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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道家類 

陳惠美 、謝鶯興  

道家類 

○徐列子八卷三冊，周列子撰，東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袖珍古書讀本，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堂本校刊聚珍倣宋版，C10/(a)2123 

附：張湛〈列子序〉、漢永始三年(14)劉向〈列子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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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魚尾，四周

單欄。半葉十二行，行十

九字；小字單行，行十九

字。板框 8.3×12.1 公 分 。

版心上題「列子」，魚尾

之間題「 卷○ 」及 葉 碼，

版心下題「中華書局聚珍

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行上題

「列子卷第○」，下題

「世德堂本」，次行下題

「張湛處度注」，三行為

各篇之篇名及次第，卷

末題「列子卷第○」。 

扉葉題「列子」，

後半牌記由右至左依序

題「四部備要」、「子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

明世德堂本校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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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一、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書眉間亦見硃筆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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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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莊子十卷四冊，周莊子撰，西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袖珍古書讀本，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堂本校刊聚珍倣宋版，C10/(c)0727 

附：郭象〈莊子序〉、〈莊子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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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魚尾，四周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字。板框

8.5×12.1 公分。版

心上題「莊子」，

魚尾之間題「卷

○」及葉碼，版

心下題「中華書

局聚珍倣宋版

印」。 

        各卷之首行

上題「莊子卷第

○」，次行下題

「郭象子玄

注」、「陸德明音

義」，三行為各篇

名及次第，卷末

題「莊子卷第

○」。 

扉葉題「莊

子」，後半牌記由

右至左依序題

「四部備要」、

「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堂本校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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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書眉間可見硃筆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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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子二卷附陸德明老子道經音義老子德經音義一卷一冊，周老子撰，晉王

弼注，唐陸德明音義，袖珍古書讀本，上海中華書局據華亭張氏本校刊

聚珍倣宋版，C10/(c)1017 

附：〈老子總目〉、北宋乙未(政和五年，1115)晁說之〈記〉、北宋庚寅(乾

道六年，1170)熊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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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魚尾，

四周單欄。半葉十

行，行十五字；小

字雙行，行十五

字。板框 8.7×12 公

分。版心上題「老

子道德經」，魚尾之

間題「○篇」及葉

碼，版心下題「中

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印」。 

        各篇之首行上

題「老子道德經○

篇」，下題「華亭張

氏原本」，次行下題

「晉王弼注」，三行

爲章次第，篇末題

「老子道德經○

篇」。 

扉葉題「老

子」，後半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

書局據華亭張氏本校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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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不許翻

印」。 

按：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書眉間可見硃筆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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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尹文子兩卷附錢熙祚尹文子校勘記一卷一冊，周尹文撰，清錢熙祚校勘，

袖珍古書讀本，上海中華書局據華亭張氏本校刊鉛印，C10/(c)1700 

附：三國曹魏仲長氏〈原序〉、〈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清錢熙祚〈尹文子

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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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魚尾，四

周單欄。半葉十行，

行十五字。板框 8.5×

12 公分。版心上題「尹

文子」，魚尾之間題葉

碼，版心下題「中華

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本書一卷分爲

「大道上」、「大道下」

兩篇，「大道上」篇首

行上題「尹文子」，下

題「金山錢氏校本」，

次行題「周尹文撰」，

三行爲篇名「大道

上」；「大道下」篇緊

接在「大道上」篇篇

末，僅有篇名。 

扉葉題「尹文

子」，後半牌記由右至

左依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本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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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按：一、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書眉間可見硃筆批註。 

二、錢熙祚〈尹文子校勘記〉云：「《漢志》尹文子一篇，魏黃初末山

陽仲長氏析為上下篇，故《隋志》有二卷。……今依四庫本仍合

為一卷，別附札記以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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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列子釋文二卷釋文考異一卷二冊，唐殷敬順撰，宋陳景元補遺，清任大椿

考異，中國學會輯印，置於周秦諸子斠注十種，C10/(l)2742 

附：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任大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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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八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十七字。板

框 11.015.5 公分。板心上方題「列子釋文」(或「列子釋文考異」)，

魚尾下題「卷○」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

「列子釋文卷○」

(或「列子釋文考

異」)，次行下題「唐

殷敬順撰」(或「興

化任大椿」)，三行

下題「宋陳景元補

遺」。 

按：任大椿〈序〉云：「《通

考》載《列子釋文》

一卷，唐當塗縣丞

殷敬順撰。余於乾

隆戊戌(四十三

年，1778)教學淮

陰，嘗過淮瀆廟，

見有道藏殘帙數

架，遂檢得此本，

書分上下二卷，體

例仿陸氏《經典釋

文》，凡所徵引多為

前代逸書，又於正

文之下附異文，率皆當時流傳舊本。……余故仿照道藏原本別為專

刻，使之流布藝林。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一卷于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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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蘇注道德經二卷一冊，宋蘇轍撰，民國十年金陵刻經處研究部，C10/(n)4458 

附：宋大觀二年(1108)蘇轍〈自敘一〉、宋大觀二年(1108)蘇轍〈自敘二〉、

民國十年金陵刻經處研究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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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框 12.9×17.8

公分。板心題「道

德經注卷○」及葉

碼。 

各卷之首行

上題「道德經注卷

○」，次行題「宋

眉山蘇轍子由

著」，卷末題「道

德經注卷○」。 

書籤題「蘇

注道德經上下

卷」，內葉襯紙藍

筆題「按此本正文

多改從王注本非

蘇本之舊」。 

按：金陵刻經處研究部

〈識〉云：「葉恭綽

刻《道德經注》二

卷，連圈計字二萬

三千四百九十二

箇，又序 雙

算 一千七

百四十二箇，共字

二萬五千二百三十

四箇，又籤條二

箇，功德書十部，於九年捐息四千圓，內開支一百三元九角三分六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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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莊子集釋十卷八冊，郭慶藩集釋，清光緒二十年(1894)思賢書局校刊本，

C10/(q3)0704-01 

附：清光緒二十年(1894)王先謙〈莊子集釋序〉、晉郭象〈莊子序〉、唐成

玄英〈莊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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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四字。板框 13.717.7 公分。魚尾下題「莊子集釋卷○」及葉

碼。 

各卷首行上題「莊子集釋卷○」，次行下題「湘陰郭慶孟純輯」，

三行為「○篇」(如「內

篇」)及各篇名(如「逍

遙遊第一」)，卷末題

「莊子集釋卷○

終」、「思賢講舍校

刊」。 

扉葉題「莊子集

釋十卷」，後半葉牌記

題「思賢講舍栞湘陰

郭氏本」。 

按：一、卷一之上(逍遙遊)

及下(齊物論)，卷

十之下(天下篇)等

三篇之書眉頗多

藍筆批註。 

二、卷一分上下，卷二

分上中下，卷三分

上下，卷四分上中

下，卷五分上中

下，卷六及卷七分

上下，卷八分上中

下，卷九及卷十分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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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增補老子古義三卷附漢代老學者攷一卷三冊，民國楊樹達撰，民國十七年

上海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C10/(r)4743-01 

附：民國十一年楊樹達〈老子古義自序〉、民國十七年楊樹達〈又序〉、〈道

教源流(廣告)〉、〈中國哲學史(廣告)〉。 

藏印：「復觀藏書」藍色長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國立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之記」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中字單行，

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八字。板框 10.315.3 公分。板心上

方題「老子古義」，魚尾下題「卷○」及葉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

局聚珍倣宋版」。 

各卷首行上題「老

子古義卷○」，次行下題

「長沙楊樹達遇夫譔

集」，卷末題「老子古義

卷○竟」。 

封面書籤題「增補

老子古義附漢代老學者

攷○冊」，扉葉題。「增

補老子古義三卷附漢代

老學者攷○冊」。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

序題：「民國十一年九月

初版」、「增補老師古義

(全三冊)」、「民國十七年

五月四版」、「定價銀九

角」、「有著作權不准翻

印(楊遇夫印方型硃

印)」、「外埠另加郵匯

費」、「編輯者長沙楊樹

達」、「發行者中華書

局」、「印刷者中華書

局」、「印刷所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中華書局」、「總發行所上海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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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街中華書局」、「分發行所北京天津張家口邢台保定濟青島太原開

封西安蘭州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沙市南昌九江安慶蕪湖南京

徐州杭州蘭谿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貴陽奉天吉林長春新

加坡中華書局」。 

按：一、書眉間見墨筆評註。 

二、楊樹達〈又序〉云「是書印行後，續得漏義九十事，茲四版付印，

特增入焉，其他亦略有刪移，下卷篇幅尤夥，遂析之為二，

凡為書上中下三卷。舊著有〈漢代老師者考〉一篇，亦附於

後云。」 

三、〈漢代老學者攷〉卷末題「十三年六月三日，遇夫寫於北京屯絹

胡同寓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