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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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儒家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儒家類 

說苑新序校評一卷附荀子校評一冊，清朱駿聲撰，元和朱駿聲遺稿，民國四

十年廣東嶺南大學活字本，C01.1/(q2)2574 

附：民國四十年朱師轍<說苑新序校評識語>。 

藏印：無。 

板式：雙魚尾，四邊單欄，上下兩欄，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二十三字。

板框 12.0×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說苑新序校評」，下魚尾上題葉

碼。 

首行上題「說苑新序校評附荀子校評」，下題「元和朱駿聲遺

稿」。 

按：朱師轍<說苑新序校評識語>云：「余

家藏有明楚府本說苑新序，刻極

精，先大父豐芑諱駿聲博士，曾

以硃筆校勘，書於簡端。先君仲

我諱孔彰協修，珍重寶藏。師轍

昔年曾見之。民國二年，張勳破

南京，大掠三日，庽中衣物悉被

刦無遺，獨此書未失，家人眾多，

無以為生，先君以此書質於劉聚

卿世珩觀察所，得百金以度活。

先君手錄簡端所校，為說苑新序

校評，附荀子校評十餘條，欲編

入自撰半隱廬筆記，既而先君逝

世，師轍裒輯遺稿，守而勿失。

廿四年，余教授四川華西大學，

文學系主任程芝軒景祺先生，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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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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先君半隱廬筆記於華鈿大學叢書中，時此稿未攜去，亦以說苑新

序校評，可自成專書，不必附刊筆記中。世事紛紜，外侮內亂，十

餘年間，遺稿未能續印。解放後，粵文教廳長杜守素國庠先生，提

倡文化，注重國粹。先生宿讀先大公說文通訓定聲等書而善之，睹

先代遺稿尚夥，為介紹嶺南大學印行，經校中選定此稿付印。」 

劉子集證十卷附錄三卷二冊，北齊劉晝撰，民國王叔岷集證，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四，民國五十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鉛印本，C01.1/(r)1022 

附：民國五十年王叔岷<劉子集證自序>、<劉子集證凡例>、<劉子集證目

錄>、<附錄一>、<附錄二>、<附錄三>。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二行，行三十字；小字雙行，

行六十字。板框 12.4×17.4 公

分。板心上方題「劉子集證」，

魚尾下題「卷○」篇名次第及

葉碼，板心下方題「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各卷第一行上題「劉子集

證卷之○」，次行下題「簡陽

王叔岷」，三行為篇名次第，

卷末題「劉子集證卷之○」。 

扉葉由右至左依序題「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

刊之四十四(鈐有『李田意印』

方型硃印)」、「劉子集證上(或

下)」、「王叔岷著」，後半葉題

「本書寫作期間(一九六○—

一九六一)承洛克斐勒基金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資助

特此識謝」。 

版權頁由上至下依序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專刋之四

十四」、「劉子集證」、「版權所有，不許翻印」，下由右至左依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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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五十年八月出版」、「全二冊」、「著作者  王叔岷」、「發行者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 

按：1.<劉子集證凡例>云：「一、本書據涵芬樓影印道藏本為底本。」「二、

本書以海寧陳氏影印舊合字本、明沈津百家類纂本、潛菴子彙本、

程榮漢魏叢書本、清王謨重刻漢魏叢書本、王灝刻畿輔叢書本、湖

北崇文書局刻百子全書本為輔本。」 

2.<附錄一>收：劉子《佚文》一則、《北齊書．儒林．劉晝傳》、《北史．

儒林上．劉晝傳》。<附錄二>收：所據諸本序跋(含明隆慶沈津<百

家類纂本題辭>、明萬曆潛菴[周子義]<子彙本序>、清王謨<重刻漢

魏叢書本跋>、近人傅增湘<海寧陳氏景印舊合字本序>)校注諸家序

跋(含清盧文弨<羣書拾補新論校序>、盧文弨<抱經堂文集劉子跋

>、近人羅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敦煌本劉子殘卷校記序>、近人

楊明照<劉子斠注附記>)。<附錄三>收：諸書著錄(含《舊唐書經籍

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宋鄭樵《通志》、宋王堯臣

《崇文總目附清錢侗釋》、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宋晁公武《郡齋

讀書志》、宋趙希弁《郡齋讀書附志》、宋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

宋王應麟《玉海》、宋章俊卿《山堂考索》、元馬端臨《文獻通考》、

清錢謙益《絳雲樓書目據清陳景雲註本》、清錢曾《述古堂書目》、

清瞿鏞《鐵琴銅劍樓藏書目錄》、清季振宜《延令宋板書目》、清孫

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清黃丕烈《蕘圃

藏書題識繆荃孫輯本》、清于敏中等《天祿琳琅書目》、清陸心源《皕

宋樓藏書志》、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清邵懿辰《四庫簡明目

錄標注》、清丁日昌《持靜齋書目》、清張之洞《書目答問附范希曾

補正》、日本大正河田羆《靜嘉堂秘籍志》、近人傅增湘《雙鑑樓善

本書目》、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近人王重民《巴黎敦煌殘卷敍

錄》第一、二輯)、諸家考證(含宋黃震《黃氏日抄》、清姚際恆《古

今偽書考》、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王昶《春融堂集》、

清周中孚《鄭堂讀書記》、清孫志祖《讀書脞錄》、清陳鱣《簡莊文

集續編》、清嚴可均《鐵橋漫稿》、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近人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證》、近人楊明照《劉子理惑》)。 

○和標註傳習錄三卷傳習附錄一卷四冊，明王守仁撰，日本三輪希賢標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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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阪青木嵩山堂據日本正德二年(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三輪希賢標

註本重刊，C01.23/(p)1010 

附：日本正德二年(1712，清康熙五十一年 )三輪希賢<傳習錄目錄>、明徐

愛<傳習錄序>、明正德乙亥(十年，1515)王守仁<朱子晚年定論序>、

明正德戊寅(十三年，1518)袁慶麟<朱子晚年定論跋>、<大學古本序>、

日本正德二年(1712，清康熙五十一年 )三輪希賢<新刻傳習錄成告王先

生文>。 

藏印：「土厚水深辭气重」、「上虞經氏」、「燧初藏書」方型硃印、「中錟客

臺之日所藏」、「六瓜興」橢圓型硃印、「長畀眛」圓型陰文硃印、「戌

象」圓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分內外

兩欄，內欄為「傳習錄」本文，

半葉八行，行十七字；板框 13.9

×16.1 公分；板心上方題「傳

習錄」，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外欄為音義補註，半葉

二十行，長行三十九字，短行

十二字；板框 16.8×23.3 公分。 

各卷首行題「傳習錄卷

之○」，卷末題「傳習錄卷之

○終」。 

書籤題「標註傳習錄○」，

扉葉右題「王陽明先生著」，

左題「浪華嵩山堂梓」，中間

書名題「標註傳習錄全四冊」。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和漢洋書籍發兌處」、「東京帝國大學  京

都帝國大學  高等師範學校  第一高等學校  學習院  帝國圖書

館  御用書肆」、「大阪市東區博勞西四丁目廿七番邸」、「發行印刷

者  青木恒三郎」、「東京市日本橋通壹丁目」、「製本發賣所  青木

嵩山堂」、「大阪市心齋橋筋傅勞町」、「仝  青木嵩山堂」、「勢州四

日市港豎町」、「賣捌所  嵩山堂支店」。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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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冊卷下為續錄及「附錄朱子晚年定論」，第四冊「傳習附錄」

收「大學問」及「王文成公年譜節略」。 

 

顏氏家訓七卷附錄一卷四冊，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注，清盧文弨補注，

趙同華校，清孫祖瑞、陳兆麟、萬世清、孫瀛、錢朝梅、孫邦杰、王

一林、張師式、戴準、齊韶、許仁綬、桑庭橒、趙震、孫士祺、李兆

洛、王士玉同校，民國十七年成都祥記書莊據抱經堂叢書本校刊，

C01.41/(i)0135 

附：清乾隆五十四年(1789)盧文弨<注顏氏家訓序>、不著撰人<頻氏家訓序

>(末有清盧文弨<書後>)、清盧文弨<例言>、<顏氏家訓注(人名)>(<目

錄>題「鑒定參訂姓名」)、清盧文弨<壬子(乾隆五十七年，1792)年重

校顏氏家訓>、<新注顏氏家訓目錄>(次行題「江陰趙曦明敬夫注」，

三行題「餘姚盧文弨紹弓補」)、宋淳熙七年(1180)沈揆<序>、<宋本

校刊銜名>、清乾隆五十一年(1786)趙曦明<序>、清盧文弨<瞰江山人

家傳>、清錢大昕<補正>、清盧文弨注<北書文苑傳>、<顏氏家訓注補

并重校補遺>。 

藏印：「劉念和」方型陰文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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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花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一字。板框 13.2×18.1 公分。板心上方題「顏氏家訓」，板心中間

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抱經堂校定本」。 

卷一首行上題「顏氏家訓

卷○」，下硃筆題「述古堂影宋

本重雕」，次行下題「北齊黃門

侍郎顏之推撰」，三行題篇名，

卷末題「上元孫祖瑞嘉五校

字」、「歙縣陳兆麟仰韓覆校」、

「顏氏家訓卷○」。卷二題「江

浦萬世清黼庭校字」、「上元孫

瀛葆貞覆校」。卷三題「仁和錢

朝梅羮調校字」、「上元孫邦杰

漢賢覆校」。卷四題「江寧王一

林潤之校字」、「上元張師式華

伯覆校」。卷四題「江寧王一林

潤之校字」、「上元張師式華伯覆校」。卷五題「丹徒戴準卓亭校字」、

「江寧齊韶敬傳覆校」。卷六題「吳縣許仁綬文若校字」、「錢塘桑庭

橒典林覆校」。卷七題「丹徒趙震楚榮校字」、「大興孫士祺壽維覆校」。

<北齊書文苑傳>末題「陽湖李兆洛紳琦校字」、「仁和王士玉嘉客覆

校」。 

扉葉右題「趙瞰江(曦明)先生注」、「盧抱經(文弨)先生補」，左題

「華易張鏡明題」，中間書名題「顏氏家訓」。後半葉牌記題「民國戊

辰(十七)年六月成都祥記書莊據抱經堂叢書本校栞」。 

<顏氏家訓注>由右至左依序列：「鑒定」、「嘉定錢大昕莘楣」、「仁

和孫志祖怡谷」、「滄州李廷敬寧圃」，「參訂」、「金壇段玉裁懋堂」、「孝

感程明愫蔌園」、「新會譚大經敷五」、「仁和潘本智鏡涵」、「江陰周宗

學象成」，「讎校」、「江陰楊敦厚仲偉」、「江陰陳宏度師儉」、「江陰王

璋秉政」、「江陰湯裕岵瞻趙門人」、「江陰沙照耀滄趙門人」、「武進臧

鏞堂在東」、「武進丁履恆基士」、「瞰江孫趙同華俊章校梓」。 

按：一、書中墨筆批註頗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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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面襯葉墨筆題：「前歲在昆明，秋間將歸，法高兄囑購此書。歸

家後以國幣四元購于書肆。去冬來李莊，法高兄已先來此，索此

書，遂函乞家人郵致，往返逾兩旬始寄至，即以貽之。壬午(民

國三十一年)二月初二念和志」。 

三、<壬子年重校顏氏家訓>云：「向刻在己酉年，但就趙氏注本增補，

未及取舊刻本及鮑氏所刻宋本詳加比對，致有譌脫。今既省覺，

不可因循貽誤觀者，故凡就向刻改正者，與夫為字數所限不能增

益者，以及字畫小異咸標明之，庶已行之本尚可據此訂正，注有

未備兼亦補之」。 

四、附錄收：北齊書顏之推傳、宋本沈跋、宋本名銜、趙跋、瞰江山

人家傳。含：清盧文弨《注釋》、周法高補正之《北齊書‧文苑

傳--顏之推傳》，《北史‧文苑傳--顏之推傳》；繆鉞撰《顏之推年

譜》；家訓彙注所據諸本序跋：<鮑氏知不足齋叢書本序跋>、<

四部叢刊景明遼陽傅氏刊本序>、<明萬曆顏嗣慎刊本序跋>、<

明程榮漢魏叢書覆刻萬曆顏志邦本序跋>、<清朱軾刊本序>、<

清王謨漢魏叢書本序跋>、<盧氏抱經堂刊本序跋>、<關中叢書第

三集本序>、<郝懿行顏氏家訓斠記序跋>、<鄭珍校本序>、<李詳

顏氏家訓補注序>、<嚴式誨顏氏家訓補校注序>、<劉盼遂顏氏家

訓校箋及補證題記>、<楊樹達讀顏氏家訓書後序>、<周祖謨顏氏

訓音辭篇注補序>、<王重民勤讀書抄題記>；諸書著錄及諸家評

論；<索引>：顏氏家訓索引--專名索引、普通詞語索引，補正引

用諸家索引；補遺、補遺通檢。 

顏氏家訓彙注二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附索引四冊，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

注，清盧文弨補注，民國周法高補正，民國四十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一，C01.41(i)193/0135(193/7730) 

附：<顏氏家訓彙注目錄>、民國四十九年周法高<顏氏家訓彙注例言>、 

藏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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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三行，行三十字；小字雙行，

行四十六字。板框 13.1×17.8 公分。板心上方題「顏氏家訓彙注」，

魚尾下為各篇篇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

所」。 

卷上首行上題「顏氏

家訓彙注卷上」，下三行小

字依序題「趙曦明注」、「盧

文弨補注」、「周法高補

正」，次行為篇名及次第。 

扉葉右題「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刋之

四十一」，左題「周法高撰

輯」，中間書名大字題「顏

氏家訓彙注」。 

版權頁上半由上至

下依序題「中央研究院歷

史語言研究所專刋之四十

一」、「顏氏家訓彙注」、「版

權所有，不許翻印」，下半

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

國四十九年十月出版」、

「全四冊」、「撰輯者 周法

高」、「發行者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臺灣省臺北縣南港鎮」、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按：一、附錄收：清盧文弨《注釋》、周法高補正《北齊書‧文苑傳--顏之

推傳》，《北史‧文苑傳--顏之推傳》；繆鉞撰《顏之推年譜》；家訓

彙注所據諸本序跋：<鮑氏知不足齋叢書本序跋>、<四部叢刊景明

遼陽傅氏刊本序>、<明萬曆顏嗣慎刊本序跋>、<明程榮漢魏叢書

覆刻萬曆顏志邦本序跋>、<清朱軾刊本序>、<清王謨漢魏叢書本

序跋>、<盧氏抱經堂刊本序跋>、<關中叢書第三集本序>、<郝懿

行顏氏家訓斠記序跋>、<鄭珍校本序>、<李詳顏氏家訓補注序>、

<嚴式誨顏氏家訓補校注序>、<劉盼遂顏氏家訓校箋及補證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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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達讀顏氏家訓書後序>、<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序

>、<王重民勤讀書抄題記>；諸書著錄及諸家評論；<索引>：顏氏

家訓索引--專名索引、普通詞語索引，補正引用諸家索引；勘誤表；

補遺、補遺通檢。 

二、<顏氏家訓彙注例言>云：「一、顏氏家訓自有趙曦明注，盧文弨補

注，訓釋始粲然大備。厥後諸家復多所發明。茲復博采衆說，為顏

氏家訓補注補正，於趙盧二家之注，缺者補之，誤者正之。」又云：

「一、補注補正以盧氏抱經堂叢書本家訓為主，簡稱『盧本』。」

又云：「一、是書脫稿於民國四十五年，去年春復加增訂。去夏付

印，歷時一年，復多加校訂，始克竣事。」 

清人考訂筆記七種二十二卷八冊，中華書局景印組編輯，民國五十四年中華

書局景印本，C01.5/(q)5044 

附：1965 年中華書局<出版說明>、<清人考訂筆記目錄>、清嘉慶九年(1804)

阮元<南江邵氏遺書序>、清道光十年(1830)沈濤<(瑟榭叢談)自序>、

清道光十六年(1836)沈濤<(交翠軒筆記)自序>、清道光十八年(1838)湯

璥<(交翠軒筆記)後序>、清繆荃孫<江陰繆先生札>、清宣統元年(1909)

李詳<(媿生叢錄)自敘>。 

藏印：無。 

板式：「南江札記」為單魚尾，左右

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

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6

×13.0 公分。板心上方題「南江

札記」，魚尾下題卷次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南江札

記」，下題「餘姚邵晉涵」，次行

題各書之書名(如「春秋左氏

傳」)。 

扉葉右題「嘉慶癸亥年(八

年，1803)冬」、左題「面水層軒

刊板」，書名題「南江札記」。 

「舊學蓄疑」為粗黑口，雙

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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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6×13.2 公分。魚尾下題

「舊學蓄疑」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舊學蓄疑」，次行下題「江都汪中述」，三行題

「子」。 

「瑟榭叢談」為粗黑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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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5 公分。魚尾下題「瑟

榭叢談卷上(或下)」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瑟榭叢談卷上(或下)」，次行下題「嘉興沈濤譔」。 

扉葉右題「道光乙巳(二十五年，1845)正月」、左題「惠兆壬題」，

書名題「瑟榭叢談」。 

「交翠軒筆記」為粗黑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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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8 公分。魚尾下題「交

翠軒律記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交翠軒筆記卷○」，次行下題「嘉興沈濤纂」(卷

一則題「嘉典沈濤鑽纂」)。 

扉葉左題「道光戊申(二十八年，1848)正月兆壬題」，書名題「交

翠軒筆記」。 

「柴辟亭讀書記」為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

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9×13.4 公分。魚尾下題「柴

辟亭讀書記」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自莊嚴堪」(僅見葉一及葉十五)。 

各卷首行上題「柴辟亭讀書記」，下題「十經齋遺集之四」，次行

下題「古就李沈濤季壽箸」。 

牌記題「丙子(光緒二年，1876)歲七月建德周氏刊」。 

「銅熨斗齋隨筆」為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

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9.9×14.0 公分。魚尾下題

「銅熨斗齋隨筆」及葉碼，板心下方題「檇李沈氏銅熨斗叢書」。 

各卷首行上題「銅熨斗齋隨筆卷○」，次行下題「嘉興沈濤撰」。 

牌記題「咸豐七年(1857)丁巳檇李沈竹彫版」。 

「槐生叢錄」為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

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9.9×13.4 公分。魚尾下題「媿錄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檇李沈氏銅熨斗叢書」。 

各卷首行上題「媿生叢錄卷○」，次行下題「揚州興化李詳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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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記題「宣統紀元(1909)八月栞于江甯」。 

按：一、<出版說明>云：「清代考據之學盛行，不少學者以畢生精力用於

考訂文字，詮釋名物。有些人把他們的研究撰成專門著述，同時還

將平日的讀書心得，以漫談雜話出之，寫成筆記。……有些筆記，

或附全集，或收入叢書，刻本少，流傳不多，而其內容則仍可資參

考，我們現在選擇一些，稍加彙集，不加校點，影印出版。此次影

印的，是邵晉涵、汪中、沈濤、李詳四人所著，共七種。」即：邵

晉涵《南江札記》四卷，據嘉慶八年(1803)邵氏面水層軒刻本；汪

中《舊學蓄疑》一卷，據木犀軒叢書本；沈濤《 瑟 榭 叢談》二 卷 ，

據道光廿五年(1846)自刻本；沈濤《交翠軒筆記》四卷，據道光二

十八年(1848)自刻本；沈濤《柴辟亭讀書記》一卷，據十經齋遺集

本；沈濤《銅熨斗齋隨筆》八卷，據咸豐七年(1857)自刻本；李詳

《媿生叢錄》二卷，據宣統元年(1909)自刻本。 

二、「南江札記」書眉間見墨筆批註，卷四末題「後學汪憙孫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