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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釋家類(三) 

陳惠美 、謝鶯興  

釋家類 

○徐法界緣起略述一卷一冊，民國龔家驊述釋，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鉛印本，C09/(r)0137 

附：和南〈序〉、〈法界緣起略述目錄〉、〈法界緣起略述勘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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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口，四邊雙欄，無魚尾，無界欄，半葉十二行，行三十三字。板

框 12.016.5 公分。板心中間題「法界緣起略述」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法界緣起略

述」，下題「龔家驊述並釋」。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右側硃印

鈐「本書減去售價五分」)、「每冊定

價大洋伍角」、「外埠酌加運費匯

費」、「撰述者 龔家驊」、「上海河南

路」、「發行人 王雲五」、「上海河南

路」、「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

河南路」、「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由上至下依序題「一八六八」、「佛

學叢書」、「法界緣起略述」、「版權

所有翻印必究」；框外題「本書校對

者朱廣福」。 

按：和南〈序〉云：「余於(龔雲伯)居士

案頭見著有《法界緣起略述稿》，提要鉤元，詞約義豐，採擷華嚴之

精髓，闡明賢首之途徑，誠得楊居士與秦居士一脈之真傳，因勸付

梓以廣流傳，並敘其學術淵源於篇首，俾閱是書者知龔居士之師承

有自也。」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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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因明概論一卷唯識觀大綱一卷一冊，民國釋太虛撰，民國十五年武昌正信

印務館活字本，C09/(r)1021 

附：〈佛學院講義價目及編輯人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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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二行，行三十二字。板心上方

題「因明概論」(或「唯識觀大綱」)，魚尾下為葉碼，板心下方題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卷之首行上題「因明概

論」，下題「壬戊(應是壬戌，

民國十一年)初秋釋太虛於武

昌中華大學講演」，二行為章

名，卷末題「因明概論終」。 

「唯識觀大綱」則首行由

上至下依序題：「唯識觀大

綱」、「太虛法師講」、「聽者 孫 紹 箕

趙 曾 儔

記」、「侍者源印謄」，卷末題

「佛曆二九五三年三版」。 

按：一、佛曆換算為西元有兩種，

一種是佛曆年=公曆年+ 

543 年，公元 1954 年，在

緬甸仰光舉行「世界佛教

徒友誼會」年會，決議佛

教國家以「佛曆」紀元，

並以釋迦牟尼涅槃年推

算，公元 1954 年為佛曆

2497 年。一種是佛曆年=公曆年+ 1027 年，中台禪寺一本佛教的

真實性，仍延續中國的傳統記載，以每年農曆四月八日為佛誕

日，以公元前一○二八年為佛誕之年。 

二、館藏《相宗八要直解》卷九末葉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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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佛曆二九五三年」為西元 1926

年(民國十五年)，故著錄為「民國十五年武昌正信印務館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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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佛家名相通釋二卷二冊，民國熊十力撰，民國二十六年國立北京大學出版

組鉛印本，C09/(r)2144-01 

附：民國二十五年逸翁〈序〉、〈撰述大意〉、〈正誤表〉。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四邊單欄，單魚尾。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三字。板框 11.5×13.7 公分。板心上方題「佛家名相通釋」，

魚尾下題「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佛家名

相通釋卷○」，下題「黃岡熊十

力撰」，次行為篇名，卷末題「佛

家名相通釋卷○終」。 

封面內葉題「友人梅川居

士，游心大乘，雅志敷揚。此

書印行，多承其資助。而郯城

梁生晉番、汾城劉生公純，亦

均為將伯云。逸翁記。」 

版權頁分上下兩欄，上欄

由右至左依序題：「十力所著

書」、「新唯識論」、「破破新唯

識論」、「以上二種現存者極

少」、「十力語要」、「以上書籍

均由下列地址代售」。下欄由右

至左依序題：「民國二十六年二

月六日出版」、「北平沙灘」、「印

刷者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代售處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上海

福州路三十號」、「大公報代辦部」、「南京四牌樓」、「鐘山書局」、「漢

口」、「大公報分館」、「武昌」、「曇華林」、「武昌」、「文華公書林」、

「杭州」、「中華書局」、「北平琉璃廠」、「來薰閣」、「北平隆福寺」、

「文奎堂」、「其他各大書坊臨時委托不及備載」。下欄上題「版權

所有不許翻印」、「定價一元五角」、 

按：逸翁〈序〉云：「今次北庠授課，實用新論 新 唯

識 論 ，顧學子參稽舊籍，仍

以名詞為苦。番禺黃生艮庸夙耽法樂，常殷請曰：俗有《佛學大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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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卷帙甚巨，其所集釋名詞，已不少矣。然讀佛書者，欲乞靈於

其中，卒無甚益處，盍為一書，疏釋名相，提挈網紀，使玄關有鑰，

而智炬增明，寧非急務。余嘉黃生用意，却久置而未有以答也。迄

今乃無可復置，爰以夏末起草是書，及秋獲成，題曰《佛家名相通

釋》，故志其緣起云爾。」 

○徐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一卷一冊，釋法海集記，稿紙手抄本，C09/3438 

附：無。 

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768 字稿紙抄寫，半頁 12 行，行 32 字。卷首題「南宗頓教最上大

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

大梵寺施法壇經一

卷」，三行題「兼受無

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

記」。卷末題「南宗頓

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

卷」、「大乘志三十  

大聖志四十  大通志

五十」、「大寶志六十  

大法志七十 大德志

八十」、「清之藏志三

十  清持藏志四十  

清寶藏志五十  清蓮

藏志六十  清海

藏」、「志七七  大法

藏志八十  此是菩薩

法號」。 

按：一、與《六祖壇經》置於同一函。 

二、書中間見硃筆標誌符號及訂補，書眉及地腳間見墨筆訂補。 

三、第一頁欄外兩行墨筆題：「①古寫燉煌本大英博物館藏本」、「②

等據法寶壇經作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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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因明綱要一卷附錄一卷一冊，民國呂澂撰，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鉛印本，C09/(r)6028 

附：〈因明綱要目次〉、〈因明大成者陳那菩薩畫像〉、〈本篇所引典籍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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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口，無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

字雙行，行四十六字。板框

13.817.6 公分。板心中間題

「因明綱要」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因明綱

要」，次行下題「呂澂述」。 

封面書籤題「佛學叢

書」、「因明綱要」。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初

版」、「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第一版」、「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匯

費」、「述者 呂澂」、「發行兼

印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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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3」、「佛學叢書」、「因

明綱要」、「版權所有翻印必

究」。 

按：全書分八章。 

○徐佛典汎論一卷一冊，民國呂澂撰，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C09/(r)6028-01 

附：〈第一圖錫蘭文寫巴利經典〉、〈第二圖尼泊爾文字寫梵語經典〉、〈第

三圖西域所傳梵本經典〉、〈第四圖胡本經典(突厥語)〉、〈第五圖蜀版

藏經〉、〈第六圖福州東禪寺版藏經〉、〈第七圖福州開元寺版藏經〉、

〈第八圖思溪版藏經〉、〈第九圖杭州版藏經〉、〈第十圖明北藏版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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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第十一圖萬歷方冊藏經〉、〈第十二圖高麗版初彫〉、〈第十三

圖高麗版再彫〉、〈第十四圖黃檗本藏經〉、〈第十五圖清代刊本西藏

藏經〉、〈第十六圖暹羅文字巴利經典刊本〉、〈佛典汎論目次〉、〈主

要參考書籍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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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二行，行三十三字。板

框 11.916.1 公分。板心中間

題「佛典汎論」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佛典汎

論」，次行為章次及章名。 

封面書籤題「佛學叢

書」、「佛典汎論」。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

「中華民國十 四

八 年 十  

十 二 月 初

再 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版」、「每冊定

」、「外埠酌加運費匯

費」、「著作者 呂澂」、「發行

兼印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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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3」、「佛學叢書」、「佛

典汎論」、「版權所有翻印必

究」。 

按：全書分五章。 

○徐日本續藏經目錄二卷一冊，日本前田慧雲原編，日本中野達慧增訂輯梓，

據日本大正元年(1912)京都藏經院影印，C09/(r)8065 

附：民國丁傳紳等〈影印續藏經啟〉、日本大正壬子(元年，1912)松本文三

郎〈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年(1912)佐伯定胤〈續藏經序〉、

日本大正壬子(元年，1912)土宜法龍〈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明治

三十九年(1906)櫻木谷慈熏〈靖國紀念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明治

三十九年(1906)高木龍淵〈序〉、日本大正元年(1912)蘆津實全〈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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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續大藏經序〉、日本大正壬子(元年，1912)沙門河合日辰〈序〉、

日本大正元年(1912)黑田真洞〈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年(1912)

赤松連城〈大日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年(1912)南條文雄〈大日

本續藏經序〉、日本大正元年(1912)前田慧雲〈序〉、日本大正元年(1912)

中野達慧〈大日本續藏經編纂印行緣起〉、〈大藏諸本一覽〉、〈靖國

紀念大日本續藏經概表〉、〈禪家諸師系譜〉、〈隨喜助緣者芳名錄〉、

〈大日本續藏經目次〉。 

藏印：「復觀藏書」長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板心，無魚尾，無界欄。上下兩欄，半葉十八行，行二十三字；

小字雙行，行三十一字。板框 15.321.8 公分。板心中間題「大日本

續藏經目錄卷○之○」及葉碼。 

各卷首行題「靖國紀念大日本續藏經目錄卷○之○」，次行上

題「大日本京都藏經書

院」，下題「會長前田慧

雲編」、「主任中野達慧增

訂輯梓」，卷末題「靖國

紀念大日本續藏經目錄

卷○之○」。 

按：一、〈影印續藏經啟〉云：

「日本明治間彼國藏

經書院既以明藏排印

行世，復搜羅我國古

德撰述之未入藏者，

彙輯成書，號曰續

藏，為一千七百五十

餘部，為七千一百四

十餘卷，……惜續藏

出板之始，我國人士

不知底蘊，未解購

求，……同人惄焉憂

之，爰商之商務印書館，先將續藏重為影印，以餉當世。」 

二、卷上及下均各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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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因明大疏刪注一卷一冊，民國熊十力撰，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

印本，C09.5/(r)2144-1 

附：民國十四年熊十力〈揭恉〉、〈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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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單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四字。板框 11.514.8 公分。魚尾下題「因明大疏刪注」及葉

碼。 

卷之首行上題「因明大疏刪注」，下題「黃岡熊十力」，卷末題

「因明大疏刪注終」。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

版」、「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

月版」、「□□□□□

□」、「著作者 熊十力」、「發行

兼印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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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4」、「因明大疏刪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按：一、熊十力〈揭恉〉云：「此書

創始，特緣北京大學授課而

作，隨課隨書，自秋涉冬，

以畢其事，覽之仍多未愜，

異時有暇容當審理。」 

二、〈凡例〉云：「一此書所據原

本，係金陵刻經處，清光緒年間松巖上人校刊本，原名因明入正

理論疏(世稱大疏)。」「四原本分為八卷(合訂僅二本)，今總成一

本，不分卷數。」 

○徐新唯識論三卷四冊，民國熊十力撰，民國三十六年十力叢書鉛印本，

C09.5/(r)2144-02 

附：民國三十六年劉虎生等〈印行十力叢書記〉、〈附記--熊十力覆函〉、民

國三十三年熊十力〈新唯識論全部印行記〉、民國三十一年熊十力〈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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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上中卷序言〉、〈原本緒言節存〉、〈目錄〉、〈卷上勘誤表〉、〈卷中

後記〉、〈卷中勘誤表〉、〈卷下之一勘誤表〉、〈卷下之二勘誤表〉。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欄，無行格。半葉十二行，行三十七字；

小字單行，行四十八字。板框 11.219.1 公分。板心上方題「新唯識

論」，魚尾下題「卷○」、章次、章名(如「第一章明宗」)及葉碼，板

心下方題「十力叢書」。 

各卷之首行上題「新唯識論 語 體 文 本 」，下題「黃岡熊十力述」，次

行上題「卷○」，三行上題「第○章○

○」(如「第一章明宗」) 

按：一、熊十力〈新唯識論全部印行記〉云：

「己卯(民國二十八年)夏，余有嘉州

之行，適遇寇機，頻年積稿盡燬，友

好多傷之。翌年(民國二十九年)，本

書上卷成，得呂生漢財印如干部。辛

巳(民國三十年)冬，中卷成，復慮轟

炸，老友居覺生先生募資，合上卷付

印。昨春(民國三十二年)，下卷成，

復取上中卷，稍易數處，而以 全 書，

由中國哲學會付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卷下分之一及之二兩部份，葉碼各

自起迄，卷二之下另收附錄，故應

為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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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