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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三 

陳惠美 、謝鶯興 、鄭丹倫  

○徐朱子讀書法四卷一冊，宋張洪、齊　同編，民國張立民校，儒林典要三輯，

民國三十六年復性書院據知服兼叢書本校刊本，C01.31/(n)1134 

附：清乾隆五十年紀昀等<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朱子讀書法提要>、民國三

十六年張立民<識語>、宋咸淳丙寅(二年，1266)張洪<原序>、<晦庵

先生觀書有感>、宋咸淳乙丑(元年，1265)齊　<原序>。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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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

一字。板框 12.0×15.9 公分。板心上方題「儒林典要」，魚尾下題「朱

子讀書法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復性書院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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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圖書館志工，東海中文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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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之首行題「朱子讀書法卷○」，次行題「宋張洪、齊　同

編」，卷末題「朱子讀書法卷○」及「張立民校」。 

扉葉題「朱子讀書法」，牌記題「復性書院校刊儒林典要三輯」。

卷四末題「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復性書院據《知服齋叢書本》

付刊，三十六年一月刊成」。 

按：1.<提要>云：「《朱子讀書法》四卷，宋張洪、齊　同編，洪字伯大，

　字充甫，皆鄱陽人。事蹟無可考。」又云：「元時板已不存，至順

中，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維重鏤於集慶路，故《永樂大典》全帙收入。

原編卷次已不可考，今酌其篇帙釐為四卷，俾講新安之學者有所考

證焉。」 

2.<識語>云：「立民謹案，此本係據知服齋刻本迻錄，刻成後數月，友

人劉公純寄示光緒間八旗書院刻本，取以互勘，卷首所錄<提要>頗

有異文。……卷中所引轉寫致誤者，已據文集、語類是正。今更以

兩本互校，重有所補正，不復別出考異，因并志之於此。」 

3.張洪<原序>云：「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所以呼迷塗而飭稚昧

者，尤為深切著明。……洪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列之，鄉友

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倣為<後編>，輯又同為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

條貫秩然。咸淳乙丑(一年，1265)洪分教四明，齊君適遊東浙，益相

與商搉是正，其書乃成。」齊　<原序>云：「《讀書法》者，文公朱

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

川度侍郎正屬遂寧於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澗張先生家藏刊本，　

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寶也。但其間疏略未盡，雜亂無倫者

閒述有之，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哉。故竊疑

此漢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　僭於暇日與鄉親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

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相與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

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

要，釐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

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條之下。於是綱領條

目，粲然明白，為上下兩卷，蓋將案為定式，確遵謹守，尚企及文

公之萬一。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心於聖之所謂學，十五年前相

與編類此書。咸淳乙丑(元年，1265)　適留會稽，而張君職教四明，

郵傳如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恨。張君且欲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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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

乎。」 

4.間見硃、藍筆雙色句讀。 

○徐復性書院講錄六卷六冊，民國馬一浮撰，民國三十一年復性書院刻書處刊

本，C01.31/(r)7132-01 

附：〈復性書院講錄第一卷目錄〉、〈復性書院講錄第二卷目錄〉、〈復性書

院講錄第三卷目錄〉、〈復性書院講錄第四卷目錄〉、〈復性書院講錄

第五卷目錄〉、〈復性書院講錄第六卷目錄〉、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復性

書院刻書處〈刻觀象巵言後記〉。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單行，行二十

一字。板框 12.0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講錄卷○」，魚尾下題各

篇篇名(如「開講日示諸生」)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復性書院叢刊」。 

各卷首行題各篇篇名，卷末題「講錄卷○終」。卷六〈刻觀象巵

言後記〉葉二之後半葉欄外題「古道萬楊樹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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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卷一首篇〈復性書院開講日示諸生〉末署「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

月馬浮」，卷二首篇〈講錄卷二題識〉末署「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馬浮」，卷三首篇〈孝經大義序說〉末署「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馬

浮」，卷四〈詩教緒論序說〉末署「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馬浮」。 

二、卷四〈詩教緒論序說〉首葉書眉鉛筆字題「自此抄起」，葉三書

眉題「止」。卷五〈洪範約義序說〉首葉書眉鉛筆字題「自此抄

起」，葉二書眉題「止」。卷五〈觀象巵言序說〉首葉書眉鉛筆字

題「自此抄起」，葉二書眉題「止」。 

三、〈刻觀象巵言後記〉云：「此為馬湛翁先生於民國三十年春夏間在

書院所講，前此講錄已刻，唯此種因書院經費奇絀，即於是年夏

末將刻工停止，未能付刊。嗣由朱鐸民、黃離明兩先生自動捐助

刻資，敦勸續刻，始於三十一年四月間開雕，至十月刊成。」 

○徐性理綜要二十二卷十四冊，明詹淮撰，明崇禎五年(1632)陳仁錫〈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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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

綜要卷二目錄>、<性理綜要卷三目錄>、<性理綜要卷四目錄>、<性理

綜要卷五目錄>、<性理綜要卷六目錄>、<性理綜要卷七目錄>、<性理

綜要卷八目錄>、<性理綜要卷九目錄>、<性理綜要卷十目錄>、<性理

綜要卷十一目錄>、<性理綜要卷十二目錄>、<性理綜要卷十三目錄>、

<性理綜要卷十四目錄>、<性理綜要卷十五目錄>、<性理綜要卷十六

目錄>、<性理綜要卷十七目錄>、<性理綜要卷十八目錄>、<性理綜要

卷十九目錄>、<性理綜要卷二十目錄>、<性理綜要卷二十一目錄>、<

性理綜要卷二十二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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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卷首行上題「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卷一之次行下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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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詹淮纂輯」，三行下題「古吳陳仁錫訂正」，卷末題「性理標題綜

要卷之○終」。 

 

按：書眉間刻有評語，書中間見墨筆、硃筆兩色圈點及評語。 

○徐張子全書十五卷三冊，宋張載撰，宋朱熹註釋，民國二十三年上海中華書

局據高安朱氏藏書校刊，C01.41/(n)1143 

附：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朱軾〈張子全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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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六字。板框 10.814.9 公分。板心上方題「張子全書」，魚尾

下題卷次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行上題「張子全書卷之○」(卷四至卷八則下題「經學理

窟○」，卷十二下題「語錄抄」，卷十三下題「文集抄」，卷十四題「拾

遺」，卷十五題「附錄」)，次行上題「晦翁朱熹註釋」，下題「後學

朱軾可亭、段志熙百惟仝校(卷二作「同校」)」，三行為各書名(如「西

銘」)，卷末題「張子全書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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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葉題「張子全書」，後半葉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

「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高案朱氏藏書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

勘」、「杭縣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左側欄外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一、〈張子全書序〉云：歲己丑(康熙四十八年，1709)予奉命巡學陝右，

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然登其堂不

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繩武示予《橫渠全集》，且曰：

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逮也。予也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

子書而有鼓舞不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 

二、卷十五「附錄」末收宋人呂大臨〈行狀〉、明道先生〈哭子厚先

生詩〉、司馬光〈論謚書〉等三篇。 

○徐明夷待訪錄不分卷一冊，清黃宗羲撰，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聚珍仿宋本，C01.41/(q1)4438 

附：〈明夷待訪錄目次〉、清黃宗羲〈識〉。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印佛觀」方型陰文硃印、「徐故教授復

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周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板框 10.7×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 期 

 112

15.3 公分。版心上題「明夷待訪錄」，魚尾下題及葉碼，版心下題「中

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書之首行題「明夷待訪錄」，次行題「國朝 黃宗羲 梨洲著」，

三行為書之正文，書末題「明夷待訪錄」。 

扉葉題「明夷待訪錄」，後半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

「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校刊」、「桐鄉 陸費逵

總勘」、「杭鄉 高時顯、吳汝霖 輯校」、「杭鄉 丁輔之監造」，左側

框外題「(四)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封底題「(30)明夷待訪錄(全一冊)實價國幣六角」。 

按：黃宗羲〈識〉云：「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

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

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

前年壬寅夏，條具為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

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

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

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

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

何能為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

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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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盱壇直詮二卷二冊，明羅汝芳撰，明曹胤儒編，明楊起元校正，明程開祜

重校，明佘永寧、周之訓、賀大猷、程開社、范廉、程允功、程石麟

同閱，民國張立民、王培德校，儒林典要續輯，民國三十七年復性書

院刻書處據民國三十一年復性書院校刊本重刊，C01.41/5522 

附：民國三十一年馬浮<重刊盱壇直詮序>、<盱壇直詮敘>、<盱壇直詮序、

明程開祜<鐫盱壇直詮序>、明萬曆己酉(三十七年，1609)<盱壇直論

跋>。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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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2.0×15.9 公

分。板心上方題「儒林典要」，魚尾下題「盱壇直詮○卷」及葉碼，

板心下方題「復性書院校刊」。 

 

各卷之首行題「盱壇直詮○卷」，次行題「吳郡門人曹胤儒編

次」「新都後學程開祜重校」，三行題「東粵門人楊起元校正」「佘

永寧」，四行以下依序題「周之訓」、「賀大猷」、「程開社」、「范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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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允功」、「程石麟同閱」，卷末題「盱壇直詮○卷終」及「張立

民、王培德校」。 

扉葉題「盱壇真詮」，牌記題「復性書院校刊儒林典要續輯」。

<盱壇直詮跋>末題「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復性書院重刊十一月刊

成」。 

按：一、間見硃筆句讀及眉批。<盱壇直詮跋>末題「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

月復性書院重刊十一月刊成」，<盱壇直詮序>末題「民國三十七年

四月復性書院刻書處謹識」，故著錄為「民國三十七年復性書院刻

書處據民國三十一年復性書院校刊本重刊」。 

二、<重刊盱壇直詮序>云：「近溪此書傳本不易覯，其中出門人記錄

亦有稍疏於義者。然大體善啟發人，使聞者直下認取自心，豁然

無滯，實活人手段。而於天地萬物一體之理，昭昭然揭日月而行，

可以袪沈霾陰翳之習。尤今日所亟宜提持者也。吾友蘭溪葉君左

文得程開祜刊本，手寫以見貽，藏之累年幸未散失。今因書院續

刻『儒林典要』，遂付之梓以餉學者。」 

三、<鐫盱壇直詮序>云：「幸得吳門魯川曹先生羽翼表章，發先生之

奧旨，一時翕然向風。慮先生生平紀錄分布雜出，學者罕見其全，

況窺其要。於是彙輯詮次為一書，以示嶺南楊太史。太史善 之 ，

定名曰《盱壇直論》，而羅先生精蘊盡在是矣。」 

四、<盱壇直詮敘>云：「按云此為楊復所序，葉君據程刻本轉寫，原

書脫爛，僅存此數行，今仍之以存其舊。」 

五、<盱壇直詮序>云：「按云：此序葉抄本僅存數行，程刻本求之累

年不能得，今承楊君天遒據江蘇國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楊啟元

《證學編》所載全文錄出見寄，亟為補刊兼志楊君錄寄之勞，民

國三十七年四月復性書院刻書處謹識」。 

○徐弟子職音誼一卷一冊，清鍾廣撰，周秦諸子斠注十種，民國間中國學會據

清光緒十六年(1890)校補本，C01.4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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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葉十三行，行三十字。板框 10.415.4

公分。板心中間題「弟子職音誼」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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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首行上題「弟子職音誼」，下題「漢軍鍾廣芷夝纂集」。 

書末牌記題「光緒十有六年(1890)冬十月校補印行」。 

按：葉二十八起引清洪亮吉〈箋釋敘〉、清莊述祖〈集解敘〉、清王筠〈正

音敘〉後云：「謹案章句今多依莊，本正俗字各本互見，不悉審正；

正韻閒韻既各注明其字側。」署「光緒十有五年(1889)寫定」。葉三

十則收〈弟子職音義補〉。 

○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十二冊，清孫奇逢輯，清光緒六年(1880)浙江書局刊本，

C01.42/(q3)1243-01 

附：清康熙五年(1666)孫奇逢<理學宗傳敘>、清康熙五年(1666)張沐<理學

宗傳敘>、清康熙丙午(五年，1666)湯斌<理學宗傳序>、<義例>、<

劉宗周傳(補傳)>、<理學宗傳姓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大□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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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低一格，行

十九字。板框 12.7×17.3 公分。板心上方題「理學宗傳」，魚尾下題

卷次及收錄人名(如「卷之一周子」)及葉碼。書眉刻有批語。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 期 

 116

 

各卷之首行題「理學宗傳卷之○」，次行(跨二、三行)上題「容

城孫奇逢輯」，下題「門人魏一鼇、長男立雅仝編」(卷二題「門人

馬爾楹、仲男奏雅仝編」，卷三題「門人耿□、叔男望雅仝編」，卷

四題「門人高鐈、季男博雅仝編」，卷五題「門人王之徵、五男韻雅

仝編」，卷六題「門人王塤、六男尚雅仝編」，卷七題「門人趙御眾、

長孫瀾仝編」，卷八題「門人張燦然、仲孫洤仝編」，卷九題「後學

陳鋐、季孫潛仝編」，卷十題「門人王志旦、四孫　仝編」，卷十一

題「門人陳奉　、侄孫永興仝編」，卷十二題「門人陳遇堯、侄孫永

徽仝編」，卷十三題「門人杭世拯、王餘佑仝編」，卷十四題「門人

劉鴻聲、錢佳選仝編」，卷十五題「門人郭治化、任宅心仝編」，卷

十六題「門人韓鼎業、梁廷援仝編」、卷十七題「門人 張焩、尚 重 、

張煓仝編」，卷十八題「門人郭迓熙、耿帝德、郭遇熙仝編」，卷十

九題「門人李體天、王元鑣、李合天仝編」，卷二十題「門人王際三、

田存芝、景應熊仝編」，卷二十一題「門人戴王綏、戴王絜、李中節

仝編」，卷二十二題「門人張興泰、耿振采仝編」，卷二十三題「門

人馬胤錫、馬載錫仝編」，卷二十四題「門人杜郊、楊爾淑、趙炎仝

編」，卷二十五題「門人李滋、孫立勳、鍾國士仝編」，卷二十六題

「門人郝毓奇、趙時泰、段廷琯仝編」)，卷末題「理學宗傳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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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總校姚烺」、「分校許溎祥、胡上襄校」(卷二題「總校董紹舒」、

「分校陳□□、□□□」，卷三題「總校董紹舒」、「分校陳謨、陳銛

校」，卷四、八、九、二十六題「總校董紹舒」、「分校陳銛、王彥起

校」，卷五題「總校馮一梅」、「分校汪熙菼、許郊校」，卷六、七、

十一題「總校姚烺」、「分校王彥起、吳士鎔校」，卷十題「總校董紹

舒」、「分校汪蟾采、吳士鎔校」，卷十二、十三、十四題「總校馮一

梅」、「分校金肇麒、許祐身校」，卷十五、十六題「總校黃以周」、「分

校張大昌、許祐身校」，卷十七、十八題「總校王貽壽」、「分校王彥

起、張第校」，卷十九、二十題「總校馮一梅」、「分校許溎祥、吳鳳

堦校」，卷二十一、二十五題「總校董紹舒」、「分校張景雲、吳士鎔

校」，卷二十二題「總校王詒壽」、「分校吳士鎔、許郊校」，卷二十

三題「總校黃以周」、「分校陶濬宣、張景雲校」，卷二十四題「總校

黃以周」、「分校金肇麒、張景雲校」)。 

扉葉題「理學宗傳」，後半葉牌記題「光緒庚辰(六年，1880)

浙江書局刻」。 

按：孫奇逢<敘>云：「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

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

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

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為敘。後至蘓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

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

策燈燭之光，復為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

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

者。」 

○徐爾雅臺答問一卷一冊，王培德、劉錫嘏合編，復性書院叢刊本，民國三十

年劉錫嘏王培德<序>，復性書院刻書處刊本，C01.42/(r)1042 

附：<爾雅臺答問編例>、民國三十年劉錫嘏王培德<爾雅臺答問序>、<爾

雅臺答問卷一目錄>。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單行，行二十

一字。板框 12.0×16.0 公分。板心上方題「爾雅臺答問」，魚尾下題

「卷一」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復性書院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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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首行題「爾雅臺答問卷一」，次行題「王培德、劉錫嘏編」，

卷末題「爾雅臺答問卷一終」。 

按：1.間見藍筆句讀。 

2.<爾雅臺答問編例>云：「茲編所錄答問諸書，以院內院外為之，二

者又以答之先後為次，惟年月從略。」 

○徐爾雅臺答問續編六卷二冊，王培德、張立民合編，復性書院叢書本，民國

三十二年復性書院刻書處 01.42/(r)1042-01 

附：<爾雅臺答問續編目錄>、民國三十二年蠲戲老人<續爾雅臺答問續編

弁言>、民國三十二年王培德張立民<爾雅臺答問續編新例>、民國三

十二年復性書院刻書處<附記>。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單行，行二十

一字。板框 12.0×16.0 公分。板心上方題「爾雅臺答問續編」，魚尾

下題「卷○示語(或「答書」、「附錄」)」，板心下方題「復性書院叢

刊」。 



東海特藏整理 

 119

 

各卷之首行題「爾雅臺答問續編卷○」，次行題「王培德張立

民編」，三行為「示語○」(或「答書」、「附錄」)。 

按：1.<爾雅臺答問續編新例>云：「前編但錄書札，以院內院外為次。茲編

所錄稍廣，平時垂語及批答學人劄記之言皆入之，不限於書札，亦

不復以院內外為次。」 

2.<附記>云：「本編由張君立民發願手寫付刊。」 

○徐讀書雜志八十二卷餘編二卷二十四冊，清王念孫撰，清王引之補編，清同

治九年(1870)金陵書局重刊本，C01.5/(q2)1081-01 

附：〈讀書雜志目錄〉、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王念孫〈管子雜志序〉、清道

光十一年(1831)王念孫〈晏子春秋雜志序〉、清道光十一年(1831)王念

孫〈墨子雜志序〉、清道光十年(1830)王念孫〈荀子雜志補遺序〉、清

道光元年(1821)王引之〈顧校淮南子各條序〉、清道光十一年(1831)

王念孫〈漢隸拾遺序〉、〈讀書雜志餘編〉、清道光十二年(1832)王引

之〈讀書雜志餘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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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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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字。板框 13.417.5 公分。魚尾下題「志○之○」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該卷書名(如「逸周書弟○」)，下題「讀書雜志

○」，次行下題「高郵王念孫」，卷末題該卷之書名(如「逸周書弟○」)。 

 

扉葉題「讀書雜志八十二卷餘編二卷」，後半葉牌記題「同治庚

午(九年，1870)十一月金陵書局重栞」。 

按：一、收錄：逸周書雜志四卷、戰國策雜志三卷、史記雜志六卷、漢書

雜志十六卷、管子雜志十二卷、晏子春秋雜志二卷、墨子雜志六卷、

荀子雜志八卷補遺一卷、淮南內篇雜志廿二卷補遺一卷、漢隸拾遺

一卷。 

二、〈管子雜志序〉云：「《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

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曩余撰《 廣 雅疏》成 ，

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為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為

之詳正。長子引之亦婁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

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乃就曩所

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

合異同，廣為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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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

竝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為十二

卷。」 

三、〈晏子春秋雜志序〉云：「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

申(五十三年，1788)孫氏淵如始校正之，為撰音義多所是正，……

澗薲以此書贈予，時予年八十矣，以得觀為幸，因復合諸本及《群

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為校正，……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子。」 

四、〈墨子雜志序〉云：「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 可 讀 。

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四十

八年，1783)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

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群書治要》諸書所引，

詳為校正。」 

五、〈荀子雜志補遺序〉云：「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

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

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

中矣。今年顧澗濱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

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佰錢與呂字句多有不

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

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

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

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 

六、志九(淮南子雜志)之二十二末署「嘉慶二十年(1815)」，時「年七

十有二」。 

七、〈顧校淮南子各條序〉云：「歲在庚辰(嘉慶二十五年，1820)元和

顧澗蘋文學寓書於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志》，乃先詒

以《淮南雜志》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

訂是書之譌為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後學。……今年將補刻所

校，爰揚搉之以為讀書者法。」 

八、〈讀書雜志餘編序〉云：「先子所箸《讀書雜志》十種，自嘉慶十

七年(1812)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

敬檢遺稿十種而外尚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

遺後學，謹刻為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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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東塾讀書記二十五卷三冊，清陳澧撰，四部備要本，民國間上海中華書局

據原刻本校刊聚珍倣宋版，C01.5/(q3)7535-02 

附：〈東塾讀書記目錄〉。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三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

行十九字。板框 10.714.6 公分。板心上方題「東塾讀書記」，魚尾

間題卷次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行上題「東塾讀書記卷○」，下題「番禺陳澧撰」，三行

為各書之書名(如孝經)，卷末題「東塾讀書記卷○」。 

扉葉題「東塾讀書記」，後半葉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左側欄外題「版

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是書缺卷十三至卷十四，卷十七至卷二十及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等，

據〈東塾讀書記目錄〉所載，上述諸卷下皆標示「未成」等字，故

非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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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古書疑義舉例七卷三冊，清俞樾撰，民國間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

C01.5/(q3)8043-01 

附：〈古書疑義舉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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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2.015.1

公分。魚尾下題「古書疑義舉例○」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古書疑義舉例○」，次行下題「德清俞樾蔭甫

著」。 

扉葉右側大字題「古書疑義舉例」，左側小字題「乙丑正月海甯

陳乃乾篆」，後半葉牌記題「上海古書流通處景印」。 

按：〈古書疑義舉例序〉云：「竊不自揆，刺取九經諸子為《古書疑義舉例》

七卷，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 

○徐漢學商兌四卷四冊，清方東樹撰，清鄒在寅、王拱辰、樊熙校，清光緒二

十六年(1900)浙江書局校刊，C01.6/(q3)0054-1 

附：<重序>、清道光丙戌(六年，1826)方東樹<漢學商兌序例>、清姚瑩<

漢學商兌題辭>、清朱雅<漢學商兌題辭>、清陸繼輅<漢學商兌題辭

>、清沈欽韓<漢學商兌題辭>、清李兆洛<漢學商兌題辭>、清毛嶽生

<漢學商兌題辭>。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潭隱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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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三字。板框 13.2×17.7 公分。板心中間題「漢學商兌卷○」及

葉碼，板心下方有字數。 

 

各卷之首行題「漢學商兌卷○」，次行題「桐城方東樹」，卷末

題「漢學商兌卷○終」，卷下之末上題「浙江書局刊」，下依序題：

「鄒在寅校」、「王拱辰校」、「樊熙校」。 

扉葉題「漢學商兌四卷」，後半葉牌記題「光緒庚子(二十六年，

1900)季夏浙江書局校刊」。 

按：一、是書雖分為卷上、中、下三卷，但卷中又分上、下，故著錄為四

卷。 

二、〈序例〉云：「一此書依朱子雜學辨例摘錄原文各為辨正如下。」

「一此書本止一卷，首尾脈絡相貫，以篇葉較多，分為三帙。首

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為總

論，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