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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釋家類(一) 

陳惠美 、謝鶯興  

釋家類 

○徐歷遊天竺記傳(一名法顯傳)一卷附一冊，東晉釋法顯撰，民國二十一年支

那內學院刊本，C09/(c)3461 

附：〈汲古閣刊本書後〉兩篇(收明沈士龍〈跋〉及明胡震亨〈跋〉)、民國

二十一年支那內學院〈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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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字。板框 12.817.6 公分。板心中間題「歷遊天竺記傳」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歷游天竺記傳 一 云 法

顯 傳 」，次行題「東晉沙門釋法顯

撰」。 

按：一、卷之首行書名下小字雙行題「一云法顯傳」。 

                                                 
 僑光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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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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中間見小字(如「得至鄀善國」，標「註一」)，是書葉 38 起即

有「附註」，逐一註明字句之差異(如「一西域記十二作納縛波」)。 

三、是篇云：「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

己亥(隆安三年，399)，與慧景道整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

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是歲甲寅(義熙十年，414)

晉義熙十二年(416)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其冬

齋，因講集之餘重問遊歷。」查王學頴編《年代對照表》，東晉

無「弘始二年」，胡震亨〈跋〉云：「弘始二年是姚興紀年，乃晉

安帝隆安四年(400)也」。但「歲在己亥」是「東晉隆安三年(399)」，

「北魏天興二年(399)」，非「晉安帝隆安四年」，此其一。「甲寅」

年，參酌下文「晉義熙十二年(416)」，應為「晉義熙十年(414)」，

「北魏神瑞元年(414)」，然「晉義熙十二年(416)」為「北魏泰常

元年(416)」，係「丙辰」年，又不相符合，是否傳抄有誤所致，

暫記於此俟考。 

四、支那內學院〈識〉云：「敬刻《歷遊天竺記傳》一卷，連圈計字

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字，扣洋一百二十三元一角八分九釐，簽條

尾葉功德書二十五部，實共支洋一百三十元」。 

○徐金剛經纂註正解五卷卷首一卷四冊，姚秦鳩摩羅什譯，明臥雲大蔭禪師鑒

定，清龔穊綵彙輯，清含元禪師校正，清來宗參閱，民國間據白衣菴

藏清乾隆五十七年板刷印本，C09/(d)4764 

附：清王畮〈金剛經纂註正解序〉、唐慧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序〉、鄭天

香〈明教起因由 節

要 〉、王化隆〈金剛經三十二分總提〉、張有譽〈全經

段落 節

要 〉、戊子(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剩閒居士〈金剛經纂註正解緣

起〉、〈刻經姓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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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雙欄，單魚尾。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

板框 14.8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正解」，魚尾下題卷次及葉碼。 

卷一首行上題「金剛經纂註正解卷一」，次行上題「西林臥雲大

蔭禪師鑒定」，下題「剩閒龔穊綵彙輯」，三行題「練水」，四行上題

「古吳含元禪校正」，下題「金潢來宗氏參閱」，卷末題「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纂註正解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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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王畮〈金剛經纂註正解序〉云：「龔子剩閒為忠孝後人，究心禪

說，靡弗通曉。而於是經，尤得真解。自甲申(康熙四十三年，

1704)春於西林梵宇，誓願釋經，凡耳目所寄，蹤跡所至，咸採諮

訪焉。禪窓佛火，日夕編摩。繁者刪之，闕者補之，互異者合証

之，觸類旁通，句分字解，閱五年而卒業，授之剞劂，以廣其傳。」

王畮，字服尹、樹百，號補亭，江南蘇州府嘉定縣人。康熙五十

一年(1712)三甲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故繫「甲申」為「康熙

四十三年(1704)。」 

二、剩閒居士〈金剛經纂註正解緣起〉云：「金經正解之作，始於西

林僧西，默行惜字行，於廢紙中收得；王真如金剛直指鈔本，破

碎不全，予適見焉，撿出存之，携至館中，時甲申春也。......諸

家異同，若為正解，若為旁參，按之經文，無不契合。諸註皆古

德高賢，幾費匠心，於八百家，五十三家，十七家；若 論若 疏 ，

參閱而成。予又得而彙輯焉，全旨明章脉也，訓詁解字句也，次

正講順文解也，次略標申意趣也，次彌勒偈二十七疑表西學也，

次集說備引證附旁參也，廣錄諸說不同明辨文長，另為卷帙便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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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也，百錄經文一卷便讀誦也，冠以教起諸篇繫以總論各說俾知

經之有關於世而為眾生之津梁也。」 

三、卷一收正解緣起、集序、義例、總說、釋題等篇。 

四、〈刻經姓氏目錄〉末題：「大清乾隆五十七年  月  日重刻金剛

經纂註正解一套，共字十萬三千九百八十二」、「板存崇文門內千

麵胡同白衣菴」。 

○徐三藏法師傳十卷三冊，唐沙門慧立本釋，唐釋彥悰箋，民國十二年支那內

學院刻本，C09/(l)0093 

附：〈校勘凡例〉、唐釋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民國十二年

支那內學院〈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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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字。板框 12.917.5 公分。板心中間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次行題「唐沙

門慧立本釋彥悰箋」，卷末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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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籤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之○」。 

按：一、行距間有小字標示，書眉亦見箋釋，即〈校勘凡例〉云：「凡文

句記載有異同詳略者，一一於本文右側註出」。 

二、支那內學院〈識〉云：「合肥王揖唐譜名志洋施貲敬刻《慈恩傳》

十卷，連圈計字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圖像籤條功德五百部，

共支銀八百四十九圓七角二分七釐。」 

○徐圓覺經略疏二卷一冊，唐釋宗密撰，清道光四年(1824)吳門善慶菴刊本，

C09/(l)3030 

附：唐裴休〈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唐釋宗密〈大方廣圓覺

修多羅了義經略疏自序〉、〈附錄晁文元法藏碎金錄二則〉、清道光元

年(1821)善慶菴〈重刊圓覺經略疏募緣啟〉(末題「蘇城顧市蒼東」、

「首湯晉苑局刻」)、清道光四年(1824)龔自珍〈刻書啟(篇名編者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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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雙欄，單魚尾。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

字。板框 15.523.0 公分。板心上方題「圓覺經略疏」，魚尾下題「卷

○」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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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次行題「唐

終南山草堂寺沙門宗密述」，卷末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

卷○」。 

按：一、書眉間見硃筆批語。 

二、卷下末葉題：「大清道光元年(1821)十月，平江苾蒭明澈鄔波索迦

了因從聞謹以彭二林居士所藏隆慶五年徑山傳衣菴本及汪節安

居士藏萬歷八年龍沙章江禪院刻本，復以小鈔參詳校定，募資於

眾善士，付同郡許西疇繕寫，劉徵壽梓版，存婁門內善慶禪林。」 

三、〈刻書啟〉云：「大清道光四年(1824)佛弟子仁和龔自珍同妻山陰

何氏敬捨淨財助栞《大方廣圓覺修羅了義經疏》成并刷印一百二

十部流傳。」 

○徐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一卷一冊，唐釋慧能說，唐釋法海錄，民國三十年重慶

華巖刻經處刊本，C09/(l)3438 

附：〈六祖大師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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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字。板框 12.717.6 公分。板心中間題「壇經」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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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首行上題「壇經」，次行上題「東土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說 」，

下題「門人法海錄」，卷末題「壇經一卷」。 

〈六祖大師事略〉末葉題：「民國三十年重慶華巖刻經處刊板」。

封面書籤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曹 溪

原 本 」。 

按：書中間見墨筆句讀及批註。 

○和○徐敦煌出土神會錄一卷附日文解說一卷二冊，日本鈴木大拙解說，日本昭

和七年(1932，民國二十一年)據石井光雄藏本影印，C09/(l)3588 

附：日本昭和七年(1932，民國二十一年)鈴木大拙〈燉煌出土神會錄解說〉。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 

板式：卷末題「奉刊行神會語錄二百部」、「願以影本印施功」、「考妣二親

成正覺」「昭和七年(1932，民國二十一年)臘月考妣忌日」、「石井光雄

敬誌」。 

 

扉葉題「此文字欠頭後有愽覽道人尋本續之矣」。 

函套版權頁依序題「昭和七年(1932，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

日印刷」、「昭和七年(1932，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非

賣品」、「神會錄及解說」、「複製者兼出版者  石井光雄」、「東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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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黑區上目黑一一○」、「版權所有」、「印刷者  島連太郎」、「東京

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二ノ一」、「印刷所  三秀舍」、「東京市神田區美

土代町二ノ一」。 

按：是書係影印敦煌文物。 

○徐六祖壇經二卷一冊，唐釋惠能撰，影印本，C09/(l)5021 

附：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六祖壇經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興聖寺公用」長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

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板心，無界欄，每行二十二字，紙幅 21.030.0 公分。 

 

卷上之首行上題「六祖壇經卷○」，次行上題「一緣起說法門」，

下題「二悟法傳衣門」，三行上題「三為時眾說定慧門」，下題「四

教授坐禪門」，四行上題「五說傳香懺悔發願門」，下題「六說一體

三身佛相門」。 

卷下之首行上題「六祖壇經卷下」，次行題「七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門」，三行題「八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四行題「九諸宗難問

門」，五行題「十南北示宗見性門」，六行題「十一教示十僧傳法門」。 

卷下末葉背面有兩行墨筆題「慶長四年(1599，明萬曆二十七

年)五月上中，初拜誦此經，伺南宗奧義 3 次為新□ガ加朱點ヶこ，

了然誌□」、「慶長八年(1603，明萬曆三十一年)三月朔日至八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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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拜讀之次加和點□，記志日前」。 

按：一、字句間見日文訓讀，書眉有墨筆訂補，第十五葉空白。 

二、〈六祖壇經序〉書眉藍筆題「晁迥字明遠卒謚文元」。 

○徐(晉譯)華嚴經探玄記十卷附華嚴經探玄記略科十卷十冊，唐釋法藏述，民

國劉大照、黃妙悟編纂，宗慈、慧因、蔣妙聞、吳文英、孟定常、許

善齋、王智月、陳海量、唐敬杲等校勘，民國三十四年上海華嚴印經

會活字本，C09/(l)8437 

附：民國三十四年(1945)釋持松〈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序〉、〈總目〉、乙酉(民

國三十四年)〈總目敘〉、〈附錄〉(收甲寅[民國三年]浦周暹〈華嚴探

玄記後記〉、丙寅[民國十五年]徐文霨〈會刻華嚴經探玄記跋〉)、〈探

玄記勘誤〉、民國三十四年華嚴印經會〈功德題名〉。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廬陵自

在館法寶流通」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無板框，無界欄。半葉十六行，行四十一字；小字雙行，

行四十一字。書口題「華嚴經探玄記卷○」、各篇之篇名及頁碼。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廬陵自

在館法寶流通」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無板框，無界欄。半葉十六行，行四十一字；小字雙行，

行四十一字。書口題「華嚴經探玄記卷○」、各篇之篇名及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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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之首行題「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卷○經卷○至卷○之○

記卷○至卷○津本卷○至卷○」，次行題「唐魏國西寺法門法藏述」，

卷末題「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卷○」。 

封面書籤題「晉譯華嚴經探玄記」、卷次及各冊收錄的內容(如

「卷一 世 間 淨 眼 品 第 一

盧 含 那 佛 品 第 二 」)、「華嚴印經會印行」。 

扉葉為釋迦牟尼像，後半葉依序題「所有成佛功德法」、「悉以

迴向諸群生」、「願令一切皆清淨」、「到佛莊嚴之彼岸」。 

按：一、〈總目〉葉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 

二、〈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序〉云：「吾宗祖賢首大師作《探玄記》，以

發明《晉經》……，己卯(民國二十八年)之秋，現前法師應慈

老人刻《晉譯華嚴》經成，尤須《探玄記》為之鍵鑰，然感應

因緣不可思議。……創華嚴學院於滬上，闡揚《晉經》適天津

刻經處新刊《探玄記》成，得以　授宗徒，誠千百年來未有之

盛事也。詎意流通未廣，劫運忽臨，《探玄記》板，災及泰泰半，

遂成殘闕。當茲禍亂未戢，敹補前業，殊非易為。幸華嚴印經

會，乘願崛起，栖栖籌復，繇是垂閟神寶，重曜靈光。復以津

之刻本，當時海內文獻不足，容有未徵，於劉大照、黃妙悟二

居士主編纂，宗慈、慧因二比丘尼，及蔣妙聞、吳文英、孟定

常、許善齋、王智月、陳海量、唐敬杲居士任校勘，徧取《大

正》、《昭和》、《磧砂》以及清續諸藏，參酌覈訂，間有疑難，

輯仰老人之言，依為指歸，日夕孜孜，往復研尋，竭慮窮搜，

蘄臻至善。是役經始於甲申(民國三十三年)初夏，告竣於乙酉(民

國三十四年)季春。」 

三、編者於〈總目〉末云：「案《晉譯華嚴經》六十卷，《賢首探玄

記》二十卷，原各別行，浙西徐蔚如居士，以記合經，並會入

《天親菩薩十地經論》十二卷，統為一百二十卷，分訂四十冊，

天津刻經處刊行。其經文依弘教藏麗宋元明本，參校清藏本，

於卷末附〈校經記〉，論記均未校勘。跋中自稱記文孤本僅存，

無可對校云云。茲廣求經論記諸本，與津本互勘，旁考他書，

於本文下附識異同，並依品會大綱，重編為十卷，每卷一冊。

經論記會合，多從津本。間有數處，與記文前後順序或科判不

合等，隨加改易，經文諸本，分卷各異，茲編〈總目〉，除依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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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略舉品會次第外，並附識各本卷次，以備參考。津本卷首，

撮錄大科，但以分卷為度，今準華嚴經疏鈔略科之例，重編經

記略科十卷，俾全編綱目，一覽了然，庶便尋繹。惟因出版期

促，校勘編次，容或未周。又津本記文，微有訛脫，皆依他本

補訂。其諸本文義均未安者，姑備誌異同，倘遇善本，當再考

正。」 

四、〈附錄〉末云：「右重編《華嚴經探玄記》十卷，由華嚴印經會，

以編定原稿，交本會入藏流通，經本會校訂刊行，並附錄津本

〈後記〉及〈跋文〉，以備參考。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二月普

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並識。」 

○徐大宋僧史略三卷一冊，宋通慧大師奉勅撰，民國二十二年支那內學院刊本

C09/(n)2430 

附：宋咸平二年(999)通慧大師〈序〉、〈目次〉、民國二十二年支那內學院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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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十字。板框 12.517.8

公分。板心中間題「僧史略卷○」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大宋僧史略卷○」(卷上多「并序」)，次行題

「宋右街僧錄通慧大師贊寧奉勅撰」，卷末題「大宋僧史略卷○」。 

封面書籤題「僧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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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通慧大師〈序〉云：「贊寧以太平興國初疊奉詔旨，《高僧傳》外

別修僧史。及進育王塔，乘馹到闕，勅居東寺，披覽多暇，遂樹

立門題，搜求事類。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寶住持，諸務

事始一皆隱括，約成三卷，號《僧史略》。」 

二、支那內學院〈識〉云：「敬刻《僧史略》三卷，連圈計字三萬零

六百二十八個，扣洋二百零二元一角四分四釐八毫，簽條尾頁功

德書二十部，實共支洋二百一十元。」 

○徐楞伽經四卷一冊，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清同治間半畝園刊本，

C09/(n)4167 

附：宋元豐八年(1085)蘇軾〈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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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4.618.1

公分。魚尾下題「楞伽經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半畝園藏書」。 

 

各卷之首行上題「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次行下題「宋天

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卷末題「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終」。 

封面書籤題「釋氏十三經」，扉葉題「楞伽經」。 

按：一、蘇軾〈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云：「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

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歷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此經……軾遊

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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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

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

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

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住。」 

二、是書封面有兩葉，卷三前有空白頁，應是曾重新裝潢過。是書未

見牌記，東洋文庫收「半畝園藏書」題「淸呉坤修編」，「同治中

刊本」，有「半畝園藏書 新刊釋氏十三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

卷」，與徐藏書符合，暫據以著錄。 

○徐禪宗決疑集一卷一冊，元釋智徹撰，民國刻本，C09/8626 

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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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中間題「禪

宗決疑集」及葉碼。 

 

首行上題「禪宗決疑集」，次行下題「西蜀野衲智徹述」，卷末

題「禪宗決疑集終」。 

按：〈憶昔出塵承兄警誡〉云：「智徹自元統乙亥(三年，1335)在俗受戒，

至庚辰(至元六年，1340)五月出俗，十二月初八日剃度為僧，請益師

禮雲峰和尚。」知智徹為元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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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圓覺經直解》二卷一冊，唐佛陀多羅譯，明釋德清，明程夢暘較閱，明

天啟二年(1622)刻本，C09/(p)2435 

附：沙門宗密〈大方廣圓覺經略疏序〉、明天啟壬戌(二年，1622)程夢暘〈大

方廣圓覺經直解後序〉、明天啟二年(1622)釋德清〈刻圓覺經解後跋〉。 

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復觀藏書」方型藍印。 

板式：雙欄，單白魚尾。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板框 14.2×20.7 公分。板

心上方題「圓覺經直解」，魚尾下題「卷○」及葉碼。 

 

各卷首行題「大方廣圓覺脩多羅了義經直解卷○」，次行題「唐

罽賓國沙門佛陀多羅譯」，三行題「明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解」，四

行題「明新安程夢暘覺我較閱」，卷末題「圓覺經直解卷○終」。 

按：釋德清〈跋〉云：「予山居禪時一展卷，深有慨焉，於是祖疏義而直通

經文，貴了佛意而不事文言，故作《直解》以結法緣。草成，適新安

覺我居士程君夢暘聞而欣仰，乃因居士吳啟高特請以梓之。」 

○和《止觀輔行》四十卷十冊，唐釋湛然述，明釋維棟校，日本據明崇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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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二年(1637--1639)嘉興楞嚴寺刻本重印本，C09/(p)3423 

附：唐永泰元年(765)普門子〈止觀輔行傳弘決序〉。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十九字。

板框 15.5×23.1 公分。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止觀輔

行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魏○」(或「困○」、「橫○」、「假○」)。 

 

各卷首行題「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之○」，次行題「唐毗陵

沙門湛然述」，卷末題「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之○」，卷末附音釋。 

各卷末葉題：「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止觀輔行傳弘決

卷一(或卷二、三……等)  計字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三箇(卷二題一萬

五千零十九、卷三題八千五百、卷四題一萬一千二百、卷五題一萬

零四百六十、卷六題九千五百四十七、卷七題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五、

卷八題八千五百三十六、卷九題九千零八十六、卷十題九千九百一

十五、卷十一題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卷十二題一萬一千零五、卷

十三題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卷十四題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卷十五

題八千四百二十八、卷十六題七千七百九十七、卷十七題一萬零二

百一十三、卷十八題九千零八十、卷十九題一萬零一百五十三、卷

二十題一萬零九百八十一、卷二十一題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卷二

十二題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卷二十三題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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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題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卷二十五題八千九百六十六、卷二十

六題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四、卷二十七題九千五百三十、卷二十八題

九千五百八十、卷二十九題一萬零四百二十、卷三十題一萬一千一

百零五、卷三十一題一萬一千三百零五、卷三十二題一萬一千六百

二十九、卷三十三題七千九百二十二、卷三十四八千七百五十五、

卷三十五題一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卷三十六題七千八百六十一、卷

三十七題七千六百九十五、卷三十八題一萬六千零一百五十四、卷

三十九題八千一百三十八、卷四十題一萬一千)  該銀五兩七錢八分

八厘(卷二題六兩七錢六分、卷三題三兩八錢三分、卷四題四兩八錢

六分、卷五題四兩七錢一分、卷六題四兩二錢九分三厘、卷七題五

兩零六分二厘、四兩二錢六分六厘、卷九題四兩零九厘、卷九題四

兩四錢七分三厘、卷十一題五兩一錢五分七厘、卷十二題四兩九錢

零三厘、卷十三題五兩九錢一分五厘、卷十四題六兩三錢六分一厘、

卷十五題三兩七錢九分、卷十七題三兩五錢一分、卷十七題四兩五

錢九分五厘、卷十八題四兩零八分六厘、卷十九題四兩五錢七分、

四兩九錢四分、卷二十一題五兩三錢一分五、卷二十二題五兩四錢

六分、卷二十三題五兩五錢一分七厘、卷二十四題五兩七錢一分、

卷二十五題四兩三分五厘、卷二十六題五兩八錢八分、卷二十七題

四兩三錢、卷二十八題四兩三錢一分二厘、卷二十九題四兩六錢九

分、卷三十題五兩、卷三十一題五兩四錢八分、卷三十二題五兩二

錢三分四厘、卷三十三題三兩五錢六分五厘、卷三十四題三兩九錢

三分八厘、卷三十五題六兩二錢七分五厘、卷三十六題三兩五錢三

分七厘、卷三十七題三兩四錢六分四厘、卷三十八題七兩二錢六分

八厘、卷三十九題三兩六錢零六分三、卷四十題四兩九錢五分)」  楚

襄釋維棟對(卷二十一僅題「釋  對」二字，卷二十四成墨圍，卷二

十五至二十七及卷二十九至三十及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及卷四十題「楚

襄鹿門寺後學維棟對」、卷二十八題「楚襄維棟對」，卷三十一題「楚

襄鹿門寺維棟對」)  崇禎丁丑(十年，1637)仲冬(卷六至十及卷十四

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年]孟春」，卷十一至十三題「崇禎戊寅[1638，

十一年]孟夏」，卷十五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年]季秋」，卷十六至

十八題「崇禎戊寅[1638，十一年]孟秋」，卷十九題「崇禎戊寅[1638，

十一年]季冬」，卷二十至二十一及卷二十五、卷三十題「崇禎己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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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十二年]孟春」，卷二十二至二十五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

年]孟夏」，卷二十六至二十七及卷二十九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

年]孟秋」，卷二十八及卷三十一至三十五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

年]仲秋」，卷三十六至三十八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年]孟冬」，卷

三十九至四十題「崇禎己卯[1639，十二年]仲冬」)般若堂識」。 

書籤題「支那撰述  止觀輔行○之○」。 

按：是書據各卷「識語」署之年代，知始刻於明崇禎十年(1637)，迄崇禎

十二年(1639)止，係「嘉興府楞嚴寺」刊刻，書籤與板心所題「支那

撰述」當係日本人重刷時加上的，惟並無牌記可以得知其刷印時代，

僅能定為「日本據明崇禎十年(1637)至崇禎十二(1639)年間嘉興府楞嚴

寺刻本重印本」，並視為和刻本。 

○徐續原教論二卷一冊，明沈士榮撰，清光緒元年(1875)金陵刻經處刊本，

C09/(p)3449 

附：明洪武乙丑(十八年，1385)沈士榮〈原教論序〉、〈續原教論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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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框 13.016.8

公分。板心中間題「續原教論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續原教論卷○」，次行題「明翰林院待詔建安



東海特藏整理 

 107

沈士榮著」，三行為篇名，卷末題「續原教論卷○」、校譌、音切及

「蟭螟巢施錢二十一千文敬刻此卷，連圈計字一萬零三百二十二

箇」、「光緒元年(1875)春正月金陵刻經處識」(卷下則題「拙道人施

錢二十一千文敬刻此卷，連圈計字一萬零四百二十九箇」、「光緒元

年(1875)春二月金陵刻書處識」)。 

按：沈士榮〈原教論序〉云：「故不自揆度，輒以其所非斥之言具錄於前，

為之辯解於後，著論三篇，解五篇，辯六篇，通十四篇。原其異同

謂之論，釋其疑惑謂之解，明其是非之辯。」 

○徐《五燈會元》二十卷二十冊，明釋自性輯，明曹學佺等助刻本，C09/(p)1097 

附：僧大艤〈重訂五燈會元敘〉、〈五燈會元卷第一目錄〉(葉末題「能始

居士曹學佺助刻會元第一卷」)、〈五燈會元卷第二目錄〉、〈五燈會元

卷第三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四目錄〉(葉末題「曹學脩領刊會元第

四卷」)、〈五燈會元卷第五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六目錄〉、〈五燈會

元卷第七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八目錄〉、〈五燈會元卷第九目錄〉、〈五

燈會元卷第十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十一目錄〉(葉末題「福唐君馨

居士葉益蓀助金刻」、「傑夫居士林宗漢領緣」、「粵僧明顯募刊」)、〈五

燈會元卷第十二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十三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十

四目錄〉(葉末題「浮生居士三卿黃夢吉」)、〈五燈會元卷第十五目錄〉、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十七目錄〉(葉末題「華

巖居士陳燕翼助刻」)、〈五燈會元卷第十八目錄〉、〈五燈會元卷第十

九目錄〉、〈五燈會元卷第二十目錄〉(葉末題「性端居士林大緒助金

刻」、「粵僧明顯募刊」)。 

藏印：「釋氏慧四」方型硃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哲」圓型硃印、「五翁」方型硃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半葉雙行，行二十字。

板框 14.3×21.5 公分。板心上方題「會元卷之○」，魚尾下題佛祖或禪

師大名及葉碼。第四卷板心下方題「曹學脩」(葉二十七及二十八無

字，葉五十一至五十三題「洪士英」，葉五十四至五十五題「李起鳳」)。 

第六卷板心下方題「莊脩」(目錄之葉一至二)、「林之秀」(葉一

至二)、「史成衍」(葉九)、「圓諦」(葉十九)、「姚普恩」(葉二十)、「陳

明晉」(葉二十一至二十三)、「黃圓美」(葉二十五)、「汪世珍」(葉二

十六)、「寺吉」(葉二十七)、「隆宓」(葉二十八)、「隆壁」(葉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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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瑞」(葉三十)、「林和尚」(葉三十一至三十二)、「隆玹」(葉三十

三)、「隆鑒」(葉三十四)、「性徹」(葉三十五)、「隆瑜」(葉三十六)、

「隆瑋」(葉四十一)、「林韓學」(葉四十二至四十三)、「施弘琯」(葉

四十四)、「林萼」(葉四十五)、「林使」(葉四十六)、「孫埠」(葉四十

七)、「孫熺」(葉四十八)、「鄭汞大」(葉四十九)、「詹允慶」(葉五十)、

「法耐」(葉五十七)、「圓祚」(葉五十八)、「如漢」(葉五十九)、「性

夊」(葉六十)、「興宗」(葉六十一)、「性愈」(葉六十二)。 

 

第七卷板心下方題：「智祿」(葉三十五)、「弘懷」(葉三十六)、

「李緣姐」(葉三十九)、「陳徽金」(葉四十)、「張應彎」(葉四十一)、

「張氏」(葉四十二)、「陳覺輝」(葉四十三)、「汪時俊」(葉四十四)、

「王大學」(葉四十七)、「李弘岸」(葉四十八)、「黃寂照」(葉五十一)、

「陳性珠」(葉五十二)、「道玄」(葉五十三)、「弘成」(葉五十四)、「智

鍾」(葉五十五)、「道海」(葉五十六)、「鄭明華」(葉五十七)、「興宗」

(葉五十八)、「道止」(葉五十九)、「智愉」(葉六十)、「道杰」(葉六十

一)、「弘演」(葉六十二)、「弘讚」(葉六十三)、「劉道光」(葉六十四)、

「李弘祿」(葉六十五)、「林時坦」(葉六十六)、「朱妙恭」(葉六十七)、

「性光」(葉六十八)、「吳守傑」(葉六十九)、「張懿」(葉七十)、「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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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英」(葉七十一)、「潘朝陞」(葉七十二)。 

卷九板心下方多作墨釘(「■」)。 

卷十一板心下方題「尤」(葉一至十八、三十一至三十六、三十

九至四十四、四十七至五十二)、「三」(葉二十三至二十七、二十九

至三十、三十七至三十八)。 

卷十三板心下方題：「通全」(葉五十九)、「成珒」(葉六十)、「戒

灾」(葉六十一)、「傳璠」(葉六十二)、「慧珪」(葉六十三)、「戒恒」

(葉六十四)、「戒匪」(葉六十五)、「行深」(葉六十六)、「性學」(葉六

十七)、「弘振」(葉六十八)、「沼漬」(葉六十九)、「明楷」(葉七十)、

「沼固」(葉七十一)、「永華」(葉七十二)、「弘道」(葉七十三)、「性

學」(葉七十四)、「法耐」(葉七十五)、「寂照」(葉七十六)、「道玹」

(葉七十七)、「圓祉」(葉七十八)、「成喆」(葉七十九)、「圓禮」(葉八

十)、「傳僊」(葉八十一)、「道堶」(葉八十二)。 

卷十四板心下方題「黃夢吉」(含〈目錄〉)。 

卷十五板心下方題「蔡行莊」(〈目錄〉之葉一至二，葉四十一

至六十四、七十一至八十八)、「何見心」(葉六十七至六十八)、「魯

大運」(葉七十至七十一)。 

各卷首行題「五燈會元卷第

○」，卷二末葉依序題：「孫昌裔、

陳一元、曾熙丙、沈士奇、翁登

彥、林弘衍、龔懋壂、陳弘道、

林棨、曹孟振、李萬化、陳允繼、

王用豸」。 

卷三葉末依序題：「蔡見莊、

甘應訓、曹孟嘉、□明琪、何見

心、郭見卓、□應韶、僧大運、

王覺□、□演、薛瀗」。 

卷四葉末依序題：「能靜居士

曹學脩助金刊」、「何應珍、洪士

英三錢、李起鳳、曾時」。 

卷五葉末題：「勸緣杰夫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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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漢」。 

卷六葉末依序題：「蔡秋卿、許豸、林之蕃、張一洙、李芳春、

莊維植、莊脩、陳樹德、連鼎新、陳雲、黃傳、僧智溢、廣定、圓

調、王覺靈、羅真端、張明時。」 

卷七葉末依序題：「和尚大艤、智勣、道東、道慈、智範、大悉、

如騰、道瑞、道祚、智迪、智恣。」 

卷八葉末依序題：「助緣比丘明椿、方廣、圓脩、真華、如剛、

郭一鶚、陳啟昌、陳焱。」 

卷九葉末依序題：「薛秉鉉、薛朝鐫、薛朝鍈、薛朝仕、薛朝銓、

薛朝植、薛近沂、薛玉、薛學泌、薛學溥、薛學習、薛學濂、鄭儒

紳、黃熙謨、□□、張志述、張志道、陳策、陳啟元、黃世標、黃

世楷、黃世懋、真覺、廣介」。 

卷十葉末題：「福唐曙戒居士葉益苞」。 

卷十一葉末依序題：「居士葉益□□□」、「勸緣傑夫林宗漢」、「主

緣粵僧□□」。 

卷十二葉末依序題：「助緣刷印流通檀越陳兆璋、陳兆奎、鄭康

成、陳鳴時、吳璧、葉有祿。」 

卷十三葉末依序題：「比丘性敏、真度、道炤、道炳、如純、海、

如禮、如祚、真機、性初、道澄、道清、海漬、如派」。 

卷十四葉末依序題：「勸緣比丘道存、黃夢吉助刊」。 

卷十六葉末依序題：「孔升居士林之杲助金刊、□□□、李覺證、

陳覺性、吳□□□、□□□、□寵亮、李弘旭、□□□」。 

卷十八葉末依序題：「助緣信士林道啟、周之皐、周良屏、周長

倩、蔡瑞卿、周溥、周渤、周澳、蔡還、蔡彥卿」。 

卷十九葉末依序題：「邦領林大綱、弘坤、傅覺、道海、邦駕林

大時、智養、智鍾、弘演、從煥林鐸、道止、道杰、邦成林大緒募

化鐫成」。 

卷二十葉末題：「性端居士林大緒□□」。 

按：1.卷三缺葉二十二、葉三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