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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子部兵家類至藝術類 

陳惠美 、謝鶯興 、林筱瑄  

兵家類 

○徐孫子兵法校釋十三篇附錄先秦諸子的戰爭觀一篇一冊，周孫武撰，明談愷、

明劉寅武、清孫星衍、清吳人驥等註，民國陳啟天校釋，民國三十二

年中華書局鉛印本，C02/(a)1213 

附：民國三十年陳啟天〈自序〉、〈孫子兵法校釋目錄〉、〈中國戰爭原理--

孫子兵法述要〉、〈孫子兵法考證〉。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板心，無界欄。每頁十九行，行五十字。紙幅 14.421.4 公分。

書口右側題「孫子兵法校釋」及頁碼，左側題各篇名及次第(如「計

篇第一」) 及頁碼。 

 

書之首行上題「孫子兵法校釋」，次行題篇名次第(如「計篇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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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中文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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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是書為鉛字本，頗現代鉛印本之樣式，因已被重新裝幀，無法知

悉原先是否為線裝書？以一直置於徐先生贈之線裝書櫃，暫視為

線裝書。 

二、〈自序〉末云：「本書曾於三十年十二月託成都某書店代印，以錯

字過多，未多發行，頃該書店已停業，乃詳加改正復交中華書局

印行，並附錄近作〈先秦諸子的戰爭觀〉一文於書後，以資參考。」 

三、〈凡例〉云：「本書之原文，以前清孫星衍吳人驥同校之《孫子十

家注》為底本，而以明嘉靖談愷刻《孫子集註》(即商務印書館

四部叢刊影印本)及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即訓練總監部軍學

編譯處影印本)校讎之，兼參他家之說而重行寫定之。……四、

本書於每篇之前，綴有題義，篇旨及節次三項，分別說明篇名意

義，全篇主旨及節次起訖，以便閱讀。」 

○徐草廬經略十二卷十二冊，未著編者，抄本，C02/4026 

附：〈草廬經略卷之二目〉、〈草廬經略卷三之目〉、〈草廬經略卷之四目錄〉、

〈草廬經略卷五之目〉、〈草廬經略卷之六〉、〈草廬經略卷七之目〉、

〈草廬經略卷之捌〉、〈草廬經略卷九之目〉、〈草廬經略卷十之目〉、

〈草廬經略卷十一之目〉、〈草廬經略卷十二之目〉。 

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無板心，無界欄。半葉八行，行十六字。紙幅 13.622.0 公分。 

各卷首行上題「草蘆經略卷之○」，次行為各篇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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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書中間見硃、墨二色句讀。 

二、是書無任何序跋，亦缺卷一〈目次〉，本館另有《粵雅堂叢書》

本(為九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商務印書館據以排印收入《叢

書集成》中)，該卷目錄：操練、丁壯、精器械、習技藝、教部

陣、調將、忠義、任賢、拊揗、軍刑、軍賞。 

三、清道光庚戌(三十年，1850)伍崇曜〈跋〉云：「《草廬經略》十二

卷，明無名氏撰。按是書為曾冕士廣文所藏鈔本，未知撰者何人，

以書中有『國初兩淮郡縣多為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云云，

殆勝國人矣！各分子目，其議論亦頗精審，末各援古事以證之，

亦慎於持擇。其署曰『草廬』，無亦以諸葛自命者歟！」 

四、民國三十年余漢謀〈中國兵學通論序〉1云：「今考試院秘書長許

公武先生，遂檢舊庋《草廬經略》一帙以相貺。且以吾國言兵事

書，略可指數，慫恿重梓，以廣流傳。……屬委員陸君達節詳加

理董。陸君文士也，而酷嗜古兵家言。有《歷代兵書目錄》、《孫

子考》諸書行於世。於是詮其奧義，正其舛訛，補其闕遺。更仿

今世新書，徧加新式標點符號，以饜心目。朝斯夕期，矻矻至數

月之久，其為事至勤。又病原名『經略』，義渾而晦，易名曰《中

國兵學通論》，以示別於歐西軍事學，冀快國人先覩。」 

○徐孫子攷十卷附錄二卷四冊，民國楊言昌主編，民國陸達節編著，民國二十

九年重慶軍用圖書社印本，C02/(r)7438 

附：民國二十七年楊言昌〈序〉、民國二十五年陸達節〈序〉、〈凡例〉、〈孫

子攷目錄〉。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佛觀所藏」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

書」藍色長戳。 

板式：白口，無魚尾，四邊單欄，無界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小

字雙行，行二十五字。板框 11.716.4 公分。板心由上至下依序題「孫

子攷」、卷數、各卷的篇名(如「原著」)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孫子攷卷○」，次行題各卷的篇名，卷末題「孫

                                                 
1 見《中國兵學通論》(並封面暨扉葉皆左題：「原名草廬經略」等字)，台北黎明文化

公司，民國 75 年 12 月。是書末附清道光庚戌(三十年，1850)伍崇曜〈跋〉及清光緒

六年(1880)宋慶〈(成都重刊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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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攷卷○終」。附錄二之卷末題「鳳陽趙宜之謄寫」。 

 

扉葉右邊依序題「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處長楊言昌主編」、「訓

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編輯陸達節編著」，左邊依序題「民國二十九年

四月重慶軍用圖書社印行」，中間大字書名「孫子考」。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付印」、「中華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出版」、「孫子攷(全四冊)」、「定價六元」、「著作

者：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處長楊言昌主編、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

處編輯陸達節編著」、「印刷者：四川璧山縣城內鴻大印刷社」、「發

行處：重慶軍用圖書社」。 

按：一、附錄一收「引用書目」，附錄二收「著者索引」。 

二、楊言昌〈序〉云：「余寢饋於孫子書者久矣，始欲徧蒐古今注家，

考其存佚，進求本旨，勒為一書。每覽群集，見有道及孫子書，

輒錄存之；或有阦 2 孫子語以論兵事者，亦施以丹黃，俾便尋檢。

乃以簿書鞅掌，未暇彙輯成書，有懷莫遂，耿耿迄今。民國二十

一年夏，余辟文昌陸君達節為編輯官。陸加殫心國學，尤喜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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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言，……繼念孫子為吾國兵家之祖，先儒詳註，日就消 亡 ，

復屬其博稽古今載籍，仿秀水朱氏《經義攷》例，撰《孫子攷》

一書，作為輯佚初步。……歷時三載，始告殺青。……是編既成，

都十八萬言，釐為十卷，卷九論文，十九即予曩所錄存者，陸君

亦從諸家集中搜採錄入。讀者得此，無勞再檢諸書，全書纂輯之

義法，取舍之準繩，具見凡例中。」 

三、陸達節〈序〉云：「《孫子攷》之作，屬稿始於癸酉(民國二十二

年)夏，是本考據之書，重在蒐集資料。……迄今歲春，始告殺

青，前後亘三載。約得歷代評註二百餘家，論文三十餘篇，都十

八萬言，釐為十卷。」 

四、〈凡例〉云：「一本書體例，略仿朱氏《經義攷》、謝氏《小學攷》，

惟歷徵者錄，以明各書之存佚；增列版本，以見流傳之顯晦。」

「一本書內容，因性質之不同，約分為原著、注釋、輯刊、論文、

日人譯述五類。各類中間有可分子目者，惟恐分類愈繁，糾紛愈

多，又類各一卷，以免混雜；惟注釋太繁，因又區為數卷耳。」

「一本書各類之中，約以著者年代為序，若著者年代不可攷，則

依首見於某目或某書而酌定其先後之序焉。」 

法家類 

○徐管子二十四卷六冊附管子文評，周管子撰，唐房玄齡注，明劉績補注，袖

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趙氏本校刊聚珍倣

宋版，C03/(c)3002-04 

附：明萬曆十年(1582)趙用賢〈管子書序〉、〈管子凡例〉、漢劉向〈管子敘

錄〉、〈管子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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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八字；小字雙行，

行十八字。板框 8.3×12.1 公分。版心上題「管子」，魚尾之間題「卷

○」及葉碼，版心下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行題「管子卷第○」、「明吳郡趙氏本」，次行題「唐司

空房玄齡注」，三、四行為各篇名及次第，卷末題「管子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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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葉題「管子」，後半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子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趙氏本校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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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書眉間可見硃筆批註。 

二、書眉間有劉績及趙用賢批語，見第八冊書末〈管子凡例〉：「管子

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監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

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

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

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

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徐管子識誤一卷一冊，清宋翔鳳撰，中國學會輯印，在周秦諸子斠注十種，

C03/(q3)3090 

附：清道光五年(1825)宋翔鳳〈跋〉。 

藏印：「徐佛觀印」方型硃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白口，雙魚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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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5.0 公分。魚尾間題：「管子識誤」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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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首行上題：「管子識誤」，下題：「長洲宋翔鳳記」。卷末題：

「管子識誤」。 

按：宋翔鳳〈跋〉云：「明刻管子以劉績本為近古有意改處皆名言之，其

後有趙用賢本稍遜。嘉慶壬申歲(17 年，1812)客南昌就郡守張古餘

丈，借得影抄南宋初年本對校一過，絕多勝處。王石渠、孫伯淵諸

先生所據之宋本，皆從此本校於今所行本不能無遺漏，儻有力者借

影抄本重刻，則盛事也。嘗見石渠先生校《管子》既精博，歲甲申(道

光四年，1824)至廣州，頗與同歲生臨海洪君論管子，而余時出異同

遂錄所見為《管子識誤》，冀附王洪兩家之後，以質好古君子。道光

五年(1825)十二月宋翔鳳書於沐陽學官之舍。」 

○徐韓非子集解二十卷卷首一卷六冊，(周)韓非撰，清王先慎集解，埽葉山房石

印，C03/(a)4445 c.1 

附：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先謙〈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王先

慎〈弁言〉、嘉慶二十一年(1816)顧廣圻〈攷證〉、王先謙〈佚文〉、〈韓

非子目錄〉。 

藏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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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周雙欄。半葉十四行，行三十四字；小字雙行，

行三十四字。版框 11.4×16.2 公分。版心上題「韓非子集解」，魚尾

之間題「卷○」及葉碼，版心下題「埽葉山房石印」。 

 

各卷之首行題「韓非子集解卷第○」、「長沙王先慎」，次行為

各篇名及次第，卷末題「韓非子集解卷第○終」。 

扉頁右邊依序題「長沙王先謙先生註」，左邊依序題「埽葉山

房石印」，中間大字書名「韓非子集解」。 

按：一、扉葉題「長沙王先謙先生註」，但各卷皆題「長沙王先慎」，原書

「謙」字亦被鉛筆塗抹後改題「慎」字，應是埽葉山房製版時誤

植。 

二、王先慎〈弁言〉云：「《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

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犿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 考 ，

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

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乾。顧其注不全備且

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閒坿己見，為《韓非子》

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為主，閒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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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韓非子二十卷六冊附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三卷，周韓非撰，清顧廣圻校刊，

袖珍古書讀本，上海中華書局據吳鼒影宋乾道本校刊聚珍倣宋本，

C03.(a1)4445 

附：南宋乾道元年(1165)黃三八郎〈韓非子序〉、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吳

鼒〈序〉、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顧廣圻〈韓非子識誤序〉。 

藏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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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單行，

行二十字。板框 8.5×12.2 公分。版心上題「韓非子」，魚尾之間題「卷

○」及葉碼，版心下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行題「韓非子卷第○」。次行及三、四行為各篇名及次

第，卷末題「韓非子卷第○」。 

扉葉題「韓非子」，後半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子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校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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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間見硃筆句讀與批註。 

二、吳鼒〈序〉云：「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

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為吾省布政 使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5 期 

 60

察賑鳳潁。鼒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 中 。

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

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

淵如前輩慫恿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

痛也。是本為明越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

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

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

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乃歸之千里。」 

○徐韓非子考證十三篇附韓非子年表一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

種之三，民國容肇祖考證，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活字本，C03/(r)3033 

附：<韓非子考證目錄>、民國二十四年容肇祖<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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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單欄。無界欄，半葉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板框 11.6

×16.6 公分。板心上方題「韓非子考證」，魚尾下題「第○」及葉碼。 

 

書之首行上題「韓非子考證」，下題「容肇祖著」，次為篇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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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書末題「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寫畢」。 

扉葉右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三」、

「容肇祖著」，左題「商務印書館發行」，中間書名題「韓非子考證」。 

按：<敘>云：「本篇舊名《韓非的著作考》，曾載在《國立中央大學語言歷

史學研究所週刊》第四期，刊出于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當

時倉猝作成，不免草率。忽忽八年，歲月既積，續有所見，遂為增

改。當世君子，幸教督焉。」 

醫家類 

○徐本草備要八卷目錄一卷四冊，清汪昂撰，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C05.2/(q1)3160 

附：清康熙甲戌年(三十三年，1694)汪昂〈序〉、〈本草備要凡例〉、〈本草

備要總義〉、〈本草備要目錄〉、〈本草備要圖〉。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四周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

七字。板框 11.2×15.7 公分。魚尾上題「本草備要」，魚尾下題「卷

○，各部藥名(如黃耆、甘草)」及葉碼，版心下題各卷之部(如草部)。 

 

卷之首行題「本草備要卷○」，次行上題「清休寧汪昂訒庵著」，

下題「武進謝觀礪恆/鎮海董豐培兆基評校」，三行題「○部」，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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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草備要卷○終」。 

按：〈本草備要凡例〉云：「是書篇章雖約，多有補綱目經疏之所未備者，

故曰備也。」「是書之作，因閱過伯齡圍棋四子譜而師其意，蓋圍棋

之譜，自唐宋至今，千有餘載，然必如伯齡之譜，有議論、有變換，

而後圍棋之妙顯。本草自本經而下，不啻數百千家，然率言其氣味主

治，而無義味可尋，必須為之字箋句釋，明體辨用，而後藥性之功全。

蓋士生千載之後，貫能取前人之言，寸衡銖稱，抉髓掄精，庶為有集

成之益，無缺略之譏也，故拙著《內經》、《本草》、《方解》、《湯頭》

數書，皆另為體裁，別開徑路，以發前賢未竟之旨，啟後人便易之門，

竊謂於醫學頗有闡微廓清之力，讀者倘能鑒別，斯不虛老人之苦心焉

耳。」 

術數類 

○徐遁甲演義四卷四冊，明程道生撰，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C07.6/(p)2632 

附：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全書遁甲演義提要〉。 

藏印：「復觀藏書」方型藍印、「徐故教授復觀贈書」藍色長戳、「文淵閣

寶」方型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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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單魚尾，四周雙欄，有界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9.5×14.0

公分。魚尾上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遁甲演義卷○」及葉

碼。 

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題「遁甲演義卷○」，三

行題「明程道生撰」，卷末題「遁甲演義卷○」。 

扉葉右邊題大字「遁甲演義」，左邊依序題中字「四庫全書珍本

初集」、小字「子部 術數類」。後半牌記題「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

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按：〈四庫全書遁甲演義提要〉云：「考《大戴禮》載〈明堂〉古制有二九

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此九宮之法所自昉，而《易緯•乾鑿度》載

太乙行九宮尤詳，遁甲之法實從此起。方技家不知求其源，故妄託

也。……至梁簡文帝《樂府》始有三門應遁甲語，《陳書‧武帝記》

遁甲之名遂見於史，則其學殆盛於南北朝。《隋志》載有《伍子胥

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經》、《葛秘三元遁甲圖》等十三家，其遺文

世不概見。唐李靖有《遁甲萬一訣》，胡乾有《遁甲經》，俱見於史

志，至宋而傳其說者愈多。仁宗時嘗命修《景祐樂髓新經》，述七

宗二變，合古今之樂，參以六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楊維德撰《遁甲

玉函符應經》，親為製序，故當時壬遁之學最盛。……世所傳《五

總龜烟波釣叟訣》稍存梗概，而是編旨約詞該，於用奇置閏之要，

頗為詳具。至論本命行年，謂欲乘本局中吉星生旺，其說亦他書所

未及，存之以備三式之一，殆亦五行家所不廢歟。」 

藝術類 

○徐鄭箋詩譜二卷一冊，民國潘重規編，民國間影印本，C08.2/(r)3225 

附：于右任<引首>、民國三十二年(1943)謝旡量<序言>、<例言>、<詩婢家

詩牋譜第一集目錄>、民國五十六年潘重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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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板心，無界欄，無板框。 

封面書籤題「鄭箋詩譜 成都詩婢家造 趙熙題」，襯葉題右題

「復觀尊兄惠存」，中間題「丁未(民國五十六年，1967)孟夏弟潘重

規贈」，左題「時同客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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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例言>一云：「《牋譜》第一冊蒐輯古人名作，凡已物故者均皆列入 ，

其次序依付刻時間為先後。」三云：「古人名作均係摹刻真本，皆經

名家審定然後付梓，并於每幅加印『詩婢家』小印以資識別。」五

云：「《牋譜》共僅印五百部，并於每部末頁年月之下加印第若干部

字樣，自第一部起至第五百部止，此外必不增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