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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篇係以《臨高縣志》為範疇，從史學（方志．傳記）理念，暨圖書館學（目錄．版本）角

度，就其文獻資料，作綜合性研究。其主要內容，除引言及結語外，計分：建置沿革、修志源

流、待訪志書、康熙修本（樊志）、光緒修本（聶志）、綜合析論等六大部分。末附：參考文獻資

料，以供方家查考。 

於文中各志書所探究要旨，亦就《臨高縣志》研究之精華。除首著基本「目片格式」外，依

次：知見書目、修志始末、纂者事略、志書內容、修志體例（斷限年代）、刊版年次之序。就各志

書言之，殊具史料價值，實乃研究「臨高縣地方制度」之重要文獻，亦係治〈海南方隅史〉者，

不可缺少之珍貴史料也。 

This article is using “Lin Gao Xian Zhi” as a scope to carry out comprensive 
research from an historical and a library science points of view. The main contents 

are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trace the loss of the Xian Zhi, KangXi and 

Gang Xyu editions, analysis. This makes up 6 parts in total. The conclusion and 

references are included in the end of article. 

The article records the basic bibligraphyical data of each book and also 

describeds their bibliography, history, author biography, writing style and 

publication date. This Lin Gao Xian Zhi is very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undertaking further research on Hainan. 

 
【關鍵詞 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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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緒修本（聶志） 

【光緒】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 張 延修 

桂文熾 汪 瑔纂 

光緒十八年（1892） 刻本 
臨江書院藏板 

10 冊 有圖表 25 公分 線裝 
知見書目 

小葉田淳《海南島史》（頁三○

海南《臨高縣志》研究（下） 
The Research on the Hainan “Lin Gao Xian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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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聶緝慶  光緒十八年 

杜定友《廣東方志目錄》（頁十九）：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聶緝慶修 桂文熾纂 
光緒十八年 12 冊 存 

朱士嘉《美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

志目錄》（頁四二九）：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修 桂文熾纂 
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 

十冊 
陳劍流《海南簡史》（頁八十五）： 

臨高縣志（二十四卷十冊） 
聶緝慶等修  光緒十七年

（中央研究院藏） 
臨高縣志（二十四卷八冊） 
桂文熾重修  光緒十八年 

案：陳著：光緒《臨高縣志》兩刊

本，署錄「纂修者」、「刊年」

各異。惟證諸〈重修臨高縣志

職名〉，暨牌記反面署為「光

緒壬辰重修校栞」等相關資

料，實係同一刻本，毋容置疑

耶。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中國地方志

總合目錄》（頁二七五）：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聶緝慶．桂文熾等 
光緒十八年（1892）刊本 
國會 10 冊   
東洋 10 冊 q-109 
天理 10 冊 869 

東北 8 冊 丙 C-4-277 
李景新《廣東方志總目提要》（頁

一二四）：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聶緝慶 張 延纂修 
光緒十八年重修 
臨江書院藏板 
【藏】 嶺南 中大  
    中山 文化  
    東方 金陵  
    徐匯 劉氏  
    燕京 南洋  
    國會 哈佛 

莫 陶（Mortou. A）《英國各圖書

館所藏．中國地方志總目錄》（頁九

十一）： 
臨高縣志 

24J 1892（Z/1892） 251 
英吉利圖書館 劍橋大學 
里茲大學 

黃蔭普《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

（頁六十二）：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  光緒十八年

（1892）刊本 
北大 中大 日本國會 

美國哈佛 八冊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頁十

四）：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聶緝慶纂修  光緒十八年 
中山 文化 東方 金陵 

徐匯 劉氏 燕京 南洋 

國會 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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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山藏板，桂文熾纂修 
美國史丹福大學《中國方志目錄》

（頁二四七）：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修 桂文熾纂 
臺北 成文出版社 民國六

十三年（1974） 
（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 

第一六四號） 
依據光緒十八年（1892）刊

本影印 
王會均《海南文獻資料簡介》（頁

一四八）：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修 桂文熾纂 
光緒十八年（1892） 刻本 

臨江書院藏板 
10 冊 有圖表 25 公分 

線裝 
史語 545 美國會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中國地方

志聯合目錄》（頁七○三）： 
【光緒】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 張 延修 

桂文熾 汪 瑔纂 
清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 
科學 北大 上海 復旦 

天津 旅大 南京 南大 

南通 浙江 湖北 廣東 

中大 南京地理所 湖南

（不全） 華南師院 
王德毅《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

志目錄》（頁一二九）： 

光緒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等重修 

桂文熾等纂 
清光緒十八年（1892）刊本 

史語 
成文華南 164 

張世泰《館藏廣東地方志目錄》

（頁一五二）： 
【光緒】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 張 延主修 

桂文熾 汪 瑔纂 
清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 

十冊 線裝 K17.55/2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補

刻本 十三冊 線裝

K17.55/2[2] 
一九七四年臺北成文出版社

影印清光緒三十二年本 

三冊 精裝 
（中國方志叢書） 
 F/K29-51/C52-3/164 
注：秩官敘事至清光緒三十

二年（1906） 
王志斌〈館藏海南文獻資料目錄〉

（頁六十二）： 
【光緒】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等纂 
海口：影印清光緒十八年

（1892）刻本 
線裝 十冊 E24/32（古） 

邢益森《海南鄉情攬勝》（寶島風

姿錄：續集二．頁一○二）： 
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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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緝慶 張 延纂修   
清光緒十七年（1891） 
廣東中山圖書館藏 

附注：另有光緒三十二年增

補刊本 
王會均《海南方志資料綜錄》（總

目錄．頁十九） 
【光緒】臨高縣志 二十四卷 
清．聶緝慶 張 延修 

桂文熾 汪 瑔纂 
清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 

臨江書院藏板 
民國六十三年（1974）臺北

市成文出版社影印本（據清光

緒十八年臨江書院藏板）列

（中國方志叢書 華南地方：

第一六四號） 精裝三冊 
修志始末 

本《光緒 臨高縣志》，乃知縣聶

緝慶氏，於清德宗光緒十三年

（1887）丁亥歲之秋九月倡修。其修

志緣由及其始末，綜合著述於次，以

供方家參考。 
依據知縣聶緝慶〈續修臨高縣志

序〉云：「舊傳邑乘，而元代洗 靁

之作記，久佚全書。有明曾 唯之續

編，原無鋟本。大清開創，文治覃

敷，國初瓊守牛、賈二公，咸成府

志。康熙乙酉，前令樊君庶，懸文告

以採訪，繼曩編而纂修，雌黃所如或

未遑，於攷覈汗青速竟，藉以廣其流

傳，惜簡斷而篇殘，久炱朽而蟲蠹」

矣。 

次云：「緝慶於光緒丁亥之秋，奉

檄權任綰符，履新入境，亟念瘡痍，

見士多詢疾苦，……勉籌善後之方，

遂尠公餘之暇，莽伏戎而可慮，莠非

種而宜鋤，迨靖邊氛，未忘文事，因

念夫百里地之故實，百餘年之軼聞，

非藉蒐羅曷資考鏡，會邑紳多有以脩

志請者…」。 
復云：「蓋前書本非完帙，亦止傳

鈔，迥殊影寫之工，殆甚叢殘之病，

別風淮雨存奇字而滋疑，亥豕魯魚踵

文而誰辨校，擬然藜之照視同埽葉

之紛，此考訂之宜詳也。年湮世遠人

往風微家熟承乎，賜書亭豈存乎，野

史難諮，耆而訪耋，空懷前哲，緒言

將收藉而索圖，並乏私家著述，未容

因陋就簡，所期遠紹旁蒐，此訪求之

宜博也」。 
又云：「於是或披往牒、或檢叢

書、或延訪於薦紳、或諏諮於黎老，

雖栽花政拙，而屬草心殷。別類分

門，發凡起例，及逢瓜代需次穗城，

復與紹興汪芙生瑔司馬，南海桂昌山

文熾明經，商榷編次，臨高邑紳鄭君

賓卿等…，與同校訂，釐為二十四

卷」。 
末云：「且證以省郡志書及乎古今

文籍，彌勤思誤庶罕沿訛，光陰往來

屢易寒暑，卷帙徵引詎殫見聞，在會

垣而遂付手民，倡捐鶴俸，藏講院而

永貽，多士珍重鴻篇，便司牧之汎覽

流觀，備輶軒之兼收博採，洵鉅典

也，抑更有期於時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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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歲次辛

卯，邑人鄭國光〈臨高縣續修志序〉

云：「嘗攷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

史掌四方之志，志固史之支派也。昔

子朱子守南康，甫下車即徵郡志，又

嘗謂修志為從政要務，則志乘之書不

綦重歟。此 邑侯聶公所以有續修臨

高縣志之舉也」。 
次云：「光緒十三年秋九月，聶公

權知縣事，……簿書之暇，訪求邑志

弗獲，後從王茂才正樞，假得康熙間

前令樊侯庶舊志抄本四冊，非獨亥豕

為舛，抑且根銀多誤，幾不可卒讀，

且雍乾後百數十年之事，闐然弗傳，

謀踵修之，邑搢紳僉曰善，分任採

訪，為時忽猝，未能詳備，而公以瓜

期去任矣。需次羊城，始創草藁，繼

權知揭陽縣篆，仕優而學，與同人重

加搜討，肘書目營，十閱月而告竣」

矣。 
復云：「今卸任旋省，適當大比之

年，多士雲集，爰以志稿見示，受而

讀之，凡省府志以及古今圖籍徵引宏

富，於邑紳之採訪者亦審定編入，為

門一十有三，分二十四卷」。 
又云：「與夫古今事變，分類編

孴，綱舉目張，裒然成集，存一方之

掌故，貽後世之信徵，甚盛事也。後

之守土者，庶得以考鏡，得失詳求化

理，上以仰副 聖天子同文之治，而

下為士民觀法之資，其為功於吾邑

也，豈淺鮮哉」。 
末云：「是編之刻，公竭力倡修，

肩任剞劂之責，辱承問序，予無以讚

一詞，惟羨公斯舉，補前人之闕略，

為士林所稱美，而又多諸君之克勷厥

成也，於是乎書」耶。 
纂者事略 

從《光緒 臨高縣志》載〈重脩臨

高縣志職名〉觀之，除主脩捐廉刊

志、主脩者外，尚有二十七人，參與

修志各項事務。計鑒定二員，纂脩鑒

定二員，參訂四員，校閱四員，採訪

十五員。於是顯見，此志之纂修，規

模宏大，動用人員之眾矣。茲就參與

修志者職名、事略，分別臚著於次，

以供方家查考。 
主脩捐廉刊志：聶緝慶（臨高縣知

縣），湖南省衡山縣人。由文童軍功

選用，從九品、賞戴藍翎，報捐知

縣，加同知銜，歷任廣東文昌、澄邁

（今屬海南）知縣，於清光緒十三年

（1887）丁亥秋九月十八日，奉檄權

知臨高縣事，光緒十六年（1890）庚

寅歲五月，署理廣東揭陽縣知縣（監

修縣志并序）。 
其時水陸盜匪所在多有，公下車伊

始，以捕盜安良為先務，繼則修城垣

設保甲，以嚴守衛，勤聽訟察書吏，

士民悅服。葺修棟宇，若北帝廟、天

后宮、山神廟、胡李二公祠，故祀典

克隆矣。 
又訪縣志久無刊本，僅得康熙年邑

令樊公舊志抄本四冊，慨然欲修，奈

瓜期已屆，遂捐廉俸數百緡，屬邑紳

續而成之，自來屢擬修而未果，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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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成巨帙（採訪冊續修）。 
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一：宦績類．國朝知縣），

載有事略。 
主修：張 延（臨高縣知縣），直

隸天津（今河北省天津縣）人。加知

州銜，清德宗光緒十四年（1888）戊

子十月十二日任臨高知縣，於光緒二

十三年（1897）丁酉二月二十一日復

回原任。 
纂脩：計二員，其職名、事略，分

別著述於次，以供方家查考。 
桂文熾，字子蕃、昌山、海霞，

室名：鹿鳴山館，廣東省南海縣

人。增貢生，授教職。出同邑譚 

瑩、番禺陳 澧門，治史學工駢

文，古今體詩。 
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

申，年十八，全慶視粵學，補博士

弟子員，盧 坤督粵，初設學海堂

專課，文熾與焉。少時能背誦史記

全書，晚年為學海堂學長，著有

《鹿鳴山館駢文詩稿》、《玉山泉銘

并序》。 
吳道鎔《廣東文徵作者考》（頁

二四一），載有事略。 
汪 瑔，字芙生、一字玉泉，號

越人、穀菴，室名：隨山館，別稱

無聞子、穀庵先生。原籍浙江山陰

（今紹興縣），寓居番禺，故稱番

禺人。同知銜，侯選教諭。於光緒

間，劉坤一、張樹聲、曾國荃督

粵，客居幕府十餘年，辦理中外交

涉，以才略著稱，沈機應變多倚重

之。 
瑔少隨父游粵東，文辭冠其曹

偶。生平博極群籍，尤工詩詞，精

漢隸書。其性貞簡，晚歲耽情文

史，隱居著述，有《隨山館集》

（詩十二卷、文四卷、詞二卷）、

《無聞子》（一卷）、《松煙小錄》

（一卷）、《旅譚尺牘》。 
吳道鎔《廣東文徵作者考》（頁

二五二），臧勵龢《中國人名大辭

典》（頁四八一），梁鼎芬《番禺縣

續志》（卷二十一．人物志四），載

有傳略。 
鑒定：計二員，就其職名、里

籍、事略，分著於次，以供參考。 
馮毓熊，廣東省肇慶府廣寧縣

人。清德宗光緒初年間舉人，於光

緒十二年（1886）丙戌銓選臨高縣

訓導。學深養邃、心正行端，秉鐸

臨江，凡修橋梁、創寺廟、紀古名

蹟，邑有美舉，請撰募序文，無不

樂於秉筆，且先捐俸以示表率。至

掌教書院，凡門徒之請業者，竟委

窮源津津樂道。尤精八法，有求必

應，和衷接物，雅度宜人，列門牆

者，莫不樂親其道貌焉（載於卷之

十一．宦績類：國朝．訓導）。 
崔述祖，安徽省太平縣人。於清

德宗光緒八年（1882）壬午，任臨

高縣典史。關心民隱，洞悉輿情，

凡利之可興、害之宜除者，皆隨时

屬意道達於縣主。其典獄囚嚴謹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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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克慎，乃司閔邑其深愛戴。公餘

之暇，常與諸生談風雅、論文章，

薄俸自給晏如也。漢梅福稱神仙，

尉其若人之儔歟（載於卷之十一．

宦績類：國朝．典史）。 
參訂：計四員，其里籍、事略，

分述於次，以供方家研究參考。 
鄭國光，字賓卿，那虞人。清德

宗光緒四年（1878）戊寅科歲貢，

分發教諭。嚴氣正性，好義樂施，

改建文廟、創書院、增膏火。凡一

切寺觀橋梁，無不捐資倡首以為表

率，秉公處事，團練捐輸、撫黎開

路，諸事軍務，官民皆倚賴焉。有

〈和關六池夫子留別元韻〉（七言

律），載於〈藝文類．詩〉（卷之二

十三）。 
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二．人物類．篤善），載

有傳略。 
黃流光，字積堂，縣郭人。清穆

宗同治八年（1869）己巳科歲貢，

分發教職。好義急公，邑有善舉，

不憚勤勞如添，置書院膏火、改修

文廟、關聖、天后、神農各廟，

胡、李二公祠，橋梁道路咸利賴

之。團練捐輸、開路撫黎，各大事

俱從容措理，公正周詳。 
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二．人物類．篤善），載

有傳略。 
薛揚勳，字策卿，安歷人。附貢

（庠貢），分發訓導。急公好義，

書院田畝親往勘驗，凡橋梁、約

亭、神廟、文昌閣、茉莉軒，以及

胡、李二公祠，俱樂助成功。至辦

團練捐輸、撫黎開路諸公事，尤為

櫛風沭雨，備極勤勞，常為鄉方排

難解紛，人多頌之。有〈和關六池

夫子留別元韻〉、〈再和關六池夫子

留別元韻〉、〈和李詠五邑侯留別原

韻〉，載於〈藝文類．詩（七言

律）〉（卷之二十三）。 
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二．人物類．篤善），載

有傳略。 
馮慶雲，字瑞五，馬裊人。瓊州

府學歲貢生，署欽州學正。為人溫

厚和平，學深養邃，其文章獨出心

裁，援筆立就，頗有韓柳歐蘇諸家

氣息。事寡母以孝，與兄慶星互敬

友愛，邑中諸多善舉，皆努力勸

成。尤善於排難解紛、救危濟急，

鄉方多蒙其度活，臨終之日，遠近

莫不哀焉。 
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二．人物類．篤善），載

有傳略。 
校閱：計四員，其里籍、事略，分

述於次，以供方家查考。 
鄭朝熙（乃歲貢國光之子，附生

繼成之父），字緝侯，那虞人。清

德宗光緒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

貢，前後歷署歸善、新安各縣教

諭。 
林敬祖（係恩貢承茂三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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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齋，縣郭人。監生（國學生保

舉），五品（頂載）軍功。性仁

孝，承歡養志，內外無問言，父咳

嗽兀坐，扶持抑掃，親待湯藥，克

不解帶。父殁，喪盡哀，莾盡禮，

父所經理書院之事，善於繼述，都

理清妥。平時急公好義，倡建大宗

祖祠，創鄉約亭，修造橋梁，舉辦

團練捐輸，撫黎開路諸公事，咸効

力焉。 
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二．人物類．孝友），載

有事略。 
黃鳳翼（係歲貢流光之子），字

燕卿，縣郭人。清德宗光緒三十二

年（1906）丙午科，歲貢。有〈和

李詠五留別原韻〉（七言律），載於

〈藝文類．詩〉（卷之二十三）。 
陳一元，廪生。 

採訪：計十五員，其職名、事略，

列著於次，以供方家查考。 
張日光，探歷人。廪貢，署雷州

府教授。 
符光桂，西塘人。廪貢，分發訓

導。 
王士魁，道憲人。廪貢，授乳源

縣訓導。 
勞乃先，那虞人。廪貢，候補高

州府訓導。 
王茂魁，歲貢。 
陳三元，英邱人。附貢（庠

貢），分發訓導。 
王元善，廩生。 

黃 瓊，廪生。 
王恩錫，增生。 
王正樞（乃歲貢定洛之子），羅

綿人，增生。 
林 茁，縣郭人，增貢。 
謝國元，縣郭人。廪貢，署合浦

縣訓導。 
薛揚熙，附生。 
王肇海，附生。 
薛詡謙，軍功。 
志書內容 

聶緝慶、張 延修《光緒 臨高縣

志》，凡二十四卷，主要內容，除首

錄：聶緝慶〈續修臨高縣志序〉、鄭

國光〈臨高縣續修志序〉、〈重修臨高

縣職名〉、〈臨高縣志目錄〉、〈臨高縣

志凡例〉（附存舊志凡例）外，正文

計分：十二類、一百三十一目，依其

卷次，列著於次，以供方家查考。 
訓 典 卷  一 

御製文 聖諭 贊 
輿地類 卷  二 

輿圖 星野 晷度  
沿革 表二 氣候  
風信 潮汐 
卷  三 
災祥 前事 紀異 

案：臨高縣全屬地圖，右下方

有圖例。 
疆域類 卷  四 

形勝 山川 鄉都  
保約 里遞 舖兵附 

水利 民俗 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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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 
建置類 卷  五 

城池 公署 雜所附 

壇廟 祀典 坊表  
德政 碑附 墟市  
橋梁 渡船附 

賦役類 卷  六 
戶口 土田 科則  
魚鹽 雜稅 土貢  
均徭 官俸役食 均平 

祭祀雜支 民壯 驛傳 

徵收 留支 解給  
倉儲附 祿餉 

學校類 卷  七 
儒學 學田、書院、義

學、公產、社學、射圃附 

祭器 樂器 樂章 釋

奠 名宦、鄉賢、忠義、

孝弟、節孝四祠附 
卷  八  釋奠考 

兵防類 卷  九 
兵制 兵營 烽堠  
屯田 團練 保甲附 

秩官類 卷  十 
知縣 縣丞 教諭  
訓導 主簿 巡檢  
典史 城守 

宦績類 卷十一 
邑宰 貳尹 司鐸  
都僉 縣尉 流寓 

人物類 卷十二 
鄉賢 隱逸 懿行  
篤善 孝友 

卷十三 
選舉 科目 貢生  
掾吏 武職 封贈 
卷十四 
耆壽 列女 仙釋 

黎岐類 卷十五 
黎俗 黎情 黎峝 黎

村 防黎 撫黎 黎患 
臨海類 卷十六 

海防 海港 臺附 

海患 
藝文類 卷十七 

表  奏  說  策 
卷十八 
書  議  申  詳  

示  諭 
卷十九  記上 
卷二十  記下 
卷二十一 
雜文 序文 祭文 跋 

引 
卷二十二  賦 
卷二十三  體詩 
卷二十四 
古體近體詩 詞 雜錄 

修志體例 
清．聶緝慶、張 延修《光緒 臨

高縣志》（縣修），係以〈康熙修本〉

（樊志）為基礎，參考省、府志，古

今圖籍及採訪冊而增補，且各條目多

注明據本。其修志體裁，乃沿襲舊志

義例，採「分志體」，亦就是「按類

分目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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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臨高縣志凡例〉（計八條）

云（第七條）：「郡志敘乾隆年事引臨

高志，是曾經前重修，惜其書不傳無

由採入，今志又或各署未據，牒移或

遠年檔冊無考，事有絓漏」。 
又云（第八條）：「是編有舊志、有

續修，分別注出，不掩前賢之美，不

沒採訪之實，閱者可一目瞭如」。 
按《光緒 臨高縣志》，凡二十四

卷，列門（類）十二，分目一百三十

一，所繫邑事，其斷限年代，最遲止

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丙午。就

依卷次、類目、紀事年次，分著於

次，以供方家查考。 
秩官類（卷之十）國朝（清）： 
教諭：鄭伯湖，遂溪廪貢，光

緒三十二年任。 
訓導：高 杖，南海歲貢，光

緒三十二年任。 
人物類（卷之十三）貢選．國朝

（清）： 
歲貢：黃鳳翼，縣郭人，光緒

三十二年丙午科歲貢。 
徵引文獻 

清．聶緝慶、張 延修《光緒 臨

高縣志》，凡二十四卷，分十二類

（門）、一百三十一目。於各類目

間，廣泛徵引典籍，參核考訂，除註

記〈續增〉、〈續修〉、〈參修〉、〈採

訪〉者外，舉凡稽考文獻，大都注於

各條末。茲仿「四部分類法」，概略

分述於次，以供方家查考。 
甲、經 部： 

爾雅．釋天：於星野目，引

注。 
春秋．元命苞：於星野目，注

考。 
周禮疏：於星野目，注考。 
左傳注：晉．杜 預注，於星

野目，注引。 
正義：作者未詳，於星野目，

有引。 
星經．淮南星部名：於星野目

有引。 
乙、史 部：按《光緒 臨高縣

志》，徵引史書最多，就其類屬，分

著於次，以供查考。 
史地之屬： 
前漢書．地理志：東漢．班 

固撰，於星

野目引。 
月令章句：後漢．蔡 邕撰，

於星野目注引。 
帝王世紀：晉．皇甫謐撰，於

星野目注引。 
魏 志：陳 卓撰，於星野目

注引。 
隋書．地理志：唐．魏 徵

撰，於沿革目

注考。 
隋書．譙國夫人傳：於沿革目

引注。 
舊唐書：後晉．劉 昫等奉敕

撰，於沿革目注引。 
唐書．地理志：宋．歐陽修、

宋 祁奉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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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於星野目

注考。 
唐書．天文志：於星野目，引。 
宋史：元．托克托等撰，於星

野、流寓二目引。 
元史．天文志：明．宋 濓等

奉敕撰，於晷

度目引。 
元史．地理志：明．宋 濓等

奉敕撰，於藝

文．記，引。 
明史：清．張廷玉等奉敕撰，

於藝文．記，有引。 
明史．地理志：清．張廷玉等

奉敕撰，於沿革目引。 
輿地紀勝：宋．王象之撰，於

沿革目注引。 
輿地廣記：宋．歐陽忞撰，於

沿革目注考。 
方志之屬： 
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奉敕

撰，於星野目，

注引。 
明一統志：明．李 賢等奉敕

撰，於星野目引。 
大清一統志：未指何修本，於

沿革目引。 
南越志：劉宋．沈懷遠撰，於

星野目引。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撰，

於雜錄，引。 
海國圖志：清．魏 源撰，於

雜錄，引。 

嶺海志：作者未詳，於潮汐目

引。 
黃通志：係指明．黃 佐纂修

《 嘉 靖  廣 東 通

志》，於沿革目引。 
郝通志：係指清．郝玉麟修

《 雍 正  廣 東 通

志》，於輿地類：星

野、沿革，藝文類：

記等三目引。 
阮通志：係指清．阮 元修

《 道 光  廣 東 通

志》，於輿地類：晷

度、沿革，疆域類：

里遞，賦役類：戶

口，秩官類：國朝

（清）各職，宦績

類：國朝（清）各

職、孝友、科目（舉

人），藝文類：記等

九目，廣泛注引。 
通志：未指何志，於疆域類：

山川、里遞、水利，秩

官類：國朝（清）各

職，臨海類：海港等五

目，有引。 
瓊管志：宋 人撰，於沿革目

引考。 
瓊郡志：又名《瓊州府志》

（康熙修本），清．

牛天宿修，於晷度、

沿革二目，注引。 
瓊州府志：清．蕭應植修《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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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瓊州府志》，

於沿革、徵收、雜

錄三目，有引。 
明誼府志：係指清．明誼修

《道光 瓊州府

志》，於輿地類：

沿革，藝文類：記

等二目，注引。 
瓊府志：未指何本，於輿地

類：災祥，疆域類：

山川、里遞，建置類

（敘）、公署、壇

廟、墟市、橋梁，賦

役類：戶口、徵收，

學校類：儒學，兵防

類：兵制、屯田，秩

官類：各職（前明、

國朝．清），宦績

類：各職（前明、國

朝．清），人物類：

篤 善 、 科 目 （ 武

舉），黎岐類：黎

村、防黎、黎患，臨

海類：海防、泊船、

海患，藝文類：記、

雜文、詩、雜錄等

類、目，廣泛注引。 
舊府志：未指何本，於星野目

有引。 
府志：未知何本，於疆域類：

山川、里遞、水利、古

蹟，建置類：橋梁，賦

役類：戶口，秩官類：

前明（各職），宦績

類：各職（前明、國

朝．清），人物類：鄉

賢、隱逸、明貢監、清

歲貢、壽婦、列女，黎

岐類：黎峝、黎村，臨

海類：海港、海患，廣

泛注引。 
廣州府志：清．張嗣衍修，於

雜錄目引。 
廣州府戴志：係指清．戴肇辰

修《光緒 廣州

府志》，於海患

目引。 
舊文昌志：未指何本，於星野

目引。 
文昌縣志：未知何本，於沿革

目引。 
舊志：似指清．樊 庶纂修

《康熙 臨高縣志》，

於各類敘，輿地類：輿

圖、星野、氣侯、風

信、潮汐、災祥、紀

異，疆域類：形勝、山

川、鄉都、保約、里

遞、水利、民俗、物

產、古蹟，建置類：公

署、壇廟、坊表、墟

市、橋梁，賦役類：戶

口、土田、魚鹽、土

貢、均徭、驛傳，學校

類：儒學、射圃、樂

器、樂章、釋奠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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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類：兵制、兵營、烽

堠、屯田、團練營，秩

官類：各職，宦績類：

各職、流寓，人物類：

鄉賢、隱逸、選舉、科

目（舉人）、明貢監、

掾吏、列女、仙釋，黎

岐類：黎俗、黎情、黎

峝、黎村、防黎、黎

患，臨海類：海防、海

港、海患，藝文類：

記、序、賦、銘、詩、

雜錄，廣泛注引。 
續志：未知何本、於輿地類：

星野、晷度、沿革、紀

異，疆域類：里遞、物

產、古蹟，建置類：壇

廟、祀典、橋梁，賦役

類：驛傳，學校類：釋

奠考，秩官類及宦績

類：各職（前明、國

朝），人物類：隱逸、

選舉、明貢監，黎岐

類：防黎，臨海類：海

患，藝文類：諭、記、

賦、詩、歌、詞等類、

目，廣為注引。 
採訪冊：於輿地類：災祥，建

置類：壇廟、坊表、

墟市、橋梁、團練

營，秩官類：國朝

（清）各職，宦績

類：國朝（清）知

縣、典史，人物類：

篤善、懿行、科目

（舉人、武舉）、國

朝．恩貢、拔貢、副

榜、歲貢、届貢、武

職、壽婦，黎岐類：

撫黎，臨海類：海

患，藝文類：記、雜

錄，廣泛注引。 
外紀：明．王 佐撰，於土貢

目引。 
古語：順 蒙撰，於土貢目，

有引。 
海槎餘錄：明．顧 玠撰，於

雜錄目引。 
政書之屬： 
通典：唐．杜 佑撰，於星

野、沿革二目，注引。 
賦役全書：於均徭目，注引。 
藩署檔冊：於祀典、徵收二目

有引。 
縣檔冊：於徵收目，注引。 
司冊：於戶口目，注引。 

類書之屬： 
山堂考索：宋．章如愚撰，於

星野目引。 
永樂志：亦就永樂大典，明．

解 縉等奉敕撰，於

土貢目引。 
尚友錄：明．廖用賢撰，於流

寓目引。 
丙、集 部： 
別集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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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文莊集：明．邱 濬撰，於

藝文類：賦，有引

注。 
雜文之屬： 
潮候論、後論：明．王 佐撰，

於潮汐目引。 
靖海氛記：袁永倫撰，於海患

目引。 
刊版年代 

清．聶緝慶、張 延修《光緒 臨

高縣志》原刻本，白口，上魚尾，四

周雙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

全書凡二十四卷、十冊，線裝。版框

高十九．二公分，寬一十四公分（此

據成文影印本），仿宋體字，注分雙

行。書前牌記作「臨高縣志」（隸

字），左下「臨江書院藏版」，反面署

「光緒壬辰重脩校栞」，各卷首行及

版心大題「臨高縣志」。 
民國六十三年（1974）六月，臺北

市、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三十二年

（1906）補刊本，如式影印，列「中

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一六四

號」。十六開本，精裝三冊。 
光緒《臨高縣志》之刊行年代，於

書前牌記反面署為「光緒壬辰重脩校

栞」。致公私方志書目，大都署著光

緒十八年（1892），實毋庸置疑矣。 
依據陳劍流、冼榮昌《海南簡史》

（頁八十五）著錄：「臨高縣志（二

十四卷 十冊），聶緝慶等修，光緒

十七年（中央研究院藏）」。此乃以邑

人鄭國光〈臨高縣續修志序〉，所署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而誤記其

刊年也。 
綜觀陳著《海南簡史》附錄：《光

緒 臨高縣志》，兩種不同刊本，所

著「纂修者」、「刊版年」各異，唯根

據〈重修臨高縣志職名〉，暨書前牌

記反面〈光緒壬辰重修校栞〉等相關

佐證資料，應係同一刻本，亦毋庸置

疑也。 
然《光緒 臨高縣志》，秩官類

（卷之十）國朝（清）教諭、訓導，

人物類（卷之十三）貢選（國朝歲

貢）末條，其紀事止於「光緒三十二

年」，似有「補刊本」（參見：張世泰

《館藏廣東地方志目錄》，廣東省中

山圖書館印行）也。唯無相關史料，

足資稽考，謹予附記於此，期待方家

查考。 
按《光緒 臨高縣志》原刻本，不

但廣泛流傳，且有影印本，廣為刊

行，參閱極為方便。於今海內外公私

庋藏者頗眾，茲依其刊版及年代，臚

著於次，以供查考。 
原刻本 清光緒十八年（1892） 

臨江書院藏板 
美國：國會圖書館（十冊） 
英國：劍橋大學（二十四卷） 
日本：國會圖書館（十冊） 

東洋文庫（十冊）q-109 
天理圖書館（十冊）869 
東北大學（八冊） 
 丙 C-4-277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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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 北大 上海 復旦 

天津 旅大 南京 南大 

南通 浙江 華南師院 

湖北 中大 
   廣東 K/7.55/2 

補刊本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 
中國：廣東 K/7.55/2[2] 

影印本 民國六十三年（1974） 

影印本（依據清光緒三十

二年補刊本）精裝三冊

（十六開本） 
美國：史丹福大學 3230/7602.88 

加大柏克萊分校

3230/7602.88 1974 
臺灣：各大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臺灣分館 673.79133/1020 

中國：廣東 F/K29-51/C52-3/164 
注：秩官敘事至清光緒三十二

年（1906） 
 

光緒《臨高縣志》書影 

中研院史語所珍藏 

 
 內封頁                     疆域類．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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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輿地類(卷之三)．前事              藝文類(卷之二十)記下 

 
六、綜合析論 

夫臨高縣之有志書，於元代初葉之

前，史籍無載。其有信史徵考者，緣自

元成宗大德初年，邑紳洗 靁作《臨高

縣記》肇始也。 
明清兩代，相續鼎修，大凡四次

（計有：明一修、清三修），然因年代

久遠，間被水漬或蟲害，抑遭兵災或火

焚，牒本大都湮沒散佚，罕見藏板，殊

感憾惜矣。於今海內外知見者（公

藏），多屬清代修本（二種），彌足珍

貴，視同瑰寶耶。 
就修志源流言之，臨高縣有志，最

早自元代洗 靁作《臨高縣記》肇始，

續有明．曾 唯《臨高縣志稿》（萬曆

年間）。迨清一代，修志風尚鼎盛，臨

高縣志牒，大凡三修，計有：史流芳

《康熙 臨高縣志》（三十三年）、樊庶

《康熙 臨高縣志》四十六年）、聶緝

慶《光緒 臨高縣志》（十八年）。從修

志源流角度來說，各志相承相傳，構成

完整的脈絡體系。 
樊 庶《康熙 臨高縣志》，係以

史流芳《臨高縣志》（二帙）為底本，

凡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歲之

後，迨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丁亥歲

之間，未收而應入志者，悉核實考正逐

目增入，以補「史志」所未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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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係以

樊 庶《康熙 臨高縣志》為藍本，廣

徵博採，增補入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丁亥，迨清光緒三十二年

（1906）丙午，約二百年間，有關政

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文化之

史事。 
就修志體裁言之，臨高縣志，諸修

本大都按年紀事，各在舊志基礎上，刪

繁補漏，訂訛正謬。然綜窺各志，雖卷

數不一，門（志、類）目繁簡有別，唯

每提一志約撮數語於前，而類篇之旨洞

然。故綱舉目張，編次燦明，其義例堪

稱完備。從各志書之〈凡例〉（條文），

或〈目錄〉（內文）析觀，其修志體

例，係採「分志體」，亦就「按類分目

法」也。 
樊 庶修《康熙 臨高縣志》（凡

例十四條），按志以紀事，一邑之典章

綮焉。舊目寥寥，意取於簡．不無過

略，今集以十二為卷（以時分集矣，如

地理子集矣…藝文則以亥矣。第三

條），蓋簡以文不簡以卷之目也（第一

條）。作志有義例，凡以類從也，有事

相類而必不可不分之者，有條目紛紜義

理畫一而必不可以分之者，今悉正之昭

體裁也（第二條）。 
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凡例

八條），按郡志敘乾隆年間事引《臨高

志》，是曾經前重修，惜其書不傳無由

採入，今志又或各署未據，牒移或遠年

檔冊無考，事有絓漏（第七條）。是編

有舊志、有續修，分別注出，不掩前賢

之美，不沒採訪之實，閱者可一目瞭如

（第八條）也。 
就志書內容言之，臨高縣志書，於

今各圖書館暨文教機構知見者（公

藏），祗有：樊 庶「康熙修本」、聶緝

慶「光緒修本」二種，惟其內容，各具

特色。 
樊 庶《康熙 臨高縣志》（凡十

二卷），正文計分：地理、疆域、建

置、賦役、學校、兵防、秩官、名宦、

人物、海黎、海防、藝文十二門，列目

八十有二。於「人物志」（卷之九）之

「列女」、「隱逸」二目，尤多補充。 
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凡二

十四卷），於訓典（卷一）外，計分：

輿地、疆域、建置、賦役、學校、兵

防、秩官、宦績、人物、黎岐、臨海、

藝文十二類，列一百三十一目。有關縣

境洋面，甚至粵省沿海海盜肆虐，暨光

緒四年開始，綿延近十年之大規模土客

械鬥事件，敘述贍詳，殊屬可貴矣。 
就史料價值言之，臨高縣乘，於今

知見藏板，祇有「康熙修本」（樊志）、

「光緒修本」（聶志）二種。尤以「聶

志」，廣泛徵引典籍，參核考正，注於

各條末，殊具史料價值。 
樊 庶《康熙 臨高縣志》，係在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史流芳

《臨高縣志》（二帙）基礎上，奉檄纂

修。并參考《瓊州府志》、《丘海集》

（甘石編）、《天池草》（王宏誨著，字

忠銘），暨訪諸鄉老，纂輯成書。是志

於「藝文門」，收輯名臣、鄉賢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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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賦、銘、詩、記、序、文告等尤

多，彌足珍貴耶。 
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縣

修），係以「康熙修本」（樊志）為藍

本，并參考郡志，暨相關文獻與採訪冊

增補。於「黎岐類」（卷十五），於縣境

內黎情、習俗、治黎，暨「臨海類」

（卷十六），沿海海防設施，倭冠騷擾

等史料，更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

矣。 
從文獻整體性來說，臨高縣志書乃

海南地方志之一種，亦係〈海南文化〉

資源。在史學上，實具有特殊的歷史背

景，並反映當時社會實況。於學術研

究，深具史料價值，不但是研究「臨高

縣地方制度史」，必需具備重要文獻，

同時亦係治「海南方隅史」，不可缺少

的參考資料，殊為珍貴矣。 

結 語 

綜窺「臨高縣志」諸修本，其中

「康熙修本」（樊志），是臨高縣見藏梓

板，最早之邑志，係以「史志」（康熙

三十三年修）二帙（已佚）為藍本。聶

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二十四卷），

其資料新穎，內容富美。尤其清光緒三

十二年（1906）增補本（民國六十三

年，臺北市，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

精三冊，以廣流行），視同瑰寶。 
此外，許朝瑞《臨高采訪錄》（報

告書，殘存十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珍藏（詳見〈海南《采訪冊》研

究〉一文，刊載在《根的迴響——慶祝

建館九十週年論文集》頁一四九～一六

二，不再贅言，以免重複），乃臨高縣

最新採輯資料，且係手繕「稿本」（孤

本），彌足珍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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