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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和刻本簡明目錄 --子部‧釋家類  

特藏組  謝鶯興 

釋家類 

○和○徐敦煌出土神會錄附解說一冊  鈴木大拙解說  日本昭和七年(1932，

民國二十一年)據石井光雄藏本影印       C09/3588 

附：日本昭和七年 (1932，民國二十一年 )鈴木大拙<燉煌出土神會錄解

說>。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 

板式：書耳題「奉刊行神會語錄二百部」「願以影本印施功」「考妣二

親成正覺」「昭和七年 (1932，民國二十一年 )臘月考妣忌日」「石井

光雄敬誌」。 

函套版權頁依序題「昭和七年 (1932，民國二十一年 )十月二

十二日印刷」、「昭和七年 (1932，民國二十一年 )十月二十五日發

行」、「非賣品」、「神會錄及解說」、「複製者兼出版者  石井光

雄」、「東京市目黑區上目黑一一○」、「版權所有」、「印刷者  島

連太郎」、「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二ノ一」、「印刷所  三秀舍」、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二ノ一」。 

按：是書係影印敦煌文物。 

○和少室逸書不分卷一冊  不著撰人  日本昭和十年(1935，民國二十四年)

東京鈴木貞太郎影印敦煌抄本      C09/(l)9033 

附：無。 

藏印：無。 

板式：書籤題「燉煌出土少室逸書」，書末版權頁依序題：「昭和十年

(1935，民國二十四年 )六月二十日印刷」、「昭和十年 (1935，民國

二十四年 )六月二十五日發行」、「京都市上京區小山大野町三九」、

「發行人  鈴木貞太郎」、「東京市芝區金杉新濱町一二」、「單式

印刷株式會社」、「印刷人  代表者  和田助一」。 

按：是書係影印敦煌文物。 

○和○徐○善支那撰述佛典九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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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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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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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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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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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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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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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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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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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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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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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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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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據明天啟六年至崇禎四年間(1626- 

1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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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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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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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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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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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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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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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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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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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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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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據明天啟六年至崇禎四年間刻嘉興府楞嚴

寺藏板重印本」，並視為和刻本。 

○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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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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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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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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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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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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達摩禪經說通考疏十七卷卷首一卷附錄一卷六冊  南天竺佛大先、佛陀

跋陀羅合撰  東晉三藏佛陀跋馱羅、廬山遠法師等釋  日本圓通

山主說通考疏  日本明治二十七年(1894，清光緒二十年)東京光

融館刊本          C09.3/(c)2653 

附：日本明治廿七年 (1894，清光緒二十年 )釋全愚<再刻達磨多羅禪經

說通考疏序>、日本明治二十六年 (1893，清光緒十九年 )釋演洪嶽<

再鑴達磨多羅禪經說通考疏序>、<達磨多羅禪經說通考疏序說>、

<達磨多羅禪經序>、<年考>、<達磨多羅禪經略頌>、日本明治二

十七年 (1894，清光緒二十年 )退耕菴獨園<跋>。 

藏印：「尺里子印」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三年，行二十三字。

板框 15.8×20.7 公分。魚尾下題「達磨禪經考疏○」及葉碼。 

卷一之首行題「達磨多羅禪經卷上之一」，次行題「南天竺

大禪師佛大先與佛陀跋陀羅共撰集」，三行題「東晉三藏佛陀跋

馱羅共廬山遠法師譯」，四行題「豐蘆原法孫圓通山主并參學等

說通考疏」，卷二、六、八、十二、十五末題「達磨多羅禪經說

通考疏○之○終」。 

牌記題「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輪常轉」，扉

葉題「提婆宗」、「脫體換骨」，「明治廿六年 (1893，清光緒十九年 )

仲冬」「正法山主匡道八十六翁書」，並鈐有「來源：購 6 本」、「書

價：日幣 2500」「52 年 8 月 22 日」藍色戳印。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明治廿七年 (1894，清光緒二十年 )六月

廿日印刷」、「仝年仝月廿五日發行」、「校訂兼發行者  足利天應」、

「東京牛込區市谷河田町一番地」、「印刷者  平本正次」、「東京

神田區駿河台西紅梅町拾番地」、「發行所  光融館」、「東京神田

區駿河臺西紅梅町拾番地」。 

按：字句間見文文訓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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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絕觀論不分卷一冊  唐不著撰人  日本鈴木大拙編  古田紹欽校  日

本昭和二十年(1945，民國三十四年)東京弘文堂書局影印敦煌抄本

            C09.5/(l)2749 

附：<目次>、日本昭和二十年 (1945，民國三十四年 )鈴木大拙<解題>。 

藏印：無。 

板式：扉葉題「燉煌出土積翠軒本」、「絕觀論」、「鈴木大拙編古田紹

欽校」。 

書末黏貼版權頁，依序題「昭和二十年五月十日初版印刷  

定價拾六圓五拾錢」、「昭和二十年五月二十日初版發行   特別行

為稅相當額金壹圓五拾錢」、「出版會發行承認番號う二二○○七

二  合計金拾八圓」、「編者  鈴木大拙  田紹欽」、「發行者  八

坂淺太郎」、「東京神田駿河臺」、「京都田中西浦町」、「印刷者  菅

生定祥」、「東京神田三崎町」、「配給元  東京都神田區淡路町二

ノ九  日本出版配給統制株式會社」、「發行所  東京神田駿河臺

番號一一○五三四  弘文堂書房」。 

按：書分解題、積翠軒本絕觀論影本及絕觀論無名上士集對照校訂等

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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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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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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周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四卷一冊  沙門信瑞纂  日本嘉禎二年(1236，南

宋端平三年)<序>鉛印本       C09.7/(?)2012 

附：日本嘉禎二年 (1236，南宋端平三年 )釋信瑞<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序>。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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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6.3 公分。魚尾下題「淨○」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卷第○」(卷一題「淨土三部

經音義集卷第一并序」)，次行題「沙門信瑞纂」，三行為書名(如

《無量壽經》 )，卷末題「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卷第○」。 

按：是書為周法高先生贈書，分為《無量壽經》二卷，《觀無量壽經》

一卷，《阿彌陀經》一卷等四卷三種，未見任何牌記，惟其<序>末

題「嘉禎第二之歷柔兆涒灘(丙申)之暮春王正月序」，即南宋端平

三年 (1236)，暫據以錄之。 

○和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不分卷一冊  唐釋慧然集  日本京都貝葉書院

刊本          C09.8/(l)2652 

附：北宋宣和庚子(二年，1120)馬防<鎮州臨濟慧照禪師語錄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

板框 15.5×20.0 公分。魚尾下題「臨濟錄」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鎮州臨濟慧照禪師語錄」，次行題「住三聖嗣法

小師  慧然  集」，卷末題「鎮州臨濟慧照禪師語錄終」。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各宗御本山及諸學林御用書林」、「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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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發賣所  京都市木屋町二條」、「禪宗雜誌行所  貝葉書院」、

「各宗教師受驗講義錄發行所」、「營業科目  各宗新古佛書  古

本高價買入  御經過去帖類   御依托書販賣  各學林教科書  御

出版物周旋  和漢洋書籍類   新古書籍仕立   佛畫御肖像畫  各

地出版取次」。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末葉題「師無寂忽一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

畢寂然而逝時唐咸通八年 (867)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

塔于大名府西北隅敕謚慧照禪師塔號澄靈合掌稽首記師大略住鎮

州保壽嗣法小師  延沼  謹書」，故據以題為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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