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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表 2 《月月小說》小說內容類型 

 

本論文分類 《月月小說》分類 作者 作品題目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清河譯 美國獨立史別裁 歷史 

趼 雲南野乘 

英培台爾著   

穉桂譯 
含冤花 

教育 

雁叟撰 學界鏡 

美國哥林斯著 醋海波 

家庭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知新室主人譯 八寶匣 
虛無黨 

冷譯 俄國皇帝 

哲理／哲學 天笑生譯述 鐵窗紅淚記 

教育性質 

心理 天虛我生 新淚珠緣 

蕭然鬱生 烏托邦遊記 
理想 

趼 上海遊驂錄 

燕市狗屠 中國進化小史 

社員某（訥夫） 上海之秘密 

白眼新著 後官場現形記 

趼人 發財秘訣 

社會 

報癖 新舞台鴻雪記 

國民 角勝子譯述 刺國敵 

寓言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政治性質 

立憲 春颿 未來世界 

奇俠 雲汀譯 紫羅蘭 

品三譯 弱女救兄記 

休閒性質 

俠情 

天民著 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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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虛我生 柳非烟 

俠心女士譯述   

我佛山人點定 
情中情 

寫情 

綺痕著 愛芩小傳 

奇情 知新室主人譯述 左右敵 

苦情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言情 吳門天笑生譯 古王宮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 

石牌山民 新乾坤 

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新菴（譯） 海底沉珠 

天民 失珠 

偵探 

天僇生譯 小說玉環外史 

詼諧 想非子 天國維新 

航海 知新室主人譯述 失舟得舟 

冒險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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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月月小說》各期目錄 

卷號 發行時間 作／譯者 篇名 《月月小說》類別 備註 其他 

 月月小說出版祝詞    

吳趼人 月月小說序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一二回 
前有序／內文註甲部歷史小說第

一種 

知新室主人譯 八寶匣 虛無黨小說 一二回  

清河譯 美國獨立史別裁 歷史小說 第一章 內文註乙部歷史小說第一種 

天笑生譯述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一二三章 內文法國囂俄原著 

蕭然鬱生 烏托邦遊記 理想小說 一二回  

燕市狗屠 中國進化小史 社會小說 一二回  

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第一章 內文篇名為「三玻璃眼卷上」 

品三譯 弱女救兄記 俠情小說   

仙友譯述 巴黎五大奇案 偵探小說 一、雙尸祭 後上海群學圖書發行所編出書 

角勝子譯述 刺國敵 國民小說 一二回 1909 上海群學舍鉛印本 

社員某 上海之秘密 社會小說 官場秘密第一回 內文著訥夫著 

俠心女士譯述     

我佛山人點定 
情中情 寫情小說 一二章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小說 一二回  

祈黃樓主 懸奧猿傳奇  內文有題辭 

社員某 維多利亞寶帶緣 
傳奇 

 內文維多利亞為小字 

一  光緒 32 年 9 月 

（1906） 

知新室主人譯述 新盦譯萃 劄記小說 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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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林樂幹著   

揚心一譯 
十年一夢 威林筆記第一則  

趼 慶祝立憲 

短篇小說 

  

新 譏彈 雜錄一   

趼人 俏皮話 雜錄二   

新 最新通計表 附錄一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三四五回  

知新室主人譯 八寶匣 虛無黨小說 三四回 翻譯者跋 

清河譯 美國獨立史別裁 歷史小說 二三章  

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二三章  

品三譯述 弱女救兄記 俠情小說 完 翻譯序跋 

角勝子譯演 刺敵國 國民小說 三四回 前期篇名為「刺國敵」 

俠心女士譯述     

我佛山人點定 
情中情 寫情小說 三四章  

蕭然鬱生 烏托邦遊記 理想小說 三四回  

著者解朋 盜偵探 偵探小說 第一回 又名「金齒記」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小說 三四回  

祈黃樓主 懸奧猿傳奇 傳奇   

偈 預備立憲   

著者威林樂幹     

譯者揚心一 
國事偵探 

短篇小說 
 內文註威林筆記第二則 

二  光緒 32 年 10 月 

知新室主人譯述 新盦譯萃 劄記小說 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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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譏彈 雜錄一   

新 新盦隨筆 雜錄二 四則  

趼人 俏皮話 雜錄三 八則  

 評林    

  附件      

羅輈重 月月小說敘    

陸紹明 發刊詞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六七八九回  

知新室主人譯述 失舟得舟 航海小說   

清河譯 美國獨立史別裁 歷史小說 第四章  

（譯者）角勝子 刺國敵 國民小說 五六七回  

著者（解明）     

譯者（迪齊） 
盜偵探 偵探小說 二三回 內文譯者為迪齋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小說 五六七回  

祈黃樓主 懸奧猿傳奇 傳奇 第四  

知新室主人譯述 新盦譯萃 劄記小說 十則  

趼 大改革   

趼 義盜記   

社員某 玄君會 

短篇小說 

  

心一 劍術家被殺案  內文註海謨偵探案之一 

仙友 斷袖 
譯本短篇小說 

 巴黎五大奇案之一 

三  光緒 32 年 11 月 

趼人 俏皮話 雜錄 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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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譏彈 說醫  

新 西笑林 兩則  

知新室主人 最新通計表 三表  

社員 說小說 恨海  

 評林 四篇  

  譯書交通公會報告 

附錄 

    

蔣觀雲 題辭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十十一十二回  

知新室主人譯述 失舟得舟 航海小說 完  

知新室主人 左右敵 奇情小說 第一章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四五六七章 內文前註續第二號 

張勉旃 陳无我仝

譯 
新再生緣 科學小說   

羅季芳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第四章 內文為四五章 

清河譯 美國獨立史別裁 歷史小說 第五章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小說 八九十回  

祈黃樓主 懸奧猿傳奇 傳奇 第五完  

趼 黑籍冤魂 短篇小說    

四  光緒 32 年 12 月 

 （1907） 

楊心一譯 美人局 譯本短篇小說 
前註威林筆記第三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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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友譯 珠宮會  內文註巴黎五大奇案之一 

周桂笙 新庵隨筆 五則  

知新室主人 新廣譯萃 
劄記小說 

八則  

新 譏彈 雜錄 自治  

趼人 俏皮話 雜錄二 十則  

 評林二則 雜錄三   

趼人 趼纏詩刪賸 附錄     

報癖 題詞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十三十四十五回  

 左右敵 奇情小說 第二章 內文標知新室主人 

周桂笙譯 飛訪木星 完  

  新再生緣 
科學小說 

完  

羅季芳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六七章  

 刺國敵 國民小說 八九十回 內文標刺國敵第六 

美國哥林斯著 醋海波 家庭小說 一二章 內文有兩章 

俠心女士譯述     

我佛山人點定 
情中情 寫情小說 

1～2&5 未完，共五

章 
內文前標續第二號／第五章 

 維多利亞寶帶緣 傳奇  內文標續第一號 

趼 立憲萬歲  內文標滑稽 

趼 平步青雲  內文標笑枋 

五  光緒 33 年 1 月 

 

趼 快陞官 

短篇小說 

 內文標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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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髭拜著       

仙友譯 
情姬  內文標巴黎五大奇案之一 

周桂笙譯述 新廣譯萃 劄記小說   

 俏皮話 雜錄一   

 說小說 雜錄二   

 最近通計表 雜錄三   

新广 譏彈一   

 譏彈二   

 趼纏詩刪賸   

 燈謎叢錄   

  介紹新書 

附錄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十六十七十八回  

知新室主人譯述 左右敵 奇情小說 第四章 第九章  

趼 上海遊驂錄 社會小說 一二三回  

 醋海波 家庭小說 三四章  

英國葛威廉著     

中國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八九章  

 刺國敵 國民小說 十一十二十三回  

中國老驥氏撰 大人國 寓言小說   

周桂笙譯 妒婦謀夫案 時事偵探   

 維多利亞寶帶緣 傳奇 1&5～6 未完  

六  光緒 33 年 2 月 

陶安化著 小足捐 短篇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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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髭拜著       

仙友譯 
盜馬   

哈華德著         

楊心一譯 
手錢虜再生記  內文標海謨偵探案之二 

 新盦隨筆 劄記小說 四則  

 說小說 雜錄 五則  

 前號燈謎揭曉   

  燈謎叢錄 
附錄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十九二十回  

周桂笙 左右敵 奇情小說 六七章 補白 

 大人國 寓言小說  補白 

 醋海波 家庭小說 第五章 補白 

 三玻璃眼 十十一章 內標註三玻璃眼卷下 

○吉 上海偵探案 
偵探小說 

完  

趼 上海遊驂錄 社會小說 四五六七回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小說 十一十二十三回 內標續第四號 

 賈鳬西鼓詞序   

統九騷人選 原序一   

 原序二   

木皮散人賈鳬西著 賈鳬西鼓詞 

彈詞小說 

  

七  光緒 33 年 3 月 

武 醫意 短篇小說  內標滑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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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心一譯 綠林豪傑  
前標譯本短篇小說／後標威林筆

記第四則 

新 新盦譯萃   

趼人 趼纏賸墨 
劄記小說 

  

采广譯述 解頤語 新譯   

 俏皮話 雜錄   

 說小說 雜錄二   

 趼纏詩刪賸   

 前號燈謎揭曉   

  燈謎叢錄 

雜錄三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二十一回 末有編輯言論 

知新室主人譯 左右敵 奇情小說 八九章  

趼 上海遊驂錄 社會小說 八九十回完  

角勝子 刺國敵 國民小說 十四十五十六回 續第六號 

季郁 醋海波 家庭小說 六七章完  

中國老驥氏撰 大人國 寓言小說 續完  

木皮散人賈鳬西著 賈鳬西鼓詞 彈詞小說 完  

我佛山人 曾芳四傳奇 傳奇小說 一二齣  

趼 黃勳伯傳 特載   

報癖著 恨史 短篇小說一 中標言情   內文標評者阿閣 

八  光緒 33 年 4 月 

（1907.05.26） 

新樓 特別菩薩 
短篇小說二（滑

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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趼人 查功課 短篇小說三    

楊心一 墓中屍案 譯本短篇  內文標海謨偵探案之三 

新 新盦譯萃 劄記小說一 四則  

 筆者之字紙簍 雜錄一 六則  

 說小說  雜說 雜錄二   

 最新通計表 雜錄三 三則  

  譏彈一   

  譏彈二   

 四海神交集   

 前號燈謎揭曉   

  燈謎叢錄 

詞章 

    

 祝詞    

 祝詩    

天僇生 論說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二十二回  

周桂笙譯述 左右敵 奇情小說 十十一十二章  

 刺國敵 國民小說 十七十八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一二章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第一回  

天民著 岳群 俠情小說   

九  光緒 33 年 5 月 

換主筆 

白眼新著 後官場現形記第一 社會小說 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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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十二十三章 內標續第七號 

社員 少年軍 軍事小說 後標短篇  

新广 解頤語 滑稽小說   

知新室主 新盦隨筆 劄記小說   

我佛山人 曾芳四傳奇 傳奇小說 第三齣 
內文標我佛山人填詞  儀隴山農

評點 

日本尾崎德太郎原

本 天寶宮人編串
義俠記（黑奴報恩） 改良戲劇 一二三四折  

 原广贅語 雜錄一 三則  

 趼纏賸墨 雜錄二 四則  

 笑迦瑣述 雜錄三 三則  

 西事拾異 雜錄四 六則  

 電告 摭報一   

 論說   

冷泉伏民 則山簃詩餘 
摭報二 

    

櫻花盦主 月月小說報祝詞 祝詞   

我佛山人 兩晉演義 歷史小說 二十三回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學小說 

中註續第四期  

八九章 
 

冷血 乞食兒女 短篇小說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一二三回  

十  光緒 33 年 10 月 

周桂笙譯述 倫敦新世界 科學小說   



  附錄 231 

角勝子 刺國敵 國民小說 
完 十九二十二一二

二回 
 

英培台爾著    

穉桂譯 
含冤花 教育小說 一至五  

大陸著 新封神傳 滑稽小說 十四十五回 內文標續第七期 

清河譯 美國獨立史別裁 歷史小說 第六章 內文標續第四號 

春颿著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一二回  

新菴（譯）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四五回續三期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第二回  

知新室主人 新盦譯萃 劄記小說 九則  

玉泉樵子 風雲會 傳奇 一二齣  

 原广筆記 揮塵譚   

 囊錦 詞林   

趼人 人鏡學社鬼哭傳 短篇小說   

  第九期刊誤表 附錄     

天僇生 中國歷代小說史論 論說   

趙英 頌歌 頌辭   

趼 雲南野乘 歷史小說 第一回  

十

一 

光緒 33 年丁未

年十一月（1907） 

冷 破產 短篇小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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趼人 發財秘訣 社會小說 一二三四回 內文標註「又名黃奴外史」 

天虛我生 柳非烟 俠情小說 一二章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

四章 
 

知新室主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一   

法國紀善原著     

上海周桂笙譯 
實事偵探紅痣案 偵探小說二  內文標註「高龍偵探案之一案」 

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三 十四十五章 前標續九期 

春颿著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三四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三四章 前標續九期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第四回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三四回  

怫 鄔烈士殉路 時事戲劇 第一折  

原 原广贅語 揮塵譚一   

趼 趼纏賸語 揮塵譚二   

 江浙鐵路事 摭報   

 錦囊 詞林   

 鄔烈士輓聯彙錄   

  第十期校勘記 
附作 

    

十

二  
丁未年十二月 蝶仙 

月月小說題詞南正宮

一套 
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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趼 雲南野乘 歷史小說 第二回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十五十六十七十八

章 
 

天僇生 學究教育談 社會小說 完  

冷 破產 短篇小說 下 完  

天虛我生 柳非烟 俠情小說 三四五六章  

知新室主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   

趼人 發財秘訣 社會小說 五六回  

蕭然鬱生 彼何人斯 警世小說 完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六七回 續十期  

新庵主人譯 貓日記 滑稽小說 完  

我佛山人 無理取鬧之西遊記 詼諧小說 完  

春颿著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五六回  

英培台爾著    

穉桂譯 
含冤花 教育小說 六七八章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三四齣 續十期  

怫 鄔烈士殉路 時事戲劇 第二折  

原广 浙江三烈士殉路記略   

社員 千秋金鑑 
特載 

  

 趼纏賸語 揮塵譚一 三則  

 蒼園譫語 揮塵譚二 六則  

趼 俏皮話 揮塵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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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譚  詞苑   

曼仙女史 曼華館詩   

冷泉伏民 則山簃詩餘 續九期  

邯鄲道人 跋後 

詞林 

    

蕪城秦琴 春風嬝娜   

□溪呂隨聖 貂裘換酒 
頌辭 

  

天僇生 劇場之教育 論說   

報癖 論看月月小說的益處   內文標「白話體」 

趼人 發財秘訣 社會小說 七八回  

笑 諸神大會議 滑稽小說 上  

春颿著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七八回  

知新室主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   

冷 女偵探 短篇小說 上 內標「虛無黨叢談之一」 

天虛我生 柳非烟 俠情小說 七八章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續十一期 五六回  

我佛山人 光緒萬年 
理想科學寓言

諷刺詼諧小說 
  

原 福祿壽財喜 俳諧劄記 五則  

大陸 今年維新 短篇小說   

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續十一期 十六章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續十一期 五六回  

十

三  

光緒 34 戊申人

日（1908） 

沁梅 公冶短 短篇小說   



  附錄 235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五六齣  

天寶宮人 義俠記 忠勇戲劇 續九期 五六折  

報 崇冷廬隨筆 揮塵譚一 三則  

迦 笑迦瑣述 揮塵譚二 三則  

趼 俏皮話 揮塵譚三 八則  

 詞林   

冷泉伏民 則山簃芟存草 
藝苑 

  

韜光 合家歡 新年小說   

韜光 運動 新年小說   

 嬉春閣廋詞   

  春燈候教 
附件 

    

鎮海倪承燦 月月小說祝詞 頌詞   

天僇生 中國三大小說家論贊   

日本宮崎來城著   

支那澬江報癖譯 
論中國之傳奇 

論說 
  

趼 雲南野乘 歷史小說 續十二期 第三回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續十二期 十九二十

二十一章 
 

英培台爾著    

穉桂譯 
含冤花 教育小說 

續十二期  九十十

一章 
 

冷 女偵探 短篇小說 下 未完  

十

四  

戊申二月 

知新室主人譯 自由結婚 劄記小說 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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趼人 發財秘訣 社會小說 九十回 完  

天民著 岳群 俠情小說一 續九號 二三章  

天虛我生 柳非烟 俠情小說二 上卷完 九十十一章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上卷完 九十回  

天石 南酆都閱兵記 俳諧劄記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七八回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七八齣  

天寶宮人 義俠記 忠勇戲劇 七八折 完  

龔仲人遺稿 蛾述軒南京隨筆 揮塵譚一   

原广 通俗篇 揮塵譚二   

趼廛 俏皮話 揮塵譚三   

本社 
春鐙謝教   嬉春閣廋

詞謎底  詩壇 
  

冷泉亭長 則山簃芟存草 

藝苑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二十二二十三章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十一十二回  

英培台爾著    

穉桂譯 
含冤花 教育小說 十二十三十四章  

冷 女偵探 短篇小說 完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七八回  續十三期 

十

五  
戊申三月 

知新室主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 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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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癖 新舞台鴻雪記 社會小說 一二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續十一 五六章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續九號 二回  

天民 失珠 中國偵探 一二章 內文標馬江劍客述 天民記 

天石 南酆都閱兵記 俳諧劄記 下 完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九十回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九十齣  

龔仲人遺稿 蛾述軒隨筆 揮塵譚一 南京雜錄  

趼 俏皮話 揮塵譚二 十則  

 詩壇   

叔峨 藝林小品   

冷泉亭長 則山簃芟存草   

光黃人 嬉春閣廋詞   

濟宣輯錄 春季詩鐘揭曉單 

藝苑 

  

林步青 十更天 改良攤簧     

天僇生 孤臣碧血記 歷史小說   

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二四二五二六二七

章 
 

英培台爾著    

穉桂譯 
含冤花 教育小說 

十五十六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章 
 

十

六  

戊申四月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第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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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 爆裂彈 虛無黨小說 上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第三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八九十章 少第七章 

天虛我生 柳非烟下 俠情小說 十二十三十四章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十三十四回  

天民 失珠 中國偵探 三四章  

羅季芳譯 三玻璃眼 偵探小說 
續十三號 十七十八

十九章 完 
 

蒲留仙 
蒲留仙先生問天鼓兒

詞 
彈詞   

天虛我生 媚紅樓 傳奇 一二三齣  

龔仲人 蛾述軒筆記 揮塵譚一 南京雜錄  

周桂笙 新庵譯萃 揮塵譚二 四則  

趼 俏皮話 揮塵譚三 七則  

 詩壇   

 則山簃詩餘 續十二號  

  璇璣碎錦 

藝林 

   

笑 諸神大會議 滑稽小說 續十三號 下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家庭小說 （一）（二） 內標一名八角室 

十

七  

戊申五月 

冷 殺人公司 虛無黨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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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第十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十一十二章 內還有十三章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十五十六回  

天虛我生 柳非烟下 俠情小說 十五十六章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第四回  

知新室主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一 續十五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續十二 八九回  

天民 失珠 中國偵探 五六章 完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續十四號 十一十二

十三齣 
應為續十五號 

東亞病夫原著     

天寶宮人編串 
孽海花 歷史新戲 一二幕 內標班本 

龔仲人遺稿 蛾述軒隨筆 揮塵譚一 南京雜錄  

知新室述譯 解頤語 揮塵譚二 九則  

 原广贅語 揮塵譚三 四則  

 雙薇園逸墨   

 沈公野悼亡詩   

 嬰公本事詩   

  題詞 

藝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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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囂俄原著     

中國天笑生譯 
鐵窗紅淚記 哲理小說 

續十六號 二八章 

完 
 

冷 爆裂彈 虛無黨小說 續十六號 下 完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十一回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家庭小說 （三）（四）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第五回  

知新室主 海底沉珠 偵探小說一 完  

天虛我生 柳非烟 俠情小說 
十六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 完 
 

品三譯 雙圈媒 
痴情小說（短

篇）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十十一回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十四十五齣 上卷完 兩則十五齣 

東亞病夫原著     

天寶宮人編串 
孽海花 歷史新戲 三四幕  

龔仲人 蛾述軒隨筆 揮塵譚一 南京雜錄  

知新室 解頤語 揮塵譚二 八則  

趼 俏皮話 揮塵譚三 六則  

十

八 
戊申六月 

 崇冷廬談虎 藝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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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瘦生遺稿     

 世界末日記 科學小說  內文標著者笑 

 俄國皇帝 虛無黨小說  內文標著者冷 上編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家庭小說 （五）（六）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十二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十四十五十六章  

天虛我生 新淚珠緣 心理小說 一二回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十七十八回  

英麥倫筆記       

華覺一譯述 
倆羅勃以利 偵探小說  內文標復朗克偵探案之一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第六回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十二回  

非非國手著 放河燈 社會小說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第十六齣  

東亞病夫原著     

天寶宮人編串 
孽海花 歷史戲劇  內為第五六幕 

周桂笙譯述 新盦譯萃 揮塵譚一 三則  

 鶴署閑譚 揮塵譚二   

 俏皮話 揮塵譚三 七則  

 詩壇   

十

九  
戊申七月 

  崇冷廬談虎 
藝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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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僇生譯 小說玉環外史 偵探小說 一二三章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家庭小說 （七）（八）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第七回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十三回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章 
 

虛白 暗中摸索 警世小說   

英麥倫筆記       

中覺一譯意 
梅倫奎復訾案 偵探小說  內標復朗克偵探案之二 

天虛我生 新淚珠緣 心理小說 三四回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十九二十回  

石牌山民 新乾坤 滑稽小說 第一回第二回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十七十八齣  

東亞病夫原著     

天寶宮人編串 
孽海花 歷史戲劇   

影珠山樵 鶴署閒譚 揮塵譚一   

 俏皮話 揮塵譚二 七則  

婺源 江峰青 湘嵐 道情   

華亭 張乃煥 寄齋 聽香讀畫室賸稿   

 南浦歌驪集 

藝材 

  

 夏季詩鐘揭曉單   

二

十  
戊申八月 

  校勘表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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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僇生譯 小說玉環外史 偵探言情小說 四五六章  

雁叟撰 學界鏡 教育小說 第一回  

冷譯 俄國皇帝 虛無黨小說 續十九號 中編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十四回  

笑 空中戰爭未來記 科學小說   

白眼 後官場現形記 社會小說 第八回 甲編完  

綺痕著 愛芩小傳 寫情小說 一二三四章  

天虛我生 新淚珠緣 心理小說 五六回  

雲汀 紫羅蘭 奇俠小說 一二三四章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續十九號 十四十五

回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十九二十齣  

東亞病夫原著     

天寶宮人編串 
孽海花 歷史戲劇 

第九幕第十幕 上本

完 
 

報癖 崇冷廬隨筆 揮塵譚一 三則  

 笑迦瑣述 揮塵譚二 四則  

 原广贅語 揮塵譚三 四則  

 南浦歌驪集   

 璇璣碎錦 
詞苑 

續十六號  

番禺女士黃翠凝著 猴刺客 偵探小說  週年紀典大增刊 

知新室主人譯述 水深火熱 短篇小說   

二

一  

戊申九月 

闓異 介紹良醫 游戲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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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斧 善良烟鼠 社會小說   

飛 倪鋆傳   

毓仁焚剩 天僇生詩鈔   

峰青 湘嵐綺作 

特載 

  

  祝辭      

更生 講孟子荀卿列傳 講說   

吳門天笑生譯 古王宮 言情小說 第一章  

雁叟撰 學界鏡 教育小說 第二回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家庭小說 （九） 續二十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二一二二 續二十 

 新鼠史 奇情小說  有缺 

想非子 天國維新 詼諧小說 第一回  

 兩頭蛇 短篇小說  又名印度蛇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

二五章 
續二十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十六十七回  

雲汀譯 紫羅蘭 奇俠小說 五六七八九十章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十一回 續十五號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二一二二齣  

月行窗主 女豪傑 歷史新戲 一二幕  

曼翁 春影簃情夢記 揮塵譚一   

二

二  

戊申十月 

仲明 石笏賸史 揮塵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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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桃小傳 揮塵譚三   

 詩壇   

 玉簫集序   

  玉簫集 

藝林 

    

高裕壽 皇朝聖諱世系表 恭紀   

英宓德著  張瑛譯 紅寶石指環 家庭小說 第十章 完  

雁叟撰 學界鏡 教育小說 第三回  

笑 赤斗篷 殺人奇談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十五回 續二一號 

日本鹿島櫻巷著   

張倫譯述 
美人島 冒險小說 

二六二七二八二九

三十章 完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二三二四回  

柚斧 巧婦 短篇小說一   

柚斧 雞卵世界 短篇小說二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十八十九回  

雲汀譯 紫羅蘭 奇俠小說 十一十二章  

蕭然鬱生 新鏡花緣 寓言小說 十二回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二三二四二五二六

齣 
 

二

三 

戊申十一月 

月行窗主 女豪傑 歷史戲劇 三四幕  



246 趣味／道德／覺世： 
《月月小說》研究 

仲明 石笏賸史 揮塵譚一 五則  

原广 阿鳳 揮塵譚二   

 則山簃芟存草 詞林   

 
菊譜徵題酧教（第十七

號） 
 內文為揭曉單 

  
月月小說二十號校勘

表 

附件 

    

天僇生譯 小說玉環外史 偵探言情小說 續二一 六七章  

我佛山人 劫餘灰 苦情小說 十六回 完  

吳門天笑生譯 古王宮 言情小說 第二章 標為續二一，實為續二二 

雁叟撰 學界鏡 教育小說 第四回  

柚斧 新鼠史 奇情小說 
續二二 七八九十十

一十二章 
 

天民著 岳群 俠情小說 續十四號 第四章  

二

四  
戊申十二月 

春颿 未來世界 立憲小說 二五二六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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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麥倫筆記       

華覺一譯述 
少女失父案 偵探小說  內標復朗克偵探案之三 

天虛我生 新淚珠緣 心理小說 續二一號 七八回  

雲汀譯 紫羅蘭 奇俠小說 十三十四十五章  

解朋著 迪齋譯 盜偵探 偵探小說 二十二一二二回 完  

玉泉樵子 風雲會 歷史傳奇 
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齣 完 
 

 石笏賸史 揮塵譚一 五則  

影珠山椎 鶴署閒譚 揮塵譚二   

  則山簃芟存草 詞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