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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周法高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史部地理類暨目錄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地理類 

重刊洛陽伽藍記五卷附校勘記及索引二冊，北魏楊衒之撰，民國徐高阮重別

文注並校勘，民國四十九年台北中央研究阮歷史語言研究所鉛印本，

B11.33/(r)4623-2 

附：<重刊洛陽伽藍記上冊目錄>、民國二十九年徐高阮撰<重刊洛陽伽藍

記序>、民國三十七年陳寅恪撰<重刊洛陽伽藍記陳序>、民國四十八

年徐高阮撰<重刊洛陽伽藍記付印前記>、<重刊洛陽伽藍記凡例>、北

魏楊衒之撰<洛陽伽藍記序>、<洛陽伽藍記校勘記>、<洛陽伽藍記索

引(分人名、地名、佛典等三種)>、<附錄一·陳寅恪·讀洛陽伽藍記書後

(原載民國二十八年出版之歷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

附錄二·徐高阮·洛陽伽藍記補注體

例辨及後記( 此篇原載民國三十

九年七月出版之歷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二十二本 )>。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欄，單魚尾。無界欄，

半葉十行，行二十八字；小字雙

行，行三十六字。板框 11.6 ×16.4

公分。板心上方題「重刊洛陽伽藍

記」，上冊之魚尾下題「卷○城○」

及葉碼，下冊之魚尾下則題「校勘

記卷○」及葉碼。 

上冊各卷首行題「洛陽城○伽

藍記卷第○」，次行題「魏撫軍府

司馬楊衒之撰」，卷末題「洛陽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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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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藍記卷第○」；下卷首行題「卷○」，次行依序題「寺別」、「頁

次」、「行次」、「正補及存疑字句」、「校記」。 

扉葉右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二」，

左題「北魏楊衒之撰」、「徐高阮重別文注並校勘」，中間書名題「重

刊洛陽伽藍記○冊」。 

 書末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四十九年八月出版」、

「全二冊」、「重別文注並校勘者徐高阮」、「發行者中 央研究院歷史

語言研究所」、「印刷者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由上至下依序

題：「中央研究阮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四十二」、「重刊洛陽伽藍記」、

「版權所有不准翻印」。 

大唐西域記附音釋十二卷四冊，沙門辯機撰，唐玄奘奉詔譯，四庫善本叢書

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景印本，B11.52/(l)0042 

附：唐敬播撰<大唐西域記序>、唐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寧)製<大唐西域

記序>、沙門辯機撰<記贊>。 

藏印：無。 

板式：無界欄，無板心。(目前裝訂方式)半葉十二行，行十七字；小字雙

行，行十七字(若據書中間見「轉  大唐西域記卷○」字樣核算，原

書半葉則為三十行)。書高 12.2 公分。 

 

各卷首行題「大唐西域記卷第○  轉(或疑)」，次行題「三藏法

師玄奘奉詔譯」，三行題「大摠持寺沙門辯機撰」，四行記本卷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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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的數目及國名。各卷之末附各卷之音釋。 

扉葉前半大字書名題「大唐西域記」，左題「四庫善本叢書史

部」；後半牌記題「藝文印書館影印」。 

按：一、唐敬播撰<大唐西域記序>右下角小字題：「據楊守敬《日本訪書

志》補高麗藏本舊序」。 

二、唐「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之名，經查陳德芸編《古今人物別名索

引》(1982 年上海書店影印本)，有二人：一為于志寧，一為張說。

再查姜亮夫纂《歷代人物年里碑傳綜表》(1976 年香港中華書局)，

知于志寧，字仲謐，京兆高陵人，生於隋高祖開皇八年(588)，卒於

唐高宗麟德二年(655) ，見《新唐書》卷一百四及<燕國公于志寧

碑>。張說，字道濟，河南人，生於唐高宗乾封二年(667)，卒於唐

玄宗開元十八年(730)，見《新唐書》一百二十五及張九齡撰<燕國

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大唐西域記序>提及「太宗文皇帝......乃

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

七十九言」。核之清董誥等奉　編《欽定全唐文》，唐高宗有<述聖

記>，知<序>之「今上」即為唐高宗，則此「燕國公」乃是于志寧，

故題之。 

目錄類 

四部備要書目提要四卷四冊，上海中華書局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

聚珍倣宋本，B16.121/(r)5457 

附：<四部備要書目提要總目>、中華書局<校印四部備要緣起>、民國十三

年陸費逵<增輯四部備要緣起>、陸費逵<增輯緣起>、中華書局<重印

聚珍倣宋版五開大本四部備要緣起>、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四部備要

改印洋裝緣起>、編者<識>、民國二十五年<聚珍仿宋版五開大本四部

備要價目表>、<聚珍倣宋版洋裝本四部備要廣告>、<中華書局影印清

初殿版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廣告>。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九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九字。板框 10.2×15.0 公分。板心上方題「四部備要書目提要」，

魚尾下題「○部」(如「經部」)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

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題「四部備要書目提要卷○(○部)」，次行為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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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為各書著者小傳。 

扉葉後半牌記題：「全四冊實價國幣一元八角郵運匯費另加民國

廿五年六月上海中華書局編印有著

作權不許翻印」。 

按：<校印四部備要緣起>云：「吾國學術

統於四部，然四庫著錄之書，浩如烟

海，坊肆流傳之籍棼若亂絲。承學之

士，別擇維艱。善本價昂，購置匪易，

本局同人有鑒於此，爰於前年擇吾人

應讀之書，求通行善本彙而集之，顏

曰四部備要。提綱絜領，取便研求，

廉價發行，以廣傳佈。惟是普通鉛

字，既欠美觀，照相影印，更難清晰。

適杭州丁氏創製聚珍倣宋版，歸諸本

局。方形歐體，古雅動人，以之刊行

古書，當可與宋槧元刊媲美。」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二)金石書錄目十卷附方志中金

石志目一卷金石叢書目一卷一冊，民國容媛輯，容庚校，民國趙斐雲、

趙孝孟、張乾若等校，民國二十五年上海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B16.145/(r)3042 

附：民國十八年容庚撰<序>、<例言>、<金石

書錄分類目>、<朝代人名通檢>、<書名通

檢>、民二十四年容媛撰<跋>。 

藏印：無。 

板式：單欄，單魚尾。無界 欄，半葉 十 一 行 ，

行三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板

框 11.2 ×16.9 公分。板心上方題「金石書

錄目」，魚尾下題「卷○ 」、篇 名 及葉碼 ，

板心下方為細黑口。 

各卷首行題「金石書錄目卷○」，次

行題「東莞容媛輯」，三行題「○類第

○」，卷末題「右○類○○○部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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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書末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五年
六

十 月
初

再 版」、

「平」、「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輯者容

媛」、「校者容庚」、「上海河南路」、「發行人王雲五」、「上海河南路」、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上海河南路」、「發行所商務印書館」、「五

七四五上」，由上至下依次題「國立中央研究院(45187)單刊乙種之

二」、「歷史語言研究所」、「金石書錄目」、「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四部總錄醫藥編不分卷附錄三卷補遺一卷筆畫檢字一卷三冊，丁福保、周雲

青編，民國間商務印書館鉛印本，B16.147/(r)1032 

附：<分類目次>、<四部總錄醫藥編索引說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單

字筆畫檢查表>、<筆畫檢字>、

<四部總錄醫藥編索引>。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四邊單欄，單魚尾。

無界欄，分上、中、下三欄，

各欄半葉十八行，行十七字；

小字單行，行十七字。板框 12.5 

×19.8 公分。板心上方題「四部

總錄」，魚尾下題「子部醫家類

及葉碼。 

各書題各書之書名，作者

及板本。 

封面書籤題「四部總錄醫

藥編○冊」。 

扉葉右題「丁福保 周雲

青編」，左題「商務印書館」，

中間書名題「四部總錄醫藥編

○冊」。 

按：附錄一收現存醫學書目總目，

附錄二收現存醫學叢書總目，

附錄三收中國醫學大辭典著錄

醫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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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總錄天文編四種一冊，丁福保、周雲青編，民國間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B16.147/(r)1032 

附：<天文學書目補注二種目次>、<四角號碼檢字法>、<四角號碼檢字表>、

<部首目次>、<四部總錄天文編書名人名索引>。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欄，單魚尾。

無界欄，分上、中、下三欄，

各欄半葉十八行，行十七

字；小字雙行，行十七字。

板框 12.5 ×19.8 公分。板心

上方題「四部總錄」，魚尾下

題「子部天文類(或題『補

遺』、『補遺善本書籍經眼

錄』、『算學考初編補注○○

類』、『若水齋古今算學書錄

補注』等)」及葉碼。 

各書首行題各書之書

名，次行題作者姓氏。 

扉葉右題「丁福保  周

雲青編」，左題「商務印書

館」，中間書名題「四部總

錄天文編」。 

按：是書是將：丁福保、周雲青

編子部天文類及補遺；王重

民撰善本書籍經眼錄及補

遺；馮澂撰算學初編補注--

天文類、曆法類；劉鐸撰若水齋古今算學書錄補注等四種彙為一編。 

(何氏至樂樓叢書)至樂樓書畫錄--明遺民之部不分卷一冊，民國勞天庇編，

林景穆校錄，何耀光審定，何世柱、何世樑、何世堯、何世鏗、何世

傑同訂，民國六十二年香港何氏至樂樓刊本，B16.148/(r)9913 

附：民國五十二年何耀光撰<至樂樓書畫錄明忠烈遺民之部序>、<至樂樓

書畫錄明忠烈遺民之部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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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二十八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八字。板框 16.5 ×22.3 公分。板心上方題「至樂樓書畫錄」，

魚尾下為葉碼。 

首葉之首行題「至樂樓書畫錄」，

次行題「明忠烈遺民之部」，三、四兩

行依次題「番禺何耀光審定」、「男世

柱、世樑、世 堯、世鏗、世 傑 同訂 」、

「南海勞天庇編纂」、「新會林景穆校

錄」。 

扉葉右題「一九六三年歲次癸

卯」，左題「新會林景穆」，中間書名

題「至樂樓書畫錄明遺民書畫之部」。 

書末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

題：「一九七三年歲次癸丑仲冬出

版」、「至樂樓書畫錄 明遺民之部」、

「編者：勞天庇」、「出版者：何氏至樂樓」、「地址：香港藍塘道五

三號」、「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北角和富道九

十六號」，上題「版權所有不准翻印」。 

讀曲類稿十八卷三冊，民國周明泰編，民國四十年香港中華書局排印本，

B16.149/(r)7767 

附：周明泰<自序>、周明泰<跋>。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

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一字。板框 11.6×16.3 公分。魚尾

下刻卷數，板心下方為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讀曲類稿」，次行下

題「至德周明泰志輔」，三行為卷數及各

卷類名。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一九五一年十二月初版 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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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類稿(全三冊)定價港幣貳拾元」、「編著者：至德周明泰志輔」、「九

龍尖沙咀加連威老道五十八號二樓」、「承印者：中華書局香港印刷

廠」。 

按：<自序>云：「余乃就提要所收各曲，而益以有刊本傳世，與夫諸家傳

記所載，前人曲本有情節可考者，一一錄出，約得一千四百餘種，分

為十四類，每一類中又分為元明清三朝，先雜劇而後傳奇。」 

校史隨筆不分卷一冊，民國張元濟撰，民國間排印本，B16.16/(r)1113 

附：戊寅(民國二十七年，1938)傅增湘<序言>，民國二十七年張元濟<自序

>、<目錄>。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三十

字；小字雙行，行三十六字。板框 11.3×17.4

公分。板心上方題「校史隨筆」，魚尾下題

所校各書之書名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校史隨筆」，次行題所校

各書之書名。 

按：一、傅增湘<序言>云：「歲在辛未，上海涵

芬樓彙集宋元古本及明槧舊鈔，影印二

十四史，至丁丑歲而訖功，蓋自乾隆武

英殿敕刊之始，洎同治五局 合 刻以來 ，

括舉全史而整齊之竟克，奏無前之偉

績，然其間厲精焠掌，始終不懈以底於成者，實前輩張君菊生一

人之力也。君自刊印伊始，即獨任校勘之役，每一史成，輒綴跋

文於後，臚版刻之源流，舉文字之同異，恆與前賢相發明。……

嘗語君書成之後宜仿子晉題跋、蕘圃書錄之例，取諸跋勒為一

編，以餉學者。其校記藁本亟宜刊布，以竟全功。未幾以校史隨

筆來，謂全稿紛繁，董理有待，茲撮其領要，萃為此編，屬為序

而行之。……今觀隨筆所載，凡一百六十四則，視原稿當不及十

之一，而博識雅裁，洪纖畢舉。……」 

二、收：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梁書、

陳書、魏書、北齊書、周書、隋書、南史、北史、舊唐書、唐書、

舊五代史、五代史記、宋史、遼史、金史、元史、明史等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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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室方志目不分卷附鄉土志目、鄉鎮志

目一冊，民國張政烺撰集，民國

二十八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鉛印本，

B16.221/(r)5051 

附：民國二十八年張政烺撰<編輯凡

例>、<目次>。 

藏印：無。 

板式：無界欄。半葉十七行，小字雙

行。板心依序題「國立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雙行小字，

「圖書室方志目」，省名、葉碼，

總葉碼。 

各省首行依序題「方輿」、

「志名」、「年代」、「卷數」、「冊

數」、「主修」、「纂修」、「附註」。

<鄉土志目>及<鄉鎮志目>則無

「方輿」項。 

按：書中間見墨筆刊誤及眉批。 

西諦書目五卷題跋一卷六冊，民國鄭振鐸撰，民國王樹偉、朱家濂、馮寶

琳、冀叔英合編，民國間文物出版社鉛印本，

B16.234/(r)8758 

附：<編例>、<圖版目錄>、<西諦書目總目>、<

西諦題跋目錄>。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欄，單魚尾。半葉十四行，行

三十三字；小字雙行，行六十二字。板框 11.5 

×16.5 公分。魚尾下題「目○○部○○類」及

葉碼。 

各卷首行大字題「西諦書目卷○」，三

行題「○部」，四行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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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題「西諦書目五卷題跋一卷」。 

按：本書著錄，係依本館另藏一套《西諦書目五卷題跋一卷》所載。該套

之內容與裝訂方式與此套完全相同，僅封面紙色不同。然此套缺一九

六三年六月趙萬里撰<西諦書目序>，並缺「一九六三年十月文物出版

社出版」之牌記。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目錄四卷一冊，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籌備委員會編，民國二十四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鉛

印本，B16.24/(r)2056 

附：民國二十四年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撰<序>、<總目>、

<參加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銅器總目>、<參加倫敦中國藝術國際

展覽會瓷器總目>、民國二十四年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

會專門委員郭葆昌述(王維周記)<瓷器概說>、<參加倫敦中國藝術國際

展覽會書畫總目>、<參加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其他類總目>。 

藏印：「石壽□□」方型硃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四十字。

板框 10.5 ×13.6 公分。板心上方

題「○○目錄」，魚尾下為葉

碼。 

各卷首行題「參加倫敦中

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目錄」。 

書末附<聲明>，云： 

一、中央研究院歷史

語言研究所考古組參加

倫敦展覽古物壹百件另

有目錄，在印刷中。 

二、本會待一切物照

片齊備後，尚有附加照片

之目錄印行。 

按：其他類含：織繡、玉器、景泰籃、

剔紅、摺扇、珍本古 書等 六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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斠讎學不分卷一冊，民國王叔岷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

七，民國四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鉛印本，

B16.35/(r)1044 

附：民國四十八年王叔岷撰<序>、<目次>。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欄，單魚尾。無界

欄，半葉十四行，行三十七字。

板框 17.8 × 12.6 公分。板心上

方題「斠讎學」，下有葉碼及題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

所」。 

封面墨筆題「法高」二

字。 

扉葉之前半右題「中央研

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三十七」，左題「王叔岷著」，

中間大字書名「斠讎學」；後

半葉題「本書寫作期間(一九五

八--一九五九)承洛克斐勒基

金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

資助特此識謝」。 

書末附牌記由右至左依

序題：「中華民國四十八年八月出版」、「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三十七 斠讎學 全一冊」、「著作者王叔岷」、「發行者中央研

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印刷者大陸印製廠」，上題：「版權所有翻

印必究」。 

按：書中間見眉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