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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言 
 

Old and rare Chinese books provide a great amou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This catalogue represents a sample page from each of the 191 old and rare Chinese books 

held at the Asian Languages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Libraries and Learning Services. 

Due to their age and fragility these books are kept in controlled conditions at the Special Collection. 

The majority of these books were printed before 1911 with woodblock printing and boun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The catalogue also contains some books written by a significant author 

and are signed by author himself.  

The books represented in this catalogue cover a variety of subjects, including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religions, literature and drama as well as some official documents.  The oldest of these 

books dates to early 17th century (late Ming dynasty). The majority of these books were printed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last dynasty in China’s history. The fall of Qing Dynasty in 1911 ended 

the rule of China by an emperor. The content of these books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old China. They are no doubt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studying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s and 

history.   

Some of the books in the collection have come to the library as gifts from various donors such as the 

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 Some of the books were purchased and in particular, many rare 

books which were part of Hsiung Shih-I’s private collection were acquired for the library by Professor 

John Minford.  Professor John Minford was the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Head of the Asi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from 1988 to 1991.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atalogue includes descriptive details of the books such as title, author, and 

the year of printing, publisher, and the format of the books and so on.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catalogue has been selected following the Cataloguing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Chinese Rare 

Book Records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The items in the catalogue are organized by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title in Pinyin. 

Each record in this catalogue consists of transcribed information, descriptions and notes. The chief 

information source for old and rare Chinese books represented in this catalogue is the whole book.  

The title information is primarily transcribed from the caption (卷端), which is the tit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xt. If there is no caption title, the title information can be selected from 

secondary sources, including: 

 Table of contents (目錄)  

 Preface (序)  

 Postscript (跋)  

 Centre column (版心)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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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er cover (内封 ) 

Varying form of the books titles appear elsewhere in the book, such as inner cover, preface and 

centre column, and have also been recorded.  

Juan (卷, Scroll)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for identifying an old Chinese book. It demonstrates not 

only the physical parts of a Chinese rare book but also from the content segment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number of scrolls has been recorded following the title information.  

The primary information sourc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statement is also the caption. The name 

(rather than style name (字) or art name (號) ) of the author and other contributors have been 

transcribed from the caption. If there is no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on the caption, the secondary 

sources of the responsibility statement are: 

 Preface (序)  

 Postscript (跋)  

 Inner cover (内封 ) 

 Other reference materials 

 All the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selected from secondary sources has been noted.  

The number of volumes recorded in this catalogue is the binding units of the copy of a book which 

this library holds.  If the book is not complete, a note is made for volume number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sher comes from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ources:  

 Inner cover Inner cover (内封 ) 

 Preface (序)  

 Postscript (跋)  

 Centre column (版心)   

If the publishing information comes from other sources rather than chief information source, a note 

on the source is made.  

Identifying the publishing year of old Chinese books is a challenge.  The primary source for 

determining the publishing date is the inner cover, followed by  

 Printer’s colophon (牌記);  

 Postscript (跋); 

 Preface (xu 序).  

A note has been made for each book to annotate the source of the publishing year if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shing year came from secondary source.  

The year of publishing has been presented by Chinese regal year with the dynasty name and Chinese 

transitional cyclic years and the equivalent Western years.  

The block format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Chinese old and rare books. It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cataloguer to identify the version of the book and the time perio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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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The information on the block format has been collected based on the half-folio of 

caption page, including the measurement of the framed border , the number of columns per page,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per column, whether it has a white (blank) or black centre column, border 

lines, fishtail, an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sections of the centre column.  

An image of a sample page is provided for each book represented in the catalogue. Up to two 

images for each book have been attached. One of them is the image of caption page. The other is 

the image of the cover page or the preface page.  

The notes explain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other cataloguing evidence to identify a 

book.  The notes also contain some interesting content features of the book and highlight some 

particular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books, such as naming taboo relating to emperors, signs of 

censorship, ownership and so on. 

Each book in this catalogue has been assigned with a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number and 

at least one subject heading. 

As appendixes, the catalogue is concluded by the title index, name index, publisher index, publishing 

date index and subject index.  The title index includes the title, varying title and the title without 

article. The name index includes the name of authors, commenters, publishers and other 

contributors.   

 

 

Haiqing Lin, Jian Downing 

Asian Languages Collection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Libraries and Learning Services 

Nov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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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ld and Rare Books a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奧克蘭大學中文古籍目錄 
 

[1] 暗室燈 : [二卷] 

[深山居士輯], 安吳[刻書者不詳]重刻于清 [between 1807 and 

1911].   

1 册, 最大邊長: 26.4 公分, 框 19.5 x 12.4 公分, 8行 26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

次. 

内封鐫"安吳畏微堂重鐫" "新刻暗室燈註解" "板存漢鎮汪英德

堂書坊".  

漢陽蕭德宣序, 深山居士序言刻書事 

Call Number: BJ1594.5.C6 A5 18-- 

  

   

[2] 百家姓考略 : [一 卷] 

[清]王晉升先生纂; [清]徐士業先生校刊, 味経堂[刻書地

不詳]刻于清乾隆後 [between 1736 and 1911]    

1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9.5 x 14.4 公分, 7行 8

字, 小字雙行 17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

鐫書名. 

"弘"字避諱不嚴.               

封面題: 王晉升先生纂 徐士業先生校 金陵味經堂梓.  

書末頁錄有"旌邑劉御李刻字". 

Call Number: PL1115 .W364 1736? 

  

   

[3] 百正集 : 三卷 

[宋]连文凤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四庫全書簒修本：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7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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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轩笔记一卷 

[元]陈世隆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

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

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附四庫全書提要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73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68 

  

   

[5] 本草求真 : 十一卷 . [圖一卷] 

黃宮繡纂, 秦鑑泉鑒定, 永联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

癸巳年(38年, 1773) 

11 册, 最大邊長: 17.5 公分, 框 12.8 x 9.5 公分, 9行

20 字 , 抬头行至 21字, 小字雙行 , 無界行, 四周單

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小題, 下

鐫頁碼. 

内封鐫 : “本草綱目摘要求真”, "進呈御覽", "江寧秦

鑑泉先生鑒定",  "本草綱目摘要求真",  "永聯堂藏版",  

"内附脈理求真"  

刻書年据序言 

Call Number: RS180.C5 H83 1773 

  

   

[6] 比丘尼傳 :  [四卷] 

寶唱, 金陵刻經處[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光绪乙酉年(11年, 

1885) 

1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6.5 x 12 公分, 10行 20 字, 左

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中鐫名卷次, 下鐫侠字. 

 

Call Number: BQ634 .B361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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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碧血录 : 二卷 . 坿周端孝先生血疏贴黄册一卷 

[明]黄煜辑, 淸佚名辑坿录,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5-106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8] 伯牙琴 : 一卷 . 续补一卷 

[宋]邓牧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

丙午[38-51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

鐫"知不足齋叢書". 

附欽定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5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9] 才調集 : 十卷 

韋縠集, 汪氏垂雲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康熙甲申

年(43 年, 1704)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18 x 13 公分, 8 行

19 字, 小字雙行 22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

尾, 版心中鐫書名及卷次, 下鐫"垂雲堂". 

有馮武"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凡例". 二馮即馮舒, 

馮班.  

康熙甲申汪瑤"才調集後"言刻書事.  

封面鐫"宋本校正", "虞山二馮先生閱本".  

避玄（才調集後第一頁一面"徐玄佐"玄字缺筆）不

避弘(才調集後第二頁二面"弘秀集"不避弘).  

(Library has another copy: Shan/2486 (4 v.), 

該書封面鐫"宛委堂藏板",並鈐"宛委堂圖書"印).  

鈐"墨南所藏"陽文, "EX LIBRIS S.I. Hsiung" 藏

書簽 

Call Number: PL2517 .T73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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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藏海诗话 : 一卷 

[宋]吴可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永乐大典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7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1] 朝野类要 : 五卷 

[宋]赵升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紀昀、陸錫熊、季學錦乾隆四十七年校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2] 呈造嘉慶拾伍年差費底冊: 錢字第二號 

鎮江營,清嘉庆庚午年(15年, 1810) 稿抄本 

最大邊長: 30公分, 12行 1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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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訂詩經衍義合參體註大全 

黃坤五先生手定; 江晉雲先生輯著; 汪桓, 魯國璽仝訂.  朱

熹集注, 聯墨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康熙丁卯年(26年, 

1687)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22.3 x 14.0 公分, 上欄 24 行

26 字, 中欄 26行 4 字, 下欄 9行 17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詩經衍義合參大全", 

中鐫詩經小題及卷次. 

聯墨堂藏版 . 分上, 中, 下三欄. 上欄卷端書名為《重訂詩

經衍義合參體註大全》, 題"永福黃坤五先生手定, 金浦江晉

雲先生輯著, 西陵汪桓殿武, 魯國璽瑋生氏仝訂". 中欄為

《詩經集註》批注.下欄卷端書名為《詩經》,題"朱熹集註".  

康熙丁卯(26 年, 1687)范必英序. 淳熙四年(1177)朱熹《詩

經集傳序》.  

首附《詩經大全圖》.  

封面鐫"西陵顧且菴先生鑒定", "苕溪范紫登評選", "增訂旁

訓詩經體註衍義", "聯墨堂藏板". 

叢書: 五經體註 

Call Number: PL2466 .A1 1687 

  

   

[14] 初月樓文鈔 : [十卷] ; \ 初月樓詩鈔 : [四卷] . 

吳德璇著; 康兆晉校, 康兆晉[刻書地不詳]刻于清道光癸

未年(3年, 1823) 

4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2 x 12.1 公分, 10行

22 字, 左右雙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

鐫卷次. 

康兆晉序言刻書事  

内封鐫 : "初月樓文鈔",  "道光癸未季夏惲彙昌篆"  

刻書年取自序言 .  

Call Number: PL2732.U2377 C5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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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初月樓聞見錄 : 十卷; \ 初月樓續聞見錄 : 十卷 

吳德旋; 康兆晉校,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道光甲

申年(4年, 1824) 

4 册, 最大邊長: 24.2 公分, 框 17 x 12.5 公分, 10行

22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書名, 中鐫卷次. 

刻書年取自跋  

程德賚"初月楼闻見祿跋" 

Call Number: CT1823 .W8 1824? 

  

   

[16] 春秋公羊註疏 : 二十八卷 

何休學,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嘉庆戊午年(3

年, 1798) 

10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8 x 12.5 公分,  

9 行 21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公羊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閣". 

内封面題: 公羊注疏.  

序文卷端題: 春秋公羊傳註疏.  

書末有牌記單行陰文: "皇明崇禎七季歲在閼逢閹

茂古虞毛氏繡鐫".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七年本重刊.  

刻本, 綫裝 

叢書: 十三經註疏 

Call Number: PL2470.Z6 H45 1798 

  

   

[17] 春秋穀梁傳註疏 : [二十卷]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

嘉庆戊午年(3年, 1798) 

5 册, 5册, 框 18 x 12.6 公分, 9行 21字, 小字

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穀梁

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閣". 

内封題穀梁注疏.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八年

（1635）本重刊.  

卷末鐫牌記："皇明崇禎八季歲在旃蒙大淵獻古虞

毛氏繡鐫" 

叢書: 十三經註疏 

Call Number: PL2470.Z6 F36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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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春秋體註大全合參 : 四卷 

范紫登鑒定; 周熾纂輯,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

于清嘉庆庚申年(5年, 1800) 

4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20.1 x 14.6 公分, 

上欄 20行 24字, 下欄 8行 17 字, 小字雙行字數

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春秋

體註大全合參"及卷次, 中鐫小題. 

封面鐫"范紫登先生原本", "銅陵周旦林纂訂", "

春秋體註大全合參", "本衙藏板" . 

分上, 下二欄.  

上欄卷端書名為《春秋體註大全合參》, 題"苕溪

范紫登先生鑒定, 銅陵周熾旦林纂輯, 男魯較字."  

下欄卷端書名為《春秋胡傳參訂讀本》, 題"宋文

定胡安國傳, 參合諸家傳註."  

康熙辛卯(50 年, 1711)周熾序. 

叢書: 五經體註. 

Call Number: PL2470.Z6 1800? 

  

   

[19] 春秋左傳註疏 : [六十卷] 

杜氏[預]註; 孔頴達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

嘉庆戊午年(3年, 1798) 

30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9 x 12.5 公分, 

9 行 21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

魚尾, 版心上鐫"春秋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

閣".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十一(1638)年本重刊.  

卷末鐫牌記："皇明崇祯十一年岁在著雝摄提格古

虞毛氏鐫" . 

内封鐫: "春秋注疏" , 版心鐫: " 春秋疏" 

叢書: 十三經注疏 

Call Number: PL2470.Z6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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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 : 九十七卷 .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 十九卷 

黄震編輯, 汪佩鍔[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丁亥年

(32年, 1767) 

23 册, 最大邊長: 24.5 公分, 框 18.8 x 13.2 公

分, 14行 26 字,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版

心上鐫"黄氏日抄", 中鐫卷次及小題. 

封面鐫"宋板較刻黄氏日抄".  

乾隆三十二年沈起元"重刻黄氏日抄序"言刻書事.  

乾隆三十二年汪佩鍔"黄氏日鈔紀要序"言刻書事.  

沈逵"黃氏日抄序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從卷四起書名均題

"古今紀要",卷末頁書名題"古今紀要黄氏日抄".  

分類缺卷四十三至五十五 , 八十七至八十九. 紀

要缺卷十六至十九  

v. 1. 目錄, 卷一至六：孝經, 論語, 孟子, 毛

詩, 尚書, 周易 -- v. 2. 卷七至九：春秋 -- v. 

3. 卷十至十一：春秋 -- v. 4. 卷十二至 

Call Number: PL2461 .H5 1767 

  

   

[21] 大般若經 

玄奘譯, 江北刻經處[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同治甲戌

年(13 年, 1874) 

120册, 最大邊長: 24 公分, 框 16.5 x 12 公分, 

10 行 20 字, 左右雙邊, 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

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下鐫章节. 

卷一末識: 同治十三年六月雞园刻经处識 

Call Number: BQ9262.9.C5 T75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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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寶積經 

菩提流志譯,金陵刻經處刻于清同治丙寅年(5年, 1866) 

24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6.5x12.3 公分, 10 行 21 

字, 白口, 版心鐫书名卷次. 

Call Number: BQ9262.9.C5 T757 1866 

  

   

[23] 大淸道光二十二年歲次丁酉時憲書 : [一卷] 

欽天監編, 欽天監[刻書地不詳]刻于淸道光 [between 1821 and 1850]    

1 册, 最大邊長: 28.4 公分, 朱印框 21.2 x 13.8 公分, 12行字數不等, 小

字雙行, 墨印框 20.2 x 14.6 公分, 9行字數不等,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

魚尾. 

朱墨套印. 紅綾面.  

钤"钦天监時憲書之印"官印.  

内封鐫："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

時憲書" 

Call Number: CE37 .D37 1842 

 

   

[24] 大淸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時憲書 : [一卷] 

欽天監編, 欽天監[刻書地不詳]刻于淸道光 [between 1821 and 1850]    

1 册, 最大邊長: 28.4 公分, 朱印框 21.2 x 13.8 公分, 12行字數不等, 小

字雙行, 墨印框 20.2 x 14.6 公分, 9行字數不等,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朱墨套印. 紅綾面. 钤"钦天监時憲書之印"官印.   

内封鐫："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大清道光二十年時

憲書" 

Call Number: CE37 .D37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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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淸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時憲書 : [一卷] 

欽天監編, 欽天監[刻書地不詳]刻于淸道光 [between 1821 and 1850]    

1 册, 最大邊長: 28.4 公分, 朱印框 21.2 x 13.8 公分, 12行字數不等, 小

字雙行. 墨印框 20.2 x 14.6 公分, 9行字數不等,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朱墨套印. 紅綾面.   

钤"钦天监時憲書之印"官印.  

内封鐫："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大清道光十六年時

憲書" 

Call Number: CE37 .D37 1836 

 

   

[26] 大淸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時憲書 : [一卷] 

欽天監編, 欽天監[刻書地不詳]刻于淸道光 [between 1821 and 1850]    

1 册, 最大邊長: 28.4 公分, 朱印框 21.2 x 13.8 公分, 12行字數不等, 小

字雙行, 墨印框 20.2 x 14.6 公分, 9行字數不等,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朱墨套印. 紅綾面.  

钤"钦天监時憲書之印"官印.  

内封鐫："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大清道光十七年時

憲書" 

Call Number: CE37 .D37 1837 

 

   

[27] 大淸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時憲書 : [一卷] 

欽天監編, 欽天監[刻書地不詳]刻于淸道光 [between 1821 and 1850]    

1 册, 最大邊長: 28.4 公分, 朱印框 21.2 x 13.8 公分, 12行字數不等, 小

字雙行, 墨印框 20.2 x 14.6 公分, 9行字數不等,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朱墨套印. 紅綾面.   

钤"钦天监時憲書之印"官印. 内封鐫："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時憲書

頒行天下 大清道光十四年時憲書" 

Call Number: CE37 .D37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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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清搢紳全書 : 四集 

榮祿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道光辛丑年(21年, 1841) 

1 册, 最大邊長: 17公分, 框 15.4 x 10.8 公分, 14行

31 字,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白口, 雙黑魚尾, 版心上

鐫小題, 中鐫頁碼. 

内封鐫："日新月易校對無偽" "欽遵本朝會典一統志各

省奏銷部冊記載疆里民風學校土產錢粮倉貯驛站伕役雜

稅養廉" , "大清縉紳全書" "每月職官陞遷除授姓氏里

居祥補辯舛訂偽暸如指掌" "台號籍貫隨到隨補"  

榮祿堂主人道光二十一年序言書事  

榮祿堂 

Call Number: DS755 .S53i 1841 

  

   

[29] 大清宣宗成皇帝本纪  (第八函) 

清國史館編纂, 北京國史館稿抄本 

最大邊長: 37.5 公分, 朱框 28 x 18.5 公分, 8 行 19 字, 

朱紅界行, 四周雙邊. 

朱紅上下象鼻, 雙紅魚尾, 金黃緞面封面, 本館藏第八函第

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  

Given by Museum War Memorial Library, 1992 

Call Number: DS754.T3 case 8 

  

   

[30] 稻香吟館詩藁 : [七卷] 

李賡芸撰,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道光甲申年(4 年, 

1824) 

2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7 x 3.3 公分, 10行 20字, 

左右雙邊, 白口, 雙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内封鐫"稻香吟館詩文集". 刻書年取自陳壽祺序 

Call Number: PL2718.I164 D36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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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道光庚子恩科直省鄉墨文的二集 : 庚子會墨附，試帖附 

[趙霖選輯],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道光庚子年(20

年, 1840) 

4 册, 最大邊長: 22.3 公分, 框 17 x 12.8 公分, 9行 25

字, 注为小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下鐫省

份. 

題名取自内封, 選輯者取自序言 

Call Number: PL2615 .D36 1840 

  

   

[32] 第六才子書 : 八卷 

金聖歎批點, 金谷園[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光绪辛巳

年(7年, 1881)前 

6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21 x 14.7 公分, 11

行 22 字,  無界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At head of title: 繪像真本.  

内封鐫 "繪像真本, 金聖嘆先生批點, 貫華堂第六

才子書, 金谷園藏板".  

钤"曾在鮑子年処"印. 该印为鲍康藏书印，鲍康, 

字子年,1810-1881. 刻书年据此 [Qing, before 

1881]. 

Call Number: PL2693 .H47 1881 

  

   

[33]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 七十五卷，七十回 

聖歎外書,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雍正甲寅年(12 年, 

1734) 

20 册, 最大邊長: 17.1 公分, 框 12 x 9.5 公分, 10行 23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第五才子書", 中鐫卷

次, 下鐫頁碼.. 

内封鐫: "聖歎外書" , "施耐庵先生水滸傳",  "繡像第五才子

書",  "堂藏版"  

序末署: "雍正甲寅(1734)上伏日句曲外史書" ,  版心鐫: “第

五才子書” , 

扉頁題: “繡像第五才子書”, v.17 missing 

Call Number: PL2694 .S5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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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洞霄诗集 : 十四卷 

[元]孟宗宝辑,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

丙午[38-51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大德六年孟宗寳卷末跋言輯書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6-87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35] 杜工部集 : 二十卷, 首一卷 

杜甫著; 王世貞, 王慎中, 王士禛, 邵長蘅, 宋犖

評, 廣州翰墨園刻于清光绪丙子年(2 年, 1876) 

10 册, 最大邊長: 31公分, 框 17.3 x 13.8 公分, 

8 行 20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左右雙邊, 黑口, 雙

黑魚尾, 朱、墨、藍、紫、綠、黃六色套印, 版心

中鐫 "杜集" 卷數, 眉上行間套印評語, 圈點, 無

界格, 卷十九至二十則有界格. 

六色套印本.  

道光甲午 [14年, 1834] 盧坤 "序".  

扉頁鐫 "杜工部集 : 五家評本, 王弇洲紫筆, 王

遵巖藍筆, 王阮亭朱墨筆, 宋牧仲黃筆, 邵子湘綠

筆"  

內封背鐫 "光緖丙子三月粤東翰墨園刊". 

Call Number: PL2675 .A1 1876 

  

   

[36] 讀左補義 : 五十卷, 卷首 : 二卷 

姜炳璋輯; 毛昇增參, 同文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壬寅年

(47年, 1782) 

14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8.3 x 13.9 公分, 11行 23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眉端鐫評. 

卷末刻[乾隆]"壬寅歲重校正".  

内封鐫"右文堂發兌", "同文堂藏板". 並鈐"進呈御覽, 採入

四庫全書". 

Call Number: PL2470.Z6 C45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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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对牀夜语 : 五卷 

[宋]范晞文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

壬辰[37-41年, 1772-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氏跋言是書乾隆三十七年覆旧钞本, 以明活字本校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20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38] 爾雅注疏 : 十一卷 

郭璞註; 邢昺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嘉庆戊午年

(3 年, 1798) 

4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8.2 x 12.7 公分, 9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刻本，綫裝,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爾雅

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閣".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元年（1628）本重刊.  

卷末鐫牌記:"皇明崇禎改元歲在著雍執徐古虞毛氏繡鐫"  

内封鐫: "爾雅註疏",  版心鐫: "爾雅疏"          

v.2-3 missing 

叢書: 十三經註疏 

Call Number: PL2470.Z5 G86 1798 

  

   

[39] 翻譯名義集 : 二十卷 

法雲編, 金陵刻經處刻于清光绪戊寅年(4年, 1878) 

6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6.8 x 13 公分, 10行 20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

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鐫書名卷次及小題, 下鐫塞字及序號. 

卷末題："合肥蒯氏帶耕草堂施赀敬刊 光绪四年秋九月金陵刻經處識" 

Call Number: BQ133 .F39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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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高僧傳二集: [四十卷] 

道宣撰, 江北刻經處[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光绪庚寅年(16 年, 

1890) 

10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7.6 x 12 公分, 10行 20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书名, 卷次. 

Call Number: BQ634 .D36 1890 

  

   

[41] 格言聯璧 : [二卷] 

金纓輯, 廣東學院前心簡齋刻于清光绪庚辰年(6

年, 1880) 

1 册, 最大邊長: 18公分, 框 14 x 10 公分, 9 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

心上鐫書名, 中鐫小題. 

内封鐫"光绪六年孟冬鐫 格言聯璧 切勿穢瀆 粤東

學院前心簡齋承印" 

Call Number: PN6095.C4 K57 1880 

  

   

[42]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 : [八卷] 

董解元撰,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刻于 1957 

2 册, 最大邊長: 28公分. 

Call Number: PL2687.T9 H8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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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古文淵鑒 : [六十四卷] 

御[康熙]選; 徐乾學編注, 北京[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康熙乙丑

年(24 年, 1685) 

34 册, 最大邊長: 28公分, 框 18.8 x 13.4 公分, 9行 20 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單邊, 黑口, 雙黑魚尾, 版心中鐫"古文

淵鑒正集", 卷次卷名和篇名, 眉端刻注. 

序題: 御製古文渊鑑. 綫裝, 六函.  

五色套印.  

出版年據序.   封底内页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以家藏古

本赠与麦锦泉君, 符葆心." 并鐫符葆心印. 

Call Number: PL2606 .G8 1685   

   

[44] 古玉圖攷 

[吳大澂作], 上海同文書局刻于清光绪己丑年(15年, 1889) 

4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7.5 x 13 公分, 6行 12字, 四

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鐫书名頁碼. 

石印本 

Call Number: NK5750 .W8 1889 

  

   

[45] 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 八卷 / 聖歎外書. 才子西廂醉心篇 : 一卷 

陳維崧訂, 貫華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 between 

1644 and 1799]. 

8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7.8 x 12.5 公分, 

9 行 19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第六才子書", 中鐫卷次. 

附:才子西廂醉心篇 : 框 17.8 x 12.8 公分, 白

口, 左右雙邊, 無界行,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才

子西廂文", 中鐫篇名.  

  

内封鐫"聖嘆先生原本, 第六才子書, 内附醉心篇, 

本衙藏板" 書名據卷一卷端, 書名頁題: 第六才子

書. 

At head of title: 繡像全本. 

Call Number: PL2693 .H47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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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廣列仙傳 : 七卷 

王世貞撰,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 

6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8.2 x 11.6 公分, 

上下兩欄, 上欄高 22公分, 下欄高 16公分, 上欄

鐫批註, 小字, 下欄 9 行 18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頁次. 

刻本, 綫裝.  參缺修補重訂, 原書高 21.5 公分.  

是書為殘本修補, 目錄部分殘缺, 目錄前十頁（二

十面）為後人修補. 正文部分: 卷一至卷七完整. 

是書清諱均不避, 如玄（目錄 12 頁）, 弘（目錄

12 頁第二面）禎（目錄 13頁第一面）, 儅可推斷

是書為明刻本. 王世貞撰王雲陽傳中述及云陽生於

嘉靖戊午年, 據此可推斷此書成于明世宗嘉靖 37

年（1558）之後. 

鈐印：研癖 , 胶西周氏古琴阁 , 墨南所藏 等. 

S.I Huiung 印. 

Call Number: BL1802 .W36 

  

   

[47] 廣事類賦 : 四十卷 

華希閔著; 鄒升恒參; 華蕡囿重訂, 劍光閣[刻書地不詳]

刻于清嘉庆己未年(4年, 1799) 

9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6 x 13.1 公分, 11行 20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書

名, 卷次及篇名. 

乾隆二十九年(1764)華希閎"序"言刻書事. 封面鐫"嘉慶四

年新鐫", "重訂廣事類賦", "劍光閣藏板."  

眉端題注 

Call Number: AE4 .H83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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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归田诗话 : 三卷 

[明]瞿佑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

壬辰[37-41年, 1772-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

鐫"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四十年据明刊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21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49] 歸震川先生文選 : 六卷 

[歸有光著]; 李祖陶評點; 劉珪校刊,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

刻于清道光乙巳年(25年, 1845) 

3 册, 最大邊長: 27.2 公分, 框 19.5 x 12 公分, 9行 25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明文選", 中鐫卷數及"

震川". 

封面鐫"道光乙巳年新鐫", "歸震川文選", "上高李祖陶評點", 

"盧陵劉珪授梓".  

鈐有"玉笥山廔藏書", "韞岑讀本" 等印 

叢書: 明文選 

Call Number: PL2698.K95 A1 1845   

   

[50] 過學齋詩鈔 : 六卷 

王蔭槐,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道光辛卯年(11年, 

1831) 

2 册, 最大邊長: 25.2 公分, 框 17.3 x 13.2 公分, 9行 19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内封鐫："過學齋詩鈔",  "道光辛卯孟春刊"[虫兼]盧夏翼朝

書"  . 

刻本, 綫裝. 刻書者据序言 

Call Number: PL2732.A683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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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漢書 : [一百二十卷] 

金陵書局[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同治己巳年(8 年, 

1869) 

16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21.2 x 14.8 公分, 

12 行 26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

魚尾, 版心鐫书名卷次. 

Call Number: DS748.13 .B36 1869 

  

   

[52] 漢書地理志校本 

汪遠孫, 錢塘振綺堂刻于清道光戊申年(28年, 1848) 

2 册, 最大邊長: 28公分, 框 16.9 x 11.6 公分, 10 行 20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书名頁

碼. 

卷首鐫牌記"道光戊申春二月振綺堂汪氏刻藏” 

Call Number: DS706.5 .W36 1848 

  

   

[53] 翰苑群书 : 二卷 

[宋]洪遵辑,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盧文弨乾隆三十九年序曰"是編為宋洪景嚴氏所彚輯" "因借本錄竟手自校"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2-103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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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後漢書 : [一百卷] 

范曄撰; 章懷太子賢注; 劉昭注補, 金陵書局[刻書地不詳]刻于

清同治己巳年(8 年, 1869) 

16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21.2 x 14.8 公分, 12 行 25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鐫书名卷次. 

汲古閣本 

Call Number: DS748.13 .F36 1869 

  

   

[55] 侯鲭录 : 八卷 

[宋]赵令畤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

(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廷博嘉庆八年跋曰此本覆旧钞本, 以明刊本校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71-172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56] 画墁集 : 八卷. 补遗一卷 

[宋]张舜民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

(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卷首附乾隆五十年紀昀等撰四庫全書提要,永乐大典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75-176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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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花外集 : 一卷, 卽碧山乐府 

[宋]王沂孙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丙

午[38-51 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

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

不足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8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58] 皇淸经解 : 一百九十卷 

上海鴻寳齋刻于清光绪辛卯年(17 年, 1891) 

24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光绪十七年鴻寳齋主人序言是書据阮元編簒《皇淸经解 》之學

海堂原刻本石印. 

Call Number: PL2461.Z6 H83 1891 

  

   

[59]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禮記全文備旨 : 十一卷 

鄒聖脉纂輯; [鄒]廷猷編次; [鄒]景鴻, [鄒]景

揚, [鄒]景章訂,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乾

隆甲申年(29 年, 1764) 

6 册, 最大邊長: 25.5 公分, 框 18.8 x 13.5 公

分, 上下两欄, 上欄 20行 10 字,下欄 10行 20字, 

大字为原文, 小字雙行为注解, 字數同, 四周單

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禮記全文備旨". 

内封面鐫"霧閣鄒梧岡纂輯 遵奉禮部議覆刊行 禮

記全文備旨 德文堂藏版 禮記自湖南學政李綬奏請

銷毀删本嗣後生章專習禮記者務須誦讀全經不得仍

以删本欺滋悞學者永為定式 同文堂藏板."  

卷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下栏題

"陳澔集說."  

附陳澔(1322)"禮記集說序." 王紫紳乾隆甲申序言

刻書事,刻書年据序言 

Call Number: PL2467.Z6 H9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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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江南馀载 : 二卷 

[宋]佚名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丙

午[38-51 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附四庫全書提要，永乐大典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61] 江西诗派小序 : 一卷 

[宋]刘克庄,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49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桐华馆宋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80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62] 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 一卷 

[淸]张泰来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

(49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厉樊榭钞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80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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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芥子園畫傳 : 五卷 

王安節摹古; 李苙翁論定, 三多齋[刻書地不詳]刻

于清康熙己未年(18 年, 1679) 

5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23 x 14.8 公分, 9

行 20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書名,中鐫卷次及頁碼, 下鐫"三多". 

三多齋翻刻本 

李漁康熙十八(1679)年序言刻書事, 卷后有陳扶搖

跋 

内封題: "芥子園畵傳", 上款題: "綉水王安節摩

古", 下款題"本衙藏板", 天頭題: "李笠翁先生論

定". 

刻本, 第五卷多色套印, 线装 

Call Number: ND1505 .J54 1679 

  

   

[64] 芥子園畫傳 : 初至三集 

[王槩, 王蓍, 王臬輯], 上海鴻文書局刻于清光绪丙申年(22 年, 

1896) 

12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初集 山水 六卷 -- 二集 蘭竹梅菊 九卷 -- 三集 艸蟲翎毛花卉 

六卷. 書根印書名集次冊數. 光绪十三年[1887]何镛序于初集，

光绪十四年[1888]何镛序于二集. 光绪戊子(1888)曹勲跋言印書

事. 書名前冠: 初集, 李笠翁先生論定, 二, 三集宇內諸名家合

訂. 

Call Number: ND1505 .J54 1886 

  

   

[65] 芥子園畫傳二集 

王安節, 王宓草, 王司直摹古, 金陵同文堂刻于清嘉庆丁丑年

(22年, 1817)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21.4 x 14.2 公分, 9 行 20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雙書耳,上書耳鐫小題, 

下書耳鐫冊數頁碼.. 

彩色套印本, 分蘭, 竹, 梅, 菊譜四部, 各分上下册. 

菊譜竹譜例言末及卷末均鐫: "嘉慶丁丑[1817]孟春芥子園煥記

重鐫." 

金陵同文堂翻刻嘉慶丁丑年芥子園煥記重刻本, 封頁鐫同文主人

識言重刻事. 王槩康熙辛巳(1701)"畫傳合編序". 

内封題"芥子園畫傳二集 ", 上款題: "繡水王安節, [王]宓草, 

[王]司直摹古", 下款題:"金陵同文堂鐫版", 天頭鐫: "宇内諸

名家合訂". 

Call Number: ND1505 .J54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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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芥子園畫傳三集 

[王槩, 王蓍, 王臬輯],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康熙, 

between 1701 and 1722] 

4 册, 最大邊長: 29公分, 框 21.3 x 15 公分, 9行 20字,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小題, 下鐫冊次及頁碼. 

無全書題名, 無全書内封面頁. 有辛巳(1701)王蓍《草蟲花卉

譜序》,《翎毛花卉譜序》.  蝴蝶裝. "青在堂畫花卉草蟲淺

說"首頁. 

Call Number: ND1505 .J54 1701 

  

   

[67] 芥子園畫傳四集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末 between 1851 and 1911]        

4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21 x 14.5 公分, 10行 21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小題頁碼, 下

鐫"芥子園". 

第四集: 第 1卷. 寫真秘傳 -- 第 2 卷. 仙佛圖 -- 第 3 卷. 

賢俊圖 -- 第 4 卷. 美人圖, 附圖章會纂. 

Call Number: ND1505 .J54 1851 

  

   

[68] 金石史 : 二卷 

[明]郭宗昌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戊戌 [41-43年, 1776-1778]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四集, v.29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28 
 

[69] 景明本繪圖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王實甫編; 方諸生校注], 北平富晉書社刻于 1929 

6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北平 : 富晉書社; 東來閣書店. 石印本. 

Call Number: PL2693.H753 W36 1929 

  

   

[70] 淨土古佚十書 

康僧鎧譯; 慧遠撰,金陵刻經處刻于清光绪戊戌年(24年, 

1898) 

12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3 x 12.3 公分, 10 行 19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鐫书名卷次. 

 

Call Number: BQ8518 .J56 1898 

  

   

[71] 經義述聞 : [十五卷] 

王引之, 武寧盧宣旬刻于清嘉庆丁丑年(22年, 1817) 

6 册, 最大邊長: 23公分, 框 17.6 x 12.5 公分, 10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鐫書名卷次. 

刻書者据序言"盧氏於刻十三經註疏之暇付之刻工" . 

内封題:"嘉慶丙子阮元著" "經義述聞".  

各冊末鐫"武寧盧宣旬校".嘉慶二年王引之序, 

嘉慶二十二年阮元《經義述聞序》 

Call Number: PL2461.Z7 W35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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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兰亭考 : 十二卷 . 坿羣公帖跋一卷 

[宋]桑世昌辑,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

(49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75-77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73] 兰亭续考 : 二卷 

[宋]俞松辑,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49

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四十七年据柳氏(柳大中)書竹青氈堂摹宋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75-78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74] 歷代畫家姓氏便覽 : [六卷] 

馮津集編; [馮]召棠校梓, 德聚堂[刻書地不詳]刻

于清道光丙戌年(6年, 1826) 

6 册, 6册, 框 13.2 x 10.3 公分, 9行 21 字, 四

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

次小題, 各卷版心分別下鐫"禮, 樂, 射, 御, 書, 

數". 

刻本, 綫裝  

内封鐫"道光六年" "丙戌孟春鐫" "歷代畫家姓氏

便覽" "德聚堂藏板". 

Call Number: ND1040 .F464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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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禮記體注大全合參 : 四卷 

周熾手緝; [周]魯較字,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

于清[between 1711 and 1875] 

4 册, 最大邊長: 26.8 公分, 框 19.5 x 14 公分, 

上下两欄, 上欄为《禮記體注大全合參》, 20行

23 字, 下欄为《禮記纂注參訂讀本》, 8行 17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内封面鐫"范紫登先生原本 銅陵周旦林纂訂 禮記

體註大全合參 本衙藏板". 附康熙辛卯(50年, 

1711)周旦林"序".   

叢書: 五經體註 

Call Number: PL2467.Z6 C468 1800? 

  

   

[76] 李石亭文集 : 六卷 

李化楠撰; 李調元編,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至

道光年间[between 1801 and 1825]   

2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7.7 x 13.4 公分, 10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李石

亭文集", 中鐫卷次小題, 下鐫頁碼. 

與"蜀雅" "醒園錄" "萬善堂集"合函, 刻本, 綫裝 

叢書: 函海 

Call Number: AC149 .H36 1801 case 14 

  

   

[77] 禮書 : 一百五十卷 

陳祥道撰, 福建郭氏校經堂刻于清嘉庆甲子年(9年, 1804) 

17 册, 最大邊長: 23公分, 框 14.8 x 10.8 公分, 9行 21 字, 小

字雙行,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書名卷次,下鐫"校經堂". 

牌記"大清嘉慶甲子福清郭氏校刊" , 郭龍光跋言刻書事 

Call Number: PL2469.Z6 C446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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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李義山詩集 : 三卷 

李商隱著; 朱鹤龄笺注; 沈厚塽辑评., 廣州倅署

刻于清同治庚午年(9年, 1870)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17.8 x 14.5 公分, 

天眉 9公分, 地腳 2.5 公分, 10行 21字小字雙行, 

無界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

名, 中鐫卷次, 版心下象鼻皆有與印工提示色註, 

如"上一紅, 上一青". 

卷端注"何焯義門硃筆, 朱彝尊竹坨墨筆, 紀昀曉

嵐藍筆", 三色批註寫天眉, 雜行間.  

附：箋註李義山詩集序--朱鹤龄順治已亥年(16 年, 

1659); 舊唐書文苑傳 ; 附錄諸家詩評(版心題李

義山詩評) ; 李義山詩譜.  

卷首有牌记"同治庚午季冬刊于广州倅署" . 

卷末刊"武林沈映钤、巴陵方功惠校订"  

廣州倅署刊本. 三色套印本 

Call Number: PL2672.A1 1870 

  

   

[79] 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眞本 : 二卷 ; 錢塘夢 : 一卷 ; 園林午夢記 : 一卷 ; 

圍棋闖局 : 一卷 ; 雙文小像 : 二十一幅 ;  會真記 : 一卷 ; 西廂摘句散譜 : 一

卷 

[王實甫撰]; 明李贄評; 元稹; 湯顯祖輯, 西陵醉

香主人天章閣刻于明崇祯庚辰年(13年, 1640) 

6 册, 最大邊長: 29公分, 框 20 x 14.3 公分, 9

行 20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西廂記", 中鐫卷次. 

内封題"新鐫李卓吾原評西廂記, 畫仿元筆, 西陵

天章閣藏板".  

卷首醉香主人序言刻書事. 

鈐"式一之印" .   

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眞本 : 二卷 ;  

錢塘夢 : 一卷 ;  

園林午夢記 : 一卷 ;  

圍棋闖局 : 一卷 ;  

雙文小像 : 二十一幅 / [王實甫撰] ; 明李贄評. 

會真記 : 一卷 / 元稹 ; 

西廂摘句散譜 : 一卷 / 湯顯祖輯 

Call Number: PL2693 .H47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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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聊齋志異新評 : 十六卷 

蒲松齡著, 王士正[禎]評, 但明倫新評, 廣州聚文

堂重刻于清光绪辛巳年(7年, 1881) 

16 册, 最大邊長: 18公分, 框 13.3 x 10.8 公分, 

9 行 21字小字雙行, 欄上有眉批, 文中有夾註,  

文後有總評, 四周單邊, 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

書名卷次卷名. 

内封鐫 "廣順但明倫雲湖新評 文登呂湛恩叔清釋

注 硃批增注聊齋志異".  

廣州聚文堂藏版. 

牌記 : 光緖辛巳孟秌廣州聚文堂藏版 

Call Number: PL2722.U2 L5215 1881 

  

   

[81] 林和靖先生詩集 : [四卷] ; 省心錄 

[林逋撰], 吳調元[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康熙戊子年(47年, 

1708) 

2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6.7 x 12.4 公分, 8行 18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林集"及卷次. 

卷首有康熙戊子年吳調元《重刻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一篇，次

为梅饶撰《林和靖先生詩集序》一篇，並附林和靖像及像

赞,， 《宋史林和靖先生本传》，葉森撰《林和靖先生墓堂

记》及《林集詩话》，总目后鐫“桐鄉汪定、[汪]安仝校” . 

著者據本書"宋史林和靖先生本傳". 康熙戊子吳調元"序"言刻

書事 

Call Number: PL2687.L532 L56 1708 

  

   

[82] 麟角集 : 一卷. 附录一卷 

[唐]王棨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

(49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廷博嘉庆壬寅跋曰刻書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7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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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嶺海見聞 : 四卷 

錢以垲撰,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康熙癸酉

年(32 年, 1693) 

2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6.8 x 13.3 公分, 

9 行 19字, 四周單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

書名及卷次. 

錢以垲《自序》言康熙丁丑(24年, 1685) 始游宦

廣東.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知其在廣東前後越

八年, 是書當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後所刻. 

Call Number: DS793.K7 C4362 1693 

  

   

[84] 岭外代答 : 十卷 

[宋]周去非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丁酉至

癸丑[42-58年, 1777-179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

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

不足齋叢書". 

卷首附周去非序言編撰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七集, v.130-132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85] 六書通 : [十卷] 

畢宏述篆訂; 閔章, 程昌煒同校,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

清乾隆乙卯年(60年, 1795) 

8 册, 最大邊長: 29公分, 框 20.9 x 15.4 公分, 8行 12 字, 

小字雙行, 每行 24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

韻部及聲部. 

依上平, 下平, 去, 入順序排列卷次, 每聲部又分上, 下卷.  

該書有康熙五十九年張涵"序"言刻書事, 又有康熙五十九年畢

弘述"序"云: "六書通 ... 閔寓五先生稾本."  

乾隆六十年(1795)吳省蘭"題辭." 

Call Number: PL1469 .M5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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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 : 六卷， 卷首一卷 

王實甫填詞; 金聖歎批評; 鄒聖脈妥注; 鄒汝宜訂

正, 九如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 between 

1736 and 1795.   

3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27 x 14.5 公分, 13

行 31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妥注第六才子書", 中鐫卷次卷名. 

At head of title: 繡像西廂.  

内封鐫"聖嘆先生批點, 妥注第六才子書, 郭汝寧

音義, 九如堂梓行 "-- 据《高校古文獻資源庫》

書影著錄 

Call Number: PL2693 .H47 1736 

  

   

[87] 陸放翁全集 : [四種一百五十五卷] 

陸游,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于 

30 册, 30册, 框 18.5 x 14.3 公分, 8行 18字, 左右雙

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子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汲

古閣. 

《南唐書》十八卷 趙世延序，卷前附《南唐書音釋》， 

毛晉卷后跋言刻書事 

《放翁逸稾》 二卷 

《家世舊聞》 毛晉卷后跋言書事 

《齋居紀事》  毛扆卷后識言刻書事 

《老學庵筆記》  毛晉卷后跋言書事 

《渭南文集》 三十五卷， 卷首附傳， 卷后附嘉定十三年

建康府溧陽縣主跋， 毛晉紀言書事 

《劍南詩稿》  卷前附劉氏題劍南詩，殘本， 存 1-35卷  

渭南文集 : 五十卷 -- 放翁逸稾 : 二卷 -- 劔南詩稾 : 

八十五卷 -- 南唐書 : 十八卷 -- 南唐書音釋 -- 老學庵

筆記 : 十卷 -- 

Call Number: PL2687.L8 C5534 1624 

  

   

[88] 麓堂诗话 : 一卷 

[明]李东阳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壬辰[37-41年, 1772-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鮑氏跋言乾隆四十年据倪建中钞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22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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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論語註疏解經 : 二十卷 

何晏集解, 郉昺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嘉庆

戊午年(3 年, 1798) 

2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8 x 12.6 公分, 9

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論語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閣".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十年(1637 年)本重刊.  

卷末鐫牌記"皇明崇禎十年歲在彊圉赤奮若古虞毛

氏繡鐫", 版心鐫“論語疏”. 

"目錄"前鐫"皇明崇禎十年歲在疆圉赤奮若陽月古

虞毛氏訂正鐫" 

叢書: 十三經注疏. 

Call Number: PL2471 .D4 L977 1798 

  

   

[90] 毛詩註疏 : [20 卷] 

孔頴達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刻于清嘉庆戊午年(3年, 1798) 

3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9 x 12.5 公分, 9行 21 字, 小字雙行同, 左右

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毛詩疏"下刻"汲古閣". 

殘本，僅卷十八、十九、二十三冊， 疑為蘇州金閶書業堂翻刻汲古閣本 

叢書: 十三經注疏 

Call Number: PL2466.Z6 M36 1798 

 

   

[91] 毛詩傳箋 : 三十卷, 附 詩譜一卷, 音義三卷 

鄭玄箋, 木渎周孝垓枕经楼刻于清嘉庆丙子年(21

年, 1816) 

5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8.3 x 13.8 公分, 

9 行 22字, 小字雙行 21字, 左右雙邊, 白口, 雙

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名, 下鐫頁碼. 

Call Number: PL2466.Z6 M3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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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毛西河論定西廂記 

誦芬室[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光绪庚子年(26年, 

1900) 

5 册, 最大邊長: 28公分. 

Call Number: PL2693 .H47 1900? 

  

   

[93] 梅花夢 : 二卷 

張道填詞, 長沙張預刻于清光绪甲午年(20年, 

1894) 

6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5 x 13.2 公分, 

9 行 22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書名卷次, 中鐫折名. 

張預跋言刻書事  

内封鐫 "光绪甲午年十月 梅花夢 小門生曹篤光署

檢"  

鈐印 : 式一之印, 式一 

Call Number: PL2705.A482 M45 1894   

   

[94] 孟子疏證弟三種 六卷. 正經界 

吳江迮鶴壽青厓箸, [刻書地、刻書者不

詳]刻于清道光[between 1821-1850].  

6 册, 最大邊長: 29公分, 框 17.7 x 

13.3公分, 10行 21字, 小字雙行, 四

周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頁數, 下鐫"弟三种". 

封面鐫"孟子疏證弟三種--趙鶴生題". 

卷首凡例末記: "李生召棠字布南貴池人

年未冠恂恂好學此六卷係所手抄附記于

此", 遵道光帝诏令避改"寧" (卷一第六

面).  

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三,孟子類)中記

載, "孟子疏證正經界六卷班爵祿十六卷

吳江迮鶴壽撰傳抄本". 贵池人李召棠见

诸《近代史资料》第 34期（1964）刊登

其所著《乱后记所记》, 据编辑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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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召棠安徽贵池人, 字憩亭, 秀才, 咸

豐年間在貴池鄉間躲避太平天國戰亂, 

如果此李召棠和”李生 

Call Number: DS706.5 .Z4 1821 

   

[95] 孟子註疏解經 : [十四卷] 

漢趙氏[岐]注; 宋孫奭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刻于清

康熙癸未年(42年, 1703) 

6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2 x 12.7 公分, 

9 行 21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孟子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閣". 

重刻本, 綫裝.  

卷末鐫牌記："皇明崇禎六季歲在昭陽作噩古虞毛

氏繡鐫"  ,注者趙岐据序言.  序題"孟子正義" . 

内封鐫"孟子注疏" , 版心鐫 "孟子疏" 

叢書: 十三經註疏 

Call Number: PL2474.Z6 C42 1798 

  

   

[96] 明詩綜 : [一百卷] 

朱彝尊編; 汪森等緝評, 六峰閣[刻書地不詳]刻于清雍正

[between 1723 and 1735] 

32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9.2 x 14.2 公分, 11行 21

字, 小字雙行 27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

書名卷次, 下鐫頁數. 

At head of title: 朱竹垞太史選本六峰閣藏版. 康熙四十四

年(1705)朱彝尊"序".  避(缺筆) "胤" [明詩綜家數 p.2], "

燁", [明詩綜家數 p.2], "玄",[明詩綜家數 p.5], 避"禛"為

"禎["明詩綜家數 p.24]; 不避弘,[明詩綜家數 p.9].  

封面題"朱竹垞太史選本", "六峰閣藏版".  

挖去"钱谦益(名, 字)" [明詩綜卷一 p.3].  

"宝应乔氏吾园珍藏", "乔载繇印", "信斋", "周氏渔农"等印

记 

Call Number: PL2536 .C556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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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南北朝文鈔 : [二卷] 

彭兆蓀採輯; 陳起榮校刊, 番禺陳起榮重刻于清光绪乙亥年(元

年, 1875) 

2 册, 最大邊長: 23公分, 框 18 x 13 公分, 11行 24字, 左右

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刻書地, 刻書者, 刻書年取自跋.  

林昌彝光绪改元跋言刻書事 

Call Number: PL2619 .P4 1875 

  

   

[98] 南窗纪谈 : 一卷 

[宋]佚名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丁酉至癸丑[42-58年, 1777-179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七集, v.130-132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99] 南濠诗话: : 一卷 

[明]都穆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

壬辰[37-41年, 1772-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

鐫"知不足齋叢書". 

鮑氏跋言乾隆三十九年据黄桓本文衡山本合校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22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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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南華真經 : 十卷 

郭象注; 陸德明音義,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

明[between 1465 and 1620] 

10 册, 最大邊長: 27.5 公分, 框 19.7 x 13.6 公

分, 8行 17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雙邊, 白

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莊子"及卷次. 

此本乃據明嘉靖 12 年顧春世德堂刋《六子書》本

重刻, 版心無"世德堂刊"字樣.  明刋《六子書》

本.  

叢書: 六子書 

Call Number: BL1900 .C45 1465   

   

[101] 佩文韻府（残本）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 

 

v.7(p.1-2), v.8, v.10, v.11(p.1-2), v.12, 

v.13(p.1-2), v.20(p.1-2), v.21, v.22(p.1-3), 

v.23(p.1-2), v.45, v.47, v.49, v.50, v.52, 

v.53, v.55, v.56, v.60, 63(p.1-4), v.64, 

v.66(p.1-2), v.67(p.1-2),v.68, v.80, v.82, 

v.83, v.85, v.86, v.91, v.92, v.93(p.1-2) 

 

Call Number: AE4 .P41   

   

[102] 苏沈内翰良方 : 十卷 

[宋]苏轼, 沈括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丁

酉至癸丑[42-58 年, 1777-179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癸丑（五十八年，1793）鮑廷博後跋言是書据吴郡程永培

藏足本刊刻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七集, v.133-135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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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浦阳人物记 : 二卷 

[明]宋濂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丁酉至癸

丑[42-58 年, 1777-179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歐陽元浦陽人物記序 

元至正十年（1350）鄭濤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十年（1350）戴良浦陽人物記後序 

乾隆壬子（1792）戴殿泗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七集, v.136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04] 潛硏堂文集 : 五十卷 ; 潛硏堂詩集 : 十卷 ; 潛硏堂詩續集 : 十卷 

錢大昕,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丙寅年(11年, 

1806) 

22 册, 最大邊長: 25.6 公分, 框 19.2 x 14 公分, 10行 21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頁碼. 

嘉慶 11年 [1806] . 段玉裁《潛硏堂文集序》提刻書事. 有"

顒盦藏本"印. 

Call Number: PL2705.I277 C48 1806 

  

   

[105] 千字文釋義 : [一 卷] 

汪嘯尹先生纂輯; 孫謙益先生參注, 味経堂[刻書地不

詳]刻于清乾隆丙辰年(元年, 1736) 

1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9.5 x 14.4 公分, 7行

8 字, 小字雙行 17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清乾隆後 [between 1736 and 1911]   "弘"字避諱不

嚴.  

封面題:汪嘯尹先生纂輯 ; 孫謙益先生參注 金陵味經

堂梓. 

Call Number: PL1115 .W364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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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 三十八卷, 卷首二卷 

[王掞總裁; 張廷玉等校], 北京内府刻于清康熙辛丑年(60年, 1721) 

2 册, 最大邊長: 27.5 公分, 框 21.7 x 16.1 公分, 经文 8行 18大字, 注文中字

低一格 21字, 注文小字双行 21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书名, 

中鐫卷次及小題, 下鐫页码. 

纂修者与刻者据"職名"，王圖炳書康熙六十年(1721)"御製序"，叢書名據《中國

叢書綜錄》残本，仅卷十一之十二， 卷十三之十四两册 

叢書: 御纂七經 

Call Number: PL2470.Z6 1721 

 

   

[10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 [二百卷] 

廣東廣東書局刻于清同治戊辰年(7年, 1868) 

120册, 最大邊長: 21 公分. 

Incomplete, 残本，通过书影比对推测为同治年间翻刻

本。 

Call Number: Z3107.C48 J5286 1868 

  

   

[108] 琴香堂繪像第六才子書 : 八卷 

[金]聖歎外書, 松陵周约琴香堂刻于清乾隆丁亥年

(32年, 1767) 

6 册, 最大邊長: 14公分, 框 10 x 7 公分, 8行

16 字, 無界行,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上鐫

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琴香堂’. 

序: “乾隆丁亥岁孟夏上沅松陵周约题于雁完村之

琴香堂”言刻書事.  

封面鐫"聖歎先生評點",  "琴香堂藏板".   

钤印: "式一" 

Call Number: PL2693 .H75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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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温達,  康熙, 北京[刻書者不詳],稿抄本,清康熙戊子年(47

年, 1708) 

最大邊長: 36.3 公分, 朱框 26.4 x 18.3 公分, 7 行 20 字, 

無界行, 四周雙邊, 朱紅上下象鼻, 雙紅魚尾. 

殘本, 金黃緞面封面. 

本館藏: 禦制序; 禦制紀略; 表; 卷之二十五: 康熙三十五

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九日; 卷之二十六: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  

函套上書"大清文宗显皇帝本纪  (第二函)"  

Given by Museum War Memorial Library, 1992. 

Call Number: DS754.6.W46 1708   

   

[110] 淸琅室詩鈔 : 二卷 . 續抄 : 一卷 

夏儼; 孫墉編次,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丙寅年

(11年, 1806) 

3 册, 最大邊長: 25.6 公分, 框 16.8 x 12.1 公分, 9行 18

字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書名卷

次. 

内封鐫"嘉慶丙寅刊 請琅室詩抄 金粟張燕昌題" 

Call Number: PL2710.S562 Q25 1806 

  

   

[111] 故宫遗录 : 一卷 

[明]萧洵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丙午

[38-51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

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

齋叢書". 

萬歴四十四年清常到人趙琦美跋言校勘之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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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全五代詩 : 一百卷 

李調元輯, 李氏萬卷樓[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嘉庆己巳

年(14 年, 1809) 

6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6.7 x 13.4 公分, 10

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

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小題, 下鐫頁碼. 

李氏萬卷樓重刊本.  刻本, 綫裝 

叢書: 函海 

Call Number: AC149 .H36 1804 case 15 

  

   

[113] 容山教事錄 

張履撰, 華陽精舍[刻書地不詳]刻于清道光戊戌年(18年, 

1838) 

1 册, 最大邊長: 25.7 公分, 框 18.5 x 14 公分, 11行 22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鐫書名. 

内封鐫"道光戊戌(1838)嘉平月刊", "容山教事錄", "華陽精舍

藏".  

李璋煜道光十七年(1837)叙 , 沈兆澐道光十八年(1838)叙.  

钤"渊甫". 9 copies 

Call Number: PL2705.A525 1838 

  

   

[114] 入蜀记 : 六卷 

[宋]陆游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壬辰[37-41年, 1772-

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旧钞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17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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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三字經訓詁 : [一 卷] 

徐士業校刊, 味経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後 

[between 1736 and 1911]    

1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9.3 x 14.4 公分, 4行 7

字, 小字雙行 17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

上鐫書名. 

"弘"字避諱不嚴.  

封面題:王伯厚先生纂 王晉升先生注 金陵味經堂梓. 

Call Number: PL1115 .W364 1736? 

  

   

[116] 尚書註疏 : [二十卷] 

孔穎達疏,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嘉庆戊午年(3

年, 1798) 

10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9 x 12.5 公分, 

9 行 21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

魚尾, 版心上鐫"尚書疏",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

閣". 

卷末鐫牌記："皇明崇祯五年岁在玄黓涒滩古虞毛

氏绣鐫"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五年(1632)本重刊.  

内封題"尚書註疏 "  

序題"尚書正義" 

叢書: 十三經注疏 

Call Number: PL2461 .D82 1632 

  

   

[117] 伸蒙子 : 三卷 

[唐]林愼思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49 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庚子年吳翌鳳跋言刻書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73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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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聲調譜 : [三卷] ; 談龍錄 

趙執信, 雅雨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己卯年

(24年, 1759) 

1 册, 最大邊長: 24.6 公分, 框 18.7 x 14 公分, 

9 行 19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聲調前譜", "聲調後譜", "聲調續譜", 下鐫"雅

雨堂". 

書名據封面.  

卷分"前譜", "後譜", "續譜".  

乾隆己卯盧見曾"序"言刻書事. 

Call Number: PL2705.A5887 S44 1759   

   

[119] 盛京宝谱 : 貯皇史宬 

北京皇史宬,稿抄本,清乾隆丙寅年(11年, 1746) 

1 册, 最大邊長: 37.5 公分. 

金黃緞面封面, 滿漢對照, 陳之西序"弘璧琬琰"  

Given by Museum War Memorial Library, 

1992. 

Call Number: DS754.6 .S720 1746 

  

   

[120] 詩 : 八卷 

朱熹集傳, 金陵芥子園刻于清嘉庆戊寅年(23年, 1818) 

4 册, 最大邊長: 28公分, 上下兩欄, 上欄框高 1.4 x 12 公

分, 有眉批; 下欄框高 16.7 x 12.8 公分, 9行 17 字, 小字雙

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小題, 中鐫頁碼, 下

鐫卷次及"芥子園". 

内封鐫:"嘉慶戊寅年新鐫" "遵依洪武正韻 " "芥子園重訂監本

詩經"， 目錄末鐫牌記："古吳李氏校訂  金陵芥子園梓"， 卷

末鐫"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

章一百五十四句" "金陵芥子園訂本"， [宋]淳熙四年（1177）

朱熹"詩傳序"， 各冊書衣手題  Ink inscription on covers: 

Presented by J.F. [?] Davis Esqr. May 2 1829. 

Call Number: PL2464.J9C5 1818 

  

 

 

  



46 
 

[121] 石湖词 : 一卷 . 补遗一卷 

[宋]范成大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

丙午[38-51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8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22] 史記 : 一百三十卷 

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金陵金陵書局刻

于清同治丙寅年(5年, 1866) 

20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19.5 x 13.8 公分, 11行 22 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卷

次, 下鐫頁碼. 

内封鐫："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 牌記:"同治五年首夏金陵書

局校刊九年仲春畢工" 

叢書: 二十四史 

Call Number: DS735.A2 S6 1866 

  

   

[123] 十駕齋養新錄 : [二十卷, 餘錄三卷] 

錢大昕[撰],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辛未年

(16年, 1811) 

8 册, 最大邊長: 25.7 公分, 框 17.4 x 12.7 公分, 10

行 23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

中鐫書名卷次. 

刻書年取自跋  

孫男[錢]師康跋記刻書事 --- 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終  

内封鐫"十駕齋養新錄廿卷" . 

綫裝刻本 

Call Number: DS735 .C486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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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詩經精華 : 十卷 

[薛嘉穎撰],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同治甲子年(3年, 

1864) 

4 册, 最大邊長: 24.2 公分, 框 19.7 x 14.0 公分, 上下两

欄, 上欄有注解,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上鐫书名, 

中鐫篇名及卷次, 下鐫頁碼. 

陳龍標作"序".  綫裝刻本.  著者据"自序".  

内封面鐫"同治甲子年春鐫 崇文會藏板". 

Call Number: PL2466.Z7 H78 1864 

  

   

[125] 詩經釋參 : 四卷 

鄧翔著; 孔廣陶等校, 孔廣陶[刻書地不詳]刻于清

同治丁卯年(6年, 1867) 

4 册, 最大邊長: 30公分, 框 17 x 13.5 公分, 9 

行 23 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雙邊, 白口, 單

黑魚尾, 版心中鐫卷次, 朱印卷次頁碼, 下鐫頁

碼. 欄上朱墨雙色套印眉批. 

孔廣陶刊朱墨套印本; 内封鐫"詩經釋參", 并鐫牌

記"同治丁卯孔氏藏版"; 同治甲子（3年，1864）

鄧翔序言刻書事, 刻書者据序言. 

Call Number: PL2466.Z6 D464 1867   

   

[126] 石刻铺敍 : 二卷 

[宋]曾宏父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

(49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四十七年覆嘉定钱氏海盐张氏本, 沈大成临何义门评本合

校刊 義門書塾評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79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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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事類統编 : 九十三卷 

[吳淑撰注]; 林敬昭重校, 南海味経堂刻于清道光

己亥年(19年, 1839) 

9 册, 最大邊長: 21公分, 框 13.5 x 10 公分, 9

行 21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卷名. 

南海味經堂林氏彙刊;子真林敬昭重校. 牌记"道光

己亥孟冬[1839]柏溪林氏开雕".  

封面题"事类统编 凤山鲍俊书" . 

线装刻本 . 

撰著者取自序言.道光十九年陶慧榮序 

重訂事類賦序: 紹興丙寅(1146)仲夏卄三日右迪功

郞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邊惇德謹序 

重刻事類賦敍：華雲 

重訂廣事類賦序：乾隆二十九年華希閎 

重訂廣事類賦序：康熙三十八年華希閎 

廣廣事類賦自序: 嘉慶元年(1796)月涇上吳世旃通

帛識 

續廣事類賦序：同鄉愚弟李夢松頓首序于廣東學使

署之西齋 

續廣事類賦序: 嘉慶辛酉(18 

Call Number: AE17 .W91 1839 

  

   

[128] 石墨鐫华 : 八卷 

[明]赵崡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壬

辰[37-41 年, 1772-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氏乾隆三十九年跋言校刊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23-2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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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十三經注疏 : 附校刊記. 

廣東[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同治辛未年(10 年, 1871) 

120册, 最大邊長: 28 公分, 框 21.7 x 14.6 公

分, 10行 20 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左右雙邊, 白

口, 單黑魚尾, 内封面鐫"武英殿本/同治十年廣東

書局重刊", 封面後鐫"菊坡精舍藏板". 上書口鐫"

乾隆四年校刊同治十年重刊". 

v. 1-5. 周易注疏 : 十三卷 / 王弼注 ; 陸德明

音義 ; 孔穎達疏 -- v. 6-13. 尚書注疏 : 十九

卷 / 孔氏傳 ; 陸德明音義 ; 孔穎達疏 -- v. 

14-27. 毛詩注疏 : 三十卷 / 鄭氏箋 ; 陸德明音

義 ; 孔穎達疏 -- v. 28-41. 周禮注疏 : 四十二

卷 / 鄭氏注 ; 陸德明音義 ; 賈公彥疏 -- v. 

42-51. 儀禮注疏 : 十七卷 / 鄭氏注 ; 陸德明音

義 ; 賈公彥疏 -- v. 52-71. 禮記注疏 : 六十三

卷 / 鄭氏注 ; 陸德 

Call Number: PL2461.M85 1871 

  

   

[130] 诗传注疏 : 三卷 

[宋]榭枋得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

丙午[38-51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吴长元乾隆辛丑序言是書据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人市詩經纂注

中採錄一百六十四條，歴搜諸書又得一百三十七條存祥去略編

為三卷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1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31] 釋迦如來密行化蹟全譜 

揚州藏經院, 揚州揚州藏經院刻于清光绪丁酉年(23年, 1897)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

鐫書名, 中鐫小題, 下鐫頁碼. 

Call Number: BQ873 .Y36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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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書經體註 : 六卷, 卷首图 

永安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嘉庆乙亥年(20年, 1815)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21.7 x 14.5 公分, 上下两欄, 

上欄为"新刻書經體註", 23 行 25 字, 无界行; 下欄为"書經 蔡

沈集傳", 9行 17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

魚尾, 版心上鐫"書經體註", 下鐫卷次及小题. 

内封面鐫:"嘉慶乙亥年新鐫", "范紫登先生訂", "合纂諸子解

說", "書經體註", "字遵部頒正韻", "永安堂梓行."  

附仇兆鰲序"尚書體註序" ;"禹貢九州歌" ; 文辨異 ; 嘉定己

巳(2年, 1209)蔡沈"書經集傳序".  

書名取自内封面 

Call Number: PL2465.Z6 H756 1815 

  

   

[133] 書目答問 

張之洞, 上海蜚英館刻于清光绪乙未年(21年, 1895) 

2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8.6 x 12.2 公分, 13行 25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中鐫目次, 頁碼, 

下鐫人名. 

Lithoprint 

Call Number: Z3108.L5 C41 1895 

  

   

[134] 蜀雅 : 二十卷 

李調元選,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至道光间, 

[between 1801 and 1825]   

3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8 x 13.5 公分, 9行 20字,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

鐫卷次, 下鐫頁碼. 

刻本, 綫裝  

内封鐫 : " 綿州李雨村選" "屬雅" "億書樓藏板"  

與"李石亭文集 " "醒園錄" "萬善堂集"合函 

叢書: 函海 

Call Number: AC149 .H36 1801 cas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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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說文解字 : 十五卷 

許愼記 ; 徐鉉等校定,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于清顺治甲

申年(元年, 1644) 

10 册, 最大邊長: 30公分, 框 20.5 x 15 公分, 7 行

約 16 字, 小字雙行約 22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

尾, 版心中鐫"說文", "一", "上", 下鐫"一". 

封面題"說文眞本北宋本校刊汲古閣藏板."  

進牒後末行鐫"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刊男扆再校" . 

毛扆"識"言"先君購得說文眞本, 係北宋板, 嫌其字小, 

以大字開雕, 未竞而先君謝也. 扆哀毀之餘, 益增痛

焉, 久欲繼志, 而力有不逮, 今桑榆之景, 為日無多, 

乃鬻田而刻成之."  

有乾隆壬子朱叔鴻題記校點, 過錄惠士奇批校.  

鈐"玉峯李氏蔭薌珍藏書畫之印".  

首頁鈐"葉椿齡印","芥舟", 卷末鈐"芥舟","學書不成

去學劍"印. 葉椿齡,字芥舟, 福建闽县人, 咸丰三年

(1853)任陕西绥德 

Call Number: PL1281.H83 S58 1644-1713 

  

   

[136] 四書地理攷 : [十五卷] 

王 liu [流玉]著, 壑舟園[刻書地不詳]刻于清道光乙未年(15

年, 1835) 

4 册, 最大邊長: 28.2 公分, 框 18.3 x 5 公分, 11行 22 字, 

左右雙邊, 黑口, 雙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

頁碼. 

封面題簽損壞, 附壑舟園所著書目 

Call Number: DS708 .W364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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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四書經史論策合編 : 四卷 内坿四書五經義 

羊城新學書局[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光绪戊戌年(24年, 1898) 

4 册, 最大邊長: 21.1 公分, 框 13.8 x 10.7 公分, 9行 25 字 (序 8行 20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下鐫頁碼. 

书名页题：戊戌秋潘霄汉署.  

"序"后鐫 時務學堂主人題時光绪戊戌秋七月 

Call Number: PL2463.Z6 S5 1898 

 

   

[138] 四子書 

朱熹, 廣州[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咸丰庚申年(10 年, 1860) 

6 册, 最大邊長: 26.7 公分, 框 18.5 x 13.4 公分, 9行 13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頁

次, 下鐫"菜根香舘". 

v. 1 四書句辨 -- v. 1 疑字辨 -- v. 1 四書圖 -- v. 1 大学 

/ 朱熹章句 -- v. 1 中庸 / 朱熹章句 -- v. 2-3 論語 : 10卷 

/ 朱熹集注 -- v. 4-6 孟子 : 7 卷 / 朱熹集注.                               

書名據封面. 封面鐫"咸豐庚申重校宋本","順德霞石何氏藏版".  

道光七年丁亥何瑞熊跋言刻書事. 蔣克鎔印 

Call Number: PL2463.M1 C47 1860   

   

[139] 松窗百说 : 一卷 

[宋]李季可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

(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廷博嘉庆八年跋言是書据旧钞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73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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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宋景濂先生文選 : 七卷 

[宋濂著]; 李祖陶評點; 李汝霖校刊,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

于清道光乙巳年(25 年, 1845) 

4 册, 最大邊長: 27.2 公分, 框 19.5 x 12 公分, 9行 25 字, 四

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明文選", 中鐫卷數及"景

濂". 

封面鐫"道光乙巳年新鐫", "宋景濂文選", "上高李祖陶評點", 

"盧陵李汝霖授梓".  

鈐有"玉笥山廔藏書", "韞岑讀本" 等印 

叢書: 明文選 

Call Number: PL2698.S84 A1 1845   

   

[141] 孙子算经 : 三卷 

[唐]李淳风等奉敕注释,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戊戌 [41-43

年, 1776-1778]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卷末題乾隆四十二年据汲古阁景宋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四集, v.25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42] 唐荊川先生文選 : 七卷 

[唐順之著]; 李祖陶評點; 孫淓校刊,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

刻于清道光乙巳年(25年, 1845) 

4 册, 最大邊長: 27.2 公分, 框 19.5 x 12 公分, 9行 25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明文選", 中鐫卷數及"

荊川". 

封面鐫"道光乙巳年新鐫", "唐荊川文選", "上高李祖陶評點", 

"泰和孫淓授梓".  

鈐有"玉笥山廔藏書", "韞岑藏書" 等印 

叢書: 明文選 

Call Number: PL2698.T28 A25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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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童山詩集 : 四十二卷 

李調元撰, 李氏萬卷樓[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嘉庆己巳年(14 年, 

1809) 

4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7.3 x 11.8 公分, 10行 21

字, 四周雙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李氏萬卷樓重刊本.  

刻本, 綫裝 

叢書: 函海 

Call Number: AC149 .H36 1809 case 18 

  

   

[144] 萬國歷史彙編 : 一百卷 

江子雲, 蔣紹籛, 郭[]瑛,李北桥纂, 上海上海官書局刻

于清光绪癸卯年(29 年, 1903) 

16 册, 最大邊長: 19.8 公分, 框 16.5 x 11.5 公分, 18

行 40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上海官書局印. 

書名頁鐫盛宣懷署. 石印本 

Call Number: D20 .W36 1903 

  

   

[145] 万柳溪边旧话 : 一卷 

[宋]尤?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年(49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朱朗斋校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80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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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萬善堂集 : 十卷 

李化楠撰; 李調元編,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至道光年间[ between 

1801 and 1825] 

2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7.7 x 13.4 公分, 10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

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李石亭詩集", 中鐫卷次, 下鐫頁碼. 

卷二卷端題"李石亭詩集"  

與"蜀雅" "醒園錄" "李石亭文集"合函.  

刻本, 綫裝 

叢書: 函海 

Call Number: AC149 .H36 1801 case 14 

 

   

[147] 王陽明先生文選 : 七卷 

[王陽明著]; 李祖陶評點; 嚴詳校刊,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

刻于清道光乙巳年(25年, 1845) 

4 册, 最大邊長: 27.2 公分, 框 19.5 x 12.5 公分, 9行 25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明文選", 中鐫卷數及"

陽明", 下鐫頁碼. 

封面鐫"道光乙巳年新鐫", "王陽明文選", "上高李祖陶評點", 

"萬安嚴詳授梓". 

叢書: 明文選 

Call Number: B5234.W34 A1 1845 

  

   

[148] 微尚齋詩 : [二卷] 

汪兆鏞,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爱宣统辛亥年(3年, 

1911) 

1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5.8 x 11.8 公分, 11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黑口, 無魚尾, 版心鐫書

名卷次. 

封面内頁:"辛亥冬刻". 

Call Number: PL2822.C38 W4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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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微尚齋詩續稾 

汪兆鏞,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 1940 

2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清故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誌銘 / 張爾田撰 : 1. 1-2 (1st. 

group). 

Call Number: PL2822.C38 W4x 1940 

  

   

[150] 文始 

章炳麟 [太炎]著, 浙江圖書館[刻書地不詳]刻于 

3 册, 最大邊長: 28公分. 

Call Number: PL1281.C45 W4 

  

   

[151] 五曹算经 : 五卷 

佚名撰, 唐李淳风等奉敕注释,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

刻于清乾隆丙申至戊戌 [41-43年, 1776-1778]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

鐫"知不足齋叢書". 

卷末題乾隆四十二年据汲古阁景宋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四集, v.25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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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五代史纂误 : 三卷 

[宋]吴缜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丁酉至

癸丑[42-58年, 1777-179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

鐫"知不足齋叢書".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附陸錫熊，紀昀、黃軒乾隆四十二年校

勘記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七集, v.129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53] 五国故事二卷 : 二卷 

[宋]佚名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至丙

午[38-51 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癸巳（1773）吳長元跋言是書為明剑光阁舊鈔較他本而成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54] 吴礼部诗话 : 一卷 

[元]吴师道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

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

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跋言曰此本為小山堂钞本以元刻本正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74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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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闲者轩帖考 : 一卷 

[淸]孙承泽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

至戊戌 [41-43年, 1776-1778]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

鐫"知不足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四集, v.29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56] 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 一卷 

[宋]岳珂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

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

齋叢書". 

桐華舘訂正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1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57] 孝經註疏 : 九卷 附 孝經正義 

唐玄宗注疏 ; 邢昺校,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

嘉庆戊午年(3年, 1798) 

1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7.8 x 12 公分, 9

行 20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下鐫"汲古閣". 

重刻本, 綫裝  

卷末鐫牌記: "皇明崇禎二季歲在屠維大荒落古虞

毛氏鐫"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二(1629)年本重刊. 

叢書: 十三經注疏 

Call Number: PL2471.Z6 X54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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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逍遥集 : 一卷 

[宋]潘阆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四庫全書簒修本：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7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59] 謝疊山公文集 : 八卷 , 卷首一卷 , 卷末一卷 

[謝枋得撰]; 蘊德堂諸孫校訂, 東山蘊德堂謝氏刻

于清嘉庆辛酉年(6年, 1801) 

4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7.5 x 12.5 公分, 

9 行 20字,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書名, 中鐫卷次. 

梁承云序言重刻事.  

内封鐫"嘉慶辛酉秋重鐫 宋謝曡山文節公集 東山

蘊德堂藏板" . 

鈐印: "崔少 X藏書印" 

Call Number: PL2687.H63 H7 1801   

   

[160] 新訂四書補註附考備旨 

鄧林退菴手著; 祁文友珊洲重校 ; [鄧]煜燿生編次 ; 杜定基起元

增訂,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 

6 册, 最大邊長: 26.7 公分, 框 21.5 x 13.5 公分, 11行 45 字,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四書補注備

旨", 中鐫書名卷次. 

蔣克鎔印 

Call Number: PL2463.Z6 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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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新鐫古今大雅北宮詞紀 : 六卷 

陳所聞選; 陳邦泰輯次,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明

万历甲辰年(32年, 1604) 

6 册, 最大邊長: 26.1 公分, 框 21.4 x 13.8 公分, 10

行 20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書眉上刻評. 

著錄: 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墨南考

藏書画碑版(朱), 膠西州市古琴閣(朱) 

Call Number: PL2556 .X56 1604 

  

   

[162] 新鐫古今大雅南宮詞紀 : 六卷 

陳所聞選; 陳邦泰輯次.,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

刻于明万历乙巳年(33年, 1605) 

6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21.6 x 13.9 公分, 

10行 20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書眉上

刻評. 

Call Number: PL2556 .X57 1604 

  

   

[163] 新刻天如張先生精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 : 三十二卷 

張溥彙編; 劉鴻鏞梓行, 正祖文雅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乾隆戊寅年(23年, 

1758) 

6 册, 最大邊長: 23.8 公分, 分上下两欄, 上欄框 8 x 11.8 公分 , 13 行 14

字 , 小字雙行 , 下欄 10.6 x 11.8 公分 , 10行 15字，小字雙行. 刻本, 

线装,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万宝全書" , 中鐫小題卷次. 

内封鐫: "諸名家合選" "大萬寳全書" "正祖文雅堂梓行"  

刻書年据序言,  版心鐫: “萬寶全書”  

目錄題: 新鐫增補萬寶全書  

内封題: 大萬寳全書 

Call Number: AE17 .X56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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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星平大成 : [七卷] 

古越沈義方塗山氏纂集, 蘇州金閶書業堂重刻于清嘉庆甲子年

(9 年, 1804) 

4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8.4 x 12.1 公分, 9行 24 字, 

小字雙行, 四周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下鐫卷次頁數. 

封面鐫:"金閶書業堂藏板", "古越沈塗山先生手定", "嘉慶甲

子年重鐫". 

Call Number: BF1714.C5 S546 1804 

  

   

[165] 醒園錄 : 不分卷 

李化楠抄,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至道光年间

[between 1801 and 1825]   

1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23.6 x 15.6 公分, 9行 27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書

名. 

與"蜀雅" "李石亭文集 " "萬善堂集"合函.  

刻本, 綫裝 

叢書: 函海 

Call Number: AC149 .H36 1801 case 14 

  

   

[166] 绣像今古奇觀 : 四十卷 

芥子園[刻書地不詳]刻于清[between 1644 and 

1824]   

10 册, 最大邊長: 16.5 公分, 框 12.0 x 9.3 公

分, 11行 25 字,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鐫"今古奇

觀", 下口鐫"芥子園". 

封面鐫"墨憨齋手定", "福文堂藏板". 卷前有姑苏

笑花主人序 

Call Number: PL2646 .J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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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繡像龍圖公案 : 十卷 

一經堂梓行[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嘉庆丙子年(21 年, 

1816) 

5 册, 最大邊長: 17.6 公分, 框 13 x 10 公分, 11

行 24 字 (序: 7行 17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

魚尾, 版心鐫卷次. 

封面鐫"嘉慶丙子年新鐫", "一經堂梓行". 序"江

右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 

Call Number: PL2694 .L75 1816 

  

   

[168] 续孟子 : 二卷 

[唐]林愼思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甲辰[49

年, 1784]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庚子年吳翌鳳跋言刻書事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集, v.73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69] 颜氏家训 : 七卷 . 坿考证一卷 

[北齐]颜之推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癸巳

至丙午[38-51年, 1774-178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宋沈揆淳熙七年（1180）跋言述校勘事，是书据谢景思手校本

以五代宫传和凝本参订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一集, v.82-83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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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猗觉寮杂记 : 二卷 

[宋]朱翌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乾隆丙申至壬

辰[37-41 年, 1772-1776]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氏乾隆丙申年識言六月借小山從汲古的本付鈔其本已為義門

校過玆再為對校一過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集, v.18-19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71] 易堂問目 : 四卷 

吳鼎輯,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between 1796 and 

1911]  

3 册, 最大邊長: 24.2 公分, 框 17.9 x 13.3 公分, 10行 21

字, 小字雙行 

框 17.9 x 13.3 公分, 10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黑

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及篇名. 

據乾隆壬辰(37年, 1772) 翻刻. 鄒容成《後序》. 扉頁鐫"

御覽易堂問目. " 书眉鐫禦批注 

Call Number: BL1812.R57 Y5 1796? 

  

   

[172] 埶文備覽 : 一百二十卷, 補詳字義十四篇 

吳穀人鑒定; 沙木集注, 廣東[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丙寅年

(11年, 1806) 

43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20.4 x 13.1 公分, 6行大字, 

小字三行, 四周雙邊, 黑口, 單黑魚尾, 版心鐫集数, 卷次, 

及頁碼. 

藝文備覽  

分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十二集.  

内封面鐫"吳穀人先生鑒定 本衙藏板 埶文備覽 嘉興沙木青嚴

氏集注 男神芝鷗爽同較."  

附嘉慶 11年吳熊光"吳序", 阿克當阿"阿序" [and others] 顧

士振"顧題." 

Call Number: PL1420 .I26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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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幼學故事尋源 : [十卷] 

邱濬著; 楊應象集註, 福文堂[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嘉庆庚申年

(5 年, 1800) 

5 册, 最大邊長: 23.5 公分, 框 17 x 11.5 公分, 8行 24 字, 

小字雙行,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

卷次小題. 

書名取自目次, 卷一端題"故事尋源".  

綫裝刻本 

Call Number: AE4 .Y89 18-- 

  

   

[174] 玉獅堂十種曲 : 十種十五卷 

[陳烺撰], 徐光瑩[刻書地不詳]刻于清光绪辛卯年

(17年, 1891) 

10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18.5 x 13.5 公分, 

9 行 22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

書名. 

1. 仙緣記傳奇 : 二卷 -- 2 蜀錦記傳奇 : 二卷 

-- 3 燕子樓傳奇 : 二卷 -- 4 海虬記傳奇 : 二

卷 -- 5 梅喜緣傳奇 : 二卷 -- 6 同亭晏傳奇 : 

一卷 -- 7 迴流記傳奇 : 一卷 -- 8 海雪[yin]傳

奇 : 一卷 -- 9 負薪記傳奇 : 一卷 -- 10 錯姻

緣傳奇 : 一卷.                                   

書名取自内封，版刻年據序年 俞樾总序前五种曲, 

谭适献总序后五种曲，末为刘炳照, 徐光瑩后序言

刻書事.  

鈐" 

Call Number: PL2705.E534 Y87 1891 

  

 

 

 

 

 

 

 

 

  



65 
 

[175] 虞氏易禮 : 二卷 . 虞氏易事 : 二卷 . 虞氏易候 : 一卷 . 虞氏易變表 : 

二卷 

張惠言著; 江承之撰, 福建王懷佩刻于清道光壬辰

年(12 年, 1832) 

3 册, 最大邊長: 26.4 公分, 框 19.7 x 15.4 公

分, 10行 24 字,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

魚尾, 版心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 下鐫頁碼. 

陳善跋"虞氏易變表"言刻書事.  

刻書者及刻書年据"虞氏易變表"跋  

各卷内封分別題："虞氏易禮二卷" . "虞氏易事二

卷" "虞氏易候一卷". "虞氏易變表二卷".  

"虞氏易事","虞氏易候"合訂 

Call Number: PL2464.Z7 C22 1832 

  

   

[176] 御製耕織圖 : 不分卷 

焦秉貞繪 ; 清聖祖, 世宗[高宗]御題詩., 

北京[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嘉庆丙辰年(元

年, 1796) 

2 册, 最大邊長: 30公分, 框 24.7 x 

23.8公分, 詩文半葉 8行 16 字, 朱絲欄

框, 四周二龍戲珠邊飾, 四周單邊, 白口, 

無魚尾, 分耕部, 織部兩冊, 各冊書簽分

別題: 耕部全圖共二十三幅, 臣香霞謹誌; 

織部全圖共二十三幅, 臣香霞謹誌. 卷前

鐫康熙<<御製耕織圖序>>, 朱印行草書,末

署"康熙三十五年春二月社日題並書". 序

末鈐"康熙宸翰"陽文方印及"稽古右文之章

"陰文方印.圖中鐫樓楼壽詩文, 每幅圖後

有詩文頁上鐫玄曄, 胤禎, 弘曆配詩各一

首. 

題名取自序端, 責任者據耕, 織圖下鐫"欽

天監五官臣焦秉貞畫".經折裝．硃墨套印

手工着色本. 是書删去"鸿臚寺序班朱圭鐫

刻", 以此推斷是書據康熙三十五(1696)刻

本翻刻, 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記載, 香

霞為吳凌之別名, 吳凌生于 1784清乾隆

49 年卒于 1816清嘉慶 21年,如果此香霞

即為吳凌, 是書當刻于嘉慶年間. 

Call Number: N8217.F3 K163 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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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禦製康熙字典 : [十二集, 總目一卷, 檢字一卷, 辨似一卷, 等韻一卷, 補

遺, 備考] 

張玉書, 陳廷敬總閱; 淩紹雯... [et al.]纂修, 北京[刻書者不詳]重刻

于清道光丁亥年(7年, 1827) 

32 册, 最大邊長: 19.2 公分, 框 19 x 14 公分, 8行 12 字, 小字雙行 24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书名, 中鐫分卷名, 下鐫頁

碼. 

附康熙陳邦彥書五十五年(1716)"御製康熙字典序" ; 康熙 49年(1710)"

上諭" ; 道光 7 年"重刊原奏道光 7 年奉旨重刊字典諸臣職名" ; "康熙字

典凡例".  

内封面为朱墨印刷. 著者據卷首"總閱官纂修官". 

Call Number: PL1420 .K3 1827  

   

[178] 御纂周易折中 : 二十二卷, 卷首 

李光地 ... [et al.] 纂, 北京[刻書者不詳]刻于清康熙

乙未年(54年, 1715) 

12 册, 最大邊長: 25.2 公分, 框 22.5 x 16.2 公分, 8 行

18 字, 小字雙行 22 字,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

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及小題. 

版本又據《清代内府刻書圖錄》.  纂修者據"職名".  

康熙五十四年(1715)"御製周易折中序"言刻書事. 

内府,  [乙種] 

Call Number: PL2464.Z6 Y855 1715 

  

   

[179] 元白詩箋證稿 

陳寅恪著, 廣州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硏究室刻于 1950 

1 册, 最大邊長: 27.3 公分, 四周單邊, 白口, 雙

黑魚尾, 版心上鐫书名, 中鐫頁数. 

扉頁有作者親筆題：“式一先生教正” 

Call Number: PL2677.Y8 Z7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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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元眞子 : 三卷 

[唐]张志和,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

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

齋叢書".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1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81] 閱藏知津 

釋智旭編次, 金陵金陵刻經處刻于清光绪壬辰年(18年, 1892) 

10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7.3 x 12 公分, 10行 19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书名, 卷次. 

Call Number: BQ9262.9.C45 Z45 1892 

  

   

[182] 雲棲法彙 

祩宏纂修, 金陵金陵刻經處刻于清光绪丁酉年(23年, 1897) 

34 册, 最大邊長: 23公分, 框 17.5 x 13 公分, 10行 20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丛书名, 中鐫书名, 卷

次. 

释经十一册, 辑古十一册, 手著十二册 

Call Number: BQ9262.9.C5 Z48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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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增訂敬信錄 

周鼎臣輯, 問心堂[刻書地不詳]重刻于清嘉庆庚申

年(5年, 1800) 

1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9 x 14公分, 9 行

19 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上鐫篇

名, 下鐫頁碼. 

著者劇"初刊敬信錄原序".  

封面鐫"嘉慶庚申重鐫 增訂敬信錄 問心堂藏板". 

附乾隆己丑(1769)尹繼善"敬信錄序"; 乾隆十四年

(1749)許雲鵬"初刻敬信錄原序"; 乾隆十六年

(1751)許雲鵬"重鐫敬信錄原序"; 許寳善三刻敬信

錄原序; 乾隆 34年(1769)許寳善"原序". 

Call Number: BJ1545 .Z468 1800 

  

   

[184] 增注第八才子書花箋記 : [四卷] , 情子外集 : 續輯文章 

靜净齋評選,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 

4 册, 最大邊長: 17.5 公分, 框 12.5 x 10.2 公

分, 9行 20字, 四周單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

上鐫"八才子箋註", 中鐫卷數. 

自序言刻書事. 封面鐫"靜凈斋評", "情子外集", 

"繡像第八才子箋注", "續輯文章", "禪山福文堂

藏板". 

Call Number: PL2647 .Z464 

  

   

[185] 张子野词 : 二卷 补遗二卷 

[宋]张先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五十三年鮑廷博跋曰此本据绿斐轩钞本刊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8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69 
 

[186] 贞居词 : 一卷 

[元]张雨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年(8 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

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知不足齋叢書". 

厉樊榭钞本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v.108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87] 重雕足本鉴诫录 : 十卷 

[後蜀]何光远撰, 歙縣長塘[安徽]鮑氏家塾重刻于清嘉庆癸亥

年(8年, 1803) 

1 册, 最大邊長: 20公分, 框 13.0 x 9.9 公分, 9行 21 字, 

左右雙邊, 细黑口, 無魚尾, 版心中鐫子目书名及卷次, 下鐫

"知不足齋叢書". 

鮑廷博嘉庆八年跋曰宋刻鑒戒錄十卷明萬曆初藏於項氏天籁

阁, 此本為王士禛校刊而成 

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二集, v.169-170  

Call Number: AC149 .Z45 1786 

  

   

[188] 周易兼義 : 九卷 . 

王弼注; 孔穎達正義, 蘇州金閶書業堂刻于清嘉庆戊午年

(3 年, 1798) 

6 册, 最大邊長: 24公分, 框 18 x 12.8 公分, 9行 21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無魚尾, 版心上鐫書

名, 中鐫卷次, 下鐫"汲古閣". 

據毛氏汲古閣明崇禎四年本重刊.  

張鳳翮十三經註疏序. 刻本, 綫裝. 

内封鐫: "嘉慶三年仲夏 汲古閣原本 十三經註疏 金閶書

業堂重雕".  

内封二鐫: "周易註疏 略例附".  

卷末鐫牌記: "皇明崇禎四年歲在重光協洽古虞毛氏繡鐫" 

叢書: 十三經注疏. 

Call Number: PL2464.Z6 W364 1798 

  

   

 

 

 



70 
 

[189] 竹窗隨筆; 竹窗二筆; 竹窗三筆 

祩宏著, 金陵金陵刻經處刻于清光绪戊戌年(24 年, 1898) 

3 册, 最大邊長: 25公分, 框 17.5 x 12.4 公分, 10 行 20 

字, 左右雙邊, 白口, 版心上鐫署名, 卷名, 下鐫頁碼. 

Call Number: BQ9262.9.C5 Z48z 1898 

  

   

[190] 莊子集解: [八卷] 

王先謙, 思賢書局[刻書地不詳]刻于爱宣统己酉年

(元年, 1909) 

4 册, 最大邊長: 27公分, 框 18 x 13 公分, 11行

24 字, 小字雙行, 左右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

心上鐫 "莊子集解 ", 中鐫卷次和頁碼. 

内封鐫"莊子集解八卷" 卷首鐫牌記：宣統己酉年

叁月思賢書局刊 

Call Number: BL1900.C576 W36 1909 

  

   

[191] 莊子因 : 六卷, 卷首 

林雲銘評述, [刻書地、刻書者不詳]刻于清乾隆丁巳年(2年, 

1737) 

6 册, 最大邊長: 26公分, 框 21.2 x 14.2 公分, 9行 22 字, 

小字雙行字數同, 無界格, 四周雙邊, 白口, 單黑魚尾, 版心

上鐫書名, 中鐫卷次及小題, 行間有圈點及音註. 

卷首為"凡例", "[莊]子列傳", "莊子總論", "莊子雜說." 

封面鐫"中翰蔡虛谷先生鑑定", "三山林西仲先生評述", "莊子

因", "千百年眼" , "泉郡輔仁堂藏板".   乾隆二年蔡大受"重

刻莊子因序"言刻書事.增注莊子因序: 林雲銘, 康熙戊辰（27, 

1688） 

重刻莊子因序: 蔡大受, 乾隆二年（1737） 

旧序: 康熙癸卯年 (2年, 1663) 

Call Number: BL1900.C576 L584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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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室燈註解 1 

八才子箋註  184 

百家姓考略 : [一 卷] 2 

百正集 : 三卷 3 

北宮詞紀 161 

北轩笔记一卷 4 

本草綱目摘要求真 5 

本草求真 : 十一卷 . [圖一卷] 5 

比丘尼傳 :  [四卷] 6 

碧血录 : 二卷 . 坿周端孝先生血疏贴黄册一卷 7 

伯牙琴 : 一卷 . 续补一卷 8 

才調集 : 十卷 9 

才子西廂文 45 

才子西廂醉心篇 : 一卷 / 陳維崧訂  45 

藏海诗话 : 一卷 10 

朝野类要 : 五卷 11 

呈造嘉慶拾伍年差費底冊: 錢字第二號 12 

程子香文鈔 : [2 卷] / 程德賚撰 14 

重訂詩經衍義合參體註大全 13 

初月樓詩鈔  14 

初月樓文鈔 : [十卷] ; \ 初月樓詩鈔 : [四卷] . 14 

初月樓聞見錄 : 十卷; \ 初月樓續聞見錄 : 十卷 15 

初月樓續聞見錄 15 

春秋公羊傳註疏 16 

春秋公羊註疏 : 二十八卷 16 

春秋穀梁傳註疏 : [二十卷] 17 

春秋疏  19 

春秋體註大全合參 : 四卷 18 

春秋注疏 19 

春秋左傳註疏 : [六十卷] 19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20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 : 九十七卷  20 

錯姻緣傳奇 174 

大般若經 21 

大寶積經 22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時憲書 23 

大清道光二十年時憲書 24 

大清道光十六年時憲書 25 

大清道光十七年時憲書 26 



72 
 

大清道光十四年時憲書 27 

大淸道光二十二年歲次丁酉時憲書 : [一卷] 23 

大淸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時憲書 : [一卷] 24 

大淸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時憲書 : [一卷] 25 

大淸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時憲書 : [一卷] 26 

大淸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時憲書 : [一卷] 27 

大清搢紳全書 : 四集 28 

大清宣宗成皇帝本纪  (第八函) 29 

大萬寳全書 163 

稻香吟館詩藁 : [七卷] 30 

稻香吟館詩文集 30 

道光庚子恩科直省鄉墨文的二集 : 庚子會墨附，試帖附 31 

第八才子書 184 

第八才子書花箋記  184 

第六才子書  45; 86; 108 

第六才子書 : 八卷 32 

第五才子書  33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 七十五卷，七十回 33 

洞霄诗集 : 十四卷 34 

杜工部集 : 二十卷, 首一卷 35 

讀左補義 : 五十卷, 卷首 : 二卷 36 

对牀夜语 : 五卷 37 

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 9 

爾雅疏 38 

爾雅注疏 : 十一卷 38 

翻譯名義集 : 二十卷 39 

放翁逸稾 : 二卷  87 

負薪記傳奇  174 

高僧傳二集: [四十卷] 40 

格言聯璧 : [二卷] 41 

耕織圖 176 

庚子會墨附 31 

公羊疏  16 

公羊注疏  16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 : [八卷] 42 

古今大雅北宮詞紀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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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田诗话 : 三卷 48 

歸震川文選 49 

歸震川先生文選 : 六卷 49 

過學齋詩鈔 : 六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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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校本 52 

翰苑群书 : 二卷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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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馀载 : 二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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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本繪圖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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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窗纪谈 : 一卷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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