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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張學良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史部紀事本末類、別史類暨雜史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史部．紀事本末類 

○張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十六冊，清谷應泰撰，清沈寶樞、劉昌齡、潘乃成、

黃濤、黎永椿、范公詒、陳慶修、文廷俊、沈葆和、鄭權仝校，清

光緒十三年(1887)廣雅局刊本 CH B03/(q1)8005   

附：清順治戊戌 (十二年，1658)傅以漸<明史紀事本末序>、清順治戊

戌 (十二年，1658)谷應泰<自序>、<明史紀事本末目錄>。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  

板式：四邊單欄，單魚尾。半葉十

年，行二十字。板框 14.9×21.1

公分。板心上方題「明史紀事

本末」，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板心下方題「廣雅書局

重栞」。 

各卷首行上題「明史紀事

本末卷○」，次行題「提督浙

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

輯」，三行為各卷卷名(如卷一

「太祖起兵」)；卷末上題「明

史紀事本末卷○」，下小字雙

行題「番禺沈寶樞初校」、「番

禺劉昌齡覆校」(卷六至卷十

二題「南海潘乃成初校」、「番

禺劉昌齡覆校」。卷十七至卷二十三題「番禺黃濤初校」、「番禺

黎永椿覆校」。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一題「番禺范公詒初校」、「番

禺沈寶樞覆校」。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八題「番禺沈寶樞初校」、「番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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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黃濤覆校」。卷三十九至卷四十六題「南海番乃成初校」、「番

禺陳慶修覆校」。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一題「萍鄉文廷俊初校」、「番

禺范公詒覆校」。卷五十二至卷五十六題「萍鄉文廷俊初校」、「番

禺黃濤覆校」。卷五十七至卷六十二題「番禺沈葆和初校」、「番

禺黃濤覆校」。卷六十三至卷六十八題「番禺黎永椿初校」、「番

禺鄭權覆校」。卷六十九至卷七十一題「南海潘乃成初校」、「番

禺黎永椿覆校」。卷七十二至卷七十五題「南海沈寶樞初校」、「南

海潘乃成覆校」。卷七十六至卷題「南海黎永椿初校」、「番禺黃

濤覆校」)。 

扉葉篆書題「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後半葉牌記題「光緒

十三年(1887)十二月廣雅書局刻」。 

按：1.書眉間見墨筆批語。 

○張行邊紀聞一卷一冊，明田汝成撰，明顧名儒校，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

書第一集，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CH B03/(p)6037-1   

附：明嘉靖丁巳 (三十六年，1557)顧名儒<行邉紀聞叙>、<行邉紀聞目

録>、明嘉靖三十七年田汝成<原序>、謝國禎<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0.3×14.0

公分。板心中間題「行邉紀聞」及葉碼，板心下 方 題 刻工姓 名 。 

卷之首行上

題「行邉紀聞」，

次行下題「武林田

汝成著」，三行下

題「雲間顧名儒

校」，四行為篇

名，卷末題「行邉

紀聞終」。 

扉葉左題「據

明嘉靖刻本影

印」，下墨筆題「毅庵」，中間書名大字題「行邊紀聞」，後半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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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按：1.<行邉紀聞叙>云：「古杭田先生汝成者，當世大儒也，由進士出

官廣右，受寄雄藩，適當思田之變，馳驅兵間，周旋賛畫，凡兩

閱嵗而後定。迺以耳目之所親，經畫之所具者，以次録之，曰行

邉紀聞。……儒為諸生時，喜經濟大畧，得茲帙於十載之前，據

為私寶，將持此以賛廟堂之末議。今守一官，無足為計矣，迺出

而梓之，以公於天下，俾籌邉之士永有鑒焉。」 

2.間見硃筆圈點。 

3.葉九十八為「論」。謝國楨<跋>云：「右行邉紀聞一卷，明田汝成

撰。……千頃堂書目地理類著有炎徼紀聞四卷，四庫提要亦作

四卷，實即是書。昭文張海鵬曾刻於借月山房彙。是書為嘉靖

丁巳(三十六年，1557)刻本，每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借月山房

本較此本多自序及書尾論曰一條，茲迻錄於後。然四庫本及借

月山房本即由是書所出也。」 

4.刻工姓名如下：陸旺、陳十、陳仲敬、陸富即、陸三、范一郎、

王高、松、葉七、陳友、葉九、陸一、江茂、陳七、虞阜、楊

石得、張友、成荗、葉六、陸長明、虞四、張四、長明、范二、

京、石德、吳長春、吳茂森、吳二、張老、罗福、徐京、余杲、

罗、范璦。 

別史類 

○張通志二十略五十二卷十六冊，宋鄭樵撰，明陳宗夔校，袖珍古書讀本，

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書局據金壇刻本聚珍倣宋版 CH B04(a)/(n)8740 

附：無。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六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六字。板框 8.9×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通志略」，

魚尾下題卷次(如「一氏族一」)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

聚珍倣宋版印」。 

卷一首行上題「氏族略第一」、「通志卷第二十五」，次行下

題「宋右迪功郎來漈鄭樵著」、三行下題「明御史少岳陳宗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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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為「臣謹曰」，第七行為「氏族序」，卷末題「氏族略第一」。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通志二十略」、「冊○」。扉

葉題「通志略」，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史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金壇刻本校刊」、「桐鄉陸費逵總勘」、「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

校」、「杭縣丁輔之監造」。欄外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是書無任何序跋，僅卷一題「宋右迪功郎來漈鄭樵著」、「明御史

少岳陳宗夔校」，牌記題「上海中華書局據金壇刻本校刊」，據以

著錄。 

○張明史稿三百十卷目錄三卷史例議二卷八十冊，清王鴻緒等奉敕撰，清雍

正間敬慎堂刊本 CH B04/(q1)1032-01   

附：清雍正元年 (1723)王鴻緒<奏書>、清康熙五十三年(1714)王鴻緒<

奏書>、<明史藁目錄上>(次行題「光祿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

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敕編撰」)、<明史藁目錄中>、<明史藁

目錄下>、<史例議上>、<史例議下>。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龍山蟄廬藏書之章」方型硃印、「古苹

陳氏子子孫孫永寶用」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

葉十一行，行二十三字。板框

14.7×19.9 公分。魚尾下題「橫

雲山人集史藁」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敬慎堂」。 

各卷首行上題「明史

藁」，下題「○○第○」(如卷

一題「本紀第一」)，次行上題

「光祿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

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源緒奉」，

三行上題「敕編撰」，四行為篇

名(如「太祖一」)，卷末上題

「明史藁」，下題「○○第○終」

(如卷一題「本紀第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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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籤依序題「共十函」(僅見第一函及第十函)、「黃雲山

人集」、「本紀壹卷之十九卷」、「志壹卷之九卷」、「○函」。 

按：書眉間見墨筆批註。 

雜史類 

○張戰國策三十三卷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三卷六冊，漢高誘注，清黃

丕烈札記，清黃玉堂校，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書局據

士禮居黃氏覆剡川姚氏本聚珍仿宋版  CH B05/(a3)0002 

附：<新雕重校戰國策目錄>、漢劉向<戰國策敘錄>、<曾子固序>、<

李文叔書戰國策後>、<王覺題戰國策>、<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孫元忠記劉原父語>、宋紹興丙寅(十六年，1146)姚宏<序>、

清嘉慶癸亥(八年，1803)顧廣圻<序>、清嘉慶八年(1803)黃丕烈<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藏印：無。  

板式：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字。板框 8.6×12.1 公分。板心上方題「戰國策」，上魚尾下題卷

次(「札記」則題「札○」)，下魚尾上為葉碼，板心下方題「中

華書局聚仿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戰國策卷第○」，次行上題國別(如「東周」)，

下題「高誘注」，卷末題「戰國策卷第○」。 

「札記」之各卷首行上題「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

○」，卷末題「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畢」，卷末題「男

玉堂校字」。 

扉葉題「戰國策」，後半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禮居黃氏覆剡川姚氏本校刊」、「桐鄉 陸費

逵總勘 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戰國策」、「冊○」。 

按：1.卷二十一末題「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不同疑差玄」。卷三十末題

「劉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張國語二十一卷附黃丕烈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一卷汪遠孫攷異四

卷六冊，三國吳韋昭注，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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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據士禮居黃氏重雕本校刊聚珍仿宋版 CH B05/(b)5045-01 

(E02.6/5045-01) 

附：清嘉慶五年 (1800)段玉裁<重刊明道二年 (1033)國語序>、清嘉慶五

年 (1800)錢大昕<序>、<國語解敘>、清嘉慶四年 (1799)黃丕烈<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序>、汪遠孫<國語明道本攷異序>。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字。板框 8.6×12.1 公分。板心上方題「國語」，上魚尾

下題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印」。 

各卷之首行題「國語卷第○」，次行上題「○語○」，下題「韋

氏解」，卷末題「國語卷第○」。 

「攷異」之卷首首行上題「國語明道本攷異卷○」，次行下

題「汪遠孫」，卷末題「卷○」。 

扉葉題「國語」，後半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史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士禮居黃氏重雕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

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國語」、「冊○」。 

按：舊錄置於「叢書部」，現挪至「史部雜史類」。 

○張甲申朝事小紀初編八卷二編八卷三編四卷十冊，清抱陽生撰，痛史廿一

種，民國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活字版  CH B05/(q3)5772 

附：清道光庚寅 (十年，1830)小柯亭主人<序>、清道光庚寅 (十年，1830)

臥樵山客<序>、清道光庚寅 (十年，1830)守拙子<序>、抱陽生<

甲申朝事小紀凡例>、<甲申朝事小紀初編總目>、<甲申朝事小紀

卷一目錄>、<甲申朝事小紀卷二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

告)>1、<甲申朝事小紀卷三目錄>、<甲申朝事小紀卷四目錄>、<

                                                 
1 係廣告「痛史」二十種三十一冊的內容，可分冊出售，內容如下：福王登極實錄、

哭廟記略、丁酉北闈大獄記略、莊氏史案、研堂見聞雜記、思文大記、弘光實錄

鈔、淮城紀事、崇禎長編、浙東紀略、嘉定縣乙酉紀事、江上孤忠錄、啟禎記聞

錄、海上見聞錄、蜀記、鹿樵紀聞、隆武遺事、客滇述、守鄖紀略、國變難臣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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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發行(廣告)>2、<甲申朝事小紀卷五目錄>、<甲申朝事

小紀卷六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告)>3、<甲申朝事小紀卷七

目錄>、<甲申朝事小紀卷八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告)>4、<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總目>、<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一目錄>、<甲申

朝事小紀二編卷二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告)>5、<甲申朝事

小紀二編卷三目錄>、<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四目錄>、<商務印書

館發行(廣告)>6、<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五目錄>、<甲申朝事小紀

二編卷六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告)>7、<甲申朝事小紀二編

卷七目錄>、<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八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

告)>8、<甲申朝事小紀三編總目>、<甲申朝事小紀三編卷一目錄

>、<甲申朝事小紀三編卷二目錄>、<商務印書館發行(廣告)>9、<

甲申朝事小紀三編卷三目錄>、<甲申朝事小紀三編卷四目錄>。 

藏印：「廣東兵工廠工人聯合會圖書館史字第一號」橢圓藍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無行格。半葉十二行，行三十一字；小字

雙行，行三十一字。板框 11.1×15.6 公分。板心上方題「甲申朝事

小紀」，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甲申朝事小紀卷○」(或「甲申朝事小紀二

編卷○」、「甲申朝事小紀三編卷○」)，次行下題「之江抱陽生

                                                 
2 係廣告「文藝叢刻三種」：宋元戲曲史、梨園佳話、讀畫輯畧。 
3 係廣告「研究東西史者必備之書」：訂正東洋史要、西洋歷史教科書、中學西洋

歷史教科書、西洋歷史地圖、西洋通史、西史紀要。 
4 係廣告幾種雜訂：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少年雜誌、婦女雜誌、教育

部批獎英文雜誌、教育部批獎英語週刊、小說月報、兒童教育畫。 
5 係廣告各種小說：說部叢書初集、說部叢書二集、林譯小說、舊小說、新譯撰小

說、小本小說、說林。 
6 係廣告家庭必用之書：酬世文柬指南、日月須知、日用衛生、旅行衛生、家庭醫

學、衛生治療新書、廢止朝食論、人生二百年、因是子靜坐法、世界大事年表、

五彩歷史掛圖、中外度量衡幣比較表、百八十年陰陽曆對照表、明碼密碼電報書、

增訂中國旅行指南、增訂上海旅行指南、交通必攜、商人寶鑑。民國六年日記日

曆：國民日記、學校日記、袖珍日記、日曆、七曜日記。各種應用尺牘：通俗新

尺牘、新撰普通尺牘、新撰商業尺牘、新撰學生尺牘、新撰女子尺牘。 
7 題「完全華商商務印館」，「自製學校儀器文具」及「精選文房用品」兩種廣告。 
8 係廣告「醫學衛生」：家庭醫學、衛生治療新書、中西驗方新編、鼠疫。 
9 題「商務印書館」及「中外輿局局」，係廣告「發行五彩精印各種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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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三行為篇名(如「羅公山辯」)，(卷四以後)卷末題「甲申朝

事小紀卷○終」(或「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終」、「甲申朝事小

紀三編卷○終」)。 

 

封面書籤題「痛史第二十一種」、「甲申朝事小紀」、「第○

冊」。 

第十冊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五年八月初版」、

「甲申朝事小紀十冊」、「每部定價大洋壹元伍角」、「外埠酌加運

費匯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發行者商務印書館」、「上

海北河南路北首寶山路」、「印刷所商務印書館」、「上海棋盤竹中

市」、「總發行所商印書館」、「北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林 長春 

龍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洛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蘭谿 吳

興 安慶 蕪湖 南昌 袁州 九江 漢口 武昌」、「分售處商務印書

分館」、「長沙 寶慶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

州 韶州 汕頭 澳門 香港 桂林 梧州 雲南 貴陽 石家莊 哈

爾濱 新嘉坡」。 

按：1.封面內頁墨筆題「毅庵」、「卅五年秋于天門洞書為桐梓兵工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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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廠去書歸我有」 

○張南疆繹史卷首二卷紀畧六卷列傳二十四卷摭遺十八卷卹諡攷八卷十六

冊，清溫睿臨撰，清李瑤勘定，清道光十年(1830)半松居士排印本  

CH B05/(q)3627 

附：<南疆繹史總目>、清乾隆四十年(1775)冬閏十月<聖諭>(清李瑤

錄)、清乾隆四十年(1775)冬十一月<聖諭>、清道光庚寅(十年，1830)

李瑤錄<御製書事>、<御製題勝朝殉節諸臣錄并序>、清乾隆五十

四年(1789)<四庫全書提要>、舒赫德于敏中等<議疏>、清嘉慶三

年(1798)吳興楊氏<跋>、清道光十年(1830)李瑤<勘本自序>、清道

光庚寅(十年，1830)蔡聘珍<補勘序>、<凡例>、<引用書目>、<

續用書目>、清道光己丑(九年，1829)李瑤<續用書目識語>、<補

勘書目>、清道光庚寅(十年，1830)李瑤<補勘書目識語>、<南疆

繹史勘目錄>、<勘本目錄識語>、<溫氏原序>、<原例>、<坿溫氏

佚史攷>、<南疆繹史勘本卷一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目錄>、

<南疆繹史勘本卷三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四目錄>、<南疆繹

史勘本卷五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六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

七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八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九目錄>、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一目錄>、<南疆

繹史勘本卷十二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三目錄>、<南疆繹史

勘本卷十四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五目錄>、<南疆繹史勘本

卷十六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七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十

八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九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目

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一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二目

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三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四目

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五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六目

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七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八目

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九目錄>、<南疆繹史勘本卷三十目錄

>、<繹史摭遺卷目>、清道光十年(1830)七寶生<繹史摭遺卷目識

語>、<繹史摭遺卷一目錄>、<繹史摭遺卷二目錄>、<繹史摭遺卷

三目錄>、<繹史摭遺卷四目錄>、<繹史摭遺卷五目錄>、<繹史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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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卷六目錄>、<繹史摭遺卷七目錄>、<繹史摭遺卷八目錄>、<繹

史摭遺卷九目錄>、<繹史摭遺卷十目錄>、<繹史摭遺卷十一目錄

>、<繹史摭遺卷十二目錄>、<繹史摭遺卷十三目錄>、<繹史摭遺

卷十四目錄>、<繹史摭遺卷十五目錄>、<繹史摭遺卷十六目錄>、

<繹史摭遺卷十七目錄>、<繹史摭遺卷十八目錄>、清道光庚寅(十

年，1830)蔡聘珍<繹史卹諡攷序>、<繹史卹諡攷目錄>。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毅奄」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間見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2.8×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南疆繹史」，

魚尾下題「紀畧卷○目錄」(或「紀略卷○」、「紀畧補」)及葉碼。 

「目錄」之卷首行

上題「南疆繹史勘本卷

○目錄」(「紀畧」則題

「南疆繹史勘本卷

○」，紀略卷一有「紀略

補」則題「繹史紀畧

補」)，次行下題「霅川

温氏原本」，三行下題

「古高昜氏勘定」，(「紀

畧」)卷末題「南疆繹史

勘本卷一終」。 

「摭遺」之「目錄」

之卷首行上題「繹史摭

遺卷一目錄」，次行下題

「吳郡李瑤子玉纂」，各

卷末題「南疆繹史摭遺

卷○終」。 

「卹諡攷」之「目

錄」之卷首行上題「繹史卹諡攷目錄」，次行下題「吳郡李瑤子

玉纂」，各卷末題「繹史卹諡攷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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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書名大字題「南疆繹史」，左邊小字題「紀畧六卷」、「列

傳二十四卷」。後半葉牌記題「都城琉璃廠半松居士排印本」。 

「摭遺」之扉葉題「繹史摭遺」，「明經博士」及「滄海遺」

方型墨印，後半葉牌記題「道光庚寅(十年，1830)閏四月古高昜

氏補勘於蕭山蔡氏之城南艸堂」。 

「卹諡攷」之扉葉篆字題「卹諡考」，後半葉牌記題「古高

昜氏輯」。 

按：1.卷首二卷收：聖諭二通、御製書事、御製詩并序、四庫全書提要、

殉節錄議疏、楊氏跋語、勘本自序、補勘蔡氏序、凡例、引用書

目、補勘書目、勘本目錄、温氏原序、原例、坿温氏佚史攷。 

2.李瑤<續用書目識語>云：「是書之初，助我借書攷鏡者苕上坊友

吳壽昌，助我貨泉始事于梓者磐石九品周劍堂，既而我子辛生

來自蕪湖，命之校字。楮本不足，則磬我行裝投質庫，又不足，

則乞貲市儈，耐盡誹嘲。自歷龝，工徒百有餘指，岌岌欲潰亦

不啻爾時江上之防，獨守我心，散而復振。先嘗馳書吳門幕中

舊雨，或以危言相恐，間詣鹺政偕事諸人，幾至敂關弗納，竭

智盡力，書迺有成。成之時，幸錢唐大令同里石亯夫同福，前

漢陽觀察富春周皋凱，前湖州太守贛榆董奕山梁，杭州別駕同

郡吳兼山嵰，先後分廉相饟，且不旉，則更得蕭山蔡氏松町翁

鶴偕其婿孝廉遂椽年丈聘珍為之稱貸以益之。是初印計八十

部，工閱二百四十餘日，糜用平泉三十萬有奇，所以厯識集事

之難於此者，藉以示吾人知賣文為活之難乎其為難也。」 

3.李瑤<補勘書目識語>云：「繹史既成之明年庚寅春，重事勘補。

蕭山蔡氏丈遂椽孝廉為之鳩工排版，傳諸海內者又百部。」 

4.<溫氏原序>云：「南疆佚史者？紀金陵閩粵三朝遺事也。何以不

言朝？不成朝也。何以為之南疆？皆南土也。若曰一時疆，此

南疆也。然則何紀爾也？曰土宇反覆，攻守紛錯，政令有得失，

歲月有更替興，成敗之蹟不可冺也，忠佞雜陳，賢奸各出，奇

才傑士之謀畧，武夫猛師之忠勇，老成正直之持論，讒謟欺罔

之詭辨，及忠義奮發者有凌霜犯雪之操，叛逆殘殺者有狐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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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之狀，概不可畧也。」 

5.間見藍筆眉批及圈點。 

6.「繹史紀畧卷一有「紀畧補」」，「摭遺」之卷七及卷十七各有「卷

七補」、「卷十七補」，「摭遺卷九」缺末葉有藏者補鈔。 

○張三雲籌俎考四卷三冊，明王士琦撰，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CH B05/(p)1041-1   

附：謝國禎<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七字。板框 10.5×13.9 公分。

板心上方題「三雲籌俎考」，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板心

下方間題字數。 

卷一首行上題「三雲籌俎考」，次行下題「都御史臨海王士

琦輯」，三行為「○○考」，卷末題「一卷終」。 

扉葉右題「三雲籌俎考」，左題「據明萬曆刻本影印」，後半

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按：<跋>云：「是書為明萬曆刊本，每半葉十行，行二一字，未見四庫

著錄。纂輯雲中故事，分為四類：曰安攘、封貢、險隘、軍 實 。

以明一代為主，至萬曆末止。」 

○張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十八卷導言一卷八冊，民國方覺慧撰，民國王道明校，

王道明、吳仲行繪圖，民國二十九年重慶國學書局 CH B05/(r)0075 

附：民國二十九年蔣中正<序>、<明太祖革命武功記總目>(次行下題「湖

北蘄春方覺慧纂」)、民國二十九年方覺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記編

纂述要>(次行下題「湖北蘄春方覺慧纂」，分：編纂義例、編纂經

過)、 

藏印：「方覺慧印」白文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3.5×19.1 公分。魚尾下題卷次及篇名(如

「卷一奮起淮甸記」)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次行下題「湖北

蘄春方覺慧纂」，三行為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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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卷之首行上

題「明太祖革命 武 功記」，

次行上題「導言」，下題「湖

北蘄春方覺慧」。 

封面書籤題「明太祖

革命武功記」、「居正

署」。封面內葉之前半葉

墨筆題：「敬送」、「德溥

次長轉贈」、「張少帥」、

「王孟鄰敬贈」(鈐「王孟

鄰印」方型硃印)、「卅六

年七月」。後半葉墨筆

題：「孟鄰賢棣校正」、「方

覺慧謹啟」(鈐「方覺慧印」

白文方型硃印)、「中華民

國三十五年孟夏」。 

版權頁由上至下依序

題：「版權所有」、「中華

民國二十九年九月出

版」、由右至左依序題「明太祖命武功記」、「編纂者方覺慧」、「出

版者國學書局」、「發行者方霖」、「總發行所重慶新橋華岩洞國學

書局」、「特約發行中國文化服務總社善成堂書局」、「代售處全國

各大書局」、「特約全部定價」、「甲種十六元」、「乙種十二元」，

由上至下依序題：「甲種全部定價二十元」、「乙種全部定價十六

元」、「外埠酌加運費」。 

按：1.<編纂述要>云：「迨戊寅(民國二十七年，1938)夏間，開臨時代

表大會，凡關黨務暫時結束，余亦因邐卸職遷居川東之南浦，重

整舊稿。積勞成疾，幾頻於危，憩息於散花寨之雲深舘，醫藥兩

便，旋就痊可。其舘主人謝君弢庵家學淵源，藏書宏富，張予昕

偕余棲其館。而本書始纂成十七卷，予昕校正一遍，喻血輪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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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八卷。己卯(民國二十八年)孟春，奉派往晉冀視察，時迫期促，

趕擬導言，而勦撫內寇一卷，猶未著手編輯，乃囑霖姪檢集材料，

分類擷要，王玳瑚襄其攷正地名，整理纂入，完成十八卷。其內

寇起源之種類已述於義例中。自丙子(民國二十五年)迄己卯(民國

二十八年)，四載之中，稿凡兩易，去夏纂竣，庋諸書庫。是冬

歸自晉冀，棲息華巖，羅貢華、何復洲、萬亞博、蕭忠貞、張伯

泉諸同志先後涖庽視余濕，出稿覽之，急勸付梓。而得劉君芹堂

資助，始發鋟刻，王道明同志專責校對兼擬具圖說，吳君仲行繪

正插入內，以完成太祖恢復中華之戰史。」 

2.卷一至卷十六之末都有附圖。 

○張明季遼事叢刊六冊，清羅振玉輯，民國二十五年滿日文化協會石印本  

CH B05/(r)6051 

附：丙子 (民國二十五年，1936)羅振玉<序>、<陶元暉中丞遺集目錄>、

清嘉慶丙寅(十一年，1806)滄江漫叟<(東江遺事)序>、<東江遺事

目錄>、<(東江遺事)後序>、癸酉(民國二十二年，1933)羅振玉<(東

江遺事)跋>。 

藏印：「莫德惠」方型白文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

魚尾，四邊單

欄。半葉十二

行，行二十

字。板框 9.9

×14.0 公分。

魚尾下題「陶

上」及葉碼。 

各書首

卷之首行上

題各書名及

卷次(如「陶

元暉中丞遺集卷上」；「畢少保公傳」，次行下題「華亭蔣平階撰」，



專櫃線裝書目 

 75

「海運摘鈔卷一」；「東江遺事卷上」，次行下題「滄江漫叟輯」)，

卷末題各書名及卷次(如「陶上」)。 

封面書籤題「明季遼事叢刊」，扉葉題「明季遼事叢刊」(各

書之扉葉分題各書名，如：「陶中丞遺集」、「畢少保集」、「海運

摘鈔」、「東江遺事」)，後半葉牌記題「滿日文化協會印行」。 

 

按：1.是書收：陶中丞遺集二卷附錄一

卷、畢少保傳一卷(實有附錄一

卷)、海運摘鈔八卷、東江遺事二

卷。 

2.羅振玉<跋>云：「東江遺事二卷，

記明季毛文龍帥東江始末。卷端

有嘉慶丙寅撰書人自序，不署姓

名，但稱滄江漫叟。孫繼祖據光

緒杭州府志藝文類考知，為海甯

吳兔牀先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