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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子部．儒家類 (二) 

陳惠美 ∗、謝鶯興 ∗∗ 

○徐《性理綜要》二十二卷十四冊，明詹淮纂輯，明陳仁錫訂正，明崇禎五

年(1632)陳仁錫評校本，C01.32/(p)2730 

附：明詹淮<性理序>，<性理綜要譚藪>，<性理綜要凡例>，<先儒姓氏

>，<集修姓氏>，明永樂十三年 (1415)胡廣等<進書表>，明永樂十

三年<成祖文皇帝御製性理序>，明崇禎五年 (1632)陳仁錫<性理序

>、李廷機<序>、朱從古<序>、<性理綜要總目>、<性理綜要卷一

目錄>(以下各卷均有卷目錄，作<性理綜要卷○目錄>) 

藏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長型藍戳、「壯學堂」長型硃印，「復觀藏

書」方型藍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十九字。

板框 14.4×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性理綜要」，魚尾下題「卷○」、

篇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字數。 

各卷首行題「性理標題綜要卷之○」，卷一之次行題「新安

詹淮纂輯」，三行題「古吳陳仁錫訂正」，卷末題「性理標題綜要

卷之○終」。 

按：1.書眉間刻有評語，書中間見墨筆、硃筆兩色圈點及評語。 

2.明成祖<性理序>、胡廣<進書表>、<先儒姓氏>、<集修姓氏>等原

為《性理大全書》所附，今附於書前，應是陳仁錫刊刻時為增

其信度所為。 

3.《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存目二<性理綜要>條以凡例中有詹

淮自稱己號「詹柏山」，又所附李廷機、陳仁錫及詹淮等人序言

皆稱此書為自己所輯，推論是書為庸俗坊本。 

○和《宋明四先生語錄》八卷一冊，明周汝登、耿定向、凌琯等纂輯，明陶望齡、吳

勉學、錢中選等校，日本慶安五年(1652，清順治九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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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32/(p)7731 

附：明萬曆癸卯(三十一年，1603)吳勉學<合刻宋明四先生語錄>、明嘉

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耿定向<題象山先生語錄>、明凌琯<薛文

清公讀書錄抄序>、明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薛侃<陽明先生則言

序>。 

藏印：「山」圓型硃印、「溫故文庫」、「無適藏書」、「京緇庵瀧川氏圖

書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陽明先生則言」無魚尾 )，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

行 (「陽明先生則言」為九行 )，行二十字。板框 13.3×19.6 公分。

板心上方題書名(如「朱子語錄」、「象山語錄」、「讀書錄抄」、「則

言○」 )，魚尾下為卷次(「朱子語錄」無卷次，「陽明先生則言」

無魚尾 )及葉碼。 

「朱子語錄」卷之首行題「朱子語錄」，次行題「海門周汝

登纂」，三行題「明  會稽陶望齡」，四行題「新安吳勉學校」，

卷末題「終」。 

「象山語錄」上卷之首行題「象山先生語錄卷之上」，次行

題「明天台  耿定向編輯」，三行題「新安  吳勉學校梓」，卷末

「象山先生語錄卷○終」。 

「讀書錄抄」卷之首行題「薛文清公讀書錄抄」，次行題「新

安凌琯  抄輯」，三行題「吳勉學  校正」，卷末題「薛文清公讀

書錄抄(下卷終 )」。 

「陽明先生則言」卷之首行題「陽明先生則言○」，次行題

「吳興錢中選佼正」，卷末題「陽明先生則言○終」。 

書末牌記題「慶安五壬辰 (1652，清順治九年 )夷則吉旦」。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收：《朱子語錄》、《象山語錄》、《薛文清讀書錄抄》、《陽明先生

則言》。 

《困學紀聞集證》二十卷六冊，宋王應麟撰，清萬希槐集證，清屠繼序校

補，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刊本，C01.5/(n)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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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嘉慶十二年 (1807)陳嵩慶<序>、清陳運鎮<敘>、清嘉慶十八年

(1813)仲振履<序>、元泰定二年 (1325)袁桷<序>、清乾隆壬戌(七

年，1742)全祖望<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困學紀聞二十卷>、元

至治二年 (1322)牟應龍<序>、<校訂困學紀聞集證目錄>。 

藏印：「內田氏圖書記」長型硃印、「遠湖圖書」方型硃印、「濱松小書

巢內田旭圖書」長型硃印、「明治三十年 (1897，清光緒二十三年 )

八月由熊本歸誤落行李於海此本為所浸濕者」長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

三十二字。板框 13.5×18.2 公分。板心上方題「困學紀聞五箋集證」，

魚尾下題「卷○上(或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上(或下)」，次行依序

題「浚儀王應麟伯厚」、「潛邱閻氏」、「謝山全氏」、「易田程氏」、

「義門何氏」、「樸山方氏」、「蔚亭萬氏」、「辛楣錢氏」、「四明屠

繼序仝較補」，卷末題「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上(或下)終」。 

扉葉橫題「嘉慶己卯年 (二十四年，1819)春季新鐫」，右題「何

義門」、「方樸山」、「閻潛邱」、「程易田」、「全謝山」、「錢辛楣」、

「箋本」、「翻□必究」，左題「萬希槐蔚亭氏輯集證校本附」，中

間書名題「困學紀聞集證合註」、「山壽齋胡氏藏板」。 

按：1.書中間見硃筆句讀。書眉刻有註語。 

2.「辛楣錢氏」，僅見於卷一上，卷一下以降未見；「四明屠繼序仝

較補」，卷一下以降無「仝」字。 

3.陳運鎮<敘>云：「南城胡香海先生，海內名進士也。早歲解組，

嗜書成癖。獨謂茲書便於來學，取萬氏本重鋟梓以行世，不復

論難恐聚訟也，不加採錄厭贅說也。」 

4.仲振履<序>云：「香海胡司馬嘗客揚州，與家孟雲磵、暨陳澧塘、

劉芙初交最久，時予以授徒里巷，耳其名，讀其詩，而未獲一

覩其面，迄今十餘年，恒悵悵也。今春晉省垣晤鄧灼亭，談及

香海，始知方流寓穗城。⋯⋯既出《困學紀聞》見贈，並屬序

于予，蓋板藏香海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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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運鎮<敘>與此<序>均提及此書之刊刻與胡香海有關。胡香海

乃胡森，纂《肇慶金石志》一卷傳世。 

5.全祖望<序>云：「深寧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不可得見。⋯⋯

而碎金所萃，則為《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

其來歷。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文

補之。斯二箋者，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年

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間采何說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

雕，誠後學之津梁也。⋯⋯歲在辛酉(乾隆六年，1741)，予客江

都，寓寮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說，

其未及攷索者補之，而駮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

丈孺廬見之嗟賞，以為在二家之上。」 

6.舊錄「清嘉慶八年 (1803)刊本」，今據扉葉所題，改為「清嘉慶二

十四年 (1819)刊本」。 

《日知錄》三十二卷十二冊，清顧炎武撰，清遂初堂刊本，C01.5/(q1)3191 

附：清康熙乙亥年 (三十四年，1695)潘耒<日知錄序>、<日知錄目錄>。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二字。板框 15.1×19.8 公分。板心上方題「日知錄」，魚尾下

題「卷之○」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日知錄卷之○」，次行題篇名，卷末題「日

知錄卷之○」。 

扉葉右題「顧寧人先生著」、左題「遂初堂藏板」，中間書

名題「日知錄」。 

按：1.書中間見硃筆圈點。 

2.卷十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十一)

月己酉讀檢齋記」，卷十一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

二十三年，1897)辜月(十一)二十四日讀檢齋記」，卷十二末葉硃

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十一)月二十四

日讀檢齋記」，卷十四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86期 

 64

三年，1897)辜(十一)月二十六日讀檢齋記」，卷十五末葉硃筆題

「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十一)月二十九日讀

檢齋記」，卷十六末葉硃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

1897)辜(十一)月二十九日讀檢齋記」，卷十七末葉墨筆題「光緒

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辜(十一)月晦日讀檢齋記」，

卷十八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涂(十

二)月朔二日讀檢齋記」，卷十九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

酉，二十三年，1897)涂(十二)月三日讀檢齋記」，卷二十末葉墨

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涂(十二)月四日讀

檢齋記」，卷二十一末葉墨筆題「光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

年，1897)涂(十二)月四日讀檢齋記」，卷二十二末葉墨筆題「光

緒彊圉作噩(丁酉，二十三年，1897)涂(十二)月六七日讀檢齋

記」，卷二十四至卷二十六末葉硃筆題「光緒著雍閹茂(戊戌，

二十四年，1898)陬(正)月二十六日讀檢齋記」，卷二十八至卷三

十末葉硃筆題「光緒著雍閹茂(戊戌，二十四年，1898)陬(正)月

二十九日讀檢齋記」。 

3.潘耒序又撰於康熙三十四年 (1695)，然牌記僅題「遂初堂藏板」，

無刊刻時間，舊錄題作「清康熙十四年 (1675)刊本」，未言所據。

今則暫據牌記改題為「清遂初堂刊本」。 

《黃氏日抄》九十七卷二十四冊，宋黃震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刊本，

C01.5/(n)4410 

附：元至元三年 (1337)沈逵<黃氏日抄序>、清乾隆三十二年 (1767)沈起

元<重刻黃氏日抄序>、<慈溪黃氏日抄分類目錄>、清乾隆三十二

年 (1767)汪佩鍔<跋>。 

藏印：「震澤楊氏圖書」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雙魚尾。半葉十四行，行二十六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六字。板框 13.2×19.0 公分，板心上方題「黃氏日抄」，上魚尾下

題所讀各書之書名及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慈溪黃氏日抄分類卷之○」，卷一之次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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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黃震東發編輯」，卷末題「慈溪黃氏日抄分類卷之○終」。 

扉葉右題「宋板較刻」，中間書名題「黃氏日抄」。 

按：1.沈起元<序>云：「遺書百卷，刻于至元三年 (1337)沈氏，年遠板

失，原本多舛訛，讀者苦之。新安汪君岱光廣購諸本，校讎二載，

重付剞劂，索序于余。」 

2.卷三十二之葉十四的後半葉空白，應是所據之底本破損所致。卷

八十七之葉二，板心題「二至四」，未見第三及第四葉；葉八之

板心題「八至十」，未見第九及第十葉。卷八十八之葉十四存前

六行，餘空白。卷八十八之葉二十下半葉題「八十九卷源無文

字」。卷九十一之葉二十一下半葉末題「九十二原無」。 

3.汪佩鍔<跋>云：「南宋黃東發先生《日抄》九十七卷，梓行於至

元三年 (1337)公孫禮之。年久毀廢，今所存者有明正德間龔氏書

林重刊而已。然僅存什一於千伯，士大夫爭贈傳鈔，卷帙既繁，

舛譌不少，考古者以為憾。余家先世藏書數千卷，家君復廣搜

重購，而是書始歸插架。嘗手示佩鍔等曰：黃先生之學為濂洛

關閩五子之功臣，志於道者每以是為津筏，弟亥豕魯魚，坊本

不無疎略，承訛襲謬，漸至漫漶而不可讀。汝曹其致意焉。佩

鍔受而識之，復訪求善本，鍵戶讎校如是數載，缺者補而訛者

正，至於脫字傳疑一仍其舊，不敢傅會穿鑿，以志慎也。繕寫

既成，開卷了然，家君讀而喜曰：是宜急為重雕以公當世之好

古者矣。佩鍔輙付之剞劂氏第。昔人云校書如掃落葉，茲刻也

或不免尚有訛謬，則望識者諒之爾。」 

4.汪佩鍔<跋>與《黃氏日抄紀要》所附之<跋>完全相同，適足以證

明二書皆為「汪氏芸暉閣刊本」，惟《黃氏日抄》扉葉題「宋板

較刻」而不題「芸暉閣藏板」，幸得《黃氏日抄紀要》，得以明

之。 

《黃氏日抄紀要》十九卷八冊，宋黃震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汪

氏芸暉閣刊本，C01.5/(n)4410-1 

附：清乾隆三十二年 (1767)汪佩鍔<黃氏日鈔紀要序>、<慈溪黃氏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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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古今紀要目錄>、清乾隆三十二年 (1767)汪佩鍔<跋>。 

藏印：無。 

板式：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13.1×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黃氏日抄」，上魚尾下

題「紀要○卷」，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慈溪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卷之○」(卷四

以降題「古今紀要卷○」)，次行題「慈溪黃震東發」(卷五題「慈

溪黃震」)，卷末題「慈溪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卷之○」(卷四

以降題「古今紀要卷○」，卷十九題「古今紀要黃氏日抄卷之○

終」)。 

扉葉左題「芸暉閣藏板」，書名大字題「黃氏日抄紀要」。 

按：1.汪佩鍔<黃氏日鈔紀要序>云：「余既敬承庭訓鐫《黃氏日鈔》將

蕆事矣，復搜插架得《紀要》十九卷，上自左國，下訖北宋，或

採其粹語，或撮其綱領，時代後先，人物本末，博綜條貫，細大

不捐。間附□中之論，簡約詳明，蓋讀史而備遺忘，取韓子語而

名之也。其經經緯史衣被來學，實與《日鈔》一書相輔而行。惟

是元版久失，傳本無多，密字雙行模糊尤甚。爰率子姪輩繙閱諸

史詳加是正，以備家塾省覽，而坊人固請梓行。⋯⋯迺鳩工鏤板，

凡再閱寒暑而成，然後《黃氏日鈔》一書復成全璧。」 

2.汪佩鍔<跋>與《黃氏日抄》所附之<跋>完全相同。 

《黃氏日抄紀要》十九卷八冊，宋黃震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汪

氏芸暉閣刊本，C01.5/(n)4410-1 C.1 

附：清乾隆三十二年 (1767)汪佩鍔<黃氏日鈔紀要序>、<慈溪黃氏日抄

分類古今紀要目錄>。 

藏印：無。 

板式：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13.1×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黃氏日抄」，上魚尾下

題「紀要○卷」，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慈溪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卷之○」(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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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題「古今紀要卷○」)，次行題「慈溪黃震東發」(卷五題「慈

溪黃震」)，卷末題「慈溪黃氏日抄分類古今紀要卷之○」(卷四

以降題「古今紀要卷○」，卷十九題「古今紀要黃氏日抄卷之○

終」)。 

按：是書與「汪氏芸暉閣刊本」完全相同，惟缺扉葉與清乾隆三十二

年 (1767)汪佩鍔<跋>而已。 

《訂譌雜錄》十卷二冊，清胡鳴玉撰，清查如塤校，乾隆間戢箴書屋重刊

本，C01.5/(q1)4761 

附：清乾隆二十三年 (1758)沈德潛<訂譌雜錄序>，<訂譌雜錄目次>、清

乾隆四年 (1739)胡鳴玉<跋>。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字。板框 13.0×18.3 公分。魚尾下題「訂譌雜錄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訂譌雜錄卷第○」，次行題「青浦胡鳴玉廷佩

氏述」，三行題「同里查如塤彥和氏校」。 

扉葉右題「沈歸愚先生鑒定」，左題「戢箴書屋重鐫」，中間

書名大字題「訂譌雜錄」。 

按：沈德潛<訂譌雜錄序>云：「清浦胡子亭培，予老友也，舊有《訂譌

雜錄》一刻，風行藝苑，繼以遠遊版缺刷印久停，而四方好古之

士多向請觀。迺聊為補綴印行，君以予素咨賞其書也，屬一言以

弁諸簡端，并深以未遑增入近年所訂若干條為歉。」 

《群書疑辨》十二卷四冊，清萬斯同撰，清水雲時校，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

供石亭刊本，C01.5/(q2)4428 

附：清嘉慶丙子(二十一年，1816)汪廷珍<序>、<群書疑辨卷一目錄>、

<群書疑辨卷二目錄>、<群書疑辨卷三目錄>、<群書疑辨卷四目錄

>、<群書疑辨卷五目錄>、<群書疑辨卷六目錄>、<群書疑辨卷七

目錄>、<群書疑辨卷八目錄>、<群書疑辨卷九目錄>、<群書疑辨

卷十目錄>、<群書疑辨卷十一目錄>、<群書疑辨卷十二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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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無。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3.3×17.6 公分。板心上方題「群書疑辨」，魚尾下題「卷之

○」及葉石碼。 

各卷之首行題「群書疑辨卷第○」，次行上題「四明萬斯同

季野纂」，下題「甬上後學水雲時叔校」(卷四、卷五作「後學水

雲時叔校」)，卷末題「群書疑辨卷第○終」(卷六、卷九及卷十

二之末葉另題「板藏古董水氏」)。 

扉葉右題「嘉慶丙子(二十一年，1816)春月開雕」，左題「供

石亭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萬季野先生群書疑辨」。硃字「督

學使者汪鑒定」、「翻刻必究」。 

按：卷二之葉二十四原應有葉碼之處作「■」(墨釘)，在板心下方另題

「又二十三」。 

《札樸》十卷十冊，清桂馥撰，清李信校，清嘉慶十八年(1813)吳門小李

山房刊會稽徐氏補刊本，C01.5/(q2)4428 

附：清嘉慶十八年 (1813)王宗炎<序>、清嘉慶十八年 (1813)段玉裁<序>、

清嘉慶癸酉(十八年，1813)翁廣平<桂未谷札樸序>、<札樸第一目

錄>、清壬戌(嘉慶七年，1802)桂馥<序>、<札樸第二目錄>(以下各

卷均有獨立目錄，作「札樸第○目錄」)、清嘉慶癸酉(十八年，1813)

李宏信<跋>。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粗黑口，無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6×17.3 公分。板心中間題「札樸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小李山房校刊」(間見會稽徐氏補刊)。 

各卷首行題「札樸卷第○」，次行題「曲阜桂馥未谷」，卷末

題「札樸卷○」及「山陰李信校正」。 

按：1.王宗炎<序>云：「曲阜桂君馥，博學篤志，研精《說文解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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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訓詁，教於齊魯之間。晚歲雲南知縣，手寫所著《札樸》，別

為溫經、覽古、匡謬、金石文字、鄉里舊聞諸目，續以滇事，通

為十卷，以授山陰李吏目宏信。桂君既歿，宏信不忘平生之言，

鋟板以廣其傳。」 

2.段玉裁<序>云：「余僑居姑蘇久，壬申(嘉慶十七年，1812)薄遊新

安而歸，得晤山陰李君柯溪刻未谷所撰《札樸》十卷方成，屬

余序之。⋯⋯柯溪亦官滇，與未谷時多商搉論定，柯溪之告歸

也，未谷以此書授之，俾刻之江左，未谷是年沒於官，而柯溪

乃於十年後解囊刻之，不負鄭重相託之意，是真古人之友誼，

可以風示末俗者矣。」 

3.翁廣平<桂未谷札樸序>云：「以名進士出宰滇南，退食之暇，撰

成是編，貧不能付梓，乃以艸稾授同寅山陰李柯溪少尹。少尹

風雅好古，敦氣誼，重然諾，遂出己財，屬浙西鮑淥飲先生校

刊，時先生年八十餘，終日不釋丹鉛，見此書以為得未曾有，

乃潛心讎對，凡五閱月而欹劂奏功。」 

4.板心下方題「會稽徐氏補刊」者，見於王宗炎<序>，卷一之葉一

至四、葉九至十二、葉十九，卷九之葉十六。 

5.李宏信<跋>云：「歲甲子(嘉慶九年，1804)信自滇將束裝歸，大令

未谷先生手所著《札樸》十卷屬就江浙間刻之，曰滇南無工剞

劂者，願以付君。而先生以是年沕於官所。信竭於資釜，又遲

之一年乃果東歸。每檢是書惴惴焉，懼所諾之不踐也。癸酉(嘉

慶十八年，1813)，鮑先生淥飲銳力專司校讎，工資信勉力謀之，

而是刻乃幸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