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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集部別集類民國之屬(二) 

陳惠美 、謝鶯興  

別集類 

○徐海天樓詩鈔二卷一冊，民國王淑陶撰，民國五十六年香港永泰印務公司鉛

印本，D02.9/(r)1027 

附：于右任〈海天樓詩鈔題詞〉。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一行，行三十四字；小字雙行，

行四十五字。板框 9.9×17.3 公分。板心上方題「海天樓詩鈔」，魚尾

下題「卷○」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海天樓詩鈔卷○」，次行下題「中山王淑陶」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初版」、「海天

樓詩鈔上下卷全」、「中山王淑陶著」、「承印永泰印務公司」、「香港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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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旺角新地街三二九號四樓」。 

按：詩中間署年月，如〈壽雁濱並序〉云：「民國三十六年夏日乃周雁濱

將軍四十五度攬揆之辰」，〈贈孫慕迦〉云：「民國四十二年記」。 

○徐梅川譜偈一卷行役吟一卷一冊，民國居正撰，民國李基鴻校，民國三十八

年張鳴鉛字本，D02.9/(r)1710 

附：〈居正像贊〉、民國三十五年〈全家福照〉、居正〈梅川譜偈例言〉、民

國己丑(三十八年)居正〈題詞〉、民國三十一年〈與親人如杭觀潮照〉、

〈行役吟並序〉、民國三十八年李基鴻〈跋〉、民國三十八年張鳴

〈跋〉、〈梅川偈譜刊誤表〉。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欄。半葉八行，行三十字；小字雙行，行四

十五字。板框 13.0×17.8 公分。雙魚尾間題「梅川譜偈」，下魚尾下

為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梅川譜偈」，次、三行間題「廣濟居正覺生氏纂」，

次行下題「應城李基鴻子寬氏校」，三行下題「漳浦張鳴驚聲氏印」。 

按：一、李基鴻〈跋〉云：「己丑(民國三十八年)春於張同志驚聲手獲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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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丈梅川居公譜偈，自清光緒丙子(二年，1876)起，至民國三十

七年戊子止，七十有三年，為偈一百九十二首，並齊天樂六闕，

行役吟三章。」 

二、張鳴〈跋〉云：「鳴曰親蒙授記。保住不易，用珂羅版影印如何？

吳子善之，函丈請示，丈不謂然，商之李老子寬，寬老曰，印有

必要，珂羅版耗多不必也，鉛印線裝保存流通，究竟方便。」 

○徐龍盦詩刊二卷二冊，民國朱雲撰，民國六十五年台北藝文印書館據顏貴繡

手寫本影印，D02.9/(r)2508 

附：丙辰(民國六十五年)周學藩〈朱龍盦遺詩序〉、丙辰(民國六十五年)孫

克寬〈敬題龍葊詩小集〉、〈龍盦小詩目錄〉、丙辰(民國六十五年)吳

筠如〈龍盦小詩後記〉。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白口，無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板框 15.3×21.3

公分。板心間題「卷○」、「朱雲山房」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龍盦小詩卷之○」，下題「紹興朱雲」，卷二末

題「門生顏貴繡恭錄」。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初版」、「龍盦

詩刊中式線裝全二冊」、「基本定價十五元整」、「外埠酌加運費滙

費」、「版權所有不准翻印」、「著作者朱龍盦」、「發行者藝文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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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臺北縣板橋市校前街一四號」、「分公司臺北市羅斯福路三

段二五一號」、「臺北市郵政信箱九六九號」、「郵政劃撥帳戶九六○

一號」、「印刷者藝文印書館」、「臺北縣板橋市校前街」、「經銷處全

國各大書局」、「本公司登記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三

一四號」。 

按：一、周學藩〈朱龍盦遺詩序〉云：「庚寅(民國三十九年)辛卯(民國四

十年)間始於陳定山蕭齊座上初識龍盦，聆其縱談書道，於碑版

箓隸多攄妙解，顧不知其亦能詩。荏苒廿年夢常見，及今死別乃

獲讀茲遺稿。」 

二、吳筠如〈龍盦小詩後記〉云：「憶余與龍盦自己卯(民國二十八)

十月結褵，迄乙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龍盦逝世之日，凡三十

六年。」 

○徐尺寸園瓿稿一卷一冊，民國魏清德撰，民國五十二年台北文和印刷廠鉛印

本，D02.9/(r)2632 

附：民國五十二年梁寒操〈尺寸園瓿稿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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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尺寸園瓿稿」，下題「潤庵魏清德」。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

行約三十九字。板框 13.6×20.4 公分。魚尾下題「尺寸園瓿稿」及葉

碼。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日出版」、

「非賣品」、「尺寸園瓿稿」、「發行人魏清德」、「臺北市康定路七二

號」、「印刷者文和印刷公司」、「臺北市西昌一○五號」。 

按：梁寒操〈尺寸園瓿稿序〉云：「潤庵先生前年曾有潤庵吟草吟行，……

今又裒集年來積稿，付諸剞劂，而顏之曰天寸園瓿稿。」 

○徐思玄堂詩集不分卷一冊，民國汪榮寶撰，民國間活字本，D02.9/(r)3105 

附：乙亥(民國二十四年)趙椿年〈題汪兖父遺詩〉、民國二十六年馮飛〈跋〉、

民國二十六年汪東〈金薤琳瑯齋集後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一字。板框 10.5×16.1 公分。雙魚尾間題「思玄堂詩集」及葉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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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思玄堂詩集」，次行下題「吳汪榮寶」。 

按：馮飛〈跋〉云：「憶甲子(民國十三年)庽故都，曾假手手藁諷誦，雖尋

常一字亦竄易數四，想見用心苦矣。年丈既歸道山，哲嗣子長公紀

諸兄定其遺藁以傳，不匱考思孰大於是。」 

○徐梅園詩存不分卷一冊，民國戴君仁撰，據寫本影印，D02.9/(r)4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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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口，無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板框 14.6×20.5

公分。板心題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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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梅園詩存」，下題「鄞縣戴君仁靜山」。 

封面內葉墨筆題「佛觀我兄吟壇教之」、「弟君仁敬呈」。 

按：〈山居早起〉、〈山居雜詩八首〉等詩，係戴先生在東海大學創建之際，

由東海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力邀從臺灣大學到東海創辦中文系，隔

一年，利用臺大休假期間復到東海任教，在大度山上生活之事。 

○徐左園詩集不分卷一冊，民國杜左園撰，民國五十五年台北杜桐蓀活字本，

D02.9/(r)4446 

附：民國五十三年姚琮〈左園詩集序〉、甲子(民國十三年)符璋〈題辭〉、〈作

者手迹〉、民國五十五年杜桐蓀〈作者事略〉。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板心，四邊雙欄。每頁十一行，行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五十

六字。板框 11.0×16.5 公分。書口欄外題「左園詩集」及頁碼。 

 

按：杜桐蓀〈作者事略〉云：「先祖父師預公，字左園，生於清同治元年

(1862)，……民國十三年冬，賚圦以殁，遺作凡七百篇，謹為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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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紀念。荷蒙姚味辛先生作序，符璋先生批點，叶韻增輝。」故

書眉墨筆批點，即符璋先生之手筆。 

○徐劈天集一卷詩餘一卷一冊，民國賀揚靈撰，民國三十二年鉛印本，

D02.9/(r)4651 

附：壬午(民國三十一年)賀揚靈〈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白口，雙魚尾，四邊雙欄。半葉九行，行三十二字；小字雙行，行

約四十八字。板框 10.6×16.9 公分。雙魚尾間題「劈天集」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劈天集」，次行下題「永新賀揚霊初稿」，卷末

題「劈天集終」。 

封面書籤題「擘天集卅二年四月」(但板心題「劈天集」)。 

按：賀揚靈〈序〉云：「己卯九月，余自會稽奉調西來，……遂有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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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敢以言詩也。……得詩詞百七十九首，但記吾所見所聞所感所奮

已耳，不遑瑣瑣求之於句讀間也。庚辰之春，曾譜卜算子有云：『拔

劍向天劈』。……擷此以名吾稿。」 

○徐君山文九卷一冊，日本狩野直喜撰，昭和三十四年(1959)京都中村印刷株式

會社活字本，D02.9/(r)5644 

附：〈君山文目錄〉、日本昭和三十四年(1959 年，民國四十八年)吉川幸次

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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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五字。板框 10.8×13.9 公分。魚尾下題「君山文卷○」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君山文卷○」，次行下題「熊本狩野直喜」。卷

九末題「 狩 野 直 禎  

吉 川 幸 次 郎 校字」。 

扉葉左題「昭和己亥(三十四年，1959，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

刊」，書名題「君山文」。 

跋末題「京都中村印刷株式會社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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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吉川幸次郎〈跋〉云：「先生嘗曰四十前詩文皆不存稿，晚年有意編

定，手寫目錄，題曰君山文，命青山澄齋謄錄數十篇，澄齋死，其

事中輟，手寫目錄亦似未備，有不在目錄而存於篋中者，有在目錄

而注不必存者。今皆錄之，類分為九卷，其稿或五六易，故初稿之

見於他書者，輒不同。」 

○徐世載堂詩不分卷一冊，民國劉成禺撰，陳散原批改，李以祉校，民國三十

四年世載堂藏板京華印書館校印活字本，D02.9/(r)7256 

附：趙熙〈世載堂詩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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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

行三十二字。板框 8.5×12.3 公分。板心上方題「世載堂詩待刪稿」，

板心中間題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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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世載堂詩待刪稿」，次行上題「陳散原先生圈點

批改」，下題「武昌劉成禺禺生學」，卷末題「受業李以祉校」。 

牌記題「民國三十四年仲春世載堂藏板京華印書館校印」。 

按：一、趙熙〈世載堂詩題辭〉云：「禺生先生所著述甚富，……集經散

原論定，皆方流圓折，儒可也，俠可，也非儒非俠亦可也。」 

二、卷之首行與板心皆題「世載堂詩待刪稿」，扉葉題「世載堂詩」，

暫依扉葉署其書名。 

○徐惜陰草堂詩草不分卷一冊，民國陳孺直撰，1966 年香江惜陰草堂鉛印本，

D02.9/(r)7514 

附：民國 55 年陳孺直〈自序〉、繆汝杰〈讀惜陰草堂詩集書後〉。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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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雙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四行，行三十五字。板框 11.5×17.8 公

分。板心上方題「惜陰草堂詩集」，雙魚尾間題葉碼，板心下方題「文

化印刷所承印電話：八六八六○六」。 

各卷首行上題詩題(「興漢道夜坐乘涼」)及干支(「丙辰一九一

六年二十五歲」)，下題「南海西樵陳孺直著」。 

按：一、陳孺直〈自序〉云：「余一向未敢示人，友人繆汝杰君長於此道，

偶與之閱，即譽為淺白之作，……促余付梓，以垂後學。」 

二、封面書籤與〈自序〉皆題「惜陰草堂詩草」，但板心題「惜陰草堂

詩集」，暫依書籤與序所題署之。 

○徐蕭齋詩存五卷(卷六至卷十)一冊，民國陳蘧撰，民國五十年大中書局據伍受

真寫本影印，D02.9/(r)7532 

附：丙申(民國四十五年)伍受真〈序〉、〈蕭齋詩存目錄(卷六至卷十)〉、〈勘

誤表〉。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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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7×17.3 公 分。

板心上方題「蕭齋詩存」，魚尾下題「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定

山草堂外集」。 

各卷首行上題「定山草堂外集」，次行上題「蕭齋詩存卷○」，

下題「定山陳蘧」。 

扉葉右上題「伍稼青先生寫本」，左下題「定山草堂外集」，中

間書名題「蕭齋詩存」，後半葉牌記題「民國五十年初版大中書局印

行」。勘誤表後半葉題「定價貳拾元」。 

按：一、伍受真〈序〉云：「余與定山皆三十七年先後渡台，……民國四

十一年冬，余既編其詩為定山草堂外集，自卷一之卷五，凡目三

百有一，得詩五百六篇，君自名之曰蕭齋詩存。今又五年矣，旅

人未歸而詩又積，復為編次以續首集，亦五卷，自卷六之卷十，

凡目二百四十有八，得詩三百七十九首。寫成付之影印，而君年

六十，適以為壽。」 

二、是書僅見卷六至卷十，以〈序〉云：「自名之曰蕭齋詩存」，則實

為「定山草堂外集」之後半部罷了。 

○徐虛谷詩集一卷虛谷新體詩集一卷一冊，民國陳滿盈撰，莊幼岳校，民國四

十九年台北中華詩苑鉛印本，D02.9/(r)7531 

附：〈著者近影〉、〈作者致幼岳書〉、民國四十九年李漁叔〈虛谷詩集序〉、

〈虛谷詩集目次〉、〈虛谷新體詩集目次〉、民國庚子(四十九年)莊幼

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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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板框 12.4×16.8 公

分。板心上方題「虛谷詩集」(或「虛谷新體詩集」)，魚尾下為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虛谷詩集」(或「虛谷新體詩集」)，下題「彰

化陳滿盈著」，次行下題「台北莊幼岳校」。 

版權頁(重複兩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出

版」、「虛谷詩集」、「著作者陳滿盈」、「彰化縣和美鎮和厝路十號」、

「印贈者張陳晚翠」、「台北市民生路三○一號之一」、「編校者莊幼

岳」、「台北縣三重鎮大同北路九巷一號」、「出版者中華詩苑」、「台

北市民生路四五巷三衖二五號」、「電話四五二六三號」。 

按：一、李漁叔〈虛谷詩集序〉云：「彰化陳虛谷先生，早歲卒業日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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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學，適丁陸沉之痛，矢志椎秦，與林灌園、蔡峯山、莊負人

諸君子深相結納，加盟臺灣文化協會，倡自治聯盟，以抗強權。

旋在邑中結應社，以詩自誨，其志其事，太岳幼春之倫也。今先

生年垂七十，女公子晚翠，收輯其平生所為詩，將付剞劂以傳，

屬序於余，因得盡讀之。」 

二、莊幼岳〈跋〉云：「綜丈平生所為古近體詩，都數百首，自成馨逸，

得於性情之本，一歸之於自然。今年近古稀，女公子晚翠女士，

懼其稿草之散佚，乃收輯成卷，而屬幼岳校刊之以傳。」 

 

○徐思復堂遺詩五卷一冊，民國陳大任撰，民國六十二年陳大任自印本，

D02.9/(r)7542 

附：〈思復堂主唐母陳太夫人卓僊遺像〉、〈歐陽竟無先生題字〉、癸丑(民

國六十二年，1973)唐君毅〈編後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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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印本，書中無板心、板框及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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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編後記〉云：「思復堂則先父廸風公為先母詩稿嘗題之名也。……憶

吾母常稱溫柔敦厚為詩教，于古人之詩，喜道及陶之意境與杜之性

情，未嘗以摹擬彫飾為詩也。吾稍知學問，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顧

吾為學，偏尚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漸知詩禮樂之教，為教之至

極；亦不敢于慈親之作，妄作評論。唯當今之世，人倫道喪，本溫

柔敦厚之旨以為詩者，蓋不多見。則吾母之遺詩，亦當為關心世教

之大雅君子所不廢。故今就吾妹至中手抄稿，影印若干冊，寄贈吾

家親故之尚存者，亦留俟來者之觀覽焉。」 

○徐頌橘廬近詩不分卷一冊，民國曾克耑撰，民國五十九年據手寫本影印，

D02.9/(r)8042 

附：己酉(民國五十八年)曾克耑〈跋〉、庚戌(民國五十九年)曾紹杰〈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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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無板心、無魚尾，格狀。半葉五行，行八格。每頁 13.3×21.4 公 分。 

 

各卷首行上題「頌橘盧近詩」，次行題「福州曾克耑」。封面書

籤題「頌橘廬田寫近詩」。 

按：曾紹杰〈跋〉云：「往散原先生以履川詩抗蹈杜韓，旁獵皮陸，群言

高挹，旌為異才，一代宗匠，世無異詞。……客夏偶寄紙乞端書近

詩，君慨然予盛夏揮汗為書，得六十四葉。朋輩見者莫不驚歎而其

高弟子以為人間寄跡，不當久閟，用付影印兼記前輩推重之語於此。」 

○徐在山堂詩二卷一冊，民國勞天庇撰，馮文湛校並書，民國六十年香港據馮

文湛寫本影印，D02.9/(r)9910 

附：勞天庇〈序〉、庚戌(民國五十九年)傅子餘〈題辭〉、庚戌(民國五十九

年)廖本良〈題辭〉。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一字。板框 12.0×17.6 公分。雙魚尾間題「在山堂詩」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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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在山堂詩卷○」，次行下題「南海勞天庇墨齋甫

撰」，三行下題「番禺馮文湛校字竝書」，卷末題「在山堂詩卷○ 」。 

牌記題「辛亥(民國六十年)正月南海勞氏在山堂印行於香港」。 

按：勞天庇〈序〉云：「庚戌(民國五十九年)之秋，墨齋彙己丑(民國三十

八年)迄己酉(民國五十八年)所作刪而存之，都兩卷，題曰在山堂詩，

墨齋學詩卅載，存稿僅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