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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釋家類(二) 

陳惠美 、謝鶯興  

釋家類 

○和○徐《支那撰述佛典》九種：《曹溪一滴》九卷附《雲山夢語擇要》二卷、《智

證傳》十卷附《雲巖寶鏡三昧》一卷、《大觀乘止觀釋要》四卷、《人

天眼目》四卷附《宗門錄》二卷、《楞嚴玄義》四卷、《法華玄義》四

卷、《溈山警策句釋記》二卷、《五宗錄》六卷、《正法眼藏》六卷共

五十四卷十五冊，明周理、宋釋覺範、明釋智旭、宋釋智昭、明釋傳

燈、釋智者、釋惠洪、釋守堅、釋慧然、釋語風圓信、郭凝之、明釋

弘贊、明釋宗杲等集撰，日本據舊刻本刊行1，C09/(p)2177 

附：明崇禎九年(1636)陶珙〈曹溪一滴緣起〉，明戈允禮〈引曹溪一滴〉，〈曹

溪一滴目錄〉，明戈允禮〈夢語引〉，明萬曆乙酉(十三年，1585)僧真

可〈重刻智證傳引〉、〈附達觀師書〉，宋紹興四年(1134)許顗〈寂音尊

者智證傳後序〉、明崇禎甲申(十七年，1644)智旭〈刻大乘止觀釋要

序〉、天竺寺沙門遵式述〈南嶽禪師大乘止觀原序〉、〈助刊姓名〉、明

張蒼舒〈大乘止觀釋要跋語〉、宋淳熙戊申(十五年，1188)智昭〈人天

眼目序〉、智昭〈人天眼目目錄〉、明萬曆丁酉(二十五年，1597)傳如

〈楞嚴玄義敘〉、灌頂述〈法華私記緣起〉、清順治庚子(十七年，1660)

鄺裔〈溈山警策句釋記序〉、〈溈山警策句釋科文〉、明崇禎壬申(五年，

1632)密雲圓悟〈五家語錄序〉、藏和南〈五家語錄序〉、明崇禎庚午(三

年，1630)語風圓信〈五家言錄序〉、明惠洪〈臨濟宗旨〉、明萬曆丙

辰(四十四年，1616)圓澄〈重刻正法眼藏序〉、明萬曆丙辰(四十四年，

1616)李日華〈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答張子韶侍郎書〉。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天放樓」

方型硃印。 

板式：書之板式、行款及字體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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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置善本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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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溪一滴》：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

框 14.8×21.0 公分。板心

上方題「曹溪一滴」，魚

尾下題「卷之○」及葉

碼。卷之首行題「曹溪

一滴卷之○」，次行題

「妙峰山後學沙門周理

編」，三行題「滇南無學

居士陶珙閱」。附《雲山

夢語摘要》為單魚尾，

四邊單欄，半葉九行，

行二十字。板框 14.7×

21.1 公分。板心上方題

「夢語摘要」，魚尾下題

「卷之」及葉碼。各卷

首行題「雲山夢語摘要

○」，次行題「明妙峰山

夢庵釋周理撰」，次行題

「武陵脩齡楊鶴閱」。書

籤題「支那撰述  曹溪一滴附夢語撮要」。 

《重刻智證傳》，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

十九字。板框 13.3×20.1 公分。魚尾下題「智證傳」及葉碼。各卷首

行題「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次行題「門人  覺慈編」，卷末題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 

《大乘止觀釋要》，白口，單白魚尾，四邊單欄。半葉九行，

行二十字。板框 14.8×21.0 公分。魚尾下題「大乘止觀釋要○」及葉

碼。各卷首行題「大乘止觀法門釋要卷第○」，次行題「明  古吳沙

門智旭述」卷末題「大乘止觀法門釋要卷第○」。 

《人天眼目》，無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

框 15.7×23.0 公分。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人天眼目

卷○」及葉碼。各卷首行題「人天眼目卷之○」，卷末題「人天眼目

卷之○終」，目錄之次行題「越山晦巖智昭集」。書籤題「支那撰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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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目」，書末牌記題「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  人天眼目全部

共計六卷  計字三萬八千八百七十  該銀拾九兩四錢四分  丙戌年  

七月般若堂識」。 

《楞嚴玄義》，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十

九字。板框 13.3×19.4 公分。魚尾下題「楞嚴玄義卷○」及葉碼。各

卷首行題「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卷第○」(卷一多「并序」二字 )次行

題「天台山幽溪沙門  傳燈  述」，卷末題「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卷

第○」終。卷二末葉題「比丘正氣助銀壹兩  廣清捌錢  正言參錢  

正清伍錢  圓慧  妙省  正如  正文  妙心  正行各助銀參錢」。

卷三末葉題「比丘傳家捐銀壹兩贖往昔三寶交互之失  信士陳如觀

妻如照妾實蓮共助銀玖錢求生淨土  信士詹鳴元妻張氏助銀參錢上

資父母現增福壽後生淨土  詹鳴亨妻章氏助銀參錢  詹鳴利助銀參

錢  信士正視  正聽  正奉  正誦  正弼  受仁  受義  受嚴  

廣演各壹錢伍分」。卷四末葉題「比丘如果如函各助銀四錢傳要要正

命正源  比丘如潤如淵傳瓶傳幸隆襲承珠正等正靜如因馬得純各助

銀三錢真奉二錢  比丘傳表傳函正達正愍得窗正純正熟如錦林氏楊

氏各助銀一錢五分   真拱宗彩徐氏葉氏馮氏受緣受向各助壹錢   比

丘正位正現良怚正持傅光正持張小大各助銀一錢   正地明文明達受

觀受照受明受錦韓氏正行曹氏謝氏楊如賢如且正才林氏王氏戴氏各

助銀五分」、「餘姚王元秀、夏大忠刊」。 

《法華玄義》，白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

字。板框 14.3×21.6 公分。魚尾下題「法華玄義卷○」及葉碼。板心

下方有刻工「何鯨」(卷二題「王志」)。各卷首行題「妙法蓮華經玄

義卷第○」，次行題「天台  智者  大師說」，卷末題「妙法蓮華經

玄義卷第○」。 

《溈山警策句釋記》，無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

字。板框 15.0×21.3 公分。板心上方題「支那撰述」，板心中間題「溈

山警策句釋記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字數。各卷首行題「溈山

警策句釋記卷○」，次行題「粵東鼎湖山沙門釋弘贊在參注」，三行

題「門人比丘開詗記」，卷末題「溈山警策句釋記卷○」。書籤題「支

那撰述  溈山警策句釋記上下」。書之末葉題「新安休寧縣弟子程日

聖法名開拙偕男可立可仁可權嘉言孫士魁士賢士奇士端士元士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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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士禮梓警策句釋上下二卷入藏以斯功德四恩總報三有均資福圓明

早登覺地康熙庚戌(九年，1670)秋日弟子日聖君縉和南謹識」。 

《五宗錄》，無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框

16.0×21.1 公分。版心上方題「支那撰述」，版心中間題書名(如「五

家語錄臨濟」)。各卷首行題「五家語錄臨濟宗」(或「溈仰宗」、「雲

門宗」、「曹洞宗」、「法眼宗」)，次行題「住三聖嗣法門人慧然集」(或

「徑山沙門語風圓信」、「門人明識大師守堅集」 )，三行題「無地地

主人郭凝之重訂(或「編集」)」。「法眼宗」卷之末葉題「海寧縣無地

地主人郭正中原名凝之字黎眉彙編五家語錄五卷捨貲刊刻今孫男郭

時願捨板徑山古某菴附大藏流行法寶  康熙乙巳(四年，1665)冬月敬

識」。 

《正法眼藏》，單魚

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

行十九字。板框 14.5×21.5 公

分。板心上方題「正法眼

藏」，魚尾下題「卷○之○」

及葉碼。卷一之首行題「正

法眼藏卷第○之○」，次行題

「徑山大慧禪師宗杲集并著

語」，三行題「繡水春門居士

徐弘澤校閱」(卷二則題「後

學黃葉庵沙門智舷校閱」，卷

三題「後學普善庵沙門慧悅

校刻」 )，卷末題「正法眼藏卷第○之○終」。 

按：一、是書無牌記可以得知其刊刻時代，惟各書之書籤題「支那撰述」，

《溈山警策句釋記》板心亦題「支那撰述」四字，故據以定為和刻

本，九種書名、卷數及冊數如下： 

1.《曹溪一滴》九卷(按，目錄分九卷，本文實僅一卷 )附《雲山夢語

擇要》二卷一冊，明周理編，陶瑛閱，附戈允禮〈引〉及明崇禎

九年(1636)陶瑛〈序〉；《雲山夢語摘要》二卷，明周理撰，楊鶴

閱，附戈允禮〈引〉、明萬曆十三年(1585)釋真可撰〈重刻序〉。 

2.《智證傳》一卷一冊附《雲巖寶鏡三昧》，宋釋覺範撰，釋覺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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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宋紹興四年 (1134)許顗彥周〈後序〉。 

3.《大觀乘止觀釋要》四卷二冊，明釋智旭釋要，附明崇禎十七年(1644)

釋遵式撰〈南嶽禪師大乘止觀原序〉、釋智旭撰〈刻大乘止觀釋

要述〉、明張蒼舒〈跋〉。 

4.《人天眼目》四卷附《宗門錄》二卷一冊，宋釋智昭撰，附宋淳熙

戊申(十五年，1188)晦巖智昭〈序〉、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

後附丙戌年七月〈般若堂識語〉。 

5.《楞嚴玄義》四卷二冊，明釋傳燈撰，附明萬曆丁酉(二十五年，

1597)釋傳如〈序〉，餘姚王元、夏大忠刊。 

6.《法華玄義》四卷一冊，釋智者撰，附釋灌頂〈法華私記緣起〉。 

7.《溈山警策句釋記》二卷一冊，明釋弘贊在註，釋開詗記，附順治

庚子(十七年，1660)鄺裔〈序〉、康熙庚戌(九年，1670)日程聖君

縉和南謹藏。 

8.《五宗錄》六卷三冊，分 a.《臨濟宗旨》，釋惠洪撰，b.《五家語

錄》--雲門宗釋守堅集，郭凝之重訂，c.《臨濟宗》，釋慧然集，

郭凝之重，c.《法服宗、洞曹宗、溈山宗》，釋語風圓信、郭凝之

編集；附明崇禎庚午(三年，1630)釋語風圓信〈序〉、崇禎壬申(五

年，1632)語風圓信〈五家語錄序〉、釋密法藏和南〈五家語錄序〉、

康熙乙巳(二十八年，1689)郭時願〈識語〉。 

9.《正法眼藏》六卷三冊，明釋宗杲集，

徐弘澤、釋智舷、釋慧悅分校一、

二、三卷，附明萬曆丙辰(四十四

年，1616)釋圓澄〈重刻正法眼藏

序〉、萬曆丙辰(四十四年，1616)

李日華〈題刻大慧禪師焉法眼藏〉。 

二、《五宗錄》「法眼宗」卷之末葉題「海

寧縣無地地主人郭正中，原名凝

之字黎眉，彙編五家語錄五卷，

捨貲刊刻，今孫男郭時願捨板徑

山古楳菴，附大藏流行法寶。康

熙乙巳(四年，1665)冬月敬識」。

知舊題「明板」，應是據此而言，或其書板清康熙四年重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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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刻這幾字。 

○徐起信論直解二卷一冊，明釋德清撰，清光緒十六年(1890)金陵刻經處刊本，

C09/(p)2435 

附：慈雲灌頂法師〈起信論法相圖〉、清光

緒二年(1876)楊文會〈起信論法相圖

序〉、明泰昌元年(1620)釋德清〈刻起

信論直解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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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7.7 公分。板心中間題「起

信論直解卷○」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大乘起信論直解

卷○」，卷末題「大乘起信論直解卷○終」。 

按：卷下末葉題：「石埭楊文會施錢七十七千五百文敬刻此部連圈計字四

萬三千零二十九箇，光緒十六年(1890)春三月金陵刻經處識」。 

○徐相宗八要直解九卷一冊，明釋智旭撰，民國十四年常州天甯寺刻經處陶舫

溪刊本，C09/(p)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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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魚尾，四邊雙欄。半葉

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

字。板框 13.518.6 公分。板心中間

題「相宗八要直解卷○」及葉碼，板

心下方題「鑑○」。 

各卷首行上題「相宗八要直解卷

第○」，次行下題「明古吳蕅益釋智

旭述」，卷末題「相宗八要直解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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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音釋。 

按：卷九末葉題：「毘陵莊善月居士施洋二百元佛歷 二 千 九 百 五 十 二  

中 華 民 國 十 四 年紀次乙丑 陰

陽

歷 六

七 月 初 三 日

廿 三 號 届大暑節竣工」、「常州天甯寺刻經處謹識」、「湖北黃岡陶

舫溪栞」。 

○徐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註疏二卷附金剛經註疏音釋一卷一冊，清沙門性起撰，

清乾隆四十年(1775)俞兆龍刊本，C09/(q2)9547 

附：清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俞兆龍〈序〉、清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

沙門性起〈九祖來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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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格線。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字。板框 14.320.7 公分。板心上

方題「金剛經註疏卷○」(或「金剛經註

疏音釋」)，板心中間題葉碼。 

卷上首行上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註疏卷上」，次行下題「清西天禪寺後學

沙門性起述」，三行下題「石城居士俞兆

龍校閱敬刊」。卷下末葉依序題「石城信

士俞兆龍敬刊 金剛經功德銀拾貳兩」、

「正伏願高超十地以至大圓覺海」、「三

寶 弟子信 敬供」、「金剛尊經印書 卷祈

保福壽康寧終身如意」、「板存南京西天

禪寺藏舍經房」。 

按：「金剛經註疏音釋」葉一板心下方題「佛

弟子李嚴佛弟子祈福祈福壽」，葉二題

「佛弟子祖善敬刊」，葉三題「佛弟子祖得敬刊」，葉四題「佛弟子

祖智得敬刊」，葉五題「佛弟子祖慧敬刊」，葉六題「佛弟子祖恩敬

刊」，葉七題「佛弟子祖惠敬刊」，葉八題「佛弟子道恆祈福壽道圓

敬刊」。 

○徐心經通釋一卷附關係表解四葉一冊，清王恩洋撰，民國四十二年台北上海

維康國藥號〈書後〉鉛印本，C09/(q3)1063 

附：民國癸巳(四十二年)錢召如〈心經通釋書後〉。 

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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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無魚尾，無板心格欄。每頁十二行，行三十二字。紙幅 13.520.8

公分。書口題書名及頁碼。 

首行上題「心經通釋」，次行下題「王

恩洋居士述」。 

按：一、篇首云：「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者，大般

若經之精要；如人心臟，為血脈之總

匯，故名心經。」 

二、錢召如〈心經通釋書後〉云：「外附

拙作表解四，其一為『五蘊•與百法•

關係表解』，其二為『十八界•十二

處•五蘊•與色心二法•關係表解 』，

其三為『十二有支•與三世因果•關

係表解』，其四為『三轉四諦•與見

思二惑•二種涅槃•三十七助道品•關係表解』，備供參攷。」 

○徐揞黑豆集八卷卷首一卷四冊，清心圓居士撰，火蓮居士集梓，清光緒十三

(1887)年刊本，C09/(q3)3360 

附：乾隆五十九年(1794)火蓮居士〈揞黑豆集序〉、〈觚語四則〉、圓頓〈識

語〉、〈揞黑豆集目次〉、火蓮居士

〈佛祖機用跋〉、火蓮居士〈破戒

居士心圓妄語跋〉。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

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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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7.0 公分。版心題

「揞黑豆集卷○」、各卷之篇名(如

「應菴華」)以及葉碼。 

卷之首行題「揞黑豆集卷○」，次行題「心

圓居士拈別」，三行題「火蓮居士集

梓」，四行題「六祖下第○○○世」。 

扉葉由右至左依序題「揞黑

豆集」、「光緒丁亥(十三年，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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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悟真居士貴筑李宗鄴、靈虛居士任和許樾身重梓」。 

按：一、書中見墨、硃筆句讀。 

二、火蓮居士〈揞黑豆集序〉云：「厥後五宗分派，流出一源，建化

門庭，盛衰各異。濟下，則宋元明賴虎邱一支，流衍至今，而正

法眼藏《指月錄》諸書，無繼選者，諸師語錄機緣，殘 編賸 帙 ，

日漸消亡，後學無由考證，此一線之傳，所係為尤重也。臺家本

儒林，幼沾墳籍，釋褐後，奔走風塵，無裨身世。每聞《修多羅》

一言半偈，輒有會於心，謬疑一乘之道，有路可 通，妄緣解 路 ，

以求其合，而名利中鈎鎖連環，復不能自脫。流浪天涯，髮白齒

落，回思生死事大，如燎眉剝膚之迫不容緩，於是息影餘菴，自

謀活計，閉關謝客，銳志參窮。一日於信步經行次，觸發元沙立

地搆取語，瞥然摸得娘生鼻孔，踏著本地風光，歡喜踴躍。信知

此道本來成現，不屬語言，不落知見，然而徧閱古德機緣，於差

別機用，末後牢關，仍多疑義。頃與心圓居士，住菴結夏，取《指

月錄》，及諸家燈史所載，應菴已下諸尊宿法語機緣——拈提決

擇，始會得古人殺活機權，無非洞明從上來事，於是向之所 疑 ，

渙焉冰釋，腳跟下事，洞徹無遺。竊幸於垂暮之年，而識還鄉之

路，自此歸家穩坐，喘息方定，回看同道諸君，或 沉 淹於虀 甕 ，

或躑躅於歧途，求心未歇，特地艱難，正與臺昔日相似。所謂曾

為蕩子偏憐客者，耿耿寸心，不能自己，此黑豆集之所以刻也。」 

三、卷八〈茆溪〉末題：「李悟真、許靈虛居士敬刊此書，全部施資

二百九十四千六百五十八文，連圈計字十九萬六千四百三十九

箇。」 

四、卷八末附〈跋語〉題「破戒居士心圓妄語」，篇末題：「頃與心圓

語及近代禪和多儱侗支離二病，若為藥之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

祖，五家宗旨不可偏廢，舟行陸行同一到家，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若為一一指出。心圓欣然握管書此，良醫三折肱，視疾見臟 腑 ，

識者珍焉。錄之以當跋尾。蓮再識」。 

○徐華嚴原人論二卷一冊，唐沙門宗密論，明楊嘉祚刪合，元沙門圓覺解，清

妙然校募刊，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C09/(q3)6077 

附：元至治壬戌(二年，1322)沙門圓覺〈華嚴原人論解序〉、〈善友助資芳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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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復觀藏書」方型藍印。 

板式：四邊雙欄，單魚尾，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

板框 15.021.7 公分。板心上方題「華嚴原人論」，魚尾下題「卷○」

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華嚴原人論合解卷○」，次行上題「唐圭峰蘭若

沙門宗密論」，下題「明寨雲居士楊嘉祚刪合」，三行上題「元長安開

元寺沙門圓覺解」，下題「清淨業後學妙然校募刊」，卷末題「華嚴原

人論卷○終」(卷下題「華嚴原人論合解卷下終」)。 

封面書籤題「華嚴原人論」、「板存杭州昭慶經房刷印流通」。 

按：〈善友助資芳名〉末云：「以上共收洋三十四元，折錢四十一千八百二

十文，又收錢五百六十文，又收悲華經餘資三十三千三百三十三文，

三共收錢七十五千七百十二文，付刻資錢七十千零四百五十四文，

徐收付淨存錢五千二百五十八文，印送三十五部。同治十一年(1872)

仲春吉旦淨修後學妙然募資刊此。」 

○徐宗範八卷卷首一卷三冊，清錢伊庵撰，清光緒十二年(1886)金陵刻經處刊

本，C09/(q3)8320 

附：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衲諾庵槃談〈序〉、錢伊庵〈凡例〉、項皓〈跋〉、

清光緒十二年(1886)金陵刻經處〈識〉。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佛觀印」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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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框 13.0×17.8 公分。

版心題「宗範卷○」、各卷篇名（如：述意）以及葉碼。 

 

卷之首行題「宗範卷○」，次行題「菩薩戒弟子錢伊庵編輯」，

卷末題「宗範卷○」。 

按：一、卷之一首行有題「原本兩卷今作八卷」。 

二、書中見藍、硃筆句讀。 

三、衲諾庵〈序〉云：「(我伊庵先生)編輯宗範一書，自參學以竟離

垢，自利利他，敘秩井然，括引古德研究熏修各範模則，多取婆

禪，盡力穿透，略不覆藏，毋論淺根薄質，覽之 均 可 依行發 悟 ，

惟須就明眼人印證而已。又以從朝至寢，明了意識主事，易雜昭

靈窠臼，專提無夢想時主公語，導人入門，體會入微，匪孟浪郎

君作略。衲捧讀之，鏡其苦心，隨喜其普願，謹揭化機變通之理，

以抉韋編採集之幽衷。天下後世，其有同調者乎，無棄蒭蕘，證

明斯偈，偈云：『死後生前體若何，電光石火耳聾多，要知無夢

無思主，磕破酣眠野鴨過。』」 

四、金陵刻經處〈識〉云：「桂陽李悟真施洋銀八十三圓五角，錢唐

許靈虛施洋銀八十三圓五角，共刻此部連圈計字十萬一千九百三

十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