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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如果大家都選擇藝術、金融、貿易、管理，那麼像石油、煤炭、地

質、礦業等專業沒有人學，今後這些艱苦的工作由誰來幹呢？難道說，因

為我們國內實在無人，只能請外國人來嗎？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來說，也可說是跟不上時代精神，是落伍了？可是

回顧我們所走過的路，是不是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太「傻」，可我們還是懷有

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奉獻精神。雖然我們當時的待遇很低，受過累，吃

過苦，卻無怨無悔，如果時光可以倒流，人生還能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

們也許還會選擇重操舊業，回到我們闊別已久的勘探隊。 

2010 年 3 月 1 日于北京左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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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周法高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  

經部．小學類文字音韻之屬暨經總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小學類  

○周湖樓筆談說文經字不分卷一冊，清俞樾撰，民國宋文蔚疏證，民國二

十三年上海商務印書館據寫本景印  A09.211/(q3)8043 

附：清光緒十二年 (1886)俞樾撰<序>。 

板式：無界欄，每頁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每

頁書口題「湖樓筆談說文經字」及頁碼。 

頁一首行上題「湖樓筆談說文經字」，下題「門下士宋文蔚

疏證」。 

書末版權葉由上至下依序題：「48438」、「湖樓筆談說文經

字」、「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

三年九月初版」、「每冊定價大洋參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疏證者 宋文蔚」、「上海河南路」、「發行人 王雲五」、「上

海河南路」、「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埠」、「發行所

 商務印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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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間見眉批。 

○周說文解字六書疏證二十九卷六書表一卷(附校勘記)十五冊，民國馬敘倫

撰，據民國三十二年稿本景印 A09.211/(r)7182 

附：<說文解字六書疏證目錄>、章炳麟<來書>、楊晨<來書>、吳士鑑

<來書>、<說文解字六書疏證凡例>。 

板式：每頁十七行，行三十五字；小字單行，行三十五字。板框 25.6 

×16.6 公分。書口題「說文解字六書疏證卷之○」及頁碼。 

每卷首行上題「六書疏證卷第○」，下題「說文解字第○○」，

次行題「馬敘倫學」，卷末題「說文解字六書疏證卷第○竟」。 

○周朱氏說文通訓定聲序注不分卷一冊，清朱駿聲撰，民國宋文蔚注釋， 民

國二十三年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A09.212/(r)3004 

附：民國十六年宋文蔚撰<序>。 

板式：無界欄，每頁十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三字。 

書末版權葉由上至下依序題：「40724」、「朱氏說文通訓定聲序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三年十月初

版」、「每冊定價大洋參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注釋者 宋文

蔚」、「上海河南路」、「發行人 王雲五」、「上海河南路」、「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埠」、「發行所 商務印書館」。 

按：書中間見眉批。 

○周說文古籀補十四卷補補十四卷三補十四卷(缺第一冊即卷一至卷十

四，含說文古籀補、補補、三補等三種)附補遺一卷附錄一卷(含補、

補補、三補等三種)八冊， 清吳大澂補，民國丁佛言補補，民國強

運開三補，藝文印書館彙編影印本  A09.213/(q3)2643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八行，每行字數不等；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書眉另以篆文標示各行之列之字。板框 10.7 ×14.1 公分。

板心上方題書名「說文古籀補」或「說文古籀補補」或「說文古

籀三補」，下象鼻之上為葉碼(「補」為連續，「補補」與「三補」

則各卷葉碼獨立計算)。 

「說文古籀補」之各卷首行題「說文古籀補弟○」，次行題

「賜進士出身督辦甯古塔等處防務屯墾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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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三行標各卷字數「文○○○  重○○○」等字。 

「說文古籀補補」之各卷首行則題「說文古籀補補弟○」，

次行標各卷字數「文○○○字  重○○○」。 

「說文古籀三補」之各卷首行則題「說文古籀三補弟○」，

次行題「溧陽強運開夢漁父輯」，三行標各卷字數「文○○○  重

○○○」。 

○周說文古籀三補十四卷附錄一卷二冊，民國強運開輯，民國二十四年上

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A09.213/(r)1337 

附：民國二十二年馬敘倫撰<說文古籀三補序>、<凡例>。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八行，每行字數不等；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書眉另書篆文於所釋之各字之上。板框 10.3 ×13.7 公分。

板心上方題「說文古籀三補」，魚尾下題「弟○」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說文古籀三補弟○」，次行題「溧陽強運開夢

漁父輯」，三行標各卷字數「文○○○  重○○○」等字。 

書末版權葉由上至下依序題：「74004」、「說文古籀三補」、「版

權所有翻印必究」。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四年五月

初版」、「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編

輯者   強運開」、「上海河南路」、「發行人   王雲五」、「上海

河南路」、「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埠」、「發行所 

商務印書館」。 

並鈐有「自二十八年九月五日起售貨一律加價五成」及「加

郵運匯費二成」等兩個長型藍印。 

按：襯葉墨筆題「潘□均購於香港  一九五九、三、廿五」。 

○周說文新附通正四卷二冊，民國邵灉祥撰，桐華館叢鈔本，民國二十三

年廣州培英印務局鉛印本   A09.213/(r)1733 

附：民國二十一年邵灉祥撰<說文新附通正序>、<說文新附通正參攷

書目>、<說文新附通正勘誤表>。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字數不等；

板框 16 ×11.4 公分。板心上方題「說文新附通正」，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桐華館叢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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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卷首行題「說文新附通正卷○」，次行題「電白邵灉祥

學」，卷末題「說文新附通正卷○」。 

按：本贈書共有二套。 

○周說文解字引經攷十六卷七冊，民國馬宗霍撰，科學出版社據寫本景印

   A09.213/(r)7131 

含：《引易攷》二卷、《引書攷》二卷附《引逸週書攷》、《引詩攷》四

卷附《引三家詩說攷》、《引禮攷》二卷、《引春秋傳攷》二卷附

《引國語攷》、《引論語攷》一卷附《引逸論語攷》、《引孝經攷》

一卷附《引孝經說攷》、《引爾雅攷》一卷、《引孟子攷》一卷。 

附：民國四十四年馬宗霍撰<說文解字引經考自序>、民國三十七年楊

樹達撰<說文解字引經考序>、<說文解字引經考總例>、<說文解

字引經考總目>、<說文解字引易考敘例>、<說文解字引易考字目

>、<說文解字引禮考敘例>、<說文解字引禮考字目>、<說文解字

引詩考敘例>、<說文解字引詩考字目>、<說文解字引書考敘例>、

<說文解字引書考字目>、<說文解字引春秋傳考敘例>、<說文解

字引春秋傳考字目>、<說文解字引論語考敘例>、<說文解字引論

語考字目>、<說文解字引孝經考敘例>、<說文解字引孝經考字目

>、<說文解字引爾雅考敘例>、<說文解字引爾雅考字目>、<說文

解字引孟子考敘例>、<說文解字引孟子考字目>。 

板式：半葉十五行，行二十六字；小字雙行，行二十六字。板框 18.5 

×13.5 公分。書口題「引○考」、「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說文解字引○考卷○」，次行題「衡陽馬宗

霍」，卷末題「說文解字引○考卷○終」。 

扉葉題「說文解字引經攷」、「宗霍」及「馬宗霍印」墨印。

各書之扉葉右題「馬宗霍著」，左題「科學出版社」，中間書名

題「說文解字引○考全」。 

○周說文解字引通人說攷三卷一冊，民國馬宗霍撰，據民國四十五年寫本

影印       A09.213/(r)7131 

附：<說文解字引通人說考目錄>、民國四十五年馬宗霍撰<說文解字

引通人說考敘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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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單欄。半葉十五行，行二十七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七字。板

框 18.8 ×14.2 公分。板心依次題「說文引通人說考」、「卷○」及

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說文解字引通人說考卷○」，次行題「衡陽

馬宗霍」，卷末題「說文解字引通人說考卷○終」。 

扉葉前半葉右題「馬宗霍著」，中間書名題「說文解字引通

人說攷」，後半葉有「內容簡介」載：「本書就『說文解字』引

用漢代通人的解說加以考釋，凡三十家，釋字義近百條。在釋

義中綜列前人論述，益以著者的見解，條分縷析，語有折衷。

著者尚有『說文解字引經考』、『說文解字引群書考』、『說文解

字引方言考』等，對『說文解字』中所引資料作了分類整理、

考證的工作，均可供研究古文字學、語言學的參考。」 

按：是書以「○○說」列於前，該人傳記資料次之；再列出該人所釋

之「字」，各「字」之後隨之列出《說文解字》之引文；再列作

者之說。 

「○○說」係低一格書之，其傳記資料則低二格行之；所釋

之「字」係頂格書之，『說文解字』之引文則低一格行之，作者

之說則低二格別之。 

○周說文解字引群書攷二卷一冊，民國馬宗霍撰，據民國四十五年寫本景

印         A09.213/(r)7131 

附：<說文解字引群書考目錄>、民國四十五年馬宗霍撰<說文解字引

群書考敘例>。 

板式：單欄。半葉十五行，行二十七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七字。板

框 18.8 ×14.2 公分。 

板心依次題「說文引群書考」、「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說文解字引群書考卷○」，次行題「衡陽馬

宗霍」，卷卷末題「說文解字引群書考卷○終」。 

按：是書以「○○」書列於前，該書相關資料次之；再列出該書所釋

之「字」，各「字」之後隨之列出《說文解字》之引文；再列作

者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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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係低一格書之，其相關資料則低二格行之；所

釋之「字」係頂格書之，《說文解字》之引文則低一格行之，作

者之說則低二格別之。 

○周新定說文古籀攷三卷一冊，民國周名煇撰，民國三十七年上海開明書

店印本       A09.213/(r)7729 

板式：無界欄，半葉十一行，行十九字。 

各卷首行上題「新定說文古籀考卷○」，下題「周名煇學」，

次行題各篇篇名(卷下無「周名煇學」等字樣)。 

扉葉前半右題「周名煇著」，左題「開明書店印行」，中間

書名「新定說文古籀攷」，後半牌記橫題： 

新定說文古籀考 

民國三十七年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有著作權＊不准翻印 

直行依序題： 

著作者 周名煇 

上海福州路  

發行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按：一、書中間見眉批。 

二、是書收<吳清卿新定說文古籀考>(分十四篇及附錄 )、<

丁佛言新定說文古籀考>(分十四篇及附錄、第三篇之補遺)、<

強夢漁新定說文古籀考>(共分十四篇，然未見第十一篇，第十三

篇小字題「補遺」)。 

○周雙劍誃殷栔駢枝續編不分卷附雙劍誃殷栔駢枝校補一冊，民國于省吾

撰，張宗騫校，民國三十年北京大業印刷局鉛印本 A09.22/(r)1091 

附：民國卅四年于省吾撰<序>、<雙劍誃殷栔駢枝續編目錄>、<雙劍

誃殷栔駢枝校補>。 

藏印：「沈兼士」方型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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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白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三字。板框 12.0×17.3 公分。板心上題「雙劍誃殷栔駢枝續

編」，下象鼻上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雙劍誃殷栔駢枝續編」，次行題「海城于省吾」。 

扉葉篆字題「雙劍誃殷栔駢枝續編  沈兼士署」及「沈兼士」

方型硃印。 

書末浮貼書標，依序題： 

版權所有不許複印 

書    名  雙劍誃殷栔駢枝續編 

著 作 人 海城于省吾思泊 

定    價  國幣肆圓 

總代售處 北京琉璃廠一八五號函雅堂 

分代售處 北京琉璃廠來薰閣 

隆福寺文奎堂各省大書坊 

代 印 處 北京虎坊橋大業印刷局 

中華民國三十年八月初版 

按：是書經張宗騫校閱。 

○周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附新編正誤足註玉篇廣韻指南一卷、玉篇總目

偏旁篆書之法一卷三冊，梁顧野王撰，四部叢刊本(上海涵芬樓據

建德周氏藏元刊本景印) A09.23/(f)3361 

附：<大廣益會玉篇一部并序>、<大廣益會玉篇序>、<進玉篇啟>、<

新編正誤足註玉篇廣韻指南>、<大廣益會玉篇總目>、<玉篇總目

偏旁篆書之法(部份漶漫)>。 

藏印：「周法高」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左右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三行，小字雙行，行二十

七字。上魚尾下為卷數「玉○」，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首行題「大廣益會玉篇卷第○凡○部」，次行題「○部

第○凡○字」，卷末題「大廣益會玉篇卷第○(卷二十七、三十多

一『終』字)」。 

<大廣益會玉篇總目>末有牌記題「建安鄭氏鼎新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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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前半葉，大字書名「大廣益會玉篇」，小字「附篆書偏

旁目錄」，左題「四部叢刊經部」；後半牌記題「上海涵芬樓借

印建德周氏藏元刊本原書板匡高營造尺五寸七分寬三寸六分」。 

第一冊封面襯葉有墨筆題字，依序為： 

三十六年一月周法高購於南京 

正叔學長惠存 

弟法高敬贈 

三七年八月 

 第二、三兩冊之封面襯葉墨筆題「周法高」。 

第三冊封面題「玉篇附總目偏旁篆書之法」，而第一、二兩

冊則僅書「玉篇」二字。 

○周古文字學導論二編一冊，民國唐

蘭撰，民國間油印本

A09.25/(r)0044 

附：民國二十四年唐蘭撰<自敘

>、<上編正譌>。 

板式：半葉十三行，每行字數

不一；小字雙行，字數亦

不一。板心上題「古文字

學」，下為葉碼。 

按：書中間見眉批。 

○周切韻指掌圖不分卷一冊  宋司

馬光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上海涵芬樓景印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樓藏景宋寫本) 

 A09.31/(n)1779 

附：宋司馬光撰<切韻指掌圖敘

>、<檢例上>、<檢例下>、<辨五音例>、<辨字母清濁歌>、<辨字

母次第例>、<辨分韻等第歌>、<辨內外轉例>、<辨廣通侷狹例>、

<辨獨韻與開合韻例>、<辨來日二字母切字例>、<辨匣喻二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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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字歌>、<雙聲疊韻例>、<三十六字母圖>、<類隔二十六字圖>、

<二十圖總目>、宋嘉泰三年 (1203)董南一撰<後序>、<附錄．鐵琴

銅劍樓藏書目錄 (切韻指掌圖)一則>。 

藏印：「鐵琴銅劍樓」墨印，「周法高」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左右雙欄。板框半葉 9.30 ×14.1 公分。板心題「切韻指

掌圖」及葉碼。 

扉葉前題大字書名「切韻指掌圖」，左題「四部叢刊續編經

部」；後半牌記「上海涵芬樓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藏景宋寫

本」。 

部份板心下方載有刻工姓名。 

宋董南一<後序>末題「程景思刊」。 

書末版權葉由上至下依序題：「四部叢刊續編」、「切韻指掌

圖」、「95044」。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三年七月初版」、

「四  八  再」、「每部一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外埠酌加運

費匯費」、「上海河南路」、「發行人   王雲五」、「上海河南路」、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埠」、「發行所 商務印書館」。 

○周集均攷正校記一卷一冊，清方成珪攷正，民國陳準校記，民國二十六

年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A09.31/(q3)1051 

附：民國二十五年陳準撰<集均攷正校記序>、<集均攷正校記凡例>、

清道光二十六年 (1846)方成珪撰<陳慶鏞識語>。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4.6 ×10.2 公

分。板心上方題「集均攷正校記」，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卷一「吳鍾駿序」之首行上題「集均攷正校記一卷」，下題

「瑞安陳準記」；各卷之首行題「卷之○」，次行題「○聲○」。 

按：本贈書共有兩套。 

○周切韻考外篇三卷附正誤表一冊，清陳澧撰，清廖廷相校補，民國間據

清光緒十年 (1884)校補本排印本  A09.32/(q3)7535 

附：清光緒五年 (1879)陳澧撰<切韻考外篇多>、<切韻考外篇正誤表>、

光緒十年 (1884)廖廷相撰<切韻考外篇跋>。 

藏印：「王靜如印」方型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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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雙欄，單魚

尾。無界欄，

板框半葉 12.2 

×20.5 公分。板

心上題「切韻

考外篇」，魚

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之

首行題「切韻

考外篇卷

○」，卷二則

多「番禺陳澧

撰」五字。 

封面墨

筆題「法高

購」、「宇藏」，背面題「三十三年十月十二日周法高購於李莊」 

按：書中間見硃、墨兩色批語。 

○周古韻表集說 (一名詩古韻表廿二部集說 )二卷一冊，清夏炘撰，北京大學

鉛印本      A09.32/(r)1097 

附：清道光十三年 (1833)夏炘撰<序>。 

藏印：「馬學良印」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無界欄，板框半葉 12.2 ×20.0 公分。板心上題

「古韻表集說」，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為細黑口

並題「北京大學出版組印」。 

各卷之首行題「夏炘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說卷○」，各葉之

末題「文一七  Ｅ 張校」；葉十九、二十則題「文一七  Ｅ  王

校」，葉廿四至廿六則題「文一七  Ｅ  趙校」。 

○周中國音韵沿革(存緒論、聲母論二講)一冊，民國羅常培編，國立清華大

學講義，民國間鉛印本      A09.32/(r)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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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原音韵聲類源流表>、<國際音標輔音表>、<中西各式羅馬字

表標調方法比較表>、<中西各式羅馬字韵母比較表>、<中西各式

羅馬字聲母比較表>。 

板式：細黑口，雙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十二行，行三十六字。

板框 18.2×11.3 公分。板心上方題「中國音沿革」，下有葉碼及

題「國立清華大學講義」。第一講<緒論>葉一之首行上題「中國

音韵沿革」，下題「羅常培編」。 

第一講<緒論>葉一墨筆題「三三年十月十二日周法高購於

李莊$150」。 

按：書中間見訂正、刪補。 

經總類  

○周經義考三百卷三十六冊(卷二百九十九及卷三○○闕)，清朱彝尊撰，清

盧見曾編(編目錄 )，清李濤、朱昆田等校(李濤僅校卷一)，四部備

要聚珍倣宋版(上海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校刊) A10.1/(q1)2528 

附：清乾隆四十二年 (1777)汪汝瑮錄<御題朱彝尊經義考>、清乾隆四

十二年 (1777)高宗撰<諭>、清三寶撰<章>、清乾隆二十一年 (1756)

盧見曾撰<恭進書表>、清康熙三十八年 (1699)陳廷敬撰<序>、清

康熙四十年 (1701)毛奇齡撰<序>、清乾隆十九年 (1754)盧見曾撰<

序>、清乾隆二十年 (1755)朱稻孫撰<後序>、清乾隆二十年 (1755)

盧見曾編<經義考總目暨識語>。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單欄。半葉十七行，行二十六字。板框 14.8 

×10.8 公分。板心上方題「經義考」，下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印」，魚尾下為卷數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經義考卷○」，次行題「秀水朱彝尊編」，三

行題「男昆田校」(卷一次行題「日講官起居注翰林院檢討臣朱

彝尊恭錄」，三行題「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李濤恭

校」)，卷末題「經義考卷○」。 

扉葉前半題「經義考」，後半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校刊」、「桐鄉  陸費

逵總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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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書眉間見鉛筆題字。 

○周群經音辨七卷二冊，宋賈昌朝撰，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涵芬樓景印中

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岩崎氏靜嘉文庫藏景宋鈔本) A10.3/(n)1064 

附：宋寶元二年 (1039)<中書門下牒>、宋賈昌朝撰<群經音辨序>、宋

康定二年 (1041)<奉旨管勺雕造銜名>、宋慶曆三年 (1043)范仲淹等

撰<雕造進呈章>、宋紹興九年 (1139)陳之淵等撰<臨安府府學重雕

諸人等銜名>、宋紹興十二年 (1142)王觀國撰<群經音辨後序>、<

汀州鏤版諸人銜名>、民國十九年張元濟撰<群經音辨跋>，陸心

源撰<影宋群經音辨跋>。 

板式：細黑口，左右雙欄，雙魚尾。半葉八行，行十四字；小字雙行，

字數不等。板框 9.10 ×13.8 公分。上魚尾下題卷數「○」、「音○」、

「音辨○」不一，下魚尾上為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姓名、字

數。 

各卷首行題「群經音辨卷第○」，二、三行依次題「朝奉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輕車都尉賜緋魚袋臣賈

昌朝撰」，四行題各篇之篇名，第五行起為該篇之目次，卷末題

「群經音辨卷第○」。 

扉葉前半大字書名題「群經音辨」，左題「四部叢刊續編經

部」；後半牌記「上海涵芬樓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岩崎氏靜

嘉文庫藏影宋鈔本」。 

書末版權葉由上至下依序題：「四部叢刊續編」、「群經音辨」、

「12002」。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三年一月初版」、「六   

再」、「每部二冊定價■■壹元五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上

海河南路」、「發行人 王雲五」、「上海河南路」、「印刷所 商務印

書館」、「上海及各埠」、「發行所 商務印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