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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論 

公案小說著重描寫作案、探案、破案的特質，似乎使得民初盛行的偵探小說

成為中國公案小說的繼承者，雖然兩者在情節特徵、人物的社會角色乃至小說基

本精神仍有很大的落差，卻依然讓大多數的讀者相信，公案小說是中國的偵探小

說。趙南榮認為現代偵探小說和俠盜小說和我國古代公案小說有一脈相承之處，

他說：「公案小說在總體上並不接觸到封建制度的反動本質，而寄希望於清

官。……現代偵探小說和俠盜小說同樣不能接觸到舊中國的反動社會制度本質，

並不影響讀者去產生推翻舊社會的願望，而只是用一種同情市民的偵探和俠盜，

使市民階層得到某種虛幻的滿足和情緒上的宣洩，當讀者看了小說之後，舊中國

的腐敗和不公正並不能改變一絲一毫。」1清官形象是人民百姓在苦難的生存環

境中，無法消除專制權力的壓迫，在幻想中創造出來的補償機制，是他們抗衡周

遭黑暗腐敗的麻醉品。俠客義士也是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產物，他們雖然不能動

搖或改變封建體制，但在一定程度上懲治了統治者中的殘暴與貪腐勢力；他們滿

足了市井小民在想像中，實現現實生活所看不到豪情慷慨，是市井小民寄託被拯

救願望的麻醉品。英人艾瑞克‧霍布斯邦談到盜匪的象徵意義時說：「強盜文學、

強盜迷思、強盜印象，其中的意義，並不僅記載當年落後生活的實象，更重要的

是它可以滿足科技社會現代人對已失的純真、已往的冒險年代的渴望。當我們抽

絲剝繭，將強盜的地域、社會架構一層層除去之後，可以發現藏在其中的核心成

分，亦即一種不滅的情愫，一個永恆的角色。那就是自由精神、英雄主義以及公

義的理想。」2盜匪小說建立一個「近乎烏托邦與王法相對的理想社會」，始終發

出誘人的吸引力，迷幻讀者遠離王法庇護下的不公義，重建內心深處的精神仙鄉

「桃花源」，也是抗衡周遭黑暗腐敗的麻醉品。《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

三部小說及其續書就是這三種麻醉品的混合體，麻醉清末飽受清廷無能、列強侵

略之痛的廣大民眾，只不過盜匪「理想社會」的成分被稀釋掉了，不再那麼有效。 

袁小修云：「天下無百年不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流，有末流還有作始。」3

文如此，小說亦如此，每一種類的文學形式，不同時期呈現不同風貌，皆有其可

貴趣味的一面。因為「代有升降，而法不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

原不可以優劣論也。」4公案小說亦是如此，不同時期的特色得自於不同屬性、思

想的作者，形式內容不同的表達方式，呈現不同價值的社會需求，皆有價值，故

 
1 蕭金林，《中國現代通俗小說選評‧偵探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頁 12。 
2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  鄭明萱譯，《盜匪》（台北：麥田出版社，1998），頁 190。 
3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卷 10，〈花雪賦引〉（台北：偉文圖書公司，1976），頁 1022。 
4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 1，〈敘小修詩〉（台北：偉文圖書公司，197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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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論始末而不可以評優劣。魯迅說《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

說主要敘述「俠義之士除盜平叛的事情，而中間每以名臣大官總領一切。」這三

部小說不僅是俠義小說和公案小說的單純組合，而且兩類小說在融合發展過程

中，俠義與公案的小說性質發生變化，原著與續書發生變化，官、匪、俠三種角

色作為與意義也必然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必然會給小說作品帶來歷史上的地位。 

壹、俠義公案小說的演變 

俠義小說、公案小說各是中國古典小說一個類別，它們的內容、主旨和表現

手法不盡相同，也各自有形成、發展、成熟的過程。曹亦冰說：「俠義公案合流

的小說是在俠義小說和公案小說發展到一定程度後產生的。」5《施公案》、《三

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原著，保留了公案小說與俠義小說既有的元素，在

時代背景的反映、章回化的演變、理想人物的期待與讀者的欣賞需求等因素下融

合誕生。小說原著以公案為主、俠義為輔，在章回化的過程中，搜採眾多公案故

事，情節依然保留公案小說的特質，探案與破案過程的描寫，狀詞、律法條例與

判詞的出現，雖然與關係密切的英雄俠義題材結合，但並未失去其構成條件。 

續書是章回小說發展過程中一種常見的普遍現象，也是中國小說史上一個龐

大的家族，「《中國通俗小說總目提要》所收的續書目錄和間接提到的續書近二百

種幾乎佔全書目錄的六分之一」。6《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

的續書，一般人多不肯定，但由於多所承襲，平民文學的民間色彩卻絲毫未減。

三部小說續作的目的，主要有商業、政治、心理三類因素。續書續作方式原則上

接續原著結尾繼續發展，是屬於「連續」、「再續」或「順續」的續書形式。小說

續書無論在情節或人物上，皆呈現俠義興起，公案隱退的局面。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續書中若有似無的公案情節，

俠義人物擔綱，綠林集團運作，江湖道義展現，與統治階級既聯合又鬥爭，綠林

衝突的小說特徵與依巖結寨、秘密結社的歷史因緣，造成姚民哀的「會黨小說」

接班傳承。「會黨小說」小說產生於清末民初綠林的蓬勃、新小說後期的通俗化、

武俠與偵探小說獨立的時代，姚民哀以彈評藝人身份，運用評書技巧，從事會黨

小說的創作，在武俠小說風潮之外，增添頗具特色之會黨門類。 

貳、公案特徵的演變 

（壹）、公案性質的演變 

「述人間諸般苦難」與「歸結於官司之定讞」是唐人公案小說的兩個條件，

 
5 曹亦冰，《俠義公案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 1。 
6 邱奇，〈簡論中國古代長篇小說續書的分類及歷史的評估〉，《湖北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

第 11 卷 3 期（1994），頁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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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諸般苦難」是主角的冤情與復仇過程，「官司之定讞」是免除復仇者的殺

人罪。《醉翁談錄》中〈私情公案〉與〈花判公案〉，「重點是記述官吏明敏斷案

與判詞的巧妙、詼諧，對受屈含冤者並沒有很大的同情」。7宋元以後公案小說中

出現的案件，皆是和一般平民生活有密切關係的人命、奸情、盜賊、婚姻、鬥毆

等案件，而謀叛之類政治案件份量極輕；公案小說的重點，經常不是放在破案上，

而是寫案件本身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與受害者的「人間苦難」。《施公案》、《三俠五

義》、《彭公案》三部小說原著的公案情節，大多數是延續公案小說的人命案與賊

盜案，以數案相連或案中有案的形式呈現；由於俠義題材的加入，謀叛的政治案

件、盜印信、盜內府財物、謀殺朝廷命官與採花大盜犯姦殺人案件逐漸增多。續

書多為盜寶、平叛的大案，採取實證辦案態度，並因應時局增加教匪題材故事。

會黨小說多敘述江湖竊盜與幫會恩怨殺人，不見官府查辦，又回復著重主角的冤

情與復仇過程。 

（貳）、清官形象的演變 

公案小說中的清官體現了古代多數平民百姓的政治期望，與現實生活中貪官 

污吏做鮮明的對照。元雜劇中清官不再只是清廉與公正，還必須不畏強權，充滿

智慧，善於利用機智，使用一切手段為民申冤。明代《龍圖公案》開始清官成為

「箭垛氏」人物，清官必須強調忠君、節操的傳統道德觀念。明代小說中的清官

功能，從懲治權勢轉變對民間社會的「發奸摘隱」；並且擁有「憐才愛民」、「愛

民如子」的傳統倫理道德，見微知著、「斷獄如神」的聰明才智，「分文不要」、「一

清如水」廉潔的人格，以及「忠君」的觀念。《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

三部小說原著，清官特徵漸少，忠臣形象漸多。《彭公案》、《三俠五義》皆使用

「彭公」、「包公」這類一般敬稱，而《施公案》中則以「忠良」、「賢臣」作為施

公的稱呼，完全以忠臣的角度去解讀清官。因為清官的職責既以「除盜平叛」為

主，於是由「為民除害」轉變為為朝廷維護治安，鞏固皇室政權，成為皇帝親信

的臣僚。續書中清官功能與地位也逐漸退縮，在小說中探案、審案、破案、判案

全能角色，也逐漸轉移到負責偵測犯罪與緝捕罪犯的俠客身上。清官拔綠林，向

皇帝薦舉綠林為官，綠林主動替他偵測清剿反朝廷勢力，清官與綠林已從主從關

係進步到合作關係。會黨小說中清官受到軍閥的制約而逐漸褪色，作者也許有心

維持其地位不墬，卻無法遏止高漲的武俠氣焰。 

（參）、官匪關係的演變 

聞一多先生將「儒家、道家、土匪」視為「偷兒、騙子、土匪」，偷兒是巧

 
7 齊裕焜，《中國古代小說演變史》（蘭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頁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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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匪是豪奪，「巧取豪奪」正是韓非：「儒以文亂法，俠以武犯禁」。講到窮

凶極惡的程度，土匪不如偷兒，偷兒不如騙子。「三者之中，土匪最老實，也最

好防備。」土匪是中國文化的病，偷兒騙子也是中國文化的病。8就公案小說中

的官匪關係而言，無論何種類型的盜匪，勢必與官僚系統產生對立與衝突，存在

不可避免的緊張關係。歷朝律法也以最嚴格刑罰制裁盜匪，政治清明、王法森嚴

的年代，官吏總是毫不留情的打擊盜匪。雖然公案小說中的官匪之間，會因時代

的特性而有寬緩與嚴酷不同的對應關係。但基本上，朝廷、官吏與盜匪是水火不

容、勢不兩立的，因此無論是小規模的以盜治盜，大規模的招安，只是官匪關係

質變的過程，最終仍是要將盜匪完全消滅。 

公案小說中的官匪關係，皇室剿撫政策的運用，留給了中國下層社會小說作

者與讀者一塊想像的花園，隨著政局更迭的需求，百姓生存心理的投射，以俠義

結盟的態勢，開拓小說生命另一條延續發展的空間。《施公案》一百二十一回施

公請求黃天霸、賀天保協助保護皇糧說：「你們幾位英雄，與施某情同骨肉……

事完，定要奏明聖上，絕不埋沒英雄的功勞，施某若有一點忘恩負義之心，臨危

必不得善終。」施公放棄了高高在上的官威，用綠林異姓兄弟結義，有福同享，

有施必報，不得忘恩負義的道德價值，以爭取綠林英雄的認同與支持。黃天霸、

馬玉龍擔任總兵官職之後，更以綠林相處方式，率領綠林盟友平亂，這與哥老會

大龍頭在清軍中的功能是相似的。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中綠林人物，無論是水寇、土 

匪、紳匪，均呈現集團化特性；綠林結盟大致兩類，一類是滴血盟誓的結義兄

弟，要求同生死共患難；一類是綠林同道，要求互助友善，與人方便。清官利

用豪傑「看破綠林無好」的心理，採取以俠治俠、以盜治盜的方式，收納綠林

為官，一方面保護自己，一方面協助破案，打擊綠林同道。義俠性格趨向「忠

義」，認同當代法律秩序；偵察班子的組成，衙役捕快、吸收各有專長江湖人物

為助手，有的用江湖結義的方式，有的則採取短暫結盟的方式；破案之後，集

團暫時解散，新案發生，破案集團另行重組。官俠緝盜破寨是採取個別行動或

小集團合作的作戰方式，無論是偷襲或夜襲，皆以匪首為對象，脫離不出綠林

的思維與行動模式。 

參、俠義特徵的演變 

（壹）、俠義情節的演變 

「俠義」在唐傳奇中主要表現為兩種類型：一是為「義」所感，主動解決他

人困厄。二是為復仇鋤天下惡人。明代《拍案驚奇初刻》韋十一娘談到劍俠要制

 
8 聞一多，〈關於儒、道、土匪〉，《聞一多全集》（台北：里仁書局，2000），頁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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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仍然是代表強權的高官，而俠客認為與理官共同維護世間之公平，並不違背

俠義，開始踏出與清官合作的第一步。《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

小說原著以公案為主、俠義為輔，綠林與清官的結合，是俠義情節的中心，主要

表現在豪傑投靠、豪傑護主、豪傑破案三方面，另外產生盜寶與尋寶、結盟破案、

異姓結義、破奇樓、奇陣、寺廟與黑店犯罪等俠義情節。續書俠義抬頭，情節除

了延續原著外，新增打擂臺、西方科技的恐懼，海洋武力的強調、裝神弄鬼的趣

味、神兵利器的機緣、眾美傾心的婚姻等情節，並加入特殊武功、武器、暗器的

描寫。會黨小說的情節內容以揭露江湖秘聞與會黨秘密為主，旁及官匪鬥爭、會

黨鬥爭，江湖黑幕與武功家數。 

（貳）、俠義人物的演變 

俠義小說中的俠，大致可分為私劍、刺客、豪俠、游俠、少俠、劍俠、義俠

與俠盜。先秦刺客的俠義，是一種講究個人恩怨的報償，一對一的義，強調「為

知己者死」，而這種「恩」義，是在肯定「利」的價值。刺客本來寄附游俠以生

存，為利而死，理所當然；他們行為中產生的「義」，是攀附權貴的功利性必然

結果。與儒家普遍性的義、墨家的公義皆有顯著的差異。漢代游俠「不忘平生之

言，見危授命，以救時難」的義，都是幫助同類，也就是一種「行幫道德」。唐

代劍俠之義，主要兩種「俠義」類型：一種是為「義」所感，主動解決他人困厄；

一種是是為復仇鋤天下惡人。這兩種「俠義」均呈現從一對一的私義轉為大眾認

可公義的精神，漸漸符合社會大眾對公平正義的認知。宋人話本將發跡變泰傳奇

與搏刀、趕棒的俠客結合，增加君臣倫理對俠客的影響作用。《水滸傳》忠義、

聚義和俠義的強調，尤其「忠義」觀念強調忠君思想，形成俠義的新類型－－只

有嚴守君臣倫理、國家律法才可稱為義俠。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原著中俠客，強調智勇雙全英

雄，分為接受官職的官俠與不接受官職的游俠，作者巧妙地運用武功兵器、獨特

性格與性格衝突去塑造官俠的形象，以「逢場作戲，從遊戲中生出俠義來」強調

游俠的形象。他們具有以利為義、任官朝廷、建立同輩聲譽、追逐眼前利益的價

值觀。由於俠義成分漸多，續書除了延續原著外，另增超人官俠的塑造，並製造

出魔怪邪惡人物與奇特的綠林女子形象，逐步走向武俠小說之路；這時的俠客，

強烈透露出重名爭功的想法、沙場將軍的夢想、犯法露名的價值觀。會黨小說人

物著重描寫習武者與幫會人物，習武者熱中武功的追求，他們最初武功成就來自

自己的摸索與苦練，他們雖然苦尋名門正派傳授，最後卻成就於江湖偷盜的教

導。習武的目的是建立非常事業以求名震江湖，最後卻能與世無爭歸於平淡。在

會黨競爭的社會環境中，環境創造人物，也決定人物；叱吒風雲的會黨人物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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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死亡與歸隱，挑戰與爭奪是死亡的的象徵，妥協與無求的歸隱代表真正的勝

利。 

肆、江湖世界的演變 

易劍東認為武俠的生存機制，「從縱向上看，武俠總是在不同的時代的朝廷

嚴禁和暫時容忍的交錯變換中找到生存的空間；從橫向上看，武俠可以在宮廷貴

族、武林綠林、秘密社會、城市社團、鄉村閭巷等分別獲得發展機會。」9俠義

小說中江湖與綠林原是俠與盜的生存與生活空間，隨著意義的擴大，後來演變成

兩類社會身份的代稱。唐代豪俠小說開始將江湖作為豪俠活動的背景，宋元話本

以後小說中的「江湖」，成為五湖四海、三教九流，呈現民間世相的一個大社會。

《水滸傳》中的「江湖」，有三教九流的生存、生活的成分，更重要的是呈現一

個不認同於「官」，也不認同於「民」，有「盜匪」意涵的社會階層和文化概念，

並在其中發展出一套獨有的倫理道德和社會原則，形成一個與主流社會相對的亞

社會。 

綠林原為山名，這座山因西漢末年一場農民起義而成為寇盜的代稱。「綠林」

與「江湖」，因意義上有相通之處，有時不免混用。江湖俠客具有不依附於權門、

下不投靠於私人的明顯特徵，他們四處遊蕩、浪跡天涯，不一定與現實政權直接

為敵；綠林好漢佔山為王，是組織化的軍事集團，以軍事集團整體面目出現。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及其續書中的江湖世界，是由一群

俠客和一群地方豪強惡霸、土匪、山匪、水寇與飛賊所構築而成，小說隨著偵辦

不同性質的案件，捕捉不同類型的罪犯，場景的範圍不如虛構的現代武俠小說的

傳奇，最多為寺院道觀、山寨莊宅。書中屢屢描述綠林匪徒假扮僧道，以寺廟為

根據地進行犯罪；或在寺廟結盟，召開英雄大會。山寨、莊宅是綠林豪傑盤據地，

在自己的莊寨中生活、練武，故此一場景有時如世外桃源般溫馨，有時佈局規矩

都顯的森嚴壁壘，一有風吹草動更是草木皆兵、殺機四伏。其中由於漕運爭幫的

糧船打鬥與教會傳教的神秘色彩，隱約勾勒出一個秘密社會的江湖世界。艾瑞

克‧霍布斯邦說：「在傳統的社會裡，罪犯者流根本就是圈外人，他們自有他們

自己單獨的社會，縱然不盡是與『正直人』社會完全反照的『歪曲人』反社會，

這類人說話都有一套特殊的語言，他們往來的對象，也是其他亦不見容於社會的

職業或團體，分別提供了不可勝數的黑社會用語與字彙（反之，絕大多數的農民

強盜只是將當地使用的方言稍做變化，並沒有自己特有的暗語）。他們是離經叛

道的一群，思想作為盡是如此」。10這樣的江湖世界，雖然有近代中國秘密社會

的影子，但未完全坐實，卻給了姚民哀會黨小說一個機會，創造出獨具魅力、詭

 
9 易劍東，《武俠文化》（台北：揚智文化公司，2000），頁 135。 
10 同註 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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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神秘的一個會黨林立的江湖世界。 

另外，《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對於中國的戲劇亦產生

重大的影響，晚清人三愛說：「戲曲者，普天下人類所最樂睹、最樂聞者也，亦

入人之腦蒂，易觸人之感情。故不入戲園則已耳，苟其入之，則人之思想權未有

不握於演戲者之手矣。使人觀之，不能自主，忽而樂，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

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雖些少之時間，而其思想之千變萬化，有不可思

議者也。故觀《長板坡》、《惡虎村》，則生英雄之氣慨……戲園者，實普天下人

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之大教師也。」11戲劇從視覺與聽覺傳播給觀眾

的感情與思想，有恢弘的效果，故從小說原著到接受者之間，戲劇算是最好的一

種媒介。周明泰《道咸以來梨園繫年小錄》紀錄道光四年（1824）《慶昇平班戲

目》裡施公戲有《連環套》、《霸王莊》、《盜金牌》、《淮安府》、《落馬湖》、《惡虎

村》、《拿謝虎》、《殷家堡》、《雙盜鏢》、《八蠟廟》、《左青龍》、《清烈圖》、《江都

縣》、《河間府》、《洗浮山》。有關《彭公案》故事的，如《畫春園》、《武文華》、

《豆（竇）爾墩》、《九龍杯》、《普球山》、《左青龍》。12可知俠義公案戲實發達

甚早，俠義公案戲實發達於京劇之武戲，雖有少數的劇目出現於京劇之前的地方

戲，以及小說成書之前，但大多數的戲仍脫胎於《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

案》三部小說。 

俠義公案戲與俠義公案小說有共同或相似的內容，它的演出可能早於小說，

或是改編、創作於已發行的小說。中國古代小說，無論是文言小說或白話小說，

因為結構形式與敘事方法有著共同點，因此都與戲劇有著割不斷的臍帶關係。從

淵源來說，唐傳奇小說在元明時期有許多被改成戲曲。白話小說是以民間講唱形

式，與社會大眾保持密切關係，在依據聽眾的反映不斷的修改增添，最後經文人

的整理加工而定型成為案頭文學。由於作者多為書會之人，白話小說與元雜劇、

明南戲彼此襲用題材情形很多；如話本《合同文字記》與元劇《包待制智賺合同

文字》同樣演述包公故事，雜劇中說白、道白與話本敘述文字、對白很相似。明

凌濛初《拍案驚奇初刻》〈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龍圖智賺合同文〉則為是根據

雜劇改寫的擬話本小說，則可看出二者雙向流動的關係，《水滸傳》與水滸戲的

情形亦是如此。《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既是清末流行的小

說，必然受到其他表演藝術形式的影響，也必然影響其他表演藝術形式。 

王爾敏推崇《施公案》被戲劇吸收，發展出短打武戲的表演藝術，他說： 

  小說與戲劇密切配合，交互影響，小說提供精彩橋段，戲劇擴大演義，豐 

富其內容，精化其對白，突出其不同人物性行，再加上鑼鼓胡琴，驚險武 

 
11 三愛，〈論戲曲〉，《晚清文學叢鈔小說戲曲研究卷》（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 52。

原載《新小說》第 2 卷第 2 期。 
12 周志輔，《道咸以來梨園繫年小錄》（西雅圖：周肇良書畫館，1976），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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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於世開創了清代獨有的短打戲。就服裝臉譜而言，也大加創新，頭戴 

佈滿絨球的羅帽，故又稱羅帽劇。不同於往時的長靠帶盔甲護背旗，只身 

穿緊身夜行衣，一色或白或黑或藍，紮寬板帶，繫戰裙，足登薄底快靴；

外罩鶴敞，有各樣不同的花色。扮老英雄永不戴方巾、員外巾，而帶鴨尾

巾，以示粗放英武之人。另配鏢囊，背插短刀，或腰掛寶劍。這種短打戲

至少創生於清道光初年，遂成為最受觀眾歡迎的一門。13

由於武功雜技是徽班（京劇）最鮮明的特色，「徽班因其武打而聞名，其與西皮

合流，又使它在音樂上具有北曲的雄壯、激越的特色，因而歷史故事、金戈鐵馬

的題材才是其真正優勢」。14道光以後，京劇為了保持這種獨特的優勢，不斷地

以通俗小說（包括俠義公案小說）內容，改編創作出膾炙人口的新戲。咸豐年間

清廷宮中曾上演《武文華》、《惡虎莊》、《八蠟廟》、《竇爾墩》、《蔡天化》、《連環

套》、《落馬湖》、《羅四虎》等俠義公案戲，15由於獲得統治者的認可和喜愛，俠

義公案戲藉著這股力量的推動，造成全面性的流行風潮。因此，俠義公案戲對於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說由公案到俠義亦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本論文因研究主題與範圍的限定，這一部份無法充分論述，但可成為日後繼續研

究的領域。 

 

 

 

 

 

 

 

 

 

 

 

 

 

 

 

 
 

13 王爾敏，〈清代公案小說之撰著風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 期（1994），頁 151。 
14 郭精銳，《車王府曲本與京劇的形成》（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頁 129。  
15 苗懷明，〈清代京劇公案俠義戲略談〉，《古典文學知識》第 4 期（2000），頁 75。 



 

 －302－

 

附 錄 

本附錄係將北京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之《小說書坊錄》中有關《施公案》、《三

俠五義》、《忠烈俠義傳》、《七俠五義》、《小五義傳》、《續小五義》、《彭公案》等

出版資料整理而成。 

施公案 

施公案： 

善成堂  刻《施公案全傳》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聚錦堂  同治七年刻《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

目錄 

務本堂  同治五年刻《施案奇聞》八卷九十七回  天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廈門  文德堂  嘉慶三年刻《施案奇聞》八卷九十七回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 

廈門  文德堂  嘉慶二十五年刻《綉像施公案傳》八卷九十七回  《倫敦所見中

國小說傳目提要》柳存仁著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經文堂  嘉慶十年刻《綉像施公案傳》八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京都  文成堂  同治十三年刻《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館

藏目錄 

啟无松  嘉慶十五年刻《施公案傳》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藏書目

錄 

聚經閣  道光十九年刻《綉像施公案傳》八卷九十七回  天津師範大學圖

書館館藏目錄 

京都  文義堂  道光十九年刻《施案奇聞》 《增補中國通俗小說傳目》（日）大

塚秀高編著  東京汲古書院 1987 年發行 

邵州  學庫山房  道光十九年刻《施案奇聞》八卷九十七回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

藏目錄 

成都  藜照書屋  刻《綉像施公案全傳》八卷九十七回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目

錄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上海  廣益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五百二十八回《中國通俗小

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

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正誼書局  光緒十七年鉛印《繪圖三公奇案》二十卷（包公案十卷，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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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八卷，鹿公案二卷）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進步書局  石印《綉像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四十六卷  吉林省圖書館館

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或作錦章圖書局）  石印《繪圖施公案全集》一至十集  天津

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或作錦章圖書局）  石印《施公判斷希奇案》四卷九十八回  中

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藏書目錄 

煙台  文勝堂  光緒二十五年刻《施案奇聞》 《增補中國通俗小說傳目》日大

塚秀高編著  東京汲古書院 1987 年發行 

上海  大成書局  石印《繪圖施公案全集》十集四十六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

目錄 

成都  文林書局  刻《施公案全傳》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續施公案： 

上海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綿竹  集誼會  光緒二十年刻《綉像續施公案》三十六卷一百回  四川省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三續施公案： 

上海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敬文堂  光緒二十四年刻《三續施公案》五十回  《增補中國通俗小說傳

目》日  大塚秀高編著  東京汲古書院 1987 年發行 

四續施公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五續施公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六續施公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七續施公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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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續施公案： 

上海  文宜書局  光緒二十七年石印《綉像八續施公案清烈傳》四十回  北京師

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九續施公案： 

上海  文宜書局  光緒二十八年石印《九續施公案清烈傳》四十回  北京師範大

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上海  廣益書局  民國石印《九續施公案》四卷四十回  大連市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續施公案： 

上海  文宜書局  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施公案十續》四十回  北京範大學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石印《繪圖施公案全傳》十集  首都圖書館館藏

目錄 

施公洞庭傳： 

上海  廣益書局  一九一八年石印《新編繪圖施公洞庭傳》甲至丁集十卷  北京

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蔣春記書局  一九二二年石印《綉像施公洞庭傳》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三俠五義(石玉昆撰)(又名：忠烈俠義傳) 

京都  聚珍堂  光緒九年活字印《三俠五義》一百二十回  首都圖書館館藏目錄 

京都  老二酉堂  光緒九年刻《三俠五義》二十四卷一佰二十回  遼寧省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  亞東圖書館  一九二五年鉛印《三俠五義》一百二十回  北京師範大學圖 

書館館藏目錄 

忠烈俠義傳（石玉昆撰）（又名三俠五義） 

京都  聚珍堂  光緒五年活字印《忠烈俠義傳》一佰二十回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 

館館藏目錄 

              光緒八年活字印《忠烈俠義傳》一佰二十回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 

藏目錄 

退思主人  光緒五年活字印《忠烈俠義傳》一佰二十回  北京師範大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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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館藏目錄 

文雅齋  光緒九年刻《忠烈俠義傳》一佰二十回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 

東昌  保興堂  光緒十年刻《忠烈俠義傳》一佰二十回  吉林大學圖書館館藏目 

錄 

同元堂  光緒十四年刻《忠烈俠義傳》二十四卷一佰二十回  天津師範大 

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右焦書屋  光緒十五年刻《忠烈俠義傳》一佰二十回 《增補中國通俗小 

說書目》（日）大塚秀高編著 東京汲古書院 1987 年發行 

七俠五義 

七俠五義： 

上海  廣益書局  一九二五年石印《綉像七俠五義》六卷一佰回 《中國通俗小  

                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 

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五年石印《綉像七俠五義》十二卷一佰二十回  吉林 

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廣百宋齋  光緒十六年鉛印《重編七俠五義傳》二十四卷一佰二十回  華 

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廣百宋齋  光緒二十二年鉛印 《七俠五義》二十四卷一佰二十回  天津 

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珍藝書局  光緒十八年石印 《綉像七俠五義》二十四卷一佰二十回 北京 

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昌文書局  一九一九年石印《繪圖七俠五義全傳》六卷一佰回  北京大學 

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進步書局  石印《綉像繪圖七俠五義傳》六卷 首都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  一九二五年石印《增像七俠五義傳》六卷一佰回 遼寧省圖書 

館館藏目錄 

上海  簡青齋    石印《綉像七俠五義》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目錄 

上海  大成書局  石印《綉像繪圖七俠五義傳》六卷一佰回  大連市圖書館館藏 

目錄 

續七俠五義 

上海書局  光緒三十年石印《續七俠五義》十六卷八十回 北京大學圖書 

館館藏目錄 

五續七俠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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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書局  一九一八年石印 《五續七俠五義》四卷四十回 《中國通俗小 

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六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石印  

七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 《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八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九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一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二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二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三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四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五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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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六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七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八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十九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二十續七俠五義 

上海  大成書局《繪圖新編續七俠五義》六至二十續各四卷四十回 《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小五義傳(石玉昆撰)(又名：續忠烈俠義傳) 

善成堂  光緒十六年刻《忠烈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 

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申報館  光緒十六年鉛印《忠烈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  北京大學圖書 

館館藏目錄 

上海書局  光緒三十二年石印《忠烈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 《中國通 

俗小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 

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廣益書局  一九一六年石印《小五義》六卷一佰二十回  復旦大學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  廣益書局  一九二五年石印《小五義》六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五年石印《小五義》 吉林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廣百宋齋  光緒十三年鉛印《增像小五義傳》二十五卷一佰二十四回  東 

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廣百宋齋  光緒十六年鉛印《增像小五義傳》二十五卷一佰二十四回  浙 

江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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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廣百宋齋  光緒二十二年鉛印《增像小五義傳》一佰二十四回  北京師範 

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北京  文光樓  光緒十六年刻《綉像忠烈小五義傳》一百二十四回  遼寧省圖書 

館館藏目錄 

上海  昌文書局  光緒十六年石印《綉像繪圖小五義全傳》六卷  浙江省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  石印《增像小五義全傳》一佰二十四回  天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三槐書屋  光緒二十四年鉛印《忠烈小五義傳》 吉林大學圖書館館藏目

錄 

上海  簡青齋  光緒二十五年石印《綉像小五義傳》十二卷一百二十回  吉林省 

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祿英堂 光緒二十五年石印《綉像全圖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北京大學 

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公興書局  光緒鉛印《增像小五義傳》六卷一佰二十四回  天津圖書館館 

藏目錄 

上海  大成書局  石印《小五義全傳》 浙江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尚古山房  印行《小五義》  大連市圖書館館藏目錄 

續小五義傳(石玉昆撰)(又名：三續忠烈俠義傳) 

重慶  善成堂  光緒十八年刻《續小五義》一佰二十四回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

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

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申報館  光緒十六年鉛印《續小五義》 浙江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書局  光緒十八年石印《綉像續小五義》一佰二十回 《西諦書目》 北

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上海書局  一九一八年石印《繪圖增像續小五義》四卷四十回 《中國通 

俗小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 

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廣益書局  一九二五年石印《續小五義》六卷  首都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五年石印《續小五義》十二卷一佰二十四回  遼寧大 

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京都  泰山堂  光緒十二年刻《續小五義》《西諦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文物出版 

社 1963 年出版 

              光緒十八年刻 《續小五義》一佰二十四回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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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館藏目錄 

上海  校經山房  清末石印《綉像續小五義》十二卷一佰二十四回  大連市圖書 

館館藏目錄 

上海  廣百宋齋  光緒十六年鉛印《續小五義》六卷一佰二十四回  復旦大學圖 

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洪文書局  民國印行《續小五義》 大連市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珍藝書局  光緒十八年鉛印《綉像續小五義》一佰二十四回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該所編 昭和五十年出版 

北京  文光樓  光緒十七年刻《續小五義》一佰二十四回  首都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昌文書局  一九一九年石印《增像續小五義》一佰二十四回  東北師範大  

    學圖書館 

上海  九淨齋  光緒十六年石印《增像續小五義》六卷一佰二十四回  吉林省圖 

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進步書局  民國石印《綉像繪圖續小五義》六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三槐書屋  光緒二十四年鉛印《增圖續小五義》六卷一佰二十四回  山東 

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彭公案 

彭公案： 

北京  本立堂  光緒十八年刻《彭公案》二十三卷一百回  首都圖書館館藏目錄 

重慶  善成堂  光緒刻《新刊綉像彭公案》二十三卷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書局  光緒十九年石印《彭公案》二十三卷一百回《中國通俗小說總

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

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石印《繪圖彭公案》六卷一百回；續

十卷八十回；再續八卷八十回；全續八卷八十回 天津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新刊彭公案》六卷一百回 遼寧省圖書館

館藏目錄 

德林堂  光緒十八年刻《新刊綉像彭公案》二十三卷一百回《中國通俗小

說書目》孫楷第著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立本堂  光緒十八年刻《彭公案》二十三卷一百回  首都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或作錦章圖書局）  一九一九年石印《彭公案》十六卷三百四 

十回（初集四卷一百回；續集四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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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再續四卷八十回；全續四卷八十回  

天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民安堂  光緒二十年刻《彭公案》天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章福記書局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新刻彭公案》六卷一百回 東北師范大

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茂記書庄  一九一三年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全傳》四卷；續集四卷；再

續四卷；四續四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鴻章書局  宣統三年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全傳》一百回 北京大學圖書

館館藏目錄 

上海  鴻章書局  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初集四卷一百回；二集三卷六十回   

遼寧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全集》四卷一百回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

館館藏目錄 

續彭公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石印《繪圖彭公案》六卷一百回；續

十卷八十回；再續八卷八十回；全續八卷八十回  天津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新刊續彭公案》四卷八十回  遼寧省圖書

館館藏目錄 

京都  泰山堂  光緒二十二年刻《新刻續彭公案》十二卷八十回  國家圖書館館

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  一九一九年石印《彭公案》十六卷三百四十回（初集四卷一百 

回；續集四卷八十回；再續四卷八十回；全續四卷八十回） 天

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章福記書局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新刻續彭公案》四卷八十回 東北師範

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茂記書庄  一九一三年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全傳》四卷；續集四卷；再

續四卷；四續四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共和書局  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初集四卷一百回；二集三卷六十回  遼

寧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再續彭公案：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石印《繪圖彭公案》六卷一百回；續

十卷八十回；再續八卷八十回；全續八卷八十回 天津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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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目錄 

上海  廣益書局  民國石印《新刻再續彭公案》八十回 吉林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新刊再續彭公案》四卷八十回 東北師範

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校經山房  光緒三十一年石印《新刻再續彭公案》四卷八十一回遼寧省圖

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  一九一九年石印《彭公案》十六卷三百四十回（初集四卷一百 

回；續集四卷八十回；再續四卷八十回；全續四卷八十回） 天

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章福記書局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新刊再續彭公案》四卷八十回 東北師

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大成書局  石印《新刻再續彭公案》四卷八十四回 大連市圖書館館藏目

錄 

上海  茂記書庄  一九一三年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全傳》四卷；續集四卷；再

續四卷；四續四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共和書局  石印《再續彭公案》八十一回《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江蘇

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共和書局  石印《三續彭公案》八十一回《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江 

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續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

錄 

全續彭公案後部： 

上海書局  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石印《繪圖彭公案》六卷一百回；續

十卷八十回；再續八卷八十回；全續八卷八十回 天津圖書館

館藏目錄 

上海  掃葉山房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新刊全續彭公案後部》四卷八十一回 東

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錦章書局  一九一九年石印《彭公案》十六卷三百四十回（初集四卷一百 

回；續集四卷八十回；再續四卷八十回；全續四卷八十回） 天

津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章福記書局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新刊全續彭公案後部》八卷八十一回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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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續彭公案： 

上海  茂記書庄  一九一三年石印《新輯繪圖彭公案全傳》四卷；續集四卷；再

續四卷；四續四卷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五續彭公案： 

上海  校經山房  石印《五續彭公案》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茂記書庄  石印《五續彭公案》四十回《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江蘇 

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六續彭公案： 

上海  校經山房  石印《六續彭公案》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七續彭公案： 

上海  江左書林  宣統二年石印《七續彭公案》二十四回《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

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

司 1990 年出版 

上海  校經山房  石印《七續彭公案》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八續彭公案： 

上海  校經山房  石印《八續彭公案》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九續彭公案： 

上海  校經山房  石印《九續彭公案》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續彭公案： 

上海  校經山房  石印《十續彭公案》 上海圖書館館藏目錄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一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二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三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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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五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六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七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八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十九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一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二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三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四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五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六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七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八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二十九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三十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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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 

三十二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三十三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三十四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三十五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三十六續彭公案： 

上海  文匯書局  石印《繪圖彭公案》續集至三十六續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目錄 

彭公清烈傳續集 

上海  江蘇茂記書局  一九一八年石印《彭公清烈傳續集》四十回  天津圖書館

館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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