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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源（1834 〜 1894）係清末㆕大藏書家之㆒，藏書豐富完整，內容涵蓋經、史、子、
集，以蒐藏宋元舊槧著稱，曾築「守先閣」、「㈩萬卷樓」、「皕宋樓」庋藏萬卷古籍。論
其藏書與著作成就，晚清藏書家無出其㊨者。去世後，長子陸樹藩於 1907 年將藏書㆕萬
㆔千㆓百㈧㈩冊售予㈰本岩崎氏之「靜嘉堂文庫」，㈻者為此震撼無已，
「皕宋樓事件」亦成
了㆗國藏書史㆖不可磨滅的記憶，此後私家藏書樓即將散佚之大批藏書，均在㈻者奔走之㆘，
陸續收藏於公立圖書館，促使文化㈾產得以受到重視與珍藏。本書旨在探討陸心源藏書精華
所在，並以《皕宋樓藏書志》為主，探討其史部宋刊本價值，觀其藏書與著作精華，以明其
在㈻術㆖之成就，內文撰述重點涵蓋「陸心源之生平與重要事蹟」、
「陸心源之藏書」、
「陸心
源之著述」、「《皕宋樓藏書志》史部宋版本之探討」、「陸心源之㈻術成就」等。綜論陸心源
㆒生，處於我國藏書樓鼎盛時期，窮其畢生之力蒐購、專研古籍，不僅為文化㈾產奉獻心力，
亦積極參與㈳會慈善工作，其藏書雖已流布域外，然其對㈻術、文化、㈳會之貢獻，實具深
遠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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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我到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上課時，該校圖書館館
長林淑玲來看我，她告訴我，她的博士論文〈陸心源及其《皕宋樓藏書志》史部
宋刊本研究〉將由出版社印行，囑我寫序。
淑玲是個好學、上進的青年學者。她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卻能先後考取
考試院舉辦的博物館及圖書館類科的普通文官和高等文官考試。在臺灣，文官考
試的錄取率很低，通常不到百分之一，尤其是參加高等文官考試者，不少是優秀
的博士，可見淑玲的勤奮上進。
通過了文官考試後，她就進入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圖書館工作。同時利用空暇，
繼續考進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圖書文物組進修，此後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
民國八十七年，當時我在臺北市立師範學院任教，並擔任應用語言文學研究
所所長，淑玲則擔任圖書館閱覽組主任。一天，她來見我，希望我能擔任她的博
士論文指導教授，一方面我們是同事，一方面我深知她的好學精神，於是欣然答
應。
淑玲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所遭遇最大的困難是：皕宋樓的書，大部分都流
落到日本的靜嘉堂文庫。為了親睹這些流落異域的善本書，特地遠赴日本靜嘉堂
文庫，親眼看看先賢舊藏，並從事研究。同時，為了充實論文內容，她也親自到
大陸探訪陸心源故居。從這些不辭辛勞遠赴海外搜集資料的精神，就可了解她的
認真了。
這篇論文，有很多可供學者參考取資的地方。書中也附了不少圖表和書影。
附錄的〈陸心源故居紀行〉和〈日本靜嘉堂文庫訪問記略〉兩篇文章，一則可當
遊記閱讀，一則也是很有價值的圖書文獻。

民國九十四年（2005）十月十二日
於臺北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自

徐

序

序
大約在 2002 年，在 google 網上見到林淑玲博士所發表的《陸心源「皕宋樓」

宋元版藏書來源初探》
，作為陸心源之後裔，對此頗感興趣，通過在臺北的親屬與
林博士取得了聯繫。蒙賜她的博士論文〈陸心源及其《皕宋樓藏書志》史部宋刊
本研究〉的抽印本，觀後感觸頗深。
陸心源及皕宋樓作為晚清四大藏書家（樓）而言，是中國藏書鏈中重要的一
環，陸不僅收藏宋元版等書，而且將其藏書消化整理後，加上自己的研究和觀點，
寫成《潛園總集》並刊印，在《潛園總集》中較著名之一的就是《皕宋樓藏書志》
（續志）
；與此同時，陸還選其中精者另刻《十萬卷樓叢書》與《湖州叢書》等留
於後人，且將其守先閣藏書供湖群學人使用，且供膳宿。陸雖作為一個有多方面
知識的學者和收藏家，但是這一百餘年來，雖然將他作為藏書家的描述文獻不少，
但頗簡略。而對於他藏書及其它學術上的研究較深入進行分析的較少，除：余嘉
錫、潘美月、嚴佐之等先生的專著進行過獨特的分析外，其他見之較少。這篇論
文（即是書）雖是「對《皕宋樓藏書志》史部宋刊本的研究」
。但卻涉及陸氏的生
平、學術思想、收藏和著述的成就等，可以講是對陸心源的一個較全面的介紹；
同時對陸心源著《皕宋樓藏書志》中史部宋刊本更做了充分的分析，除對《皕志》
原藏史部宋刊書之作者，藏書來源、冊數、刻者、印章等說明外，更可貴之處在
於將現存該書宋刊本之其他藏處亦有所介紹，從而為廣大讀者閱讀宋刊本提供了
較多資訊和方便。並在其「案語」中對「皕」書及「靜」藏作了清晰說明。
林淑玲博士師從臺灣目錄學方面的著名學者劉兆祐教授，她為寫此論文除精
讀陸心源諸著作外，更難能可貴的是為探討問題還專程赴浙江杭州和湖州拜訪陸
心源故居；同時亦專訪日本靜嘉堂文庫查閱皕宋樓舊藏，這種兢業精神十分令人
敬佩。
在此論文中林博士還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和觀點。例如：陸心源
入《清史稿》事的原因。
（注：陸經呈報並經朱批允入〈文苑傳〉中，但在現《清
史》文苑中卻無出現）
；陸樹藩售書日本之真因；師、友、朋的分析；藏書的分析，
均有獨到之處，而且為分析，收集資料之豐是十分驚人和令人值得學習之處。
現知，該論文經修改補充後將作為書籍出版，這將使廣大讀者能對陸心源及
其藏書內容有一更充分的瞭解，亦能彌補由於藏書售日後國人無法輕易閱讀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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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提供其他國內閱讀之途。相信此書必會引起國內外廣大目錄學者、圖書館界，
收藏（包括藏書）界、國學界和史學界學者的關心、喜愛和歡迎；亦為一般喜愛
讀書的讀者提供了一本好書；但願此書能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和愛好。

陸心源長房長玄外孫 徐楨基
2005 年 11 月 15 日
書於江蘇蘇州木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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