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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類暨類書類 

陳惠美 、謝鶯興  

雜家類 

○徐墨子十六卷四冊，清畢沅註，袖珍古書讀本，上海中華書局據畢氏靈巖山

館校本校刊聚珍倣宋版，C11.12/(q2)6031 

附：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畢沅〈墨子敘〉、〈墨子篇目考〉、清孫星衍〈墨

子後敘〉。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二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

行十九字。板框 8.212.3 公分。板心上方題「墨子」，雙魚尾間題

「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

書局聚珍倣宋版」。 

各卷首行上題「墨子卷之○」，

下題「靈巖山館原本」，次行題「兵

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三行為各篇

名及篇次(如「親士第一」)，篇末題

「墨子卷之○」。 

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畢氏

靈巖山館校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

勘」、「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框外題「版權所有不許

翻印」。 

按：一、第十六卷為「墨子目」云：「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

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 

二、孫星衍〈墨子後敘〉云：「乾隆四十八年(1783)癸卯十二月，弇山

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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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墨子閒詁十五卷目錄一卷附錄一卷後語二卷八冊，清孫詒讓撰，清光緒三

十年(1904)刊本，C11.12/(q3)1200-01 

附：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俞樾〈序〉、清光緒十九年(1893)孫詒讓〈序〉、

孫詒讓〈復記〉、〈墨子閒詁總目〉、清光緒丁未(三十三年，1907)籀

廎居士〈總目敘〉、〈墨子目錄〉(含畢沅與洪頤煊序)、清黃箕〈跋〉。 

藏印：「樂木壯藏」方型硃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無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字。板框 13.518.2 公分。板心中間題「墨○」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墨子閒詁卷

○」，次行下題「瑞安孫詒讓」，

三行為篇名及篇次(如「新士第

一」)，卷末題「永嘉王景羲校語

續出」(卷十四及卷十五皆無)。 

扉葉題「墨子間詁十五卷目

錄一卷坿錄一卷後語二卷」。 

按：一、俞樾〈序〉云：「國朝鎮洋畢

氏始為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

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窔粗窺，

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

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

著《 墨子 閒詁 》，凡 諸家之 說 ，

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

補之。」 

二、孫詒讓〈序〉云：「舊有孟勝

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

畢尚書沅始為之注，滕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刱通涂徑多所諟

正。余昔事讎覽，旁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

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可用相勘覈，別為寫定。復以王觀察念

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刀望

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恉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

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襍，檢攬舊校疑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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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眾，揅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為之詮釋。至於訂補

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

以為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為增定，用遺來學。」 

三、籀廎居士〈總目敘〉云：「此書寫定於壬辰(光緒十八年。1892)

癸巳(十九年，1893)間，遝甲午(二十年，1894)夏，屬吳門梓人毛

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為不謬，然多苦其奧

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為詳校一過，舉正十餘

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賸義途百事，有前誤

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甲辰(三十

年，1904)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為此本，并識之以見疏

陋之咎無可自掩。」 

四、書中有硃筆句讀，書眉有硃筆註語，前六冊封面墨筆題收入之篇

名(如第一冊題「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尚賢」)。 

五、舊題「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刊本」，然〈總目敘〉云：「甲辰(三

十年，1904)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為此本」，故改題「清

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 

○徐墨子刊誤二卷一冊，清蘇時學撰，中國學會輯印，置於周秦諸子斠注十種

中，C11.12/(q3)4407 

附：乙丑(清同治四年，1865)王拯〈跋〉、

乙丑(清同治四年，1865)陳澧〈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

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

色長戳。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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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5.4 公分。

雙魚尾間題「墨子刊誤卷○」及葉

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墨子刊誤卷

○」，次行下題「古藤蘇時學斆元

甫注」，三行為篇名及篇次(如「親

士第一」)，卷末題「墨子刊誤卷



東海特藏整理 

 125

○」。 

按：陳澧〈跋〉云：「今蘇君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誤》見示，正譌字改錯

簡，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備城門以下尤詳。墨子以善守稱，備城

門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書之最古者」。 

○徐呂子校補二卷續補一卷一冊，清梁玉繩補，清陳其榮輯，中國學會輯印，

置於周秦諸子斠注十種，C11.14/(q2)3312 

附：戊申(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梁玉繩〈呂子校補序〉、清光緒丙戌(二

十四年，1898)陳其榮〈呂子校續補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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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5.4 公分。板心上方題「清白士集」，魚尾下題「卷

十呂子校補一」(或「卷十一

呂子校補二」)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清白士

集卷十」(或「清白士集卷十

一」)，下題「梁玉繩」，次行

上題「呂子校補○」，卷十一

末題「甥趙曰佩校」。 

「呂子校續補」則首行之

下題「槐廬叢書第□函」，次

行上題「錢塘梁玉繩著」，下

題「 嘉 興 陳 其 榮 荄 盦 甫 輯

吳 縣 朱 記 榮 懋 之 甫 校 」。板心下題

「槐廬校刊」，末葉題「光緒

歲在閼逢涒灘(甲申，)國子監

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按：一、〈呂子校補序〉云：「今年

春畢秋帆尚書校刻《呂氏春

秋》，余厠檢讎之末，而會

其事者抱經盧先生也。其時授梓於毘陵，書筒稍隔未及覆審。鐫

成重讀又得剩義二百六十餘條，古人言校書如埽落葉，良非虛歎。

適余有武昌之役，是編攜在行篋，水窗清暇纂次為二卷，已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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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錄，將謁尚書而請之或作補遺附卷尾，亦盧心先意也。」 

二、陳其榮〈呂子校續補序〉云：「諫菴先生為山舟學士嗣子，自號

清白士。……其《呂子校補》二卷蓋與畢秋帆督部校栞是書時檢

讎未及而續有所得者。觀其攷譌訂異互證旁參，洵為高氏功臣。

其續補一卷，則從先生所箸《瞥記》暨喆嗣學昌所輯《庭立紀聞》

二書中檢錄之。因寄朱君懋之附栞於後，亦具見先生之用也揅求

靡已，栞既成爰述先生之學行為之序其其簡端如此。」 

○徐呂子校補獻疑一卷一冊，清蔡雲撰，中國學

會輯印，置於周秦諸子斠注十種(與呂

氏春秋正誤合置一冊)，

C11.14/(q2)4410 

附：無。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

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

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

十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1.614.6

公分。板心中間題「呂子校補獻疑」

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呂子校補獻

疑」，次行下題「元和蔡雲鐵耕著」。 

○徐呂氏春秋正誤一卷一冊，清陳昌齊撰，中國學會

輯印，置於周秦諸子斠注十種(與呂子校補

獻疑合置一冊)，C11.14/(q2)7500 

附：庚戌(清道光三十年，1850)伍崇曜〈呂氏春

秋正誤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

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一

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字。

板框 14.615.4 公分。雙魚尾間題「呂氏

春秋正誤」及葉碼，板心下方題「粵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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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 

卷之首行上題「呂氏春秋正誤」，下題「嶺南遺書」，次行題「海

康陳昌齊賓臣撰」，卷末上題「呂氏春秋正誤」，下題「譚瑩生覆校」。 

按：伍崇曜〈呂氏春秋正誤跋〉云：「右呂氏春秋正誤，國朝海康陳昌齊

賓臣撰。……是書正誤亦據淮南者獨多，均秦漢古籍，原未嘗以集

眾為諱也。」 

○徐讀呂氏春秋記一卷一冊，民國馬敘倫撰，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

印本，C11.14/(r)7182 

附：無。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粗黑口，無魚尾，四邊雙欄，

無行線。半葉十二行，行三十三

字。板框 11.216.5 公分。板心

中間題「讀呂氏春秋記」及葉

碼。 

卷之首行上題「讀呂氏春

秋記」，次行下題「杭縣馬敘

倫」，卷末題「讀呂氏春秋記」。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

版」、「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國難後第一版」、「每冊定價大

洋肆角」、「外埠酌加運費匯

費」、「著作者馬敘倫」、「發行

人上海河南路王雲五」、「印刷

所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由上至下依序題「二一七二」、「讀

呂氏春秋記」、「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徐呂氏春秋校補一卷一冊，民國王叔岷撰，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三十三，民國間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油印本，

C11.14/(r)1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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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民國三十七年王叔岷〈敘〉。 

藏印：「王叔岷」方型硃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

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板框，無魚尾，無界欄及行線。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

行，行二十五字。紙幅 18.427.5

公分。書口題「呂氏春秋校補」

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呂氏春秋校

補」，下題「王叔岷」，卷末題「呂

氏春秋校補終」。 

封面書籤題「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專 刊 之 三 十 三

呂氏春秋校補 全」，扉葉右題

「王叔岷著」，中間書名題「呂

氏春秋校補」，後半葉墨筆題「佛

觀吾兄指正」、「弟叔岷敬贈」、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 

按：王叔岷〈敘〉云：「昔寓西川李莊，

校釋《莊子》之暇，兼治《呂覽》，

常有創獲，足補前脩之未備。積

槀凌亂，未及董理，棄之行篋，已六載矣。世亂年荒，客居寡趣，

聊復編錄舊槀，以備遺忘云爾。」 

○徐淮南子二十一卷六冊，漢高誘注，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

書局據武進莊氏本校刊聚珍仿宋版，C11.14/(a3)0002-02 

附：漢高誘〈敘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莊逵吉〈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淮南子」，雙魚尾間題

「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各卷之首行上題「淮南子卷○」，下題「武進莊氏校長」，次行

上題「漢涿郡高誘注」，三行為各訓名(如「原道訓」)，卷末題「淮

南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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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籤題「 袖 珍 古

書 讀 本 淮南子冊○」，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武進

莊氏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勘」、「杭

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框

外題「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莊逵吉〈序〉云：「歲甲辰逵吉讀道藏

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

病其為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坫，

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

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留其篋笥

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

譌舛，樂得而刻之。……別駕校訂是

書，既精且博，逵吉亦抒一得之愚為

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歙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為宜付削

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考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

注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即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 

○徐世說新語三卷三冊，劉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

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C11.14/(d)7280-01 

附：明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袁褧〈刻世

說新語序〉、〈世說新語目錄〉、宋紹

興八年(1138)董弅〈跋〉、宋淳熙戊申

(十五年，1188)陸游〈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

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

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

三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

字。板框 10.815.4 公分。板心上方

題「世說新語」，魚尾下題「卷○之○」

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

倣宋版」。 

各卷首行上題「世說新語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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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下題「宋臨川王義慶撰」，三行下題「梁劉孝標注」，四行

為篇名及篇次(如「德行第一」)，卷末題「世說新語卷○之○」。 

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

明刻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勘」、「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丁輔之

監造」，框外題「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一、書中間見硃筆句讀及註語。 

二、袁褧〈刻世說新語序〉云：「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

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 

三、第三冊封底題：「全三冊實價國幣一元二角」、「中華民國二十五

年八月五版」。 

○徐淮南鴻烈集解二十一卷附淮南天文訓補注一卷六冊，漢劉安撰，民國劉文

典集解，清錢塘補注，民國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C11.14/(r)7205-01 

附：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莊逵吉〈序〉、民國十二年胡適〈淮南鴻烈集解

序〉、民國十年劉文典〈自序〉、漢高誘〈敘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自序〉、〈中國歷史研究法(廣告)〉。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

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

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一行，

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行三十一

字。板框 12.117.5 公分。板心上方

題「淮南鴻烈集解」，魚尾下題「卷

○」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淮南鴻烈集解

卷○」(或「淮南天文訓補注」，下題

「錢塘」)，次行上題「漢涿郡高誘

注」(卷一下題「合肥劉文典集解」)，

三行上題各訓名(如「原道訓」)，卷

末題「淮南鴻烈集解卷○」。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

民國十 二

五 年 三

六 月 初

三 版」、「淮南鴻烈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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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每部定價參元陸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集解者合肥

劉文典」、「發行者商務印書館」、「印刷所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分售處北

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

蕪湖南昌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

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商務印書館」、「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按：一、書中間見硃律句讀及註語。 

二、劉文典〈自序〉云：「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

綜緝聊以錐指增演前脩，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搆會甄實，取其要

指，豫是有益竝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亂真越理以是為

非，隨文糾正用袪疑惑。」 

三、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自序〉云：「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

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予之補注不

為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于己亥(四十四年，1779)

之夏，戊申(五十三年，1788)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為定本焉。」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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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孫祖瑞、萬世清、錢朝梅、王霖、戴準、許仁綬、趙震、李兆洛等

校字，清陳兆麒、孫瀛、孫邦杰、張師式、齊韶、桑庭橒、孫士祺、

王士玉等覆校，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本校刊聚珍倣宋版，

C11.14/(i)0135-01 

附：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注顏氏家訓序〉(末題「江寧劉文 奎

楷 鐫

字」)、不著撰人〈顏氏家訓序〉、清盧文弨〈顏氏家訓序後〉、盧文

弨〈例言〉、〈顏氏家訓注〉(篇末題「瞰江孫趙同華俊章校梓」)、〈新

注顏氏家訓目錄〉(次行題「江陰趙曦明敬夫注」，三行題「餘姚廬文

弨紹弓補」)、盧文弨〈壬子年重校顏氏家訓〉、宋淳熙七年(1180)沈

揆〈例言〉、〈宋本校刊名銜〉、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趙曦明〈跋〉、

盧文弨〈瞰江山人家傳〉。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字。板框 10.815.3 公分。板心上方題「顏氏家訓」，魚尾下

題「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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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顏氏家訓卷第○」，次行下題「北齊黃門侍郎

顏之推撰」(只見於卷一)，卷末題「顏氏家訓卷第○」、「上元孫祖

瑞嘉五校字」、「歙縣陳兆麒仰韓覆

校」(卷二題「江浦萬世清黼庭校

字」、「上元孫瀛葆貞覆校」，卷三題

「仁和錢朝梅羹調校字」、「上元孫邦

杰漢賢覆校」，卷四題「江寧王霖潤

之校字」、「上元張師式華任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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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

堂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勘」、「杭

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框外題「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一、附錄收盧文弨〈壬子年重校顏氏

家訓〉、錢大昕〈顏氏家訓注補

正〉、〈顏氏家訓注補并重校〉、盧

文弨〈北齊書文苑傳〉(末葉題「陽

湖李兆洛紳琦校字」、「仁和王士

玉嘉客覆校」)、宋淳熙七年()沈

揆〈例言〉、〈宋本校刊名銜〉、清

乾隆五十一年(1786)趙曦明

〈跋〉、盧文弨〈瞰江山人家傳〉。 

二、盧文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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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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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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詳註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附刊誤二卷及續刊誤二卷十六冊，清顧炎武撰，

清黃汝成集釋，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京都琉璃廠刊本，C11.2/(q1)3191 

附：清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潘 耒〈原序〉、〈先生初刻日知錄自序〉、

〈又與人書十〉、〈又與人書二十五〉、〈又與潘次耕書〉、〈又與楊雪

臣書〉、〈又與友人論門人書〉、〈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清道光十四年

(1834)黃汝成〈敘〉、〈目次〉、清同治八年(1869)陳璞〈跋〉、清道光

十五年(1835)黃汝成〈日知錄栞誤序〉、〈日知錄栞誤目次〉、清道光

十六年(1836)黃汝成〈日知錄續栞誤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二

字。板框 9.511.8 公分。板心上方題「日知錄集釋」，魚尾下題「卷

○」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日知錄集釋卷○」，次行上題「崑山顧炎武著」，

下題「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栞誤」及「續栞誤」則題「嘉

定黃汝成潛夫氏譔」)，三行為

各篇篇名(如「三易」)，卷末題

「日知錄集釋卷○終」、「金陵劉

漢州鐫」。 

扉葉右題「嘉定黃汝成集

釋」，左題「後附正續刊誤」、「寄

售銀弍兩」，中間書名大字題「詳

註日知錄集釋」，上題「崑山顧

炎武著」，後半葉牌記題「光緒

二十五年(1899)京都琉璃廠刊」

(上鈐「武昌察 院 坡」、「榮 記 」、

「益善書局」長型硃印)。 

按：一、清黃汝成〈敘云〉：「汝成鑽

揅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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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刪節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

討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渗漏，四家引申辯說亦得失互見，然實為

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

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耆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坿則亦闕諸。竊慮

踳駮有踰簡略。……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

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二、陳璞〈跋〉云：「顧氏《日知錄》穿穴經史，通知時務。黃潛夫

又博引諸家成集釋三十二卷，栞誤二卷續栞誤二卷，為顧氏功

臣，尤有稗於學者。同治八年(1869)同人聚資謀刻有用之書，黎

召民觀察時在籍，舉此書首宜重栞，乃出其所藏本付梓人，囑余

為董其事，栞成因誌於後。」 

○徐繹志十九卷八冊，清胡承諾撰，清同治十一年(1872)浙江書局刊本，

C11.3/(q3)4710 

附：清同治十一年(1872)楊昌濬〈重刻繹志敘〉、清顧錫麒〈序〉、清道光

十七年(1837)毛嶽生〈序〉、清康熙二十八(1689)年李念慈〈序〉、〈繹

志目錄〉、清道光十七年(1837)李兆洛〈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王仲邕」

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

行二十一字。13.517.9 公分。板

心上方題「繹志」，魚尾下題「卷

○」、篇名(如「志學」)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繹志卷○」，

次行上題「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三行為篇名，卷末題「繹志卷○」。 

牌記題「同治十一年(1872)夏

浙江書局重刊」。 

按：一、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書眉間見

硃、墨筆註語，李念慈〈序〉末

有七二老人抄譚復堂先生日記

兩則。 

二、楊昌濬〈重刻繹志敘〉云：「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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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繹志遲久始出，所謂不絕如綫者也。王氏博辨縱橫，自成一家

言；《繹志》六十篇，左右采獲，博極群書，自諸子百家與夫史

策名言，文章精詣蔑不貫串，而衷於周程張朱以為之歸，修齊治

平本末無不具，朝野含古變故無不盡，文詞爾雅，義理平實，學

者可以饜飫涵泳其間。」 

三、毛嶽生〈序〉云：「《繹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為文數十萬言，竟

陵胡先生石莊所述也。竟陵今為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

舉於鄉，國初一謁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始成是書。」 

四、李兆洛〈序〉：「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九年，

1636)舉人，見《湖廣通志文苑傳》，予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四

冊，有柴虎臣先生跋，……後於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檢之

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為流傳地。道光元年(1821)在揚

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燮堂觀過訪，龍有活字板，

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

之宜板行者。予以為莫若《繹志》。……甲午(十四年，1834)之秋

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上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

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為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

述之於所識婁東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

遭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丞出重貲，屬 予 校而刊 之 ，

是書自是有傳本矣。」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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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鉛

印本，C11.4/(l)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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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二行，行三十字；小字雙行，

行六十字。板框 12.317.5 公分。板心上方題「劉子集證」，魚尾下

題「卷○」、篇名(如「清神第一」)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各卷首行上題「劉子集證卷之○」，次行下題「簡陽王叔岷」，

三行為篇名(如「清神第一」)，卷末題「劉子集證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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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籤題「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專 刊 之 四 十 四 劉子集證○」。扉葉右題「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

四」，左題「王叔岷著」，中

間書名題「劉子集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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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專刊之四十四」、「劉子

集證」、「版權所有，不許翻

印」，由右至左依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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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叔岷〈劉子集證自序〉

云：「劉子書汎采群言，博極古今，可上追《呂覽》、《淮南》；其

文筆之清秀，尤引人入勝。惜其作者不明，討治者不多，發揚幽

光，從吾所好，因綴緝諸家之說，修正補苴，寫集證十卷，越九

月而書成。夫集證之作，須具三事：一舊說備。……二取舍審。……

三創見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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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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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諸家序跋，附錄三收諸書著錄、諸

家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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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略四卷子略目一卷一冊，宋高似孫撰，清張海鵬訂，袖珍古書讀本，民

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原本校刊聚珍倣宋版，C11.4/(n)0021 

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略序〉、清嘉慶甲子(九年，1804)張海鵬〈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板框 8.911.9

公分。板心上方題「子

略」，魚尾下題「卷○」及

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

書局聚珍倣宋版」。 

各卷首行上題「子略

卷○」，次行下題「高氏似

孫續古」(僅見於卷一)，三

行為各書名(如「黃帝陰符

經」)，卷末題「子略卷

○」。 

牌記由右至左依序

題：「四部備要」、「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

原本校刊」、「桐鄉陸費逵

總勘」、「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框外

題「 版權 所有 不 許 翻印」。 

按：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子略》四卷，目錄一卷，宋高似孫

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書卷首冠以目錄，始《漢志》所

載，次《隋志》所載，次《唐志》所載，次庾仲容《子鈔》、馬總

《意林》所載，次鄭樵《志藝文略》所載，皆削其門類而存其書

名，略註撰人卷數於下。其一書而有諸家註者，則惟列本書，而

註家細字附錄焉。」 

二、張海鵬〈跋〉云：「宋槧久廢，茲從《百川學海》中錄出，為校

正脫譌四百餘處，復取漢隋唐諸志及馬鄭兩家之書，核其篇目，

悉為釐正，稍還高氏之面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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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十力語要四卷四冊，民國熊十力撰，民國三十六年鉛印本，C11.4/(r)2144 

附：民國三十六年劉虎生等〈印行十力叢書記〉、劉虎生〈附記〉、民國三

十六年熊十力〈增訂十力語要緣起〉、民國二十四年熊十力〈十力語

要卷一印行記〉、〈卷一勘誤表〉、〈卷二勘誤表〉、〈卷三勘誤表〉、〈卷

四勘誤表〉。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二行，行三十七字；小字單行，

行四十七字。板框 11.4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十力語要」，魚尾

下題「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十

力叢書」。 

各卷首行上題「十力語要卷○」，

次行下題「黃岡熊十力著」。 

按：一、熊十力〈增訂十力語要緣起〉云：「《十

力語要》始於乙亥(民國二十四年)在

北庠時，雲謝二子錄吾筆語成帙，錫

以斯名，為第一卷。丙子(民國二十

五年)至丁丑(民國二十六年)舊京淪

陷前，此類集稿又盈帙，避寇攜入

川。旅居壁山，鍾生芳銘集諸同志為

講習會，諸子隨時記錄，及余手答者

又不少，併入北來稿，已輯成語要卷

二至卷四。」 

三、〈印行十力叢書記〉云：「間與儕輩

謀輯叢書付印，力薄則獻曝靡濟，

人微則呼號寡應，因商請省市當道樂與倡率。幸承萬主席耀煌，

徐市長會之，王教長文俊，張議長瀰川，程參事發軔，酌撥印費，

先印出一二種，餘俟續籌。……此次籌印，王孟蓀、林逸聖、張

番溪、姚芷孚、吳周欽諸先生竝勞清慮；而校對煩苦，則劉公純、

李仲強兩先生偏任其難，甚可感焉。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朔門

人劉虎生、杜則堯、黃焯、柯樹屏、丁實 存、盧 南 喬、明無 垢 、

周通旦仝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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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和呂新吾語錄六卷附陸隴其呻吟語疑一卷五冊，明呂坤撰，清王培、陸隴

其、陳宗石同校，日本萬延元年(1860，清咸豐十年)據清嘉慶元年(1796)

商山陳氏藏板刊本，C11.4/(q)6001 

附：清陸隴其〈序〉、清田蘭芳〈序〉、明萬曆癸巳(二十一年，1593)呂坤

〈自序〉、〈呂新吾先生語錄目次〉、清孫奇逢〈呂新吾先生傳〉、清

陳宗石〈後跋〉、清嘉慶元年(1796)陳淮〈後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板框 13.6×16.7 公

分。板心上方題「呂新吾先生語錄」上魚尾下題「卷○之○」，下魚

尾上為葉碼。 

卷一葉首之首

行題「呂新吾先生語

錄卷第一」、次行題

「明寧陵呂坤叔簡父

著」，三行題「柘城王

培益仲」，「四行題後

學平湖陸隴其稼書同

校」，五行題「宜興陳

宗石子萬」，卷末題

「呂新吾先生語錄卷

之一終」。 

封面書籤題「官

板呂新吾語錄」，第五

冊卷末題「萬延元年

(1860，清咸豐十年)

刊」，並有「商山陳氏

藏板」印記。封底印

有：「官板書籍發行

所」，「橫山町壹丁目」、「御書物師出雲寺萬次郎」、「詩集傳影宋

本」、「出來」、「書集傳附音釋」。 

按：一、清陸隴其〈序〉云：「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孟夏，真定諸州

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同寅協恭之義儉，以善相勸過相規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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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王子益仲，先生鄉人也，攜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

勸且規，則吾同人其庶幾矣。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廣

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於流俗也，謹敘於末。」 

二、清陳宗石〈後跋〉云：「先生有《呻吟語》、《呻吟語摘》，今合刻

之，摘中錄入者以補字別之。宗石不敏，董梨棗之役，書成而附

識於後。」 

 

三、清陳淮〈後跋〉云：「寧陵《呂新吾先生語錄》六卷，先祖農部

公於康熙丁卯(二十六年，1687)與陸稼書、王益仲兩先生同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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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定，並見《清獻年譜》，距今一百十年，板已散佚，其《摘要》

二卷，《四庫全書》載入『子部儒家』內。……淮少即服膺是書，

嘗用自警惕。茲復為剞劂，以承先志，原書本名《呻吟語》，後

見桂林相國刊本，但稱《呂子節錄》，今改稱《呂新吾先生語錄》

云。」 

四、以其書末題「萬延元年(1860，清咸豐十年)刊」，故訂為和刻本。 

類書類 

○徐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存經籍典、學行典、文學典、字學典 1220 卷九十八

冊，清蔣廷錫等奉敕撰，民國二十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本，C14.11/(q1)4418 

附：無。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白魚尾，四邊雙欄，上中下三欄。各欄半葉二十七行，行二十字；

小字雙行，行二十字。板框 14.022.2 公分；上下欄各高 7.2 公分，

中欄高 7.2 公分。板心上方題「古今圖書集成」，魚尾下題「理學彙

編○○典第○卷○○部」，板心下方題「第○○○冊之○○葉」、「中

華書局影印」。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0 期 

 142

各卷首行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典」，次行題「第

○卷目錄」，三行題「○○○部○○○」(如「經籍總部彙考一」)。 

封面右側上標冊次及收錄名稱(如「第五五七冊理學彙編經籍典

經籍總部卷一--一一」)，左側書籤題「古今圖書集成中華書局影印

本」。 

按：一、《古今圖書集成》分：曆象彙編、方輿彙編，明倫彙編、博物彙

編、理學彙編、經濟彙編等六彙編。 

二、徐先生贈僅：理學彙編之經籍典計六十六部 500 卷 40 冊，學行

典計九十六部 300 卷 24 冊，文學典計四十九部 260 卷 22 冊，字

學典計二十四部 160 卷 12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