目錄>、<群書疑辨卷九目錄>、<群書疑辨卷十目錄>、<

群書疑辨卷十一目錄>、<群書疑辨卷十二目錄>。 

藏印：無。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3.3×17.6 公分。板心上方題「群書疑辨」，魚尾下題「卷之○」及葉

石碼。 

各卷之首行題「群書疑辨

卷第○」，次行上題「四明萬

斯同季野纂」，下題「甬上後

學水雲時叔校」(卷四、卷五作

「後學水雲時叔校」)，卷末題

「群書疑辨卷第○終」(卷六、

卷九及卷十二之末葉另題「板

藏古董水氏」)。 

扉葉右題「嘉慶丙子(二

十一年，1816)春月開雕」，左

題「供石亭藏板」，中間書名

大字題「萬季野先生群書疑

辨」。硃字「督學使者汪鑒

定」、「翻刻必究」。 

按：卷二之葉二十四原應有葉碼之

處作「■」，在板心下方另題

「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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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樸》十卷十冊，清桂馥撰，清李信校，清嘉慶十八年(1813)吳門小李山

房刊會稽徐氏補刊本，C01.5/(q2)4428 

附：清嘉慶十八年(1813)王宗炎<序>、清嘉慶十八年(1813)段玉裁<序>、清

嘉慶癸酉(十八年，1813)翁廣平<桂未谷札樸序>、<札樸第一目錄>、

清壬戌(嘉慶七年，1802)桂馥<序>、<札樸第二目錄>、<札樸第三目錄

>、<札樸第四目錄>、<札樸第五目錄>、<札樸第六目錄>、<札樸第七

目錄>、<札樸第八目錄>、<札樸第九目錄>、<札樸第十目錄>、清嘉

慶癸酉(十八年，1813)李宏信<跋>。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粗黑口，無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一字。板框 13.6×17.3 公分。板心中間題「札樸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小李山房校刊」(間見會稽徐氏補刊)。 

各卷首行題「札樸卷第○」，次

行題「曲阜桂馥未谷」，卷末題「札樸

卷○」及「山陰李信校正」。 

按：1.王宗炎<序>云：「曲阜桂君馥，博學

篤 志，研精《 說 文 解字》形 聲 訓 詁 ，

教於齊魯之間。晚歲雲南知縣，手寫

所著《札樸》，別為溫經、覽古、匡

謬、金石文字、鄉里舊聞諸目，續以

滇事，通為十卷，以授山陰李吏目宏

信。桂君 既歿，宏信 不忘 平 生 之言，

鋟板以廣其傳。」 

2.段玉裁<序>云：「余僑居姑蘇久，壬

申(嘉慶十七年，1812)薄遊新安而

歸，得晤山陰李君柯溪刻未谷所撰

《札樸》十卷方成，屬余序之。……

柯溪亦官滇，與未谷時多商搉論定，柯溪之告歸也，未谷以此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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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俾刻之江左，未谷是年沒於官，而柯溪乃於十年後解囊刻之，

不負鄭重相託之意，是真古人之友誼，可以風示末俗者矣。」 

3.翁廣平<桂未谷札樸序>云：「以名進士出宰滇南，退食之暇，撰成

是編，貧不能付梓，乃以艸稾授同寅山陰李柯溪少尹。少尹風雅好

古，敦氣誼，重然諾，遂出己財，屬浙西鮑淥飲先生校刊，時先生

年八十餘，終日不釋丹鉛，見此書以為得未曾有，乃潛心讎對，凡

五閱月而欹劂奏功。」 

4.板心下方題「會稽徐氏補刊」者，見於王宗炎<序>，卷一之葉一至

四、葉九至十二、葉十九，卷九之葉十六。 

5.李宏信<跋>云：「歲甲子(嘉慶九年，1804)信自 滇將束裝歸，大令未

谷先生手所著《札樸》十卷屬就江浙間刻之，曰滇南無工剞劂 者 ，

願以付君。而先生以是年沕於官所。信竭於資釜，又遲之一年乃果

東歸。每檢是書惴惴焉，懼所諾之不踐也。癸酉(嘉慶十八年，1813)，

鮑先生淥飲銳力專司校讎，

工資信勉力謀之，而是刻乃

幸以成。」 

 



子部．儒家類 

 33

兵家類Ｃ０２ 

《兵枝指掌圖》一卷一冊，清訥爾經額撰，清光道光二十三年(1843)

鈔本，C02/(q3)0412 

附：清道光二十三年(1843)訥爾經額<兵枝指掌圖說序>。 

藏印：無。 

板式：無板框，無界欄。文字附於彩色圖之四周。紙幅 25.4×28.5 公分。 

按：共收二十四幅彩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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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類Ｃ０３ 

《管子》二十四卷二冊，唐房玄齡註，唐劉績增註，明朱長春通演，明

沈鼎新、朱養約、周元會參評，明朱養和輯訂，明天啟五年(1625)

花齋刊本，C03/(l)3002 

附：明郭正域<管子序>、明天啟乙丑(五年，1625)沈鼎新<管子書序>、明

天啟乙丑(五年，1625)朱養純<管子序>、明趙用賢<管子序>、<管子凡

例>、<管子目錄>、漢司馬遷<管子傳>。 

藏印：「彤伯珍賞」方型硃印、「六勿齋檢閱書畫之章」方型硃印。 

板式：單欄，單白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

框 14.2×20.0 公分。板心上方題「管子」，魚尾下題「卷○」及 葉 碼 ，

板心下方題「花齋藏板」。 

各卷首行題「管子卷第○」，

次行上題「唐臨菑房玄齡註釋」(卷

二十一至二十三等僅有首行)，三

行上題「廬泉劉績增註」，四行上

題「明西吳朱長春通演」，次行下

題「明西湖沈鼎新自玉參評」(卷

十三、十五題「明西湖周元會環生

參評」)、三行下題「朱養純元一」，

四行下題「朱養和元沖輯訂」，卷

末題「管子卷第○終」。 

扉葉題「合諸名家評訂管子」

及「花齋藏板」，並鈐有「虎□西

橫河橋朱衙發行飜者雖遠必究」長

型硃印牌記，「堂□小史」長型硃

印、「書杭印」圓型硃印、「蒨園」方型硃印。 

按：書眉刻有各家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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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類Ｃ０４ 

《御題棉花圖》不分卷一冊，清方觀承撰，藍拓印本，C04.2/(q3)0041 

附：清聖祖<御製木棉賦并序>、清乾隆三十年(1765)方觀承<進書表>、清

乾隆三十年(1765)方觀承<奏表>、清方觀承<跋>。 

藏印：無。 

板式：無板框，無界欄。板幅 26.0×23.3 公分。 

按：1.方觀承<進書表>云：「臣不揣鄙陋，條舉棉事十六則，繪圖列說，裝

潢成冊，恭呈御覽。」 

2.方觀承<奏表>云：「茲奉諭旨，准臣將所作詩句書於每幅之末，圖

冊繳進摹本付刻。」 

 



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36

醫家類Ｃ０５ 

《丹溪朱氏脈因證治》二卷四冊，元朱震亨撰，清乾隆四十年(1775)

翠琅玕館刊本，C05.5/(o3)2510 

附：清乾隆乙未(四十年，1775)繆遵義<脈因證治序>、清乾隆四十年(1775)

湯望久<小引>、<丹溪朱氏脈因證治上卷目錄>、<丹溪朱氏脈因證治

下卷目錄>。 

藏印：「哲如陳慶保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左右雙欄，粗黑口，無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一字。板框 10.0×12.3 公分。板心中間題「脈因證治卷○」及

葉碼，板心中間題「翠琅玕館校刊」。 

卷卷首行題「丹溪朱氏脈證治卷

○」，卷末題「丹溪朱氏脈證治卷○

終」。 

扉葉右題「朱丹溪先生著」，左題

「翠琅玕館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

「脈因證治」。 

按：1.繆遵義<脈因證治序>云：「丹谿著作

數出門人記載，惟聞《脈因證治》一

書，簡而該，約而盡，學者循是而窺

長沙，如得其舩與檝，沿而不止，固

自不可量也。而流傳絕少，歷三十年

未獲一覯，心常怏怏。乙未(乾隆四

十年，1775)客有持來示余，欲廣諸

同好，亟請付梓，不禁欣感交集，以

為一綫靈光，必然湧現，真為桑榆之幸。」 

2.湯望久<小引>云：「《脈因證治》二卷，尤先生之卓見。……予家什

襲已久，先君子願公梨棗，顧有志未逮。不肖望續成之，自梓以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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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見岐伯重興而先生旦不死矣。」 

3.劉時覺<「丹溪心法」及朱氏相關著作考>(《中華醫史雜志》第 25

卷第 2 期，1995 年 4 月)頁 113 云：「《脈因證治》、《丹溪手鏡》均

出自明代黃濟之《本草權度》，筆者已有詳細考證(案，見<丹溪著

述辨偽>，刊於《中華醫史雜志》，1993 年 23 期)」。 

 



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38

天文算法類Ｃ０６ 

《璇璣遺述》六卷附卷末一卷三冊，明揭暄撰，清揭要廷編輯，清萬年

茂訂，清吳廷試參，清干從淳、李學蘇、汪泩、熊儀彬、鄧翥雲、

余步梅同校，清乾隆三十年(1765)南昌豫章書院刊本，

C06.1/(p)5763 

附：清乾隆乙酉年(三十年，1765)萬年茂<序>、<璇璣遺述目次>、明方以

智<原序>、乙卯年(清康熙十四年，1675)邱維屏<序>、文德翼<序>、

余颺<序>、甘京<序>、方中通<序>、何之潤<序>、劉大千<廣昌誌文

學傳>、何三省<廣昌誌介烈傳>、溫蘭<見知錄復仇傳略>、魏禧<勻亭

論>、林時益<冠石集殉友傳略>、盛謨<揭半齊先生父子傳>、清乾隆

三十年(1765)吳廷試<跋>，清乾隆乙酉年(三十年，1765)揭要廷<跋>。 

藏印：「奕學屬藳室圖書」方型硃印、

「無不可齋」方型硃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無界欄。

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2.1×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璇璣遺述」，

魚尾下題「卷○」篇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璇璣遺述卷

○」，次行上題「廣昌揭暄子宣

著」、下題「族 孫 要 廷裁編 輯 」，

三行題「黃岡萬年茂少櫰訂」，

四行題「高安吳廷試壽臣參」，

五六行依序題「星子干從淳慕

真」、「蓮廳李學蘇律亭」、「浮梁

汪泩欲括」、「豐城熊儀彬掄

雅」、「新建鄧翥雲遠昭」、「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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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步梅和羮同校」。 

扉葉橫題「乾隆乙酉年(三十年，1765)夏月鑴」，右題「南泉萬

氏訂」，左題「豫章書院藏板」，中間二行書名題「揭半齋璇璣遺述

一名《寫天新語》」。 

按：據扉葉所題知是書一名「《寫天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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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十八卷卷首一卷附表一卷四冊，英侯失勒原著，英偉烈亞力口

譯，清李善蘭刪述，清徐建寅續述，清同治間(1862~1874)刊本，

C06.1/(q3)2124 

附：清咸豐己未年(九年，1859)李善蘭<序>、清咸豐己未年(九年，1859)

英國偉烈亞力<序>、<凡例>、<目錄>、<侯失勒約翰傳>。 

藏印：「蓮石」橢圓硃印、「奕學屬藳室圖書」方型硃印。 

板式：左右雙欄，粗黑口，雙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二字。板框 13.7×18.2 公分。魚尾下題「談天○」篇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談天卷

○」，下為「■(約有十一字之

長，被挖補的痕跡)」，三行上題

「英國侯失勒原本」，二行下題

「海甯李善蘭刪述」(卷一以下

則題「英國偉烈亞力口譯」)，

三行下題「英國偉烈亞力口譯」

(卷一以下則題「海甯李善蘭刪

述」)，四行下題「無錫徐建寅

續述」，卷末上題「談天卷○

終」，下為「■(兩行，約有十八

字之長，被挖補的痕跡)」。 

按：1.<凡例>云：「此書原本，咸豐元

年(1851)刊行，其後測天家屢有

新得，今一一附入，如小行星

最後，有如同治十年(1871)所得

者。又有論太陽等事說，非原

書所有，而由重刊之本文新譯

之也。」 

2.館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本)收《談天》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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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一卷附表一卷(見第 1300 冊)，該書扉葉題「據華東師範大學圖

書館藏清咸豐刻同治增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四毫米寬二七二

毫米」，與本館藏本之版式行款及內容相同，亦皆無牌記以證明其

刊刻時間，《續修四庫全書》或因二篇序皆成於咸豐年間所致。參<

凡例>及<附表>記至同治十年七月二十八日，舊錄「清同治年間刊

本」或即據此，姑依舊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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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類Ｃ０８ 

《中國版畫史圖錄--十竹齋箋譜初集》四卷四冊，明胡曰從編，民國魯

迅、鄭振鐸編，民國王榮麟畫，民國左萬川彫，民國崔毓生岳海

亭印，民國二十三年(1934)版畫叢刊會假通縣王孝慈藏本翻印北

平榮寶齋承印 C08.21/(p)4710-1 

附：明崇禎甲申(十七年，1644)李于堅<箋譜小引>、明崇禎甲申(十七年，

1644)李克恭<十竹齋箋譜敘>、<十竹齋牋譜初集卷一目錄>、<十竹齋

牋譜初集卷二目錄>、<十竹齋牋譜初集卷三目錄>、<十竹齋牋譜初集

卷四目錄>、民國三十年(1941)鄭振鐸<跋>。 

藏印：無。 

板式：無魚尾，無界欄，板框 13.5×20.7 公分。板心上方題「十竹齋箋譜

初集」。 

扉葉右題「明海陽胡曰從

編」，左題「版畫叢刊之一」，中

間題「十竹齋箋譜」，後半葉牌

記題「中華民國二十三年十版畫

叢刊會假通縣王孝慈先生藏本

翻印編者魯迅西諦畫者王榮麟

彫者左萬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

經理其事者北平榮寶齋芒紙墨

良好鑴印精工近時少見明鑒者

知之矣」。 

按：鄭振鐸<跋>云：「右《十竹齋箋譜》

四冊，重鐫之工始於民國二十

三年春末，告成於三十年夏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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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拓三希堂原本》三十二冊《初拓續三希堂原本》五冊，清梁詩正、

汪由敦、蔣溥等奉敕編刻，拓印本，C08.22/(q2)3301 

附：清乾隆十二年(1747)高宗<御筆

>、清乾隆十五年(1750)梁詩

正、蔣溥、汪由敦、嵇璜等<跋

>、清乾隆甲戌(十九年，1754)

高宗<御題>、清乾隆二十年

(1755)于敏中、董邦達、錢維

城、金德瑛、王際華、錢汝誠

等<跋>。 

藏印：無。 

板式：無板框，無界欄，無板心。

紙幅 18.5×29.7 公分。各冊之首

行題「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

帖第○冊」(或「御刻三希堂石

渠寶笈續法帖第○冊」)。 

按：《御刻三希堂古渠寶續法帖》第

一冊扉葉之後半葉墨筆第一

行題「癸丑穀雨日子武老兄携至瓶齋敬觀

澤闓」，第二行題「越歲甲寅八月自琴澳

重來滬江再借臨十日中秋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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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家類Ｃ０９ 

○徐《五燈會元》二十卷二十冊，明釋自性輯，明曹學佺等助刻本，

C09/(p)1097 

附：僧大　<重訂五燈會元敘>、<五燈會元卷第一目錄>(葉末題「能始居

士曹學佺助刻會元第一卷」)、<五燈會元卷第二目錄>、<五燈會元卷

第三目錄>、<五燈會元卷第四目錄>(葉末題「曹學脩領刊會元第四

卷」)、<五燈會元卷第五目錄>、<五燈會元卷第六目錄>、<五燈會元

卷第七目錄>、<五燈會元卷第八目錄>、<五燈會元卷第九目錄>、<

五燈會元卷第十目錄>、<五燈會元卷第十一目錄>(葉末題「福唐君馨

居士葉益蓀助金刻」、「傑夫居士林宗漢領緣」、「粵僧明顯募刊」)、<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目錄>、<五燈會元卷第十三目錄>、<五燈會元卷第

十四目錄>(葉末題「浮生居士三卿黃夢吉」)、<五燈會元卷第十五目

錄>、<五燈會元卷第十六目錄>、<五燈會元卷第十七目錄>(葉末題「華

巖居士陳燕翼助刻」)、<五燈會元卷第十八目錄>、<五燈會元卷第十

九目錄>、<五燈會元卷第二十目錄

>(葉末題「性端居士林大緒助金

刻」、「粵僧明顯募刊」)。 

藏印：「釋氏慧四」方型硃印、「復觀藏書」

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

色長戳、「哲」圓型硃印、「五翁」方

型硃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

二十字；半葉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4.3×21.5 公分。板心上方題「會元卷

之○」，魚尾下題佛祖或禪師大名及

葉碼。第四卷板心下方題「曹學脩」

(葉二十七及二十八無字，葉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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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十三題「洪士英」，葉五十四至五十五題「李起鳳」)。 

第六卷板心下方題「莊脩」(目錄之葉一至二)、「林之秀」(葉一

至二)、「史成衍」(葉九)、「圓諦」(葉十九)、「姚普恩」(葉二十)、「陳

明晉」(葉二十一至二十三)、「黃圓美」(葉二十五)、「汪世珍」(葉二

十六)、「寺吉」(葉二十七)、「隆宓」(葉二十八)、「隆壁」(葉二十九)、

「隆瑞」(葉三十)、「林和尚」(葉三十一至三十二)、「隆玹」(葉三十

三)、「隆鑒」(葉三十四)、「性徹」(葉三十五)、「隆瑜」(葉三十六)、

「隆瑋」(葉四十一)、「林韓學」(葉四十二至四十三)、「施弘琯」(葉

四十四)、「林萼」(葉四十五)、「林使」(葉四十六)、「孫埠」(葉四十

七)、「孫熺」(葉四十八)、「鄭汞大」(葉四十九)、「詹允慶」(葉五十)、

「法耐」(葉五十七)、「圓祚」(葉五十八)、「如漢」(葉五十九)、「性

夊」(葉六十)、「興宗」(葉六十一)、「性愈」(葉六十二)。 

第七卷板心下方題：「智祿」(葉三十五)、「弘懷」(葉三十六)、

「李緣姐」(葉三十九)、「陳徽金」(葉四十)、「張應彎」(葉四十一)、

「張氏」(葉四十二)、「陳覺輝」(葉四十三)、「汪時俊」(葉四十四)、

「王大學」(葉四十七)、「李弘岸」(葉四十八)、「黃寂照」(葉五十一)、

「陳性珠」(葉五十二)、「道玄」(葉五十三)、「弘成」(葉五十四)、「智

鍾」(葉五十五)、「道海」(葉五十六)、「鄭明華」(葉五十七)、「興宗」

(葉五十八)、「道止」(葉五十九)、「智愉」(葉六十)、「道杰」(葉六十

一)、「弘演」(葉六十二)、「弘讚」(葉六十三)、「劉道光」(葉六十四)、

「李弘祿」(葉六十五)、「林時坦」(葉六十六)、「朱妙恭」(葉六十七)、

「性光」(葉六十八)、「吳守傑」(葉六十九)、「張懿」(葉七十)、「陳

茂英」(葉七十一)、「潘朝陞」(葉七十二)。 

卷九板心下方多作墨釘(「■」)。 

卷十一板心下方題「尤」(葉一至十八、三十一至三十六、三十

九至四十四、四十七至五十二)、「三」(葉二十三至二十七、二十九

至三十、三十七至三十八)。 

卷十三板心下方題：「通全」(葉五十九)、「成珒」(葉六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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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葉六十一)、「傳璠」(葉六十二)、「慧珪」(葉六十三)、「戒恒」

(葉六十四)、「戒匪」(葉六十五)、「行深」(葉六十六)、「性學」(葉六

十七)、「弘振」(葉六十八)、「沼漬」(葉六十九)、「明楷」(葉七十)、

「沼固」(葉七十一)、「永華」(葉七十二)、「弘道」(葉七十三)、「性

學」(葉七十四)、「法耐」(葉七十五)、「寂照」(葉七十六)、「道玹」

(葉七十七)、「圓祉」(葉七十八)、「成喆」(葉七十九)、「圓禮」(葉八

十)、「傳僊」(葉八十一)、「道堶」(葉八十二)。 

卷十四板心下方題「黃夢吉」(含<目錄>)。 

卷十五板心下方題「蔡行莊」(<目錄>之葉一至二，葉四十一至

六十四、七十一至八十八)、「何見心」(葉六十七至六十八)、「魯大

運」(葉七十至七十一)。 

各卷首行題「五燈會元卷第○」，卷二末葉依序題：「孫昌裔、

陳一元、曾熙丙、沈士奇、翁登彥、林弘衍、龔懋壂、陳弘道、林

棨、曹孟振、李萬化、陳允繼、王用豸」。 

卷三葉末依序題：「蔡見莊、甘應訓、曹孟嘉、□明琪、何見心、

郭見卓、□應韶、僧大運、王覺□、□演、薛瀗」。 

卷四葉末依序題：「能靜居士曹學脩助金刊」、「何應珍、洪士英

三錢、李起鳳、曾時」。 

卷五葉末題：「勸緣杰夫居士林宗漢」。 

卷六葉末依序題：「蔡秋卿、許豸、林之蕃、張一洙、李芳春、

莊維植、莊脩、陳樹德、連鼎新、陳雲、黃傳、僧智溢、廣定、圓

調、王覺靈、羅真端、張明時。」 

卷七葉末依序題：「和尚大艤、智勣、道東、道慈、智範、大悉、

如騰、道瑞、道祚、智迪、智恣。」 

卷八葉末依序題：「助緣比丘明椿、方廣、圓脩、真華、如剛、

郭一鶚、陳啟昌、陳焱。」 

卷九葉末依序題：「薛秉鉉、薛朝鐫、薛朝鍈、薛朝仕、薛朝銓、

薛朝植、薛近沂、薛玉、薛學泌、薛學溥、薛學習、薛學濂、鄭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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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黃熙謨、□□、張志述、張志道、陳策、陳啟元、黃世標、黃

世楷、黃世懋、真覺、廣介」。 

卷十葉末題：「福唐曙戒居士葉益苞」。 

卷十一葉末依序題：「居士葉益□□□」、「勸緣傑夫林宗漢」、「主

緣粵僧□□」。 

卷十二葉末依序題：「助緣刷印流通檀越陳兆璋、陳兆奎、鄭康

成、陳鳴時、吳璧、葉有祿。」 

卷十三葉末依序題：「比丘性敏、真度、道炤、道炳、如純、海、

如禮、如祚、真機、性初、道澄、道清、海漬、如派」。 

卷十四葉末依序題：「勸緣比丘道存、黃夢吉助刊」。 

卷十六葉末依序題：「孔升居士林之杲助金刊、□□□、李覺證、

陳覺性、吳□□□、□□□、□寵亮、李弘旭、□□□」。 

卷十八葉末依序題：「助緣信士林道啟、周之皐、周良屏、周長

倩、蔡瑞卿、周溥、周渤、周

澳、蔡還、蔡彥卿」。 

卷十九葉末依序題：「邦

領林大綱、弘坤、傅覺、道海、

邦駕林大時、智養、智鍾、弘

演、從煥林鐸、道止、道杰、

邦成林大緒募化鐫成」。 

卷二十葉末題：「性端居

士林大緒□□」。 

按：1.卷三缺葉二十二、葉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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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徐《支那撰述佛典》九種：《曹溪一滴》九卷附《雲山夢語擇要》二

卷、《智證傳》十卷附《雲巖寶鏡三昧》一卷、《大觀乘止觀釋

要》四卷、《人天眼目》四卷附《宗門錄》二卷、《楞嚴玄義》

四卷、《法華玄義》四卷、《溈山警策句釋記》二卷、《五宗錄》

六卷、《正法眼藏》六卷共五十四卷十五冊，明周理、宋釋覺

範、明釋智旭、宋釋智昭、明釋傳燈、釋智者、釋惠洪、釋守

堅、釋慧然、釋語風圓信、郭凝之、明釋弘贊、明釋宗杲等集

撰，日本據舊刻本刊行，C09/(p)2177 

附：明崇禎九年(1636)陶珙<曹溪一滴緣起>，明戈允禮<引曹溪一滴>，<

曹溪一滴目錄>，明戈允禮<夢語引>，明萬曆乙酉(十三年，1585)僧真

可<重刻智證傳引>、<附達觀師書>，宋紹興四年(1134)許顗<寂音尊者

智證傳後序>、明崇禎甲申(十七年，1644)智旭<刻大乘止觀釋要序>、

天竺寺沙門遵式述<南嶽禪師大乘止觀原序>、<助刊姓名>、明張蒼舒

<大乘止觀釋要跋語>、宋淳熙戊申(十五年，1188)智昭<人天眼目序

>、智昭<人天眼目目錄>、明萬曆丁酉(二十五年，1597)傳如<楞嚴玄

義敘>、灌頂述<法華私記緣起>、清順治庚子(十七年，1660)鄺裔<溈

山警策句釋記序>、<溈山警策句釋科文>、明崇禎壬申(五年，1632)

密雲圓悟<五家語錄序>、藏和南<五家語錄序>、明崇禎庚午(三年，

1630)語風圓信<五家言錄序>、明惠洪<臨濟宗旨>、明萬曆丙辰(四十

四年，1616)圓澄<重刻正法眼藏序>、明萬曆丙辰(四十四年，1616)

李日華<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答張子韶侍郎書>。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天放樓」

方型硃印。 

板式：書之板式、行款及字體不一。 

《曹溪一滴》：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

框 14.8×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曹溪一滴」，魚尾下題「卷之○」及

葉碼。卷之首行題「曹溪一滴卷之○」，次行題「妙峰山後學沙門周

理編」，三行題「滇南無學居士陶珙閱」。附《雲山夢語摘要》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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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4.7×21.1 公分。板心

上方題「夢語摘要」，魚尾下題「卷

之」及葉碼。各卷首行題「雲山夢

語摘要○」，次行題「明妙峰山夢庵

釋周理撰」，次行題「武陵脩齡楊鶴

閱」。書籤題「支那撰述  曹溪一滴

附夢語撮要」。 

《重刻智證傳》，細黑口，單

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

九字。板框 13.3×20.1 公分。魚尾下

題「智證傳」及葉碼。各卷首行題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次行題

「門人  覺慈編」，卷末題「寂音尊

者智證傳卷之○」。 

《大乘止觀釋要》，白口，單

白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4.8×21.0 公分。魚

尾下題「大乘止觀釋要○」及葉碼。各卷首行題「大乘止觀法門釋

要卷第○」，次行題「明  古吳沙門智旭述」卷末題「大乘止觀法門

釋要卷第○」。 

《人天眼目》，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

框 15.7×23.0 公分。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人天眼目

卷○」及葉碼。各卷首行題「人天眼目卷之○」，卷末題「人天眼目

卷之○終」，目錄之次行題「越山晦巖智昭集」。書籤題「支那撰述  人

天眼目」，書末牌記題「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  人天眼目全部

共計六卷  計字三萬八千八百七十  該銀拾九兩四錢四分  丙戌年  

七月般若堂識」。 

《楞嚴玄義》，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

九字。板框 13.3×19.4 公分。魚尾下題「楞嚴玄義卷○」及葉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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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行題「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卷第○」(卷一多「并序」二字 )次行

題「天台山幽溪沙門  傳燈  述」，卷末題「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卷

第○」終。卷二末葉題「比丘正氣助銀壹兩  廣清捌錢  正言參錢  

正清伍錢  圓慧  妙省  正如  正文  妙心  正行各助銀參錢」。

卷三末葉題「比丘傳家捐銀壹兩贖往昔三寶交互之失  信士陳如觀

妻如照妾實蓮共助銀玖錢求生淨土  信士詹鳴元妻張氏助銀參錢上

資父母現增福壽後生淨土  詹鳴亨妻章氏助銀參錢  詹鳴利助銀參

錢  信士正視  正聽  正奉  正誦  正弼  受仁  受義  受嚴  

廣演各壹錢伍分」。卷四末葉題「比丘如果如函各助銀四錢傳要要正

命正源  比丘如潤如淵傳瓶傳幸隆襲承珠正等正靜如因馬得純各助

銀三錢真奉二錢  比丘傳表傳函正達正愍得窗正純正熟如錦林氏楊

氏各助銀一錢五分   真拱宗彩徐氏葉氏馮氏受緣受向各助壹錢   比

丘正位正現良怚正持傅光正持張小大各助銀一錢   正地明文明達受

觀受照受明受錦韓氏正行曹氏謝氏楊如賢如且正才林氏王氏戴氏各

助銀五分」、「餘姚王元秀、夏大忠刊」。 

《法華玄義》，白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3×21.6 公分。魚尾下題「法華玄義卷○」及葉碼。板心

下方有刻工「何鯨」(卷二題「王志」)。各卷首行題「妙法蓮華經玄

義卷第○」，次行題「天台  智者  大師說」，卷末題「妙法蓮華經

玄義卷第○」。 

《溈山警策句釋記》，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字。板框 15.0×21.3 公分。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溈

山警策句釋記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字數。各卷首行題「溈山

警策句釋記卷○」，次行題「粵東鼎湖山沙門釋弘贊在參注」，三行

題「門人比丘開詗記」，卷末題「溈山警策句釋記卷○」。書籤題「支

那撰述  溈山警策句釋記上下」。書之末葉題「新安休寧縣弟子程日

聖法名開拙偕男可立可仁可權嘉言孫士魁士賢士奇士端士元士彥士

榮士禮梓警策句釋上下二卷入藏以斯功德四恩總報三有均資福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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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登覺地康熙庚戌(九年，1670)秋日弟子日聖君縉和南謹識」。 

《五宗錄》，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6.0×21.1 公分。版心上方題「支那撰述」，版心中間題書名(如「五

家語錄臨濟」)。各卷首行題「五家語錄臨濟宗」(或「溈仰宗」、「雲

門宗」、「曹洞宗」、「法眼宗」)，次行題「住三聖嗣法門人慧然集」(或

「徑山沙門語風圓信」、「門人明識大師守堅集」 )，三行題「無地地

主人郭凝之重訂(或「編集」)」。「法眼宗」卷之末葉題「海寧縣無地

地主人郭正中原名凝之字黎眉彙編五家語錄五卷捨貲刊刻今孫男郭

時願捨板徑山古某菴附大藏

流行法寶  康熙乙巳(四

年，1665)冬月敬識」。 

《正法眼藏》，單魚

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

行十九字。板框 14.5×21.5 公

分。板心上方題「正法眼

藏」，魚尾下題「卷○之○」

及葉碼。卷一之首行題「正

法眼藏卷第○之○」，次行題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

語」，三行題「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校閱」(卷二則題「後學黃葉庵沙門智舷校閱」，卷三題「後學

普善庵沙門慧悅校刻」 )，卷末題「正法眼藏卷第○之○終」。 

按：是書無牌記可以得知其刊刻時代，惟各書之書籤題「支那撰述」，《溈

山警策句釋記》板心亦題「支那撰述」四字，故據以定為和刻本，

九種書名、卷數及冊數如下： 

1.《曹溪一滴》九卷(按，目錄分九卷，本文實僅一卷 )附《雲山夢語

擇要》二卷一冊，明周理編，陶瑛閱，附戈允禮<引>及明崇禎九

年(1636)陶瑛<序>；《雲山夢語摘要》二卷，明周理撰，楊鶴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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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戈允禮<引>、明萬曆十三年(1585)釋真可撰<重刻序>。 

2.《智證傳》一卷一冊附《雲巖寶鏡三昧》，宋釋覺範撰，釋覺慈編，

附宋紹興四年 (1134)許顗彥周<後序>。 

3.《大觀乘止觀釋要》四卷二冊，明釋智旭釋要，附明崇禎十七年(1644)

釋遵式撰<南嶽禪師大乘止觀原序>、釋智旭撰<刻大乘止觀釋要

述>、明張蒼舒<跋>。 

4.《人天眼目》四卷附《宗門錄》二卷一冊，宋釋智昭撰，附宋淳熙

戊申(十五年，1188)晦巖智昭<序>、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

後附丙戌年七月<般若堂識語>。 

5.《楞嚴玄義》四卷二冊，明釋傳燈撰，附明萬曆丁酉(二十五年，

1597)釋傳如<序>，餘姚王元、夏大忠刊。 

6.《法華玄義》四卷一冊，釋智者撰，附釋灌頂<法華私記緣起>。 

7.《溈山警策句釋記》二卷一冊，明釋弘贊在註，釋開詗記，附順治

庚子(十七年，1660)鄺裔<序>、康熙庚

戌(九年，1670)日程聖君縉和南謹藏。 

8.《五宗錄》六卷三冊，分 a.《臨濟宗旨》，

釋惠洪撰，b.《五家語錄》--雲門宗釋

守堅集，郭凝之重訂，c.《臨濟宗》，

釋慧然集，郭凝之重，c.《法服宗、洞

曹宗、溈山宗》，釋語風圓信、郭凝之

編集；附明崇禎庚午(三年，1630)釋語

風圓信<序>、崇禎壬申(五年，1632)

語風圓信<五家語錄序>、釋密法藏和

南<五家語錄序>、康熙乙巳(二十八年，1689)郭時願<識語>。 

9.《正法眼藏》六卷三冊，明釋宗杲集，徐弘澤、釋智舷、釋慧悅分

校一、二、三卷，附明萬曆丙辰(四十四年，1616)釋圓澄<重刻正

法眼藏序>、萬曆丙辰(四十四年，1616)李日華<題刻大慧禪師焉

法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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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覺經直解》二卷一冊，唐佛陀多羅譯，明釋德清，明程夢暘較閱，

明天啟二年(1622)刻本，C09/(p)2435 

附：沙門宗密<大方廣圓覺經略疏序>、明天啟壬戌(二年，1622)程夢暘<大

方廣圓覺經直解後序>、明天啟二年(1622)釋德清<刻圓覺經解後跋>。 

藏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復觀藏書」方型藍印。 

板式：雙欄，單白魚尾。半葉九行，行十八字。板框 14.2×20.7 公分。板

心上方題「圓覺經直解」，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大方廣圓覺脩多羅了義經直解卷○」，次行題「唐

罽賓國沙門佛陀多羅

譯」，三行題「明匡山逸

叟憨山釋德清解」，四行

題「明新安程夢暘覺我

較閱」，卷末題「圓覺經

直解卷○終」。 

按：釋德清<跋>云：「予山居

禪時一展卷，深有慨焉，

於是祖疏義而直通經

文，貴了佛意而不事文

言，故作《直解》以結法

緣。草成，適新安覺我居

士程君夢暘聞而欣仰，乃

因居士吳啟高特請以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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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嚴綱要》八十卷二十四冊，明釋德清撰，沙門實叉難院譯經，沙

門澄觀疏義，沙門德清提挈，日本據明天啟六年(1626)至崇禎

四年(1631)間刻嘉興府楞嚴寺藏板重印本，C09.3/(p)1623 

附：明金聲<刻憨大師華嚴綱要引>。 

藏印：無。 

板式：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5.4×23.0 公分。

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華嚴綱要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大方廣佛

華嚴經綱要卷第○」，次行題

「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  

譯經」，三行題「清涼山大華

嚴寺沙門澄觀  疏義」，四行

題「明匡山法雲寺憨山沙門德

清提挈」，卷末題「大方廣佛

華嚴經綱要卷第○終」。 

書籤題「支那撰述  華

嚴要綱○之○」。 

卷一末葉題「休寧縣佛

弟子程有學法名人徵助貲刻

此  華嚴經綱要第一卷之十

卷功德上薦  先考福建布政

司參政蘿陽府君諱朝京解脫

塵勞常居華城自願修行增進淨念精誠迥向西方圓成覺地  匡山五乳

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古歙黃應星刻  天啟丙寅(六年，1626)

冬十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一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有路捐貲刻此  華 嚴經綱要

第十一卷以斯功德上薦  福建參政蘿陽府君高超三界遠越四生仍願

自身康健道力精深植智種於今生證菩提於後世者  匡山五乳侍者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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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七年，1627)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二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夏繼邦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十二卷仗斯法利專祈考印石府君生妣吳氏高登仙界早證妙常在堂母

親吳氏彌耋彌康多福多壽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海陽汪高光刻  天啟丁卯(七年，1627)冬十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三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夏繼邦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十三卷以此功德祈身躬而安樂臻福壽以供長子嗣流芳繼書香於奕世

門庭吉慶迎萬貫以昌隆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海

陽汪高光刻  天啟丁卯(七年，1627)冬十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四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金相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十

四卷以斯功德上祝普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

海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七年，1627)

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五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金相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十

五卷以斯功德上祝普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

海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七年，1627)

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六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開世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十六卷所冀悟常住之真心證本有之妙定出世間之智須明天上天下之

福悉備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七年，

1627)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七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開祚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十七卷所冀功資九有德被四生願與法界之眾生偏剎海之合識同成妙

果共證真常者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

(七年，1627)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十八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開裕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十八卷仗此良因專祈現在五福駢臻他報華嚴共證者  匡山五乳侍者

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七年，1627)冬月海陽清淨禪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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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 

卷十九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開祺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十九卷所願功資恩有利及四生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匡山五乳侍者廣

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天啟丁卯(七年，1627)冬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開第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二十卷所冀色身康建福壽綿長繼書香於百代嗣奕世以流芳者  匡山

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春月海陽清

淨禪林識」。 

卷二十一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程均望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二十一卷所冀四恩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春月海陽

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二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汪見龍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二十二卷所冀四恩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春月海陽

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三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汪廷章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二十三卷以此功德祈身躬而安樂臻福壽以洪長子嗣流芳繼書香於

奕世門庭吉慶迎萬貫以昌隆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四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汪廷章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二十四卷以此功德祈身躬而安樂臻福壽以洪長子嗣流芳繼書香於

奕世門庭吉慶迎萬貫以昌隆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五末葉題「佛弟子吳祚奉刻  華嚴經綱要第二十五卷普

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山廣益對  清

淨禪林識」。 

卷二十六末葉題「休寧縣善女人程門王氏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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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第二十六卷使此良因脫女身娑婆界內證男子於無垢國中承願力以

普化眾生使經功而圓成證果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秋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八末葉題「佛弟子程夢暘奉刻  華嚴經綱要第二十八卷

普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山廣益對  

清淨禪林識」。 

卷二十九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查應光奉刻  華嚴經綱要第二

十九卷普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五乳侍者

廣益對」。 

卷三十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查維宇維寧維寅維宦奉刻  華嚴

經綱要第三十卷普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五乳侍者廣益對」。 

卷三十一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邵明選吳懷德奉刻  華嚴經綱

要第三十一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五乳

侍者廣益對」。 

卷三十三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汪承功汪文泓奉刻  華嚴經綱

要第三十三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五乳

侍者廣益對」。 

卷三十四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金星煥助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三十四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匡山五乳

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古歙黃應星刻  天啟丁卯(七年，1627)

春三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三十五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汪允禎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三十五卷願人天法界同瞻慈雲共曜慧日眾叢並修百祥咸集  匡山

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海陽汪高光刻  崇禎元年(1628)

春日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三十七末葉題「江州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克勤法名福念孫天璿

發心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三十七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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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皆共成佛道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庚午

(三年，1630)夏日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三十八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金星輝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三十八卷所冀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己巳(二年，1629)夏月海陽

清淨禪林識」。 

卷四十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李一恭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

四十卷所冀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山五

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元年(1628)夏月海陽清淨禪林

識」。 

卷四十一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李一星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四十一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眾生皆共成佛道  匡山五乳

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己巳(二年，1629)夏月海陽清淨禪

林識」。 

卷四十二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李一繼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四十二卷所冀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唐陶一霖書  崇禎元年(1628)夏月海陽清淨

禪林識」。 

卷四十五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查應龍法名海覺奉此  華嚴經

綱要第四十五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眾生皆共成佛道  五乳

侍者廣益對」。 

卷四十六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金文煥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四十六卷仗斯功德祈福壽綿長功名早遂子嗣流芳書香百世者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崇禎庚午(三年，1630)夏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四十七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汪肇嶓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四十七卷仗斯功德祈福壽綿長功名早遂子嗣流芳書香百世者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崇禎辛未(四年，1631)春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五十二末葉題「休寧縣仰山門弟子海印奉刻  華嚴經綱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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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卷計字貳萬壹千肆百零參拾字該銀拾兩柒錢壹分五釐正以斯

功勛祈弟子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者  匡山五乳侍者

廣益對  武林陶一霖書  海陽汪高光刻  崇禎辛未(四年，1631)冬

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五十五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王棨同男承烈承鸞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五十五卷仗斯功德祈福壽綿長功名早遂子嗣流芳書香

百世者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四年(1631)夏

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五十六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金在成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

第五十六卷仗斯功德祈福壽綿長功名早遂子嗣流芳書香百世者  匡

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四年(1631)夏月海陽清淨

禪林識」。 

卷五十七末葉題「比丘福敦真津如昊性愍性勤奉刻  華嚴經綱

要第五十七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 

卷五十八末葉題「休寧縣佛弟子黃諄德程慈定捐貲刻此  華嚴

經綱要第五十八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卷五十九末葉題「比丘圓頫行朗本恩悟初如空廣寧奉刻  華嚴

經綱要第五十九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

藏」。 

卷六十末葉題「休寧縣清淨禪林比丘深愚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

要第六十卷以此功德上薦  先考天柱邵公先妣意弟潘氏先兄元禮邵

公早脫塵寰高超極樂更祈  先師祖沖虛魁和尚乘斯法利速證菩提仍

冀愚夙習消亡道心堅固伏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塗共入毗

盧性海  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古歙黃應星刻  

天啟丁卯(七年，1627)冬十一月海陽清淨禪林識」。 

卷六十一末葉題「佛比丘明純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六十一

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者  匡山五乳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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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己巳(二年，1629)春月海陽清淨禪林

識」。 

卷六十二末葉題「佛比丘福厚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六十二

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者  匡山五乳侍

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戊辰(元年，1628)春月海陽清淨禪林

識」。 

卷六十三末葉題「佛比丘如淋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六十三

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者  匡山五乳侍

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己巳(二年，1629)春月海陽清淨禪林

識」。 

卷六十四末葉題「佛比丘真科捐貲刻此  華嚴經綱要第六十四

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者  匡山五乳侍

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己巳(二年，1629)春月海陽清淨禪林

識」。 

卷六十五末葉題「吳山釋子如照領募刻貲刊此  華嚴經綱要第

六十五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藏者  匡山

五乳侍者廣益對  錢塘陶一霖書  崇禎辛未(四年，1631)夏月海陽清

淨禪林識」。 

卷六十六末葉題「比丘覺前解心寂圓遠菴泌之了塵奉刻  華嚴

經綱要第六十六卷仗斯法力祈道心堅固行願早成法界有情同登華

藏」。 

卷七十三末葉題「佛弟子金在斯奉刻  華嚴經綱要第七十三卷

之八十普願四恩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盧性海」。 

卷八十末葉題「金貞度募助刻貲諸友姓氏  湯一鳳  金照  金

信  江有敘  許應先  葉時青  吳鎧  金邦采  邵明達  阮之庠  

查維衡  查維祚  陳尚忠  汪可訓  阮之章  金儀  程遠  程適  

江德溥  金兆祥  吳光謙  吳元輔  金光儀  金光遠  金元鏢  

查學瀛  金國安  金國惠  金國良  金國鼎  各助銀壹兩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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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板存嘉興府楞嚴寺經坊流通」。 

按：是書據各卷「助刻」署之年代，知始刻於明天啟六年(1626)，迄崇禎

四年(1631)止，板藏於「嘉興府楞嚴寺」，書籤與板心所題「支那撰述」

當係日本人重刷時加上的，惟並無牌記可以得知其刷印時代，僅能定

為「日本據明天啟六年(1626)至崇禎四年(1631)間刻嘉興府楞嚴寺藏板

重印本」，並視為和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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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止觀輔行》四十卷十冊，唐釋湛然述，明釋維棟校，日本據明崇禎

十年至十二年(1637--1639)嘉興楞嚴寺刻本重印本，

C09/(p)3423 

附：唐永泰元年(765)普門子<止觀輔行傳弘決序>。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十九字。

板框 15.5×23.1 公分。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止觀輔

行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魏○」(或「困○」、「橫○」、「假○」)。 

各卷首行題「止觀輔行傳

弘決卷第○之○」，次行題「唐

毗陵沙門湛然述」，卷末題「止

觀輔行傳弘決卷第○之○」，卷

末附音釋。 

各卷末葉題：「嘉興府楞嚴

寺經坊餘資刻此  止觀輔行傳

弘決卷一(或卷二、三……等 )  

計字一萬二千八百六十三箇(卷

二題一萬五千零十九、卷三題八

千五百、卷四題一萬一千二百、

卷五題一萬零四百六十、卷六題

九千五百四十七、卷七題一萬一

千四百四十五、卷八題八千五百

三十六、卷九題九千零八十六、

卷十題九千九百一十五、卷十一題一萬一千四百六十一、卷十二題

一萬一千零五、卷十三題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卷十四題一萬四千

一百二十、卷十五題八千四百二十八、卷十六題七千七百九十七、

卷十七題一萬零二百一十三、卷十八題九千零八十、卷十九題一萬

零一百五十三、卷二十題一萬零九百八十一、卷二十一題一萬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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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一十二、卷二十二題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卷二十三題一萬二千

二百六十二、卷二十四題一萬二千六百八十三、卷二十五題八千九

百六十六、卷二十六題一萬一千七百六十四、卷二十七題九千五百

三十、卷二十八題九千五百八十、卷二十九題一萬零四百二十、卷

三十題一萬一千一百零五、卷三十一題一萬一千三百零五、卷三十

二題一萬一千六百二十九、卷三十三題七千九百二十二、卷三十四

八千七百五十五、卷三十五題一萬三千九百四十六、卷三十六題七

千八百六十一、卷三十七題七千六百九十五、卷三十八題一萬六千

零一百五十四、卷三十九題八千一百三十八、卷四十題一萬一千 )  

該銀五兩七錢八分八厘(卷二題六兩七錢六分、卷三題三兩八錢三

分、卷四題四兩八錢六分、卷五題四兩七錢一分、卷六題四兩二錢

九分三厘、卷七題五兩零六分二厘、四兩二錢六分六厘、卷九題四

兩零九厘、卷九題四兩四錢七分三厘、卷十一題五兩一錢五分七厘、

卷十二題四兩九錢零三厘、卷十三題五兩九錢一分五厘、卷十四題

六兩三錢六分一厘、卷十五題三兩七錢九分、卷十七題三兩五錢一

分、卷十七題四兩五錢九分五厘、卷十八題四兩零八分六厘、卷十

九題四兩五錢七分、四兩九錢四分、卷二十一題五兩三錢一分五、

卷二十二題五兩四錢六分、卷二十三題五兩五錢一分七厘、卷二十

四題五兩七錢一分、卷二十五題四兩三分五厘、卷二十六題五兩八

錢八分、卷二十七題四兩三錢、卷二十八題四兩三錢一分二厘、卷

二十九題四兩六錢九分、卷三十題五兩、卷三十一題五兩四錢八分、

卷三十二題五兩二錢三分四厘、卷三十三題三兩五錢六分五厘、卷

三十四題三兩九錢三分八厘、卷三十五題六兩二錢七分五厘、卷三

十六題三兩五錢三分七厘、卷三十七題三兩四錢六分四厘、卷三十

八題七兩二錢六分八厘、卷三十九題三兩六錢零六分三、卷四十題

四兩九錢五分 )」  楚襄釋維棟對(卷二十一僅題「釋  對」二字，卷

二十四成墨圍，卷二十五至二十七及卷二十九至三十及卷三十二至

三十七及卷四十題「楚襄鹿門寺後學維棟對」、卷二十八題「楚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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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對」，卷三十一題「楚襄鹿門寺維棟對」)  崇禎丁丑(十年，1637)

仲冬(卷六至十及卷十四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年]孟春」，卷十一

至十三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年]孟夏」，卷十五題「崇禎戊寅

[1638，十一年]季秋」，卷十六至十八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年]

孟秋」，卷十九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年]季冬」，卷二十至二十

一及卷二十五、卷三十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年]孟春」，卷二十

二至二十五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年]孟夏」，卷二十六至二十七

及卷二十九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年]孟秋」，卷二十八及卷三十

一至三十五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年]仲秋」，卷三十六至三十八

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年]孟冬」，卷三十九至四十題「崇禎己卯

[1639，十二年]仲冬」 )般若堂識」。 

書籤題「支那撰述  止觀輔行○之○」。 

按：是書據各卷「識語」署之

年代，知始刻於明崇禎十

年(1637)， 迄崇禎十二年

(1639)止，係「嘉興府楞嚴

寺」刊刻，書籤與板心所

題「支那撰述」當係日本

人重刷時加上的，惟並無

牌記可以得知其刷印時

代，僅能定為「日本據明

崇禎十年(1637)至崇禎十

二(1639)年 間嘉興府楞嚴

寺刻本重印本」，並視為和

刻本。 

 



子部．釋家類 

 65

《成唯識論訂正》八卷八冊，明釋廣伸撰，明崇禎間(1628~1644)刊本，

C09.5/(p)0025 

附：明崇禎三年(1630)宋守一<成唯識訂正題辭>。 

藏印：「易印漱平」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4.8×20.8 公分。

板心上方題「唯識訂正」，魚尾下題「卷之○」、葉碼。 

各卷首行題「成唯識論訂正卷第○」，次行題「古杭雲棲寺弟

子廣伸述」，卷末題「成唯識論

訂正卷第○終」。卷三、卷五、

卷六、卷七、卷八等卷之末葉又

題「姑蘇信女張門李氏大緣助

板」。 

第三冊(卷三)葉末牌記題

「紹興府上虞縣祖貫今移住會

稽縣信士倪元瓚捐資壹拾貳兩

刻此，唯識論訂正第三卷，上薦

先考雨田府君、先妣曹太恭人早

生 蓮界并保在堂母施太安人壽

年綿遠，崇禎辛未(四年，1631)

歲季春望日謹識」。 

第五冊(卷五)末葉牌記題

「信官劉錫玄、許觀吉、信士許

士翀、顧紹芬、顧同德捐貲共

刻」。 

第六冊(卷六)末葉牌記兩處，分別題：「信官廣霦翁汝進捐資刻

成唯識論訂正第六前半卷祈保先考妣誥封中憲大夫知府鑑塘公張恭

人及祖高曾祖考妣轉識成智證正覺者」，「信官廣霦翁汝進以元配誥

封王恭人遺飾刻成唯識論訂正第六後半卷祈保轉識成智證正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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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歲次壬申(五年，1632)孟夏八日佛誕日謹識」。 

第七冊(卷七)末葉

牌記題「大明國直隸蘇

州府吳縣至德鄉十一都

何山土地顧明大王界天

平山居住，信官范允臨

喜捨刻此唯識訂正第七

卷保佑新生子佛扈福德

長壽智慧聰明無關無煞

吉祥如意，崇禎四年歲

次辛未孟冬佛誕日謹

識」。 

第八冊(卷八)末葉

題「信官洪瞻祖捐貲

刻」。 

按：書中間見硃筆句讀。 

 



子部．釋家類 

 67

○和○善《唯識論同學鈔》六十八卷三十五冊，不著撰者，日本明和七年

(1770，清乾隆三十五年)京都永田長左衛門刊本，C09.5/(q1)6000 

附：<唯識論同學鈔目錄>。 

藏印：「大俊」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5.1×20.7 公分。板心上方題「唯識」，魚尾下題「同學鈔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論第○同

學鈔卷○」，次行為各章標

題，卷末題「論第○同學鈔

○畢」。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延

寶七己未年(1679，清康熙十

八年 )九月中旬壽梓」、「明和

七庚寅年(1770，清乾隆三十

五年 )三月吉辰求版」、「京師

書肆  山本平左衛門  中

野宗左衛門 額田正三

郎」，「各宗書籍製本發賣

所」、「京都市下京區花屋町

通油小路東入川町五番

戶」、「發行者  永田長左衛門」、「京都市下京區寺町通松原下ル」、

「大賣捌所  永田調兵衛支店」、「東京市淺草區北東中町五番戶」、

「同  吉田久兵衛」、「肥後國熊本市新二丁目」、「同  長崎治郎」。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書眉有墨筆批語，硃筆訂正。 

2.論第七同學鈔卷五末葉題「寫本云  建久六年(1195，南宋慶元元

年 )五月廿六日又抄此段了纔示義大綱不及委談為苦願以此微善迴

向彼大果耳  沙門良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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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鏡錄》一百卷二十冊，宋釋延壽集，清雍正十二年(1734)刊本，

C09.8/(n)2614 

附：清雍正十二年(1734)世宗<御製重刊宗鏡錄序>、清雍正十二年(1734)

世宗<御製重刊宗錄錄後序>、清雍正十二年(1734)世宗<上諭>、宋楊

傑<宗鏡錄序>、清雍正十三年(1735)釋超海等<奉敕重刊宗鏡錄後跋

>、清雍正十二年(1734)李之綱等<奉旨重刊宗鏡錄名單>。 

藏印：無。 

板式：單欄，單魚尾。無界

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字。板框 13.0×17.6 公

分。板心上方題「宗鏡

錄」，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宗鏡

錄卷○」，次行題「宋

慧日永明妙圓正修智

覺禪師延壽集」，卷末

題「宗鏡錄卷○」。 

按：書中間見硃筆句讀，「玄」

字缺末筆，但「弘」字

未缺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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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月錄》三十二卷十冊，明瞿汝稷輯，明嚴澂較，明孫弘祚、陸鏻仝

訂，明崇禎三年(1630)釋海明重梓本，浙江嘉興府東塔禪堂存

板，C09.8/(p)6632 

附：明崇禎庚午(三年，1630)陸鏻<指月編敘>、明崇禎庚午(三年，1630)

孫弘祚<重梓指月錄敘>、明萬曆壬寅(三十年，1602)瞿汝稷<指月錄序

>、明萬曆辛丑(二十九年，1601)嚴澂<剝指月錄發顛偈有述>(末題「嚴

滜、嚴楷、嚴樸、嚴楞、嚴杓、嚴柟原板」)、<引用宗乘書目>、<指

月錄總目>(<總目>卷三十二末題「浙江嘉興府東塔禪堂存板流通」)。 

藏印：「念聖樓藏書記」長型硃印、「丁印念先」方型硃印、「趙烈文讀書

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

板框 15.1×21.5 公分。板心上方題「指月錄」，魚尾下題「卷○」及葉

碼。 

卷一首行題「指月錄

卷之一」，次行上題「那羅

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

集」，下題「吳郡天池山人

嚴澂道徹甫較」，三行上題

「破山釋海明重梓」，下題

「後學檇李孫弘祚茂光

甫」，四行下題「當湖陸鏻

登之甫仝訂」，卷末題「指

月錄卷之一」。 

卷一之末葉牌記題

「崇禎辛未(四年，1631)王

春值母呂太孺人五袠壽誕

蠲貲助鋟此編首卷至二十

卷藏於東塔禪堂以祈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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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壽永寧蘐莖集瑞者，當湖泊居士陸鏻識」。卷二十之末葉題「以上

陸鏻助刻」。 

卷二十一之末葉牌記題「信士顧貞易、顧令猷、趙廣星助刻」，

卷二十二之末葉題「信士嚴復甫助刻」，卷二十三之末葉題「平湖信

士沈元德助刻」，卷二十四之末葉題「信官朱廣源、馬遠之、曹愚公、

徐光治助刻，林泉領募」，卷二十五之末葉題「信士沈華峯、懷孟明

助刻，林泉領募」，卷二十六之末葉題「餘姚縣信士張行宗助刻，林

泉領募」，卷二十七之末葉題「蘇州府吳江縣信士施行輝助刻，林泉

領募」，卷二十八之末葉題「信士孫起伯、顧貞易、趙廣星、錢爾凝、

錢而勅、沈開太、任

安、徐硎新，林泉領

募」，卷二十九之末葉

題「信士朱通良、成

懷川、徐君載、吳可

傳、吳惟亨、高君甫、

李穎龍、吳之賢，林

泉領募」，卷三十之末

葉題「信士吳寂、程

君錫、釋海、音、光、

祚，信女方門陸氏，

林泉領募」。 

按：卷三葉六、卷四葉二十

四之板心下方有字

數。卷三十一之末葉硃

筆題「光緒丁丑(三

年，1877)初秋重讀一

過竟私意此書結集未

盡妥善能靜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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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類Ｃ１０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六冊，周列禦寇撰，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

明刊本，C10/(a)1223 

附：張湛<列子序>、<沖虛真經目錄>(題「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漢

永始三年(按，漢僅有元始，平帝年號，三年為西元 3 年)劉向<敘錄>。 

藏印：「歸安陸樹聲叔桐之印」方型硃印、「陸氏仲晦」長型硃印、「歸安

陸尌聲藏書之記」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白魚尾，雙欄。

半葉八行，行十七字；小字

雙行，行十七字。板框 14.2×

19.8 公分。魚尾下題「列子

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沖虛至德

真經卷第○」，次行上題「列

子」，下題「張湛處度注」，

卷末題「沖虛至德真經卷第

○」。 

按：舊錄「明刊本」，惟無任何牌

記可資佐證，暫依舊錄。 



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72

○和《老子鬳齊口義》二卷二冊，宋林希逸撰，日本延寶二年(1674，清

康熙十三年)上村次郎右衛門重刻本，C10/(n)4443 

附：南宋林希逸<老子鬳齊口義發題>、日本延寶二年(1674，清康熙十三

年 )德倉昌堅<跋>。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白魚尾，四邊單欄。分內外(上下 )兩欄，內欄(即《老子經》

文 )半葉八行，行十八字，板框 14.5×18.0 公分。外欄(註釋 )半葉二十

二行，短行十字，長行三十六字，板框 17.7×25.0(上欄 7.2)公分。單

白魚尾下題「老子經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

「老子鬳齊口義

○」，次行題「鬳齊

林希逸」，卷末題

「老子鬳齊口義

○」。卷下德倉昌堅

<跋>末題「二條通

玉屋町上村次郎右

衛門重刻」。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德倉昌堅<跋>末署

「延寶二年」及「二

條通玉屋町上村次

郎右衛門重刻」，故

據以題為「日本延寶

二年上村次郎右衛

門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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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翼》三卷六冊，明焦竑輯，明王元貞校，明萬曆十五年(1587)

秣陵王氏刊本，C10/(p)2004 

附：明萬曆丁亥(十五年，1587)焦竑<老子翼序>、明萬曆戊子(十六年，1588)

王元貞<老子翼序>、<老子翼目錄>、<采摭書目>。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3.7×20.3 公分。板心上方題「老子翼」，魚尾下題「卷○」及葉

碼。 

各卷首行題「老子翼卷

之○」，次行題「北海焦竑弱

侯輯」，三行題「秣陵王元貞

孟起校」，卷末題「老子翼卷

之○」。 

王元貞<序>末題「金陵

徐智刻」。 

按：1.卷一葉五十七下半葉至葉六十

三，卷二之葉六十六下半葉為

抄配。 

2.卷三收附錄及《老子考異》。 

3.舊題「秣陵王氏刊本」，但王

元貞<序>末題「金陵徐智

刻」，二者似有不同，暫記於

此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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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正理真論增注》不分卷一冊，明伍守陽撰并註，明伍守虛同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C10/(p)2137 

附：明沖虛子(伍守陽)<後跋>、明伍守陽<增註說>、<彭宏傳>、清乾隆二

十九年(1764)申兆定<重修天仙正理書後>。 

藏印：「人山□衜」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2.5×20.1 公分。板心上方題「天仙正理」，魚尾下題「直論」(間見加

題「天仙」或「築基」或「胎息」或「伏氣」或「起由」等字)。 

卷之首行題「天仙

正理直論增註」，次行題

「大明萬曆中睿帝閣下

吉王國師維摩大夫季

子」，三行題「三教逸民

南昌縣辟邪里人沖虛子

伍守陽譔并註」，四行題

「同祖堂弟同師弟真陽

子伍守虛同註」 

按：<重修天仙正理書後>云：

「伍沖虛真人《天仙正

理》書作於前明天啟壬戌

(二年，1622)，至崇禎十

二年己卯(1639)鵲穚成渡

日《增註》，姑蘓弟子吳

澄川命梓，金陵齊惠吉及

南昌舊及門涂之芬輔成

之，板藏南都燈市西廊之

道齋。歷年既久，原板世

罕覯。國朝康熙八年己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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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9)冬新建涂村朴諸君再刻以廣其傳，序之者邑進士黎博庵名元寬

學使也，真人堂姪達行復敘事略於篇首。康熙五十八年己亥(1719)謝

君嗣芳等再刊於姑蘓老君堂，汲引後學。既遷閶門外之崇壽道觀，而

人間遂鮮有知之者。……今年夏聞北平王買癡先生韜光吳門，往謁

之，告以度世本志。先生慨然良久，手一編曰此伍祖《天仙正理》也，

天不愛道，此書傳世久矣，子尚未之見耶？急敬讀一過，……偕弟玉

井，友楊硜堂徧訪之，既得一本全，缺<道源淺說>篇，復請先生西江

原本正之，而是書始為全璧矣。……因所得係老君堂原板，復踪跡之，

始知於崇壽道院，而<淺說篇>第三、第四兩頁已朽蠹久矣。旋倩工鐫

補。又增<註說>一篇，亦係真人自定，<目錄>中未曾載入，并更定之。

從同志鄒君之請，仍歸板於老君堂，垂示久遠，而自書其得書重脩之

由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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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善《老子道德經妄言》二卷一冊，日本豐懷子玉註，日本池徽叔猷、

中養素子純、藤守柔子強同校，日本天明戊申(八年，1788，

清乾隆五十三年)大盈居刊本，C10/(q2)2210 

附：日本天明八年(1788，清乾隆五十三年 )釋紹岷<刻老子妄言序>、日本

天明戊申(八年，1788，清乾隆五十三年 )豐懷子玉<老子道德經妄言

題辭>。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

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

行十八字。板框 15.0×20.4 公

分。板心上方題「老子妄

言」，魚尾下題「○篇」，板

心下方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老子道德

經妄言○篇」，次行題「長

門  豐懷子玉註」、三行題

「東都池徽叔猷」、「南總中

養素子純同挍」、「南總藤守

柔子強」，卷末題「老子道

德經妄言○篇終」。 

扉葉上題「天明戊申(八

年，1788，清乾隆五十三年 )新鐫」，右題「長門被褐道人著」，左題

「大盈居藏版」，中間書名大字題「老子道德經妄言」。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子部．道家類 

 77

《莊子因》六卷八冊，清林雲銘評，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本，

C10/(q1)4418 

附：清康熙戊辰(二十七年，1688)林雲銘<增註莊子因序>、清林雲銘<凡例

>、<莊子篇目>、<莊子總論>、<莊子雜說>、<莊子列傳>。 

藏印：「吳翌鳳枝庵氏珍藏」方型硃印。 

板式：單白魚尾，單欄。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二字。板框 14.1×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莊子因」，魚尾下題「卷

之○」、各篇篇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莊子因卷

之○」，次行題「三山林雲銘

西仲評述」。 

按：1.<莊子篇目>之末葉硃筆題：

「向秀注莊唯<秋水>、<至樂

>二篇未就而卒，秀子幼，其

義零落，然頗有別本流傳。

郭象以秀書不傳於世，故竊

以ソ，乃自注<秋水>、<至樂

>二篇，又易<馬蹄>一篇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

有向郭二ソ于世。」 

2.書中常見硃筆句讀及眉批。 

3.卷二<應帝王>篇末墨筆題：

「莊周內書七篇法度甚

嚴」，至「山谷老人解莊子

內篇七篇」共十三行。卷六

<天下>篇末硃律題「丁未立春後五日閱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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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疑錄》二卷二冊，日本貝原篤信撰，日本大野通明校，日本明和

三年(1766，清乾隆三十一年)<序>文榮堂刊本，C10.21/(q1)6078 

附：<春臺先生讀損軒先生大疑錄>、日本明和丙戌(三年，1766，清乾隆

三十一年 )大野通明<題大疑錄之後>。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

半葉九行，行二十字。

板框 14.6×18.8 公分。

板心上方題「大疑錄

○」，魚尾下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大

疑錄卷之○」，次行題

「筑前   貝原篤信

著」，三行題「仙臺  

大野通明校」，卷末題

「大疑錄卷之○畢」。 

<題大疑錄之後>

末葉硃筆題「昭和六

年(1931，民國二十年)

一月念四日讀過  福

原約堂」。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皇漢洋今古書類自家積年發兌ヤル者ト其

集藏啻ニ充棟載車ノ夥キぅそナラズ品位精工價程清廉以ラ四方君

子ヲ愛顧待ツ」、「文榮堂藏版」、「東區高久寶寺町四丁目六番地」、

「阪府書林  前川善兵衛」。 

按：舊錄題「明和三年(1766，清乾隆三十一年)刊本」當據<題大疑錄之

後>末署「明和丙戌(三年，1766，清乾隆三十一年 )」而言之，然牌記

未記載刊刻或發行日期，故改題為「日本明和三年(1766，清乾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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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序>文榮堂刊本」。 

 

 



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80

雜家類Ｃ１１ 

《論衡》三十卷六冊，漢王充撰，明劉光斗評，明馬元、施莊參評，閻

光表訂，明天啟六年(1626)武林閻氏凝香閣刊本，C11.14/(a)1000 

附：明劉光斗<序>、明傅巖<序>(鈐有「淫讀古文甘聞異言」長型墨印)、

明天啟丙寅(六年，1626)嚴光表<序>(鈐有「香凝閣」長型墨印)、<論

衡目錄>、宋楊文昌<論衡後序>。 

藏印：「愛日樓」方型硃印、「吳鶚長爵」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4.5×20.9 公分。板心

上方題「論衡」，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字數。 

各卷首行題「論衡卷第

○」，次行上題「漢會稽王充

著」，下題「明晉陵劉光斗暉吉

評」，三、四、五行依序題「虎

林」「馬元尊生」(卷四至卷十

八，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七、卷三

十題「馬元仁伯」，卷十九僅題

「馬元」)「施莊康夫」「參評」，

「閻光表子儀訂」，卷末題「論

衡卷第○終」。 

按：1.劉光斗<序>云：「武林閻子子儀

者散黃金以收書，窮白日而問

字唐虞已下元明已上，牙籤萬

軸，鄴架同觀，檢之，果得《論

衡》善本，蓋宋進士楊文昌所

刻也。余所評閱不無紕漏，因

并付子儀氏託以精加印勘，大

肆研綜，竝覓良工鐫之，以廣其傳。子儀氏乃閉門屏迹，與一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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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翻覆讎挍，一如仲任著書時。洎成而棗棃楮墨之費且不貲矣。顧

魚魯之謬既悉闡明，雞林之求亦將飽慰，子儀之効忠仲任，嘉惠來

學豈尠小哉。」 

2.間見硃筆句讀，書眉刻有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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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矜行詮》三卷一冊，泰西羅雅谷撰，泰西高一志、龍華民、湯若望

校閱，明程廷端潤，明汪元泰較，明崇禎六年(1633)刊本，

C11.15/(p)6018 

附：明崇禎癸酉年(六年，1633)汪元泰<敘>、泰西羅雅谷<哀矜行詮自敘>、

明李祖白<敘>、<哀矜行詮目錄>。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

板框 11.1×16.8 公分。板心上方題「哀矜行詮」，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哀矜行詮卷之

○」，次行題「極西耶穌會士羅雅谷

著」，三、四行依序題「星源後學程

廷端潤」、「汪元泰較」，卷末題「哀

矜行詮卷之○終」。 

封面內葉墨筆題「山本書店  

Jan. 7, 1966  ¥3500 政治系訂」。 

按：1.舊錄「明崇禎六年(1633)刊本」，惟

無牌記可資佐證，書中「玄」、

「弘」、「曆」等字未避諱(缺末筆或

改字)，或據明崇禎癸酉年(六年，

1633)汪元泰<敘>著錄之。利用搜尋

引擎檢索到中國書店--海王村拍賣

有限責任公司於 2005 年 1 月 16 日拍賣一套《哀矜行詮》四冊，著

錄為「清刊本」，「半框 16.8×11.2」，「白紙金鑲玉」，觀其書影，與

館藏完全相同。以未避康熙、乾隆等諱，則至少是順治年間刊本，

或是明崇禎至順治間書板而清中期以後再刷印者，暫記於此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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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七克》七卷二冊，泰西龐迪我撰，日本寬政八年(1798，清嘉慶三

年)京都始貽大堂刊本，C11.15/(p)7112 

附：明彭端吾<西聖七編序>、明萬曆甲寅(四十二年，1614)龐迪我<七克自

序>、明崔淐<伏傲小序>、<七克目錄>、明崔淐<解貪小序>、明崔淐<

坊淫小序>、明楊廷筠<七克序>、明崔淐<熄忿小序>、明崔淐<塞饕小

序>、明崔淐<平　小序>、明崔淐<策怠小序>。 

藏印：「賓本」、「聖會之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7×19.4 公 分。

板心上方題「七克」，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七克卷之

○」，次行題「西海耶穌會士

龐迪我譔述」，卷末題「七克

卷之○終」。 

扉葉左題「京都始胎大

堂藏板」，中間題「七克」，「天

主降生一千六百四十三年

(明萬曆甲寅四十二年)  極

西龐迪我譔述」、「天主降生

一千七百九十八(日本寬正

八年，清嘉慶三年)年主教湯

亞立山准」。 

封面內葉藍筆題「山本

書店  Jan. 7, 1966 

$10000-2 Vol. 政治系訂」。 

按：扉葉題「京都始胎大堂藏

板」，又題「天主降生一千七

百九十八年(日本寬正八年，清嘉慶三年 )主教湯亞立山准」，故暫據以

著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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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奉傳》不分卷二冊，清黃伯祿輯，清光緒二年(1876)<序>活字本，

C11.15/(q3)4423 

附：清光緒二年(1876)黃伯祿<正教奉傳序>、<正教奉傳目錄>。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行三十九字。

板框 13.5×19.9 公分，板心上方題「正教奉傳」，板心下方為葉碼。 

按：1.間見硃律句讀，書眉間見墨筆註語。 

2.<序>撰於清光緒二年(1876)，但書內文件收到光緒二十七年(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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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道德教育學》不分卷一冊，美國柯嘉芝著，吳同焯譯，民國九年(1920)

上海廣學會活字本，C11.15/(r)2679 

附：<宗教道德教育學目錄>。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雙欄，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三十三字。板框 12.0×16.7

公分。板心上方題「宗教道德教育學」，魚尾下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宗教道德教育學」，次行上題「美國柯嘉芝原著」，

下題「涇川吳同焯筆譯」，卷末題「宗教道德教育學終」。 

扉葉右題「美國柯嘉芝原著」、「涇川吳同焯筆譯」，左題「民國

九年一月」、「上海廣學會出版」，中間書名題「宗教道德教育學」。 

按：扉葉後半葉由上至下依序題「Education in Religion and Morals」，「By Prof. 

George Albert Coe, Ph.D.」，「Translated by T. C. Woo」，「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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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略》十二卷四冊，宋高似孫撰，清桐城方氏白鹿山房木活字本，

C11.2/(n)0021 

附：明萬曆丙午(三十四年，1606)曹學佺<序>、明沈士龍<題辭>、<緯略卷

一目錄>、<緯略卷二目錄>、<緯略卷三目錄>、<緯略卷四目錄>、<

緯略卷五目錄>、<緯略卷六目錄>、<緯略卷七目錄>、<緯略卷八目錄

>、<緯略卷九目錄>、<緯略卷十目錄>、<緯略卷十一目錄>、<緯略卷

十二目錄>。 

藏印：「麗青艸堂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字。板框 14.7×18.9 公分。魚尾下題「緯略卷○」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白鹿山房校印」。 

各卷首行題「緯略卷○」，

次行題「高似孫續古集」，卷末

題「緯略卷○終」。 

按：1.曹學佺<序>云：「予舟泊檇李，

姚叔祥見過，問得異書不，余

出《緯略》示之，授之梓而屬

余序。」 

2.沈士龍<題辭>云：「往余從胡

元瑞得高氏《緯略》將謀梓而

不勝魚虎也，遂不果謀。丙午

(三十四年，1606)春友人姚叔

祥得善本于曹能始戶曹，視胡

本最為佳勝，及能始敘來云是

弱侯先生校本，更知讎對之勤

非復一腕也。顧讀之尚有疑碍，因覓得同郡項穉玉家藏本，則

益……。又得江陰李貫之本，則益……。而胡本亦增五夜條 十 字 ，

其他偏旁舛誤則三本互為參定，復百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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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蜩笑偶言》一卷《井觀瑣言》三卷一冊，明鄭瑗撰，明周天軸、姚士

粦、周從龍、孫永芬同校，明寶顏堂刊本，C11.3/(p)8712 

附：明嘉靖八年(1529)鄭懋德<瑣言跋>。 

藏印：無。 

板式：無魚尾，單欄。半葉八行，

行十八字。板框 12.5×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書名、卷

次，板心下方題葉碼。 

「蜩笑偶言」之卷首

行題「鄭省齋蜩笑偶言」，

次行題「閩南鄭瑗撰」，三、

四行題「欈李」「周天軸」

「姚士憐」「同校」；卷末題

「寶顏堂訂正偶書終」。 

「井觀瑣言」之卷首

行題「寶顏堂井觀瑣言卷之

○」，次行題「閩南鄭瑗

撰」，三、四行題「欈李」

「周從龍」「孫永芬」(卷三

則題「周天軸」「姚士憐」)

「同校」，卷末題「寶顏堂

訂正井觀卷之○終」。 

按：1.鄭懋德<跋>云：「余讀從子瑗省齋遺稿而錄其《瑣言偶書》焉。……

張冠登第官儀曹，所著有《蜩笑》稿數十卷而《瑣言偶書》出入經

傳，徹貫墳典，蓋自彀率中得之，不待搜索而始定者。而遺言未竟

厥終惜哉。余重家雞欲與知道者共焉，其餘稿尚俟刪訂，付其子嘉

禾守登高刻之。」 

2.各卷題名有「寶顏堂」，知是書為明陳繼儒刊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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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祖筆記》十二卷六冊，清王士禛撰，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宋犖<

序>刊本，C11.3/(q1)1043 

附：清康熙乙酉(四十四年，1705)宋犖<序>、清王士禛<香祖筆記自序>。 

藏印：「櫻井褧印」方型硃印、「散木外亦」方型硃印、「此書曾在石崎謙

家」長型硃印、「耿嬰」方型硃印、「改池善」硃印長戳。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

雙欄。半葉十行，行十

九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九字。板框 13.5×16.2

公分。魚尾下題「香祖

筆記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香祖

筆記卷○」，次行題「新

城王士禛貽上」，卷末

題「香祖筆記卷○

終」。扉葉題「香祖筆

記」。 

按：宋犖<序>云：「筆記十

二卷，香祖乃其軒

名，義居室有叢蘭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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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航雜錄》二卷一冊，明馮時可著，明陳繼儒、黃卯錫、黃申錫校，

明沈德先閱，明寶顏堂刊本，C11.3/(p)3161 

附：無。 

藏印：無。 

板式：無魚尾，單欄。半葉

八行，行十八字。板框

12.5×20.7 公分。板心上

方題「雨航雜錄卷○」，

板心下方為葉碼。 

各卷首行題「寶顏

堂訂正雨航雜錄卷之

○」，次行題「天池居

士馮時可元成著」，三

行題「華亭後學陳繼儒

仲醇校」(卷下題「繡水

後學黃卯錫翰伯校」)，

四行題「繡水沈德先天

閱」(卷下題「黃申錫茂

仲」)，卷末題「寶顏堂

訂正雨航雜錄卷之

○」。 

按：是書各卷標題作「寶顏

堂訂正」，知為寶顏堂刊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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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海披沙》八卷四冊，明謝肇淛撰，日本寶曆九年(1759，清乾隆

二十四年)皇都書林刊本，C11.4/(p)0433 

附：日本寶曆己卯(九年，1759，清乾隆二十四年 )幡父華<文海披沙序>、

日本寬延三年(1750，清乾隆十五年 )洞津魚目道人<刊文海披沙序>、

明萬曆辛亥(三十九年，1611)焦竑<文海披沙序>、<文海披沙目錄>(目

錄分卷列之 )。 

藏印：「東海釣宭」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

九行，行十八字。板框 13.5

×19.5 公分。板心上方題「文

海披沙」，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文海披

沙卷之○」，次行題「晉安

謝肇淛著」，卷末題「文海

披沙卷○終」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

「寶曆己卯(九年，1759，

清乾隆二十四年 )季秋」、

「勢州津立町」、「山形屋

利兵衛」、「二條柳馬場東

江入ル町」、「安田千助」、

「皇都書林」、「間之町御

池上ル町」、「林權兵衛」、

「堀川通高　ル町」、「唐本屋吉左衛門」。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書眉間見硃筆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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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類藳》五十一卷《續藳》七卷十六冊，明郎瑛撰，清乾隆四十年

(1775)周氏耕烟堂刊本，C11.4/(p)3714 

附：明陳仕賢<七修類稾原序>、清乾隆四十年(1775)周棨<重刊七修類藳序

>、<七修類藳目錄>、明陳善<七修續藳原序>、<七修續藳目錄>。 

藏印：「漢籍」圓型硃印、「黑川真道藏書」長型硃印、「黑川真頼藏書」

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字。板框 9.9×13.1 公分。板心中間題「七修類稾卷○○○類」及

葉碼。 

各卷首行題「七修類藳

卷○」，次行題「明丘和郎瑛

仁寶著述」，卷末題「七修類

藳卷○終」。 

扉葉右題「仁和郎仁寶

著」，左題「耕烟草堂開雕」，

中間書名題「七脩類稾」。 

按：陳善<七修續藳原序>云：「嘉

靖丙寅(四十五，1565)先生春

秋八十猶日綜群籍參互考

訂，客有慫之使成續藳，于

及印摹而四方好奇之士購求

恐後。先生持以示予曰嘗辱

子養德養身之教矣，操此末

技可愧也。然一得之愚，序

以終教可乎？」 



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 

 92

《考槃餘事》四卷四冊，明屠隆撰，清錢大昕、孫傳澂校，清乾隆五十

年(1785)東海屠氏重刊本，C11.4/(p)7777 

附：清乾隆乙巳(五十年，1785)錢大昕<序>、清乾隆乙巳(五十年，1785)

屠繼序<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無魚尾，雙欄。半葉八行，

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十九字。板框

9.6×12.1 公分。板心中間題「考槃餘事」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卷○」。 

各卷首行題「考槃餘事卷之○」，

次行題「東海屠隆著」，「考槃餘事卷

之○終」。 

卷一、卷三之末葉題「同里後學

孫傳澂對澗氏校正」。第二冊之末葉黏

貼一紙墨筆題「攷槃餘事四本六元」，

鈐有「二百書店」。 

按：1.錢大昕<序>云：「茲先生之嗣孫繼序

等重付剞劂，屬予校正并題數言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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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滄浪筆談》四卷錢塘《溉亭述古錄》二卷孔廣森《儀鄭堂文集》二

卷三冊，清阮元撰錄，清嘉慶七年(1802)浙江節院刊本，

C11.4/(q2)7110 

附：清嘉慶三年(1798)阮元<小滄浪筆談序>。 

藏印：「崔漢綺藏」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4.1×19.0 公分。板心上方題「小滄浪筆談」，魚尾下題「卷○」及葉

碼。各卷之首行題「小滄浪筆談卷○」，次行題「儀徵阮元記」。 

扉葉左題「嘉慶七年(1802)

浙江節院栞板」，書名篆字題「小

滄浪筆談」。 

《溉亭述古錄》為單魚尾，

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

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6×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溉

亭述古錄」，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各卷首行題「溉亭述古錄卷

○」，次行上題「嘉定錢塘著」(卷

二則未見)，下題「儀徵阮元敘

錄」，卷末題「溉亭述古錄卷○」。

卷一末葉題「儀徵阮亨仲嘉校」。 

《儀鄭堂文集》為單魚尾，

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

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6×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儀

鄭堂文」，魚尾下題「卷○」及葉碼。各卷首行題「儀鄭堂文卷○」，

次行上題「嘉定孔廣森撰」，下題「儀徵阮元敘錄」，卷末題「儀鄭

堂卷○」。卷二末葉題「儀徵阮亨仲嘉校」。 

按：1.阮元<序>云：「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歷下者，又為余附錄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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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後。題曰『小滄浪筆談』，『小滄浪』者，居泲南時習遊大明湖小

滄浪亭，卷首數則皆記小滄浪事，遂為風舟之濫觴耳。」 

2.《儀鄭堂文集》卷二葉十三收孫星衍<儀鄭堂遺文序>及朱文翰<儀

鄭堂遺文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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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純正蒙求》三卷三冊，元胡炳文撰，日本文化元年(1804，清嘉慶

九年)刊本，C11.53/(o3)4790 

附：吳遯齊<胡雲峰小學蒙求序>、明嘉靖辛卯(十年，1531)潘滋<純正蒙求

敘>、明嘉靖十六年(1537)潘潢<純正蒙求跋>(存六行 )。 

藏印：「巖邨家藏」方型硃印、「沼田學舍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4.0×19.7 公分。板心題「純正蒙求  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純正蒙

求卷○」，次行題「新安胡

炳文  譔」， 

書籤題「官板  純正

蒙求」，封面內頁鉛筆題

「日幣 500」，卷三潘潢<

純正蒙求跋>末題「文化元

年(1804，清嘉慶九年 )

刊」。 

按：「濂溪　草伊川柳枝」條僅

存：「宋濂溪周先生　外草

皆不鋤去，曰，與自家意思

一」，至潘潢<跋>末僅存六

行間為墨圍，《文淵閣四庫

全書》收《純正蒙求》，然

僅有吳遯齊<序>，無潘滋與

潘潢之<敘>、<跋>，核《文

淵閣四庫全書》末知是書缺：「般。宋伊川程先生哲宗朝在經筵請曰：

陛下盥而避蟻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推此心以及

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一日講罷，上忽起戲折柳枝，先生進曰：方春

發生，亦不可無故摧折。凡茲故事純歸于正，用訓童蒙，養其德性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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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安習蒙，可作聖。右一百二十句敘待人接物之事。總上中下三卷三

百六十句」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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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類Ｃ１２ 

《世說新語》三卷六冊，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明嘉靖十

四年(1535)刊本，C12.1/(d)7280 

附：明嘉靖乙未(十四年，1535)<序>(存下半葉，未見署名)、<世說新語目

錄>、宋高似孫<世說新語>(《緯略》)．宋紹興八年(1138)董弅<跋>、

宋淳熙戊申(十五年，1188)陸游<跋>(存下半葉)。 

藏印：「鐘山馬氏家藏」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魚尾，左右雙欄。

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5.1

×19.2 公分。魚尾下題「世

說新語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世說新

語卷○之○」，次行題「宋

臨川王義慶撰」，三行題

「梁劉孝標注」，卷末題

「世說新語卷○之○」。 

按：書中間見硃筆句讀，書眉間

見硃墨筆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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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記》不分卷一冊，宋王銍撰，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歙縣知不足齋

刊本，C12.1/(n)1081 

附：清葉石君<識語>。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一字。板框 9.9×12.8 公分。板心中間題「默記」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知不足齋業書」。 

卷之首 行題「 默 記 」，

次行題「潁人王銍性之」，

卷末題「乾隆癸卯(四十八

年，1783)仲春重校一過知

不足齋記」。 

按：葉石君<識語>云：「壬寅臈

月鈔訖并校，憶庚辰之歲，

湖賈攜舊鈔本至，先為林宗

取去。自後更歷兵火，此書

尚存。至辛丑歲偶語及之，

乃太息扼腕云，破家子散

失。閱次年之冬，同晤錢遵

王，話及『明皇玉髑髏事』，

錢出此書，因借歸鈔之。時

無善書之人，草草雜書，云

林宗本尚有五揔志附，又不

知何時得鈔之以成舊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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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補》二十卷十二冊，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宋

劉應登評，明何良俊增，明王世貞刪，明王世懋評，明張文柱注，

清黃汝琳補訂重刊，清黃日延、黃日和、黃日勉同校，清乾隆二

十七年(1762)茂清書屋刊本，C12.1/(n)7280-1 

附：清乾隆二十七年(1762)黃汝琳<重訂世說新語補序>、<世說新語舊序二

首>(收劉應登<序>及明嘉靖乙未[十四年，1535]袁褧<序>)、<世說新

語補舊序一首>(明萬曆丙戌[十四年，1586]陳文燭<序>)、<附釋名>、

<重刻世說新語補>、<世說舊題一首舊跋二首>(僅見宋高似孫《緯略》

及宋紹興八年(1138)董弅<跋>)。 

藏印：「補」、「雲」、「吉羊」、「如意」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字。

板框 12.9×17.6 公分。板心上方題「世說補」，魚尾下題「卷○」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茂清書屋」。 

各卷首行題「世說新語補

卷第○」，次行為各篇篇名，

卷二十末葉題「世說補全」。 

扉葉右題「乾隆壬午(二

十七年，1762)春鐫」，左題「茂

清書屋藏板」，中間書名題「重

訂世說新語補」。 

<目錄>之首葉依序題：

「重刻世說新語補」、「姓

氏」、「宋劉義慶撰  梁劉孝標

注」、「宋劉應登評」、「明何良

俊增  王世貞刪」、「王世懋評  

張文柱注」、「乾隆壬午(二十

七年，1762)春日江夏黃汝琳

砥崖補訂重刊」、「男日延凝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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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心耘  日勉蘭畹校字」。 

按：書中間見硃筆句讀，書眉間見墨筆批語。 

 



子部．小說家類 

 101

○和《皇明世說新語》八卷八冊，明李紹文撰，日本寶曆四年(1754，清

乾隆十九年)京都萬屋仁右衛門刊本，C12.1/(p)4020 

附：日本寶曆甲戌(四年，1754，清乾隆十九年 )阿波亦彎<明世說序>、明

陸從平<皇明世說新語序>、<附釋名>、<皇明世說新語目錄>、<附名

公校閱姓氏>、日本寶曆甲戌(四年，1754，清乾隆十九年 )羽波祐昌<

題明世說後>。 

藏印：「高微堂」方型硃印，「鷹嶽館圖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4.5×24.7 公分。

板心上方題「明世說新語」，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皇明世說

新語卷之○」，次行題「雲

閒李紹文節之甫撰」，卷末

題「皇明世說新語卷之○

終」，封底以墨筆題「矢島

氏」，下鈐「高微堂」方型

硃印。 

扉葉右題「雲間李紹文

先生撰  不許　刻   千里

必究」，左題「皇都書林兩

三人嘗聞有《皇明世說新

語》以類王弇洲先生刪定

《新語補》搜索多年然以舶

上來希未有得之予近幸得

此本刊行惜乎卷之三有脫

簡失八行以無別本闕如惠

顧君子有觀全本令予補之

幸甚  洛東八　宮前肆明井長舒誌   貫器堂梓」，中間書名題「皇明

世說新語」，並鈐有文魁星圖像圓型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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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末牌記題「寶曆四年甲戌(四年，1754，清乾隆十九年 )十一月

吉旦」，「書林 京都 萬屋仁右衛門梓行」。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書眉間見墨筆音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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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輟耕錄》三十卷十冊，明陶宗儀撰，明萬曆間玉蘭草堂刊本，

C12.1/(p)7732 

附：元至正丙午(二十六年，1366)孫作<南村輟耕錄敘>、元孫作<南村先生

傳>、<南村輟耕錄總目>、邵亨貞<南村輟耕錄疏>。 

藏印：「畿南文獻」方型硃印、「王思錢所藏金石書畫」方型硃印、「王思

錢讀書記」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一字。板框 13.5×20.1 公分。魚尾下題「輟耕錄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玉蘭草堂」，間見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南村輟耕錄卷

之○」，次行題「天台陶宗儀九

成」，卷末題「南村輟耕錄卷之

○」。 

按：1.孫作<南棧輟耕錄敘>云：「余友

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吳，間

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勞之

暇，每以筆墨自隨，時時輟耕

休于樹陰，抱膝而嘆，鼓腹而

歌。遇事肎綮，摘葉書之，貯

一破盎，去則埋于樹根，人莫

測焉，如是者十載，遂累盎至

十數。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

小子萃而錄之，得凡若干條合

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錄』，

上兼六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

小史之談。」 

2.刻工有：湯子厚、湯淳、馬、宜、陳、光甫、劉、子文、子 承、艮、

甫、朱、良、沈、子明、子宜、馮、文、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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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泉聞見錄》四卷四冊，清劉壽眉撰，清嘉慶間(1796~1820)刊本，

C12.1/(q2)7247 

附：清李鼎元<序>、清嘉慶庚申(五年，1800)劉壽眉<自序>、清劉耆德<

跋>。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字。

板框 10.0×13.0 公

分。板心上方題「聞

見錄」，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春

泉聞見錄卷○」，次

行題「渠陽劉壽眉春

泉氏撰」。 

按：1.李鼎元<序>云：「春

泉舅丈世居渠陽，

久遊吳越……，庚

申(清嘉慶五年，1800)仲春以所著『聞見錄』示閱，乃述其生平所

歷之境與所聞之言。……鼎適奉使琉球，瀕行時聊述梗概如此。」 

2.劉耆德<跋>云：「嘉慶戊午(三年，1798)之秋德赴京兆試時，叔父家

居多暇，依古傳記例著述自娛，凡生平閱歷所及，耳目所經，輙隨

筆書之。越一載而成帙，顏曰『聞見錄』，事紀其實，文取諸簡，

寡所規撫，而動與古會，見理極明，論事極透，凡作孝作忠，惜命

惜身之道，無不該載。己未(四年，1799)春闈後，叔出是編相與商

訂，德學殖荒落未敢輕贊一詞，謹任檢字之責。庚申(清嘉慶五年，

1800)春復入都繕成一冊，因綴數語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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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異人錄》一卷不知撰者《慶元黨禁》一卷一冊，宋吳淑撰，清乾

隆五十二年(1787)歙縣鮑氏知不足齋刊本，C12.5/(n)2637 

附：清乾隆丁未(五十二年，1787)鮑廷博<跋>、宋淳祐乙巳(五年，1245)

潐川樵叟<慶元黨禁序>、<御題慶元黨禁>。 

藏印：「郁文館」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0×

12.9 公分。板心中間題「江

淮異人錄」及葉碼，板心下

方題「知不足齋叢書」。卷之

首行題「江淮異人錄」，次行

題「丹陽吳淑纂」，卷末題「江

異人錄終」。 

《慶元黨禁》，細黑

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

葉九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0×12.9 公分。板心中間題

「慶元黨禁」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知不足齋叢書」。卷

之首行題「慶元黨禁」，卷末

題「江異人錄終」。 

按：清鮑廷博<跋>云：「是錄明嘉

靖中伍光忠本稍經潤色，尚

未失真。近刻首列明皇游月

宮事，展卷即知其偽矣。喜

得善本特梓以存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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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類Ｃ１４ 

《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十年(1531)錫山安氏

桂坡館刊本，C14.11/(l)2877 

附：宋紹興四年(1134)劉本<初學記序>、<初學記目錄>(次行題「唐光祿大

夫行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 

藏印：無。 

板式：白口(間見細黑口，板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單魚尾，左右

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6.4×20.9

公分。版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卷二十八及卷二十九前七葉題

「桂坡館」)，魚尾下題「初

學記卷○」及葉碼，板心

下方有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初學記

卷第○」，卷一次行題「光

祿大夫行右散騎常侍集賢

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

國公徐堅等奉」，三行上題

「勑撰」，下題「錫山安國

校刊」(卷二以降則上題部

類名，下題「錫山安國校

刊」)，卷末題「初學記卷

第○」。 

按：刻 工姓名 有：陸奎刻、宅 、

朝、章景 華、表、唐、悅 、

忠、其、周 永 日、青、王 、

高、周、古、方、仁、良、征敖、瑞、李鳳、球、征子明、雇、李、

雇俊、云、世祥、憲、正、伯、來、唐瓊、征云、永日、徐、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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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周永、文、澄、何其、其方、清、陸云、何、征鏊、陸敖、高成、

征子明、陸淮刻、奎、受、李清、何表、張敖、何朝忠、雇田、袁、

徐方、徐仁、頤俊、李、六、陸子明、吳、李安、何球、何忠、何瑞、

何文、朝忠、六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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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瀋藩

覆刻桂坡館本，C14.11/(l)2877-01 

附：明嘉靖甲辰(二十三年，1544)李新芳<敘>，明嘉靖甲辰(二十三年，1544)

瀋藩南山道人<飜刊(宋紹興四年(1134)本)初學記敘序>、宋紹興四年

(1134)劉本<初學記序>、明嘉靖辛卯年(十年，1531)秦金<重刊初學記

序>(次行題「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官致仕進階榮祿大

夫前奉勑參賛機務南京禮兵二部尚書錫山秦金著」)、<初學記目錄>(次

行題「唐光祿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

等撰」，三行題「大明嘉靖辛卯[十年，1531]錫山安國重校刊」)、明

俞泰<書初學記後>。 

藏印：「物每聚于所好」方型硃印、「曾歸因齋主人」方型硃印、「必齊居

士藏圖書印」長型硃印、「楊曰楝原閣藏」長型硃印、「鳥阿」方型硃

印。 

板式：白口(間見細黑口，板心上方間見

題「安桂坡館」、「安桂坡」，卷二

十八及卷二十九之葉八之前則「桂

坡館」)，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

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四字。板框 16.5×20.7 公分。板

心上方間題「安桂坡館」，魚尾下

題「初學記卷○」及頁碼，板心下

方間見刻工姓名。 

各卷之首行題「初學記卷第

○」，卷二次行題「光祿大夫行右

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

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三行上題

「勑撰」，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

二以降次行上題部類名，下題「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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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安國校刊」，卷十三、十四、十七、二十四、二十六則無)，卷末題

「初學記卷第○」。 

按：1.李新芳<敘>云：「我明瀋王南山老殿下愽學好古，尤耽詠歌其情性中

和，止於義理，或與海內賢士大夫游，詩書禮樂之風，如蘭斯臭見

者，知其為古之賢王，凡吾儒所珍愛必欲公諸人人，《初學記》其幼

沖雅好者，乃重梓以與四方共焉，可以觀，嘉惠來學盛心矣。」 

2.瀋藩南山道人<序>云：「是書於世豈直小補，篇章翰墨而已考，不至

於道其莫止也。因命翻鋟於梓，以永諸傳，且期與天下有於學共之

作序。」 

3.秦金<重刊初學記序>云：「《初學

記》一編，唐集賢學士徐公堅

等奉勑撰也。歲久板廢，抄本

狼籍，字多舛訛，觀者病之。

錫義士安國購得善本謀諸塾賓

郭禾相與校讎釐正，遂成完

書，選能鳩工繕寫鋟梓以傳，

其嘉惠後學之心盛矣，間出視

予徵言為序。」 

4.刻 工 有：海、安、周永 日、青 、

王、清、子南、忠、方、云、

唐、楷、未、成、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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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卓氏藻林》八卷八冊，明卓明卿撰，明王世懋校正，日本三雲義正

新四郎訓點，日本元祿九年(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攝陽書肆

翰林堂藏版，C14.11/(p)2167 

附：明萬曆辛巳(九年，1581)皇甫汸<卓氏藻林序>、明萬曆庚辰(八年，1580)

卓明卿<卓氏藻林自序>、<卓氏藻林凡例>、<藻林目錄>、日本元祿戊

寅(十一年，1698，清康熙三十七年 )三雲義正新四郎<跋卓氏藻林>。 

藏印：「折居藏書」、「折居藏印」、「盟故堂」方型硃印，「望月藏禁門外」

長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字。板框 14.5×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卓氏藻林卷之○」，板心

下方題類別(如「天文類」)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卓氏藻林卷之

○」，次行題「武林卓明卿澂甫編

輯」，三行題「吳郡王世懋敬美校

正」，卷末題「卓氏藻林卷之○

終」。 

封面書籤題「卓氏藻林○」，

硃筆題各冊收錄之內容(如第一冊

題「天文」、「地理」 )。 

扉葉左題「元祿九年(1696，

清康熙三十五年 )丙子中夏穀旦」，

右題「攝陽書肆  名倉翰林堂藏

板」，中間書名題「卓氏藻林」。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三雲義正新四郎<跋卓氏藻林>云：「此書世有未刊行者，書肆某將

鏽諸梓，就予而圖之，其意酷勤，遂不得辭，略加檃栝，且作訓點，

以與之後之覽者為是正焉。」故據以著錄：「日本三雲義正新四郎

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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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五十冊，明彭大翼撰，明張幼學編，明焦竑、

凌儒、馮任、成友謙、彭大翱、杜業、廖自伸、范鳳翼、馮起綸、

彭大同、張元芳、馮元颺、彭大化、熊瑞、陳懋功、王納諫、馮

元飚、黃曰謹、潘洙較，彭取友、彭取英、彭取士、彭取志、彭

取第音釋，明張映漢、張映泗、張映薇、張映飚、張映奎重較，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重刊本，C14.11/(p)4241 

附：明萬曆乙末(二十三年，1595)焦竑<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乙未(二十三

年，1595)凌儒<山堂肆考敘>、明馮任<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丁酉(二

十五年，1597)王元禎<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

廖自伸<山堂肆考序>、明成友謙<重訂山堂肆考>、明萬曆乙未(二十

三年，1595)彭大翼<山堂肆考自序>、明彭大翱<跋山堂肆考>、明彭

取第<山堂肆考跋>、明萬曆己未(四十七年，1619)張幼學<小記>、明

張幼學<重訂山堂肆考凡例>、<參定姓氏>、<重訂姓氏>、<山堂肆考

五集總目>、<山堂肆考宮集總目

>、<山堂肆考商集總目>、<山堂肆

考角集總目>、<山堂肆考徵集總目

>、<山堂肆考羽集總目>。 

藏印：「日吉」方型硃印、「李氏藏書」

方型硃印、「愛日樓」方型硃印、「石

君長物」方型硃印、「天和吳石君

戊戌以後所得書」長型硃印、「愛

日樓」長型硃印、「冬涵閱過」方

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分上下兩欄，

上欄無界欄，行三字；下欄半葉十

一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3.1×19.9

公分。板心上方題「山堂肆考」，

魚尾下題「○集○卷」(以 宮、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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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徵、羽為序)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該葉之字數。 

宮集各卷首行題「山堂肆考○○(部類名)第○卷」，卷二之次行

題「明古揚彭大翼雲舉父纂著」，三行題「張幼學儀伯父編輯」，四

行題「秣陵焦竑弱侯父」(商集題「溫陵杜業可大父」，徵集題「豫章

熊瑞憲祥父」，羽集題「清漳黃曰謹元祇父」)，五行題「同郡凌儒海

樓父」(商集題「黃岡廖自伸伯常父」，角集題「四明馮任重夫父」，

徵集題「門生倉梧陳懋功惟志父」，羽集題「溫陵潘洙士鼎父」)，六

行題「四明馮任重夫父」(商集題「同郡范鳳翼羽父」，角集題「同郡

張元芳完樸父」，徵集題「同郡王納諫聖俞父」)，七行題「同郡成友

謙石生父」(商集題「四明馮起綸弓閭父」，角集題「四明馮元颺留仙

父」，徵集題「四明馮元飚鄴仙父」，羽集題「男彭取友」、「取英」)，

八行題「弟大翱雲健父較」(商集題「弟大同雲會父較」，角集題「弟

大化雲龍父較」，徵集題「同郡成友謙石生父較」，羽集題「取士」、

「取志」、「取第音釋」)，九行題「外孫張映漢侯赤父重較」(商集題

「外孫張映泗侯魯父重較」，角集題「外孫張映薇侯佳父重較」，徵

集題「外孫張映飚侯弢父重較」，羽集題「外孫張映奎侯聚父重較」)，

卷末題「○(分宮、商、角、徵、羽等集)集○卷終」。 

按：1.是書分為宮商角徵羽五集，各為四十八卷。宮集卷二十七至四十三

為後人抄補。角集卷十一至十五為後人抄補。羽集卷二十五至四十

五為後人抄補。徵集卷二十八葉一至二、葉二十五至二十八，卷二

十九之葉一至六、葉九至十之板心下方題「石渠閣補」。 

2.<凡例>云：「是書成於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冬，一鶴彭太嶽以

著述聞，二十年於茲矣。厥後浸淫散佚，越在己未(四十七年，1619)

學迺尋繹舊聞，踵事增定，遂成完帙，一時博物君子爭傳覽焉，亦

是書中與之會也。」 

3.舊錄「明萬曆二十三年(1595)刊本」，據<凡例>所載，實增定於明萬

曆四十七年(1619)，故改題為「明萬曆四十七年(1619)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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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博物志》五十卷二十冊，明董斯張纂，明楊鶴、夏儀、高士煌、丁

元薦、韓敬、耿汝忞、鮑應鰲、溫體仁、董其昌、宋拱宸、周叔

宗、稽之楚、金嘉量、茅元儀、須之彥、吳晉卿、沈聖岐、馮夢

桂、沈演、陳一元、王穉登、范汭、馮夢龍、范允臨、鄒匡明、

黃光、楊士綬、謝兆申、王留、吳亮嗣、黃汝亨、包衡、鄭之惠、

李衷純、丁立表、田弘慈、吳夢暘、宋珏、陳繼儒、楊瑞枝、尤

森羙、曹學佺、唐世濟、周嬰、華士嶟、韓漪、劉廷元、姚士麟、

何如寵、張大復等訂，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高暉堂刊本，

C14.11/(p)4441 

附：明萬曆乙卯(四十三年，1615)朱國禎<廣博物志序>、明萬曆丁未(三十

五年，1607)不著撰者<廣博物志序>、明韓敬<廣博物志敘>、<廣博物

志目次>。 

藏印：「臣士恭」長型硃印、「馨室」長型硃印、「坐花醉月」方型硃印、「半

閒書屋」圓型硃印、「坡」方型硃印、「園」方型硃印、「康印」長型

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 單欄。半葉 九行 ，

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 十 八 字 。

板框 15.5×20.7 公分。板心上方題

「廣博物志」，魚尾下題「卷之○」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高暉堂」及

字數。 

各卷首行題「廣博物志卷之

○」，次行題「隴西董斯張纂」，

三行題「武陵楊鶴訂」(卷二題「古

汭夏儀訂」、卷三題「上海高士煌

訂」、卷四題「故鄣丁元薦訂」、

卷五題「高陽韓敬訂」、卷六題「西

陵耿汝忞訂」、卷七題「古歙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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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訂」、卷八題「太原溫體仁訂」、卷九題「雲間董其昌訂」、卷十題

「溧陽宋拱宸訂」、卷十一題「松陵周叔宗訂」、卷十二題「清溪稽

之楚訂」、卷十三題「江都金嘉量訂」、卷十四題「防風茅元儀訂」、

卷十五題「吳郡須之彥訂」、卷十六題「茂苑吳晉卿訂」、卷十七題

「郡人沈聖岐訂」、卷十八題「吳趨馮夢桂訂」、卷十九題「郡人沈

演訂」、卷二十題「閩中陳一元訂」、卷二十一題「太原王穉登訂」、

卷二十二題「郡人范汭訂」、卷二十三題「吳趨馮夢龍訂」、卷二十

四題「吳郡范允臨訂」、卷二十五題「豫章鄒匡明訂」、卷二十六題

「莆中黃光訂」、卷二十七題「虎林士綬訂」、卷二十八題「昭武謝

兆申訂」、卷二十九題「姑蘇王留訂」、卷三十題「西陵吳亮嗣訂」、

卷三十一題「虎林黃汝亨訂」、卷三十二題「秀州包衡訂」、卷三十

三題「虎林鄭之惠」、卷三十四題「秀水李衷純訂」、卷三十五題「豫

章丁立表訂」、卷三十六題「西陵田弘慈訂」、卷三十七題「郡人吳

夢暘訂」、卷三十八題「莆中宋珏訂」、卷三十九題「雲間陳繼儒訂」、

卷四十題「秀水楊瑞枝訂」、卷四十一題「郡人尤森羙訂」、卷四十

二題「閩中曹學佺訂」、卷四十

三題「郡人唐世濟訂」、卷四十

四題「莆中周嬰訂」、卷四十五

題「武陵華士嶟訂」、卷四十六

題「高陽韓漪訂」、卷四十七題

「當湖劉廷元訂」、卷四十八題

「武唐姚士麟訂」、卷四十九題

「皖城何如寵訂」、卷五十題「玉

峰張大復訂」)，卷末題「廣博

物志卷之○終」。 

按：卷一之葉一板心下方題「吳興蔣

禮梓」，卷一末葉題「西吳蔣文

英寫」、「蔣禮孟魁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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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鏡原》一百卷三十二冊，清陳元龍撰，清康熙間(1662~1722)刊

本 C14.11/(q1)7510 

附：<格致鏡原凡例>、<格致鏡原總目>、<格致鏡原乾象類目次>、<格致

鏡原坤輿類目次>、<格致鏡原身體類目次>、<格致鏡原冠服類目次

>、<格致鏡原宮室類目次>、<格致鏡原飲食類目次>、<格致鏡原布

帛類目次>、<格致鏡原舟車類目次>、<格致鏡原朝制類目次>、<格

致鏡原珍寶類目次>、<格致鏡原文具類目次>、<格致鏡原武備類目次

>、<格致鏡原禮器類目次>、<格致鏡原樂器類目次>、<格致鏡原耕

織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日用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居處器物類

目次>、<格致鏡原香奩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燕賞器物類目次>、

<格致鏡原玩戲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穀類目次>、<格致鏡原蔬類

目次>、<格致鏡原木類目次>、<格致鏡原草類目次>、<格致鏡原花

類目次>、<格致鏡原果類目次>、<格致鏡原鳥類目次>、<格致鏡原

獸類目次>、<格致鏡原水族類目次>。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

十一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1.5×17.0

公分。上魚尾下題「格致鏡原卷○○

○類○」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格致鏡原卷○」，次

行題「○○類○」，卷末題「格致鏡原

卷○終」。 

按：1.<格致鏡原凡例>云：「凡類書所以供

翰墨備考訂也，是書則專務考訂以助

格致之學。每紀一物必究其原委，詳

其名號，疏其體類，考其制作以資實

用，比事屬辭非所取也，故於古來詩

賦以及故事一概不錄，以別於他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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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2.<格致鏡原凡例>又云：「丁亥戊子間(清康熙四十六年至四十七年，

1707~1708)，余乞養旋里，循陔多暇，偶纂是書，時書籍多留京邸，

家中插架甚少，就所涉獵以葺是書，後從吾壻崑山徐叙九德秩家傳

是樓借閱數百種，稍稱詳備而挂漏不免，擬續有見聞以漸增補。旋

被召入京，又出而撫粵，宦轍碌碌，鉛槧未遑，遽付梓人，殊慚荒

陋也。」 

3.卷一百缺葉一至二，卷九十六至一百昆蟲類缺目次。 

4.舊錄「清康熙間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凡例>云：「丁亥

戊子間」，又云：「吾壻崑山徐叙九德秩家傳是樓借閱數百種」，題

成書及首刻於清康熙四十六年至四十七年(1707~1708)，仍依舊錄。 

 



子部．類書類 

 117

○和《五雜組》十六卷十六冊，明謝肇淛撰，日本寬文元年(1661，清順

治十八年)刊本，C14.12/(p)0433 

附：明李維楨<五雜組序>。 

藏印：「多田一角芙員」方型墨

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

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

板框 13.5×19.4 公分。板心上

方題「五雜組」，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五雜俎

卷之○」，次行題「陳留謝

肇淛著」，卷末題「五雜俎

卷之○終」。卷十六末葉題

「寬文改元辛丑(1661，清順

治十八年 )仲冬」。 

第二冊內葉鈐「來源：購 16

本」、「書價：日幣 1200」、「52

年 8 月 22 日」長型藍印。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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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錦字錄》二十一卷十二冊，明凌迪知輯，明凌稚隆校，明萬曆五

年(1577)吳興凌氏桂芝館刊本，C14.12/(p)3415 

附：明萬曆丁丑(五年，1577)凌迪知<文選錦字錄序>、<文選錦字目錄>。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

八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

行十七字。板框 13.4×18.8 公

分。板心上方題「文選錦字

錄」(間見僅題「文選錦字」)，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有寫刻工姓名及字

數。 

各卷首行題「文選錦字

錄卷之○」，次行題「吳興凌

迪知稺輯」，三行題「弟稚隆

以棟校」，卷末題「文選錦字

錄卷之○終」。 

<目錄>後題「萬曆丁丑

(五年，1577)春仲吳興凌氏桂

芝館梓行」。 

按：寫刻工姓名如下：吳郡王伯

才刻(序之葉一)，甫、玄、彭、文、植、才、劉、其，長洲顧檈寫(卷

一之葉一)，徐軒刊、安、希，吳門高洪寫(卷三、四之葉一)、甫、

玄、沈、英、彭、言、加、希，吳郡顧檈寫(卷六之葉一)、夏邦 彥 、

夏、甫、英、彭、玄、汝、植、文、其、加、顧植、劉安、言、劉 、

王伯才、才、中、仇、修、慕、化、邦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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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車韻端》一百六十卷二十六冊，明凌稚隆編，明刊本，C14.2/(p)3427 

附：明謝肇淛<五車韻瑞序>、<五車韻瑞目錄>、<洪武正韻>。 

藏印：「馬塲藏書」長型硃印、「養壽院」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分上下兩欄。上欄為各韻字；下欄半葉十行，

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七字。板框 15.8×22.2 公分。板心上方

題「五車韻瑞卷之○」，魚尾下為各韻字及其次序，板心下方有刻工

名。 

各卷之首行題「五車

韻瑞卷之○」，次行題「吳

興後學凌稚隆以棟父編

輯」，卷末題「五車韻瑞卷

之○終」。 

按：1.<五車韻瑞序>之葉一板心

下方題「吳興沈■■」。刻

工姓名如下：陶、明、元、

伯、中、守、公貞、貞公、

仲元、信、貞、江、劉、

羅、云、彥、子、仁、仲 、

世、李、仲、天、公、卿 、

張、放、汝、楊、夫、范 、

汪、何。 

2.卷四之葉三十二，卷九之

葉十五至二十三，卷十三

之葉二十二至二十八，卷十四之葉一至十，卷十五之葉一至三十，

卷十六之葉一至二十七，卷十八之葉十八，卷二十四之葉一至二

十，卷二十五之葉一至二十二，卷二十六之葉一至二十，卷二十七

之葉一至十四，為後人抄補。 

3.書中間見日文句讀，或為收藏者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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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附《帝王姓系》六卷《氏族博考》十四卷四十

冊，明凌迪知輯，吳京、凌述知、王穉登、崔冏、陳曼年、崔

介、閔一琴、章士雅、費日章、杜大中、陳大經、吳輔、杜大

受、崔建中、俞允文等校，明毛氏汲古閣刊本，C14.4/(p)3438 

附：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凌迪知<歷代帝王姓系統譜敘>、<(歷代帝王

姓系統譜)凡例>、吳京<氏族慱攷敘>、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王世

貞<古今萬姓統譜敘>、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凌迪知<敘>、<(古今

萬姓統譜)凡例>、<古今萬姓統譜引用書目>、<萬姓統譜目錄>。 

藏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4.0×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萬姓統譜」，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古今萬姓統譜卷

之○」，次行題「吳興凌迪知稚哲

編」，三行題「凌述知稚明校」(卷十

一以降題「太原王穉登百穀校」，卷

二十一以降題「松陵崔冏仲璋校」，

卷三十一以降題「同郡陳曼年庚老

校」，卷四十一以降題「松陵崔介仲

圭校」，卷五十一以降題「同郡閔一

琴靜父校」，卷六十一以降題「吳門

章士雅循之校」，卷七十一以降題「同

郡費日章道夫校」，卷八十一以降題

「吳郡杜大中子庸校」，卷九十一以

降題「錢塘陳大經君常校」，卷一百

一以降題「同郡吳輔孟康校」，卷一百十一以降題「吳門杜大受子可

校」，卷一百一十八以降題「松陵崔建中允治校」，卷一百二十五以

降題「吳門俞允文仲蔚校」)，卷末題「萬姓統譜卷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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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代帝王姓系統譜》各卷之首行題「歷代帝王姓系統譜卷之

○」，次行題「吳興淩迪知稚哲輯」，三行題「同郡吳京朝卿校」(卷

六之次、三行依序題「皇明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營繕清吏司員

外郎臣凌迪知輯并校」)，卷末題「歷代帝王姓系統譜卷之○終」。 

《氏族博攷》各卷之首行題「氏族博攷卷之○」，次行題「吳

興淩迪知稚哲纂」，三行題「同郡吳京朝卿校」，「氏族博攷卷之○終」。 

扉葉右題「凌稚哲先生原

本」，左題「汲古閣藏板」，中間書

名題「萬姓統譜」。 

按：1.刻工姓名有：何道甫刻、國用(<

歷代帝王姓系統譜敘>)，勾吳高洪

寫何道甫、沈、顧植、徐、夏、

甫、文、才、王伯才、邦、玄、

植、徐文、長洲顧檈寫王伯才、

劉、陸 (《 歷代 帝 王 姓系統 譜 》)，

用、彭、晏、中、戴仕瀛刻、戴

仕 刻、希、趙、六、欽、言、李 、

洪六、吉甫補、張、張李、子、

昂、孫、士、貞、余、羅(《氏族

博攷》)，彭天恩、長洲沈玄龍刻、

錢國用、陳、王、仕、黃、仁、趙應其、其、玉、皇、仕張、士 張 、

應、元、直、子、世、申、漢、朱、余、漢六、時中、南、陶、茂 、

信、之、何成德刻、沈玄、洪、趙漢、傑、川、盧世清、世清、先、

八庚。 

2.吳京<氏族慱攷敘>云：「淩大夫穉哲甫早年解組，沉酣典藉，自六

經諸子，天文地志，稗官小說靡不咀嚼而鈎致之。已輯《姓譜》一

百有五十而梓行矣，復考方冊所載之說，彙為一編而折衷之，題曰

《氏族慱攷》，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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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凌迪知<敘>云：「余讀<眉山蘇氏族譜引>感而輯《姓譜》。」 

4.卷七十葉十二之板心下方題「振鄴堂」三字。卷九十三葉十，卷一

百二十葉二十二，卷一百三十二葉八至九係後人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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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譜纂》七卷二冊，明李日華撰，明魯重民補訂，明錢蔚起較定，

明六有堂刊本 C14.4/(p)4046-1 

附：明沈兆昌<姓氏譜纂序>、明周星<百家姓新箋識>、<姓氏譜纂目錄>。 

藏印：「六明天下一書生」圓型硃印、「汝楣縣之印」方型硃印、「咸豐李

昌遠印」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

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字。板框 14.1×

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姓

氏譜纂」，板心中間題「卷

○」及葉碼。 

卷一之首行「姓氏譜

纂卷一」，次、三行間上題

「嘉禾李日華若實輯」，次

行下題「錢■魯重民孔式

補訂」，三行下題「古■錢

蔚起黼明較定」，四行題

「百家新箋」，卷末題「姓

氏譜纂卷○終」。 

扉葉右題「六有堂精

訂」，左題「本衙藏板」，

中間書名題「姓氏譜纂」。 

按：周星<百家姓新箋識>云：「崇禎丁丑(十年，1637)夏，余 寄跡白門，臥

痾初起，時永晝寡營，適■弟持《百家姓》一帙，索余摹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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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姓纂》十卷四冊，唐林寶撰，清孫星衍、洪瑩同校，清嘉慶七年

(1802)古歙洪瑩刊本，C14.4/(l)4430 

附：清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唐林寶<元和姓纂原序>、唐元和七

年(812)王涯<元和姓纂原序>、清洪瑩<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後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四字。板框 14.2×17.5 公分。上魚尾下題「元和姓纂卷○」及

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元和姓纂

卷○」，次行上題「唐林寶

撰」，中題「陽湖孫星衍」，下

題「歙洪瑩同校」，卷末題「元

和姓纂卷○」。 

扉葉右題「嘉慶七年(1802)

刊版」，左題「古歙洪氏校

藏」，中間書名篆字題「元和

姓纂」。 

按：1.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

>云：「吾友尚書郎歙人洪瑩

篤愛此書，欲刊布傳遠，與予

增校，條舉件繫，日得數十

事，二旬而畢。」 

2.洪瑩<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後

序>云：「毘陵淵如夫子以所

藏鈔本見示，因校而刊之，蓋夫子以力學復古為己任，即以此志勉

瑩也。刊既成而述其略於簡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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