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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子部．類書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類書類Ｃ１４ 

《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十年(1531)錫山安氏

桂坡館刊本，C14.11/(l)2877 

附：宋紹興四年 (1134)劉本<初學記序>、<初學記目錄>(次行題「唐光

祿大夫行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

撰」)。 

藏印：無。 

板式：白口(間見細黑口，板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單魚尾，

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6.4×20.9 公分。版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卷二十八及卷二

十九前七葉題「桂坡館」)，魚尾下題「初學記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有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初學記卷第○」，卷一次行題「光祿大夫行右

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三行上

題「勑撰」，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二以降則上題部類名，下

題「錫山安國校刊」)，卷末題「初學記卷第○」。 

按：刻工姓名有：陸奎刻、宅、朝、章景華、表、唐、悅、忠、其、

周永日、青、王、高、周、古、方、仁、良、征敖、瑞、李鳳、

球、征子明、雇、李、雇俊、云、世祥、憲、正、伯、來、唐瓊、

征云、永日、徐、子南、江、周永、文、澄、何其、其方、清、

陸云、何、征鏊、陸敖、高成、陸淮刻、奎、受、李清、何表、

張敖、何朝忠、雇田、袁、徐方、徐仁、頤俊、李、六、陸子明、

吳、李安、何球、何忠、何瑞、何文、朝忠、六敖等人。 

《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瀋藩

覆刻桂坡館本，C14.11/(l)2877-01 

                                                 
∗ 僑光技術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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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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明嘉靖甲辰 (二十三年，1544)李新芳<敘>，明嘉靖甲辰 (二十三年，

1544)瀋藩南山道人<飜刊(宋紹興四年 (1134)本)初學記敘序>、宋

紹興四年 (1134)劉本<初學記序>、明嘉靖辛卯年 (十年，1531)秦金

<重刊初學記序>(次行題「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

官致仕進階榮祿大夫前奉勑參賛機務南京禮兵二部尚書錫山秦

金著」)、<初學記目錄>(次行題「唐光祿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

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三行題「大明嘉靖辛卯

[十年，1531]錫山安國重校刊」)、明俞泰<書初學記後>。 

藏印：「物每聚于所好」方型硃印、「曾歸因齋主人」方型硃印、「必

齊居士藏圖書印」長型硃印、「楊曰楝原閣藏」長型硃印、「鳥阿」

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間見細黑口，板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安桂坡」，

卷二十八及卷二十九之葉八之前則「桂坡館」)，單魚尾，左右

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6.5

×20.7 公分。板心上方間題「安桂坡館」，魚尾下題「初學記卷○」

及頁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姓名。 

各卷之首行題「初學記卷第○」，卷二次行題「光祿大夫行

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三行

上題「勑撰」，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二以降次行上題部類名，

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十三、十四、十七、二十四、二十六

則無)，卷末題「初學記卷第○」。 

按：1.李新芳<敘>云：「我明瀋王南山老殿下愽學好古，尤耽詠歌其

情性中和，止於義理，或與海內賢士大夫游，詩書禮樂之風，

如蘭斯臭見者，知其為古之賢王，凡吾儒所珍愛必欲公諸人

人，《初學記》其幼沖雅好者，乃重梓以與四方共焉，可以觀，

嘉惠來學盛心矣。」 

2.瀋藩南山道人<序>云：「是書於世豈直小補，篇章翰墨而已考，

不至於道其莫止也。因命翻鋟於梓，以永諸傳，且期與天下有

於學共之作序。」 

3.秦金<重刊初學記序>云：「《初學記》一編，唐集賢學士徐公堅



善本書目 

  55

等奉勑撰也。歲久板廢，抄本狼籍，字多舛訛，觀者病之。錫

義士安國購得善本謀諸塾賓郭禾相與校讎釐正，遂成完書，選

能鳩工繕寫鋟梓以傳，其嘉惠後學之心盛矣，間出視予徵言為

序。」 

4.刻工有：海、安、周永日、青、王、清、子南、忠、方、云、

唐、楷、未、成、戍等人。 

○和《 卓 氏 藻 林 》 八 卷 八 冊 ， 明 卓 明 卿 撰 ， 明 王 世 懋 校 正 ， 日 本 三 雲 義 正

新四郎訓點，日本元祿九年(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攝陽書肆翰

林堂藏版，C14.11/(p)2167 

附：明萬曆辛巳(九年，1581)皇甫汸<卓氏藻林序>、明萬曆庚辰 (八年，

1580)卓明卿<卓氏藻林自序>、<卓氏藻林凡例>、<藻林目錄>、

日本元祿戊寅(十一年，1698，清康熙三十七年 )三雲義正新四郎<

跋卓氏藻林>。 

藏印：「折居藏書」、「折居藏印」、「盟故堂」方型硃印，「望月藏禁門

外」長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4.5×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卓氏藻林卷之○」，

板心下方題類別(如「天文類」)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卓氏藻林卷之○」，次行題「武林卓明卿澂

甫編輯」，三行題「吳郡王世懋敬美校正」，卷末題「卓氏藻林

卷之○終」。 

封面書籤題「卓氏藻林○」，硃筆題各冊收錄之內容(如第

一冊題「天文」、「地理」 )。  

扉葉左題「元祿九年 (1696，清康熙三十五年 )丙子中夏穀

旦」，右題「攝陽書肆  名倉翰林堂藏板」，中間書名題「卓氏

藻林」。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三雲義正新四郎<跋卓氏藻林>云：「此書世有未刊行者，書肆某

將鏽諸梓，就予而圖之，其意酷勤，遂不得辭，略加檃栝，且

作訓點，以與之後之覽者為是正焉。」故據以著錄：「日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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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義正新四郎訓點」。 

3.《四庫全書總目》「卓氏藻林」條云：「明卓明撰。明字澂

甫，錢唐人，萬厯中由國子監生官光祿寺署正。是編采擷書，

分門輯錄，頗有簡，而取材未富，談遷棗林藝簣謂是吳興王氏

之本，明竊取之。攷明嘗攘張之象唐詩苑刋行，則是說

似亦有據矣。」 1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五十冊，明彭大翼撰，明張幼學編，明焦竑、

凌儒、馮 任、成 友 謙、彭 大 翱、杜 業、廖 自 伸、范 鳳 翼、馮 起 綸 、

彭大同、張元芳、馮元颺、彭大化、熊瑞、陳懋功、王納諫、馮

元飚、黃曰謹、潘洙較，彭取友、彭取英、彭取士、彭取志、彭

取第音釋，明張映漢、張映泗、張映薇、張映飚、張映奎重較，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重刊本，C14.11/(p)4241 

附：明萬曆乙末(二十三年，1595)焦竑<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乙未(二

十三年，1595)凌儒<山堂肆考敘>、明馮任<山堂肆考序>、明萬

曆丁酉(二十五年，1597)王元禎<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乙未(二十

三年，1595)廖自伸<山堂肆考序>、明成友謙<重訂山堂肆考>、

明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彭大翼<山堂肆考自序>、明彭大翱<

跋山堂肆考>、明彭取第<山堂肆考跋>、明萬曆己未(四十七年，

1619)張幼學<小記>、明張幼學<重訂山堂肆考凡例>、<參定姓氏

>、<重訂姓氏>、<山堂肆考五集總目>、<山堂肆考宮集總目>、

<山堂肆考商集總目>、<山堂肆考角集總目>、<山堂肆考徵集總

目>、<山堂肆考羽集總目>。 

藏印：「日吉」方型硃印、「李氏藏書」方型硃印、「愛日樓」方型硃

印、「石君長物」方型硃印、「天和吳石君戊戌以後所得書」長型

硃印、「愛日樓」長型硃印、「冬涵閱過」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分上下兩欄，上欄無界欄，行三字；下欄

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3.1×19.9 公分。板心上方題「山

堂肆考」，魚尾下題「○集○卷」(以宮、商、角、徵、羽為序)

                                                 
1 見卷一百三十八「子部．類書類存目二」葉 2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照相縮印

本，198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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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該葉之字數。 

宮集各卷首行題「山堂肆考○○(部類名)第○卷」，卷二之

次行題「明古揚彭大翼雲舉父纂著」，三行題「張幼學儀伯父編

輯」，四行題「秣陵焦竑弱侯父」(商集題「溫陵杜業可大父」，

徵集題「豫章熊瑞憲祥父」，羽集題「清漳黃曰謹元祇父」)，五

行題「同郡凌儒海樓父」(商集題「黃岡廖自伸伯常父」，角集題

「四明馮任重夫父」，徵集題「門生倉梧陳懋功惟志父」，羽集

題「溫陵潘洙士鼎父」)，六行題「四明馮任重夫父」(商集題「同

郡范鳳翼羽父」，角集題「同郡張元芳完樸父」，徵集題「同郡

王納諫聖俞父」)，七行題「同郡成友謙石生父」(商集題「四明

馮起綸弓閭父」，角集題「四明馮元颺留仙父」，徵集題「四明

馮元飚鄴仙父」，羽集題「男彭取友」、「取英」)，八行題「弟大

翱雲健父較」(商集題「弟大同雲會父較」，角集題「弟大化雲龍

父較」，徵集題「同郡成友謙石生父較」，羽集題「取士」、「取

志」、「取第音釋」)，九行題「外孫張映漢侯赤父重較」(商集題

「外孫張映泗侯魯父重較」，角集題「外孫張映薇侯佳父重較」，

徵集題「外孫張映飚侯弢父重較」，羽集題「外孫張映奎侯聚父

重較」)，卷末題「○(分宮、商、角、徵、羽等集)集○卷終」。 

按：1.是書分為宮商角徵羽五集，各為四十八卷。宮集卷二十七至四

十三為後人抄補。角集卷十一至十五為後人抄補。羽集卷二十

五至四十五為後人抄補。徵集卷二十八葉一至二、葉二十五至

二十八，卷二十九之葉一至六、葉九至十之板心下方題「石渠

閣補」。 

2.<凡例>云：「是書成於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冬，一鶴彭太

嶽以著述聞，二十年於茲矣。厥後浸淫散佚，越在己未(四十

七年，1619)學迺尋繹舊聞，踵事增定，遂成完帙，一時博物

君子爭傳覽焉，亦是書中與之會也。」《四庫全書總目》云：「大

翼字雲舉，又字一鶴，揚州人。」 2 

                                                 
2 見卷一百三十六「子部．類書類二」葉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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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又，<提要>雙行小字云：「案焦竑序作於乙未已稱 � 學増定與凡

例不符，疑坊本翻刻訛巳爲乙。」舊錄「明萬曆二十三年 (1595)

刊本」，據<凡例>所載，實增定於明萬曆四十七年 (1619)，故改

題為「明萬曆四十七年 (1619)重刊本。」 

《廣博物志》五十卷二十冊，明董斯張纂，明楊鶴、夏儀、高士煌、丁

元薦、韓敬、耿汝忞、鮑應鰲、溫體仁、董其昌、宋拱宸、周叔

宗、稽之楚、金嘉量、茅元儀、須之彥、吳晉卿、沈聖岐、馮夢

桂、沈演、陳一元、王穉登、范汭、馮夢龍、范允臨、鄒匡明、

黃光、楊 士 綬、謝 兆 申、王 留、吳 亮 嗣、黃 汝 亨、包 衡、鄭 之 惠 、

李衷純、丁立表、田弘慈、吳夢暘、宋珏、陳繼儒、楊瑞枝、尤

森羙、曹 學佺、唐 世 濟、周 嬰、華 士 嶟、韓 漪、劉 廷 元、姚 士 麟 、

何如寵、張大復等訂，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高暉堂刊本，

C14.11/(p)4441 

附：明萬曆乙卯(四十三年，1615)朱國禎<廣博物志序>、明萬曆丁未(三

十五年，1607)不著撰者<廣博物志序>、明韓敬<廣博物志敘>、<

廣博物志目次>。 

藏印：「臣士恭」長型硃印、「馨室」長型硃印、「坐花醉月」方型硃

印、「半閒書屋」圓型硃印、「坡」方型硃印、「園」方型硃印、「康

印」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

字。板框 15.5×20.7 公分。板心上方題「廣博物志」，魚尾下題「卷

之○」及葉碼，板心下方題「高暉堂」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廣博物志卷之○」，次行題「隴西董斯張纂」，

三行題「武陵楊鶴訂」(卷二題「古汭夏儀訂」、卷三題「上海高

士煌訂」、卷四題「故鄣丁元薦訂」、卷五題「高陽韓敬訂」、卷

六題「西陵耿汝忞訂」、卷七題「古歙鮑應鰲訂」、卷八題「太

原溫體仁訂」、卷九題「雲間董其昌訂」、卷十題「溧陽宋拱宸

訂」、卷十一題「松陵周叔宗訂」、卷十二題「清溪稽之楚訂」、

卷十三題「江都金嘉量訂」、卷十四題「防風茅元儀訂」、卷十

五題「吳郡須之彥訂」、卷十六題「茂苑吳晉卿訂」、卷十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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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人沈聖岐訂」、卷十八題「吳趨馮夢桂訂」、卷十九題「郡

人沈演訂」、卷二十題「閩中陳一元訂」、卷二十一題「太原王

穉登訂」、卷二十二題「郡人范汭訂」、卷二十三題「吳趨馮夢

龍訂」、卷二十四題「吳郡范允臨訂」、卷二十五題「豫章鄒匡

明訂」、卷二十六題「莆中黃光訂」、卷二十七題「虎林士綬訂」、

卷二十八題「昭武謝兆申訂」、卷二十九題「姑蘇王留訂」、卷

三十題「西陵吳亮嗣訂」、卷三十一題「虎林黃汝亨訂」、卷三

十二題「秀州包衡訂」、卷三十三題「虎林鄭之惠」、卷三十四

題「秀水李衷純訂」、卷三十五題「豫章丁立表訂」、卷三十六

題「西陵田弘慈訂」、卷三十七題「郡人吳夢暘訂」、卷三十八

題「莆中宋珏訂」、卷三十九題「雲間陳繼儒訂」、卷四十題「秀

水楊瑞枝訂」、卷四十一題「郡人尤森羙訂」、卷四十二題「閩

中曹學佺訂」、卷四十三題「郡人唐世濟訂」、卷四十四題「莆

中周嬰訂」、卷四十五題「武陵華士嶟訂」、卷四十六題「高陽

韓漪訂」、卷四十七題「當湖劉廷元訂」、卷四十八題「武唐姚

士麟訂」、卷四十九題「皖城何如寵訂」、卷五十題「玉峰張大

復訂」)，卷末題「廣博物志卷之○終」。 

按：1.卷一之葉一板心下方題「吳興蔣禮梓」，卷一末葉題「西吳蔣文

英寫」、「蔣禮孟魁刻」。 

2.《四庫全書總目》云：「晉張華《傅物志》世所傳本眞僞相淆，

簡略亦甚。南宋李石嘗續其書，雖旁摭新文，尙因仍舊目，斯

張從而廣之，遂全改華之體例，變爲分門隸事之書。凡分大目

二十有二，子目一百六十有七，所載始於三墳，迄於隋代，詳

畧互見，未能首尾賅貫，其徵引諸書皆標列原名，綴於每條之

末，體例較善。」 3 

《格致鏡原》一百卷三十二冊，清陳元龍撰，清康熙間(1662~1722)刊本

C14.11/(q1)7510 

附：<格致鏡原凡例>、<格致鏡原總目>、<格致鏡原乾象類目次>、<

                                                 
3 見卷一百三十六「子部．類書類二」葉十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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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鏡原坤輿類目次>、<格致鏡原身體類目次>、<格致鏡原冠服

類目次>、<格致鏡原宮室類目次>、<格致鏡原飲食類目次>、<

格致鏡原布帛類目次>、<格致鏡原舟車類目次>、<格致鏡原朝制

類目次>、<格致鏡原珍寶類目次>、<格致鏡原文具類目次>、<

格致鏡原武備類目次>、<格致鏡原禮器類目次>、<格致鏡原樂器

類目次>、<格致鏡原耕織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日用器物類目

次>、<格致鏡原居處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香奩器物類目次>、

<格致鏡原燕賞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玩戲器物類目次>、<格

致鏡原穀類目次>、<格致鏡原蔬類目次>、<格致鏡原木類目次>、

<格致鏡原草類目次>、<格致鏡原花類目次>、<格致鏡原果類目

次>、<格致鏡原鳥類目次>、<格致鏡原獸類目次>、<格致鏡原水

族類目次>。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1.5×17.0 公分。上魚尾下題「格致鏡原卷○○○類○」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格致鏡原卷○」，次行題「○○類○」，卷末

題「格致鏡原卷○終」。 

按：1.<格致鏡原凡例>云：「凡類書所以供翰墨備考訂也，是書則專

務考訂以助格致之學。每紀一物必究其原委，詳其名號，疏其

體類，考其制作以資實用，比事屬辭非所取也，故於古來詩賦

以及故事一概不錄，以別於他類書。」 

2.<格致鏡原凡例>又云：「丁亥戊子間(清康熙四十六年至四十七

年，1707~1708)，余乞養旋里，循陔多暇，偶纂是書，時書籍

多留京邸，家中插架甚少，就所涉獵以葺是書，後從吾壻崑山

徐叙九德秩家傳是樓借閱數百種，稍稱詳備而挂漏不免，擬續

有見聞以漸增補。旋被召入京，又出而撫粵，宦轍碌碌，鉛槧

未遑，遽付梓人，殊慚荒陋也。」 

3.卷一百缺葉一至二，卷九十六至一百昆蟲類缺目次。 

4.舊錄「清康熙間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凡例>云：「丁

亥戊子間」，又云：「吾壻崑山徐叙九德秩家傳是樓借閱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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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題成書及首刻於清康熙四十六年至四十七年

(1707~1708)，仍依舊錄。 

○和《五雜組》十六卷十六冊，明謝肇淛撰，日本寬文元年(1661，清順治

十八年)刊本，C14.12/(p)0433 

附：明李維楨<五雜組序>。 

藏印：「多田一角芙員」方型墨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板框 13.5

×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五雜組」，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五雜俎卷之○」，次行題「陳留謝肇淛著」，

卷末題「五雜俎卷之○終」。卷十六末葉題「寬文改元辛丑(1661，

清順治十八年 )仲冬」。 

第二冊內葉鈐「來源：購 16 本」、「書價：日幣 1200」、「52 年 8

月 22 日」長型藍印。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四庫全書總目》云：「明謝肇淛撰。肇淛字在杭，福建長樂人。

萬厯壬辰 (二十年，1592)進士，官至廣西右布政使，《明史．文苑

傳》附見<鄭善夫傳>。」 4 

《文選錦字錄》二十一卷十二冊，明凌迪知輯，明凌稚隆校，明萬曆五

年(1577)吳興凌氏桂芝館刊本，C14.12/(p)3415 

附：明萬曆丁丑(五年，1577)凌迪知<文選錦字錄序>、<文選錦字目錄

>。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八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十七

字。板框 13.4×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文選錦字錄」(間見僅題

「文選錦字」)，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有寫刻工

姓名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文選錦字錄卷之○」，次行題「吳興凌迪知稺

輯」，三行題「弟稚隆以棟校」，卷末題「文選錦字錄卷之○終」。 

                                                 
4 見卷六十五「史部．史鈔類存目」葉十六「史觹十七卷」條。《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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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後題「萬曆丁丑(五年，1577)春仲吳興凌氏桂芝館

梓行」。 

按：寫刻工姓名如下：吳郡王伯才刻(序之葉一)，甫、玄、彭、文、

植、才、劉、其，長洲顧檈寫(卷一之葉一)，徐軒刊、安、希，

吳門高洪寫(卷三、四之葉一)、甫、玄、沈、英、彭、言、加、

希，吳郡顧檈寫(卷六之葉一)、夏邦彥、夏、甫、英、彭、玄、

汝、植、文、其、加、顧植、劉安、言、劉、王伯才、才、中、

仇、修、慕、化、邦彥等人。 

《五車韻端》一百六十卷二十六冊，明凌稚隆編，明刊本，C14.2/(p)3427 

附：明謝肇淛<五車韻瑞序>、<五車韻瑞目錄>、<洪武正韻>。 

藏印：「馬塲藏書」長型硃印、「養壽院」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分上下兩欄。上欄為各韻字；下欄半葉十

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七字。板框 15.8×22.2 公分。

板心上方題「五車韻瑞卷之○」，魚尾下為各韻字及其次序，板

心下方有刻工名。 

各卷之首行題「五車韻瑞卷之○」，次行題「吳興後學凌稚

隆以棟父編輯」，卷末題「五車韻瑞卷之○終」。 

按：1.<五車韻瑞序>之葉一板心下方題「吳興沈■■」。刻工姓名如

下：陶、明、元、伯、中、守、公貞、貞公、仲元、信、貞、

江、劉、羅、云、彥、子、仁、仲、世、李、仲、天、公、卿、

張、放、汝、楊、夫、范、汪、何。 

2.卷四之葉三十二，卷九之葉十五至二十三，卷十三之葉二十二

至二十八，卷十四之葉一至十，卷十五之葉一至三十，卷十六

之葉一至二十七，卷十八之葉十八，卷二十四之葉一至二十，

卷二十五之葉一至二十二，卷二十六之葉一至二十，卷二十七

之葉一至十四，為後人抄補。 

3.書中間見日文句讀，或為收藏者所為。 

《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附《帝王姓系》六卷《氏族博考》十四卷四十

冊，明凌迪知輯，吳 京、凌 述 知、王穉登、崔冏、陳 曼 年、崔 介 、

閔一琴、章士雅、費日章、杜大中、陳大經、吳輔、杜大受、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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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俞允文等校，明毛氏汲古閣刊本，C14.4/(p)3438 

附：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凌迪知<歷代帝王姓系統譜敘>、<(歷代

帝王姓系統譜)凡例>、吳京<氏族慱攷敘>、明萬曆己卯(七年，

1579)王世貞<古今萬姓統譜敘>、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凌迪知

<敘>、<(古今萬姓統譜)凡例>、<古今萬姓統譜引用書目>、<萬

姓統譜目錄>。 

藏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0×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萬姓統譜」，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古今萬姓統譜卷之○」，次行題「吳興凌迪知

稚哲編」，三行題「凌述知稚明校」(卷十一以降題「太原王穉登

百穀校」，卷二十一以降題「松陵崔冏仲璋校」，卷三十一以降

題「同郡陳曼年庚老校」，卷四十一以降題「松陵崔介仲圭校」，

卷五十一以降題「同郡閔一琴靜父校」，卷六十一以降題「吳門

章士雅循之校」，卷七十一以降題「同郡費日章道夫校」，卷八

十一以降題「吳郡杜大中子庸校」，卷九十一以降題「錢塘陳大

經君常校」，卷一百一以降題「同郡吳輔孟康校」，卷一百十一

以降題「吳門杜大受子可校」，卷一百一十八以降題「松陵崔建

中允治校」，卷一百二十五以降題「吳門俞允文仲蔚校」)，卷末

題「萬姓統譜卷之○終」。 

《歷代帝王姓系統譜》各卷之首行題「歷代帝王姓系統譜

卷之○」，次行題「吳興淩迪知稚哲輯」，三行題「同郡吳京朝

卿校」(卷六之次、三行依序題「皇明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

營繕清吏司員外郎臣凌迪知輯并校」)，卷末題「歷代帝王姓系

統譜卷之○終」。 

《氏族博攷》各卷之首行題「氏族博攷卷之○」，次行題「吳

興淩迪知稚哲纂」，三行題「同郡吳京朝卿校」，「氏族博攷卷之

○終」。 

扉葉右題「凌稚哲先生原本」，左題「汲古閣藏板」，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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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題「萬姓統譜」。 

按：1.刻工姓名有：何道甫刻、國用(<歷代帝王姓系統譜敘>)，勾吳

高洪寫何道甫、沈、顧植、徐、夏、甫、文、才、王伯才、邦、

玄、植、徐文、長洲顧檈寫王伯才、劉、陸 (《歷代帝王姓系統

譜》)，用、彭、晏、中、戴仕瀛刻、戴仕刻、希、趙、六、欽、

言、李、洪六、吉甫補、張、張李、子、昂、孫、士、貞、余、

羅 (《氏族博攷》)，彭天恩、長洲沈玄龍刻、錢國用、陳、王、

仕、黃、仁、趙應其、其、玉、皇、仕張、士張、應、元、直、

子、世、申、漢、朱、余、漢六、時中、南、陶、茂、信、之、

何成德刻、沈玄、洪、趙漢、傑、川、盧世清、世清、先、八

庚。 

2.吳京<氏族慱攷敘>云：「淩大夫穉哲甫早年解組，沉酣典藉，自

六經諸子，天文地志，稗官小說靡不咀嚼而鈎致之。已輯《姓

譜》一百有五十而梓行矣，復考方冊所載之說，彙為一編而折

衷之，題曰《氏族慱攷》，授余。」 

3.凌迪知<敘>云：「余讀<眉山蘇氏族譜引>感而輯《姓譜》。」 

4.卷七十葉十二之板心下方題「振鄴堂」三字。卷九十三葉十，

卷一百二十葉二十二，卷一百三十二葉八至九係後人抄補。 

《姓氏譜纂》七卷二冊，明李日華撰，明魯重民補訂，明錢蔚起較定，

明六有堂刊本 C14.4/(p)4046-1 

附：明沈兆昌<姓氏譜纂序>、明周星<百家姓新箋識>、<姓氏譜纂目

錄>。 

藏印：「六明天下一書生」圓型硃印、「汝楣縣之印」方型硃印、「咸

豐李昌遠印」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1×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姓氏譜纂」，板心中間題

「卷○」及葉碼。 

卷一之首行「姓氏譜纂卷一」，次、三行間上題「嘉禾李日

華若實輯」，次行下題「錢■魯重民孔式補訂」，三行下題「古

■錢蔚起黼明較定」，四行題「百家新箋」，卷末題「姓氏譜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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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終」。 

扉葉右題「六有堂精訂」，左題「本衙藏板」，中間書名題

「姓氏譜纂」。 

按：周星<百家姓新箋識>云：「崇禎丁丑(十年，1637)夏，余寄跡白門，

臥痾初起，時永晝寡營，適■弟持《百家姓》一帙，索余摹楷。」 

《元和姓纂》十卷四冊，唐林寶撰，清孫星衍、洪瑩同校，清嘉慶七年

(1802)古歙洪瑩刊本，C14.4/(l)4430 

附：清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唐林寶<元和姓纂原序>、唐元

和七年 (812)王涯<元和姓纂原序>、清洪瑩<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後

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4.2×17.5 公分。上魚尾下題「元和姓

纂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元和姓纂卷○」，次行上題「唐林寶撰」，

中題「陽湖孫星衍」，下題「歙洪瑩同校」，卷末題「元和姓纂

卷○」。 

扉葉右題「嘉慶七年 (1802)刊版」，左題「古歙洪氏校藏」，

中間書名篆字題「元和姓纂」。 

按：1.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云：「吾友尚書郎歙人洪瑩篤愛

此書，欲刊布傳遠，與予增校，條舉件繫，日得數十事，二旬

而畢。」 

2.洪瑩<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後序>云：「毘陵淵如夫子以所藏鈔本見

示，因校而刊之，蓋夫子以力學復古為己任，即以此志勉瑩也。

刊既成而述其略於簡末。」 

3.《四庫全書總目》云：「唐林寳撰。寳，濟南人，官朝議郞太常博

士，序稱元和壬辰嵗，葢憲宗七年也。寳，《唐書》無傳，其名

見於<藝文志>，諸家書目所載並同。」 5 

                                                 
5 見卷一百三十五「子部．類書類一」葉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