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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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臨高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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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臨高縣，古名臨機縣（以臨雞村得

名），漢屬儋耳郡地。唐武德五年

（622）置臨機縣屬崖州，唐開元元年

（713）更名臨高縣。迨民國肇立，仍

沿舊制，稱臨高縣，於今亦然矣。 
臨高縣有志，始於元代洗 靁作

海南《臨高縣志》研究（上） 
The Research on the Hainan “Lin Gao Xian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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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高縣記》（久佚全書），明．曾 唯

編《臨高縣志稿》（原無鋟本），迨清一

代，續有「康熙修本」（史志、樊志）、

「光緒修本」（聶志）。 
於今海內外圖書館或文教機構公藏

者，唯有「清修本」而已，其「元記」

及「明稿」二纂本，罕見藏板，恐已久

佚（待訪），殊深憾惜矣。 

一、建置沿革 

臨高縣原名臨機縣，於唐虞三代乃

揚越荒徼，秦末為南越（象郡）外域，

漢屬儋耳郡地也。 
緣自漢武帝元封元年（辛未），亦

就西元前一一○年（110 B.C.），始以海

南境地，開置珠崖、儋耳（臨地屬之）

二郡，屬交趾刺史部。漢昭帝始元五年

（82 B.C.年）己亥，遂罷儋耳併入珠

崖郡。漢元帝初元三年（46 B.C.）乙

亥，又廢珠崖郡置朱盧縣，屬合浦郡為

都尉治，乃隸交趾刺史部。 
三國時代，海南屬東吳統治。於吳

大帝（孫權）赤烏五年（242）壬戌，

復置珠崖郡，領徐聞（郡治，非海南境

地）、朱盧、珠官三縣，屬交州。 
晉武帝（世祖．司馬炎）太康元年

（280）庚子滅吳，省珠崖郡入合浦

郡，仍置玳瑁、珠官二縣（海南境

地），屬交洲。 
至南北朝時代，宋文帝元嘉八年

（431）辛未，復置珠崖郡（治設徐

聞），屬交州。尋廢珠崖入隸合浦郡，

以朱盧、珠官二縣，屬越州。齊，沿宋

制。於梁武帝中大同年間（546）丙

寅，就舊儋耳地，置崖州，領朱盧、珠

官二縣。陳因梁制，仍屬崖州。 
案：自漢元帝初元三年乙亥，至三國、

兩晉、南北朝（宋、齊、梁、陳），

亦就西元前四十六年（46 B.C.）至

西元五百八十八年（588），其間六

百二十四年，各郡縣幾皆罷廢，海

南境內僅置一、二縣，附屬他郡而

已。 
隋煬帝大業三年（607）丁卯，改

崖州為珠崖郡（治設義倫），析儋耳地

置毗善縣，屬揚州司隸刺史。 
注：舊志〈沿革〉門：「隋文帝開皇初，

置臨振郡立義倫、毗善縣隸之。此

臨地建治之始，在今治西北富羅鄉

之東塘都」。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改

毗善為富羅縣，又析富羅置臨機縣，以

富羅（隋毗善縣地）屬儋州，臨機（今

臨高縣）屬崖州。唐太宗貞觀五年

（631）辛卯，析崖州境地新置瓊州，

領縣：瓊山、臨機、萬安、富雲、博

遼。自此臨地，屬瓊州之始。唐高宗乾

封後（667）丁卯，黎歧犯瓊，陷於蠻

峒，以臨機縣屬崖州。唐玄宗開元元年

（713）癸丑，改臨機為臨高縣，此臨

高縣名之始。於玄宗天寶元年（742）
壬午，改崖州為珠崖郡，以臨高隸之，

儋州為昌化郡，富羅屬之。唐德宗貞元

五年（789）己巳，嶺南節都使李復尅

復瓊州，奏置瓊州都督府，而臨高仍隸

於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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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時期，屬南漢（劉 隱建、都

廣州、轄嶺南），對海南州縣建置，初

沿唐制。於乾和十五年（957）丁巳，

廢富羅縣，以其地析入臨高及儋州之義

倫，而臨高遂徙治富羅。 
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壬申，廢

崖州，以其地併入瓊州，領瓊山、臨

高、樂會、舍城、澄邁、文昌六縣。而

臨高縣遂屬瓊州，徙治於英邱都。宋太

宗至道三年（997）丁酉，屬廣南西

路。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癸丑，置

瓊管安撫司，以領瓊州屬五縣。宋徽宗

宣和五年（1123）癸卯，改為瓊管安撫

都監，仍屬廣南西路。迨南宋高宗紹興

二年（1132）壬子，移臨高於莫村（即

今治），於紹興六年（1136）丙辰，廢

昌化、萬安、吉陽三軍為縣，併裁鎮復

置寧遠縣，而與臨高諸縣並隸於瓊管安

撫都監。 
元世祖（忽必烈）滅宋，統治中

原，於至元十五年（1278）戊寅，始渡

海入瓊，其軍縣建置仍沿仿宋制。改瓊

管為瓊州路安撫司，隸湖廣行中書省

（時廣西未置行省故也）。至元十七年

（1280）庚辰，立海北海南道宣慰司

（介於省與路承轉機構，係擇遠距京都

或省治之地而設），司治設於雷州，領

瓊州路。至元二十八年（1291）辛卯，

改為瓊州路軍民安撫司。元文宗天歷二

年（1329）己巳，改瓊州路為乾寧軍民

安撫司，仍隸湖廣行中書省。於元順帝

（亦稱庚申帝，明宗長子）至正末年，

改隸廣西行中書省。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戊申，改

元置瓊州路為瓊州，仍屬廣西行中書

省，隸於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明洪武三

年（1370）庚戌，升瓊州為府。於洪武

九年（1376）丙辰，棄廣西行中書省，

改屬廣東布政使司，並析海北海南宣慰

司，置海南道，治設瓊州。明英宗正統

四年（1439）己未，省三州附郭宜倫、

萬寧、寧遠三縣，領州三縣十，臨高為

其中邑屬焉。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壬辰歲八

月，清兵渡海入瓊，建置沿襲明制，在

府外設按察司副使兼提學。清聖祖康熙

十三年（1674）甲寅，改置分巡雷瓊

道，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裁

提學。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庚戌，

改為分巡海南道加兵備銜。清高宗乾隆

四年（1739）己未，改名分巡雷瓊兵備

道。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1905）乙

巳，改置瓊崖道，隸於廣東。迨民國肇

立，建置仍舊。 

二、修志源流 

按臨高縣之有志乘，書其纂修源

流，載於文獻典籍，證諸史料，有信稽

考者，最早緣自元成宗大德初年，邑儒

洗 靁氏曾作《臨高縣記》肇始，惟舊

傳邑乘，久佚全書而不可考耳。 
皇明一代，於神宗（朱翊鈞）萬曆

年間，續有邑紳曾唯氏編著《臨高縣志

稿》，謀鋟諸梓未就，亦原無傳本，殊

深憾惜矣。 
迨清一代，各朝頒詔，修志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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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鼎盛。臨高縣志牒，先後開館或設

局修志，大凡三次，計有：康熙二修、

光緒一修及補刊一次。 
清聖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

戌，知縣史流芳修《臨高縣志》二帙，

唯罕見藏本，恐亦佚傳（參見清．樊庶

〈修志示〉，載於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卷十八．藝文類：示）矣。 
清聖祖康熙四十六年（1707）歲次

丁亥，續由知縣樊庶纂修《臨高縣志》

（十二卷），是《康熙 臨高縣志》，俗

稱〈舊志〉，史稱「清康熙修本」（樊

志），而與史流芳修《康熙 臨高縣

志》，其纂修時間，兩志相距只有一十

三年而已。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1887）丁亥

秋，聶公緝慶權知縣事，竭力倡修，捐

廉授諸剞劂。於清德宗光緒十八年

（1892）歲次壬辰梓刊（臨江書院藏

板），是《光緒 臨高縣志》，史稱「清

光緒修本」（聶志），此志與「清康熙修

本」（樊志），其纂修時間，相距則長達

一百八十有五年之久。 
民國六年（1917）至七年（1918）

間，「廣東通志臨高采訪局」采訪員許

朝瑞，就其實地調查採集資料，譔陳

《臨高采訪錄》（報告計十五次），殘存

十冊，未有刊行，於今知見藏板，獨有

「手繕本」（乙部），極為稀少，誠屬珍

貴，而視同瑰寶耶。 

三、待訪志書 

臨高縣志書，大凡五修。雖各有修

本，唯因年代久遠，間遭兵火或蠹蛀災

害，致原有志牒湮沒污蝕，罕見藏板。

於佚傳（待訪）者，計有：元代《臨高

縣記》、明季《臨高縣志稿》、清修《康

熙 臨高縣志》三種。茲據各家方志書

目資料，依其纂刊年代，分別臚著於

次，以供方家查考。 
 

【大德】臨高縣記 
元．洗 靁纂 元大德初年 元佚 
案：《光緒 臨高縣志》，聶緝慶序

云：「舊傳邑乘，而元代洗 之

作記，元佚全書」。 
知見書目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頁六二

二）： 
臨高縣記 元．洗 靁纂 元佚 
大德初舉本學教諭 

邢益森《海南鄉情攬勝》（寶島風

姿錄：續集二．頁一○二）： 
臨高縣志 
冼 雷  元大德間 失 

案：邢著本記，題名：縣志，宜

補正之。 
王會均《海南方志資料綜錄》（總

目錄．頁三十五）： 
臨高縣記  元．洗 靁纂 
元大德初（年次未詳） 久佚 

纂者事略 
洗 靁，臨高縣郭人。元成宗（鐵

穆耳）大德初（薦辟），舉本學教

諭，典昌化軍學正事，作縣治記。亦

就〈重修縣治記〉，載於清．樊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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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臨高縣志》（卷之十二．藝

文志．記）、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

志》（卷之十九．藝文類．記）。 
清．聶緝慶修《光緒 臨高縣志》

（卷之十三．人物類．選舉），刊載

有事略。 
 

臨高縣志稿 
明．曾 唯纂 未刊 佚 
案：此志題名：《臨高縣志稿》，係據

其傳，暫行自訂，以供方家參

考。 
知見書目 

據清．聶緝慶修《光緒 臨高縣

志》（臨江書院藏板）序云：「有明曾 

唯之續編，原無鋟本」。 
邢益森《海南鄉情攬勝》（寶島風

姿錄：續集二．頁一○二）： 
臨高縣志 

明．曾 唯纂 失 
附注：是大德本續編 

王會均《海南方志資料綜錄》（總

目錄．頁一十八）： 
臨高縣志稿 
明．曾 唯纂（未刊） 
明萬曆年間（年次未詳） 

稿本 佚 
纂者事略 

曾 唯，字原魯，號約菴，臨高蠶

村人，遷居馬袅。性純孝，博學有氣

節。明萬曆年間，以歲薦授廣州府訓

導，轉徐聞教諭。嘗留心邑乘，編有

志稿，謀鋟諸梓未就（舊志、府志，

參修）。所著〈條陳興革事宜書〉、

〈黎議〉，載於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卷之十八．藝文類：

書、議）。 
清．張岳崧《道光 瓊州府志》

（卷之三十五．人物志：儒林）、聶

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卷之十

二．人物類：鄉賢），皆刊載有事

略。 
 

【康熙】臨高縣志 
清．史流芳纂修  康熙三十三年

（1694）甲戌 佚 
知見書目 

依據清．聶緝慶《光緒 臨高縣

志》（卷之十八．藝文類．示）載，

樊 庶〈修志示〉：「…縣志之有版，

始於 今上之甲戌，…僅書二帙」。 
案：此志題名《康熙 臨高縣志》，暨

署 著 ： 清 ．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1694）甲戌刊本，係據清．樊 

庶〈修志示〉，暫行自訂，以供

方家參考。 

纂者事略 
史流芳，陝西省西安府華州人。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進士

（三甲九十五名），康熙三十年

（1691）辛未授臨高令，於康熙三十

三年（1694）甲戌，纂修縣志（二

帙），所著〈三月三日遊百仭灘〉

（詩．五言律），載於清．聶緝慶

《光緒 臨高縣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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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沈青崖《雍正 陝西通志續通

志》（第五十七卷．人物三．廉能

下），載有傳略。 

四、康熙修本（樊志） 

【康熙】臨高縣志 十二卷 
清．樊 庶纂修  康熙四十六年

（1707）序 刻本 
8 冊 有圖表 25 公分 線裝 

知見書目 
阮 元《道光 廣東通志》（卷一

百九十二．藝文略四）： 
臨高縣志 十二卷 
國朝．樊 庶修  康熙丁亥 

案：康熙四十六年，係歲次丁亥。 
小葉田淳《海南島史》（頁八四）： 

臨高縣志 十二卷 
樊 庶  康熙四十四年 

杜定友《廣東方志目錄》（頁十

八）： 臨高縣志 十二卷 樊 庶修 
清康熙四十四年 八冊 

陳劍流《海南簡史》（頁八四）： 
臨高縣志（十二卷） 
樊 庶等編 康熙四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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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卷 
樊 庶  康熙四十六年

（1707）序刊本 
內閣 8 冊 楓～史 189-19 

李景新《廣東方志總目提要》（頁

一二五）： 
臨高縣志 十二卷 

樊 庶纂修 康熙四十四年 
【藏】 內閣 

黃蔭普《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

（頁六二）： 
臨高縣志 十二卷 
清．樊 庶  康熙四十六

年（1707）刊本 
  『日內閣』 八冊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冊

二．頁十四）： 
臨高縣志 十二卷 
樊 庶纂修 康熙四十四年 
日本：內閣 

王會均《海南方志資料綜錄》（總

目錄．頁十九）： 
〔康熙〕臨高縣志 十二卷 
清．樊 庶纂修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序 

刻本 
抄本（年次及所據母本未

詳）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中國地方

志聯合目錄》（頁七○三）： 
〔康熙〕臨高縣志 十二卷 
清．樊 庶纂修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

本 北京（膠卷） 
註：原刻本在日本內閣文庫 
抄本 北京 

張世泰《館藏廣東地方志目錄》

（頁一五一）： 
〔康熙〕臨高縣志 十二卷 
清．樊 庶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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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

本 未入藏 
王志斌《館藏海南文獻資料目錄》

（頁六十二）： 
〔康熙〕臨高縣志 十二卷 
清．樊 庶纂修 
海口：影印清康熙四十六年

（1707）刻本 
線裝 3 冊 E2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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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卷 樊 庶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日本：內閣文庫 
附注：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修志始末 
按《康熙 臨高縣志》，乃知縣樊 

庶氏，奉檄修志，於清聖祖康熙四十

六年（1707）丁亥春三月而告竣，並

捐俸付之梓梨矣。其修志緣由及其始

末，綜著其梗要於次，以供方家參考。 
依據臨高知縣樊 庶〈修志示〉

云：「為志書關一邑史乘，紀載實萬

世典章，博採見聞以資纂輯，事照得

臨自隸邑以來，歷今千有餘歲，他不

具論矣。如二戴之文章、王桐鄉之經

濟、丘深泉劉孟良之篤孝高隱，皆表

表當時為海外聞，邑其可志以傳者不

獨建置，藉口諸大目為一邑必刊之書

也何」。 
次云：「縣治之有版，始於今上之

甲戌，且亥豕魯魚不堪徵信，甚至紀

千百年事而書僅二帙，豈邑乏史學略

見聞於弗載乎，抑操觚者案牘勞形不

暇及耶。本縣甫及任即心然傷之，而

事有關於民生休戚及士子學校，與夫

祀典橋梁，諸大且要者在所先務故未

暇及，今幸畢舉矣，則志又所宜輯」

矣。 
復云：「然自漢元鼎訖於我朝，又

自甲戌迄今，其間沿革多端興衰不

一，如戶口有登耗、賦役有增減、天

道有災祥、人事有從違、名宦鄉賢或

湮沒不著、忠孝節義或沉淪不傳，皆

當採訪確實、蒐羅罅漏，勒諸編集以

垂不朽。由是言之，則二帙之書，誠

不足以載千餘年事矣」。 
又云：「為此合急通曉闔邑紳士，

暨鄉耆碩彥、留心史學者，無論平時

筆錄及耳目見聞，凡有關於邑乘所應

紀者，事無鉅細或馳簡同志或諮老

成，即片紙半牘俱望不時槀投署齋，

以憑虛心檢校用資纂輯。本縣雖固陋

其於斯志不敢謝不敏，然務求確實俾

文獻足徵，乃不虛所望耳」。 
末云：「本縣視斯文如骨肉，獨以

縣治寥闊不能遍為致書，揭示聊以代

簡，倘有工於史筆不吝賜教者，不妨

通名紙枉顧，本縣另當禮請以勷盛事

也」。 
再據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歲次

丁亥春三月，知廣東瓊州府臨高縣事

樊 庶〈臨高縣志序〉云：「臨之有

志自甲戌始，書僅二冊其名曰新版

者，謂前無此版至是乃新之也。夫甲

戌至今僅十餘年，補新輯廢尚可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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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余奚為而岌岌然，其初亦欲因

循耳」。 
次云：「迨當事秉憲之始考風土為

治，徵檄日下，檢所謂新版者閱之，

較佘聞見所及，其間綱領懸殊，條目

互異，求諸 宋以徵夏殷，無異責盲

者以指迷徑昧昧如也。間有二三完

璧，然亦魯魚亥豕，即是以應不幾，

失採風者意乎」。 
復云：「昔江文通論修史之難無出

於志，余才襪線耳，若之何其能求備

于是，索於邑之老生，求可以資採

錄，無一應者，因念臨人士埋頭制科

舉子業，而外期如裨官野史，自成一

家言逈不可得。且自兵燹後家鮮遺

帙，即所置產之有券，亦俱付之祝融

氏，安有所謂文獻以備操觚者綜核

哉」。 
又云：「臨自秦入職方，歷今千有

餘歲，有明以前則有二戴，王桐鄉、

劉心瓊此數君子者，皆以文章節義名

世，不難出才力為之何，前數百年事

亦無一紀之者，豈紀而失之乎，抑有

待于今乎。然新版已矣，郡志所載亦

有足錄，遂雜以資治鑑及甘石丘海

集，與夫王忠銘天池草諸書，于薄書

之餘丙夜纂輯，並訪之鄉老求節義所

應載者，於今得列女一、于明得隱逸

二，為表墓作傳，復條析標目弁以例

言，閱三月而告竣，於是勉捐積俸付

之棗梨」矣。 
末云：「然則是編也，發隱闡幽綜

名核實，予固不敢多讓而詞之不能

豐，于昔亦惟求達於事理焉耳，後之

賢者作草創觀可也」。 
綜觀樊 庶〈修志示〉暨〈臨高縣

志序〉，足資窺察《康熙 臨高縣

志》之修志意旨動機，以及歷程始

末，其梗概大略如斯矣。 
纂者事略 

按《康熙 臨高縣志》，雖無〈修

志職名姓氏〉查考，惟據〈秩官志〉

（卷之六）列載（清．現任）：知

縣、典史、教諭、訓導、巡檢諸人，

間或參與修志事務，就其姓氏、里

籍、事略，分別著述於次，以供方家

查考。 
知縣：樊 庶，江南揚州（江蘇省

江都縣）人。貢監，清聖祖康熙四十

二年（1703）任臨高知縣。清廉明

潔，百廢具舉，實惠及民，為近日循

良之首。學校、壇廟、橋梁，皆經修

建。纂修縣志，亦捐俸為之。邑人為

建萬戶絃歌坊及去思碑。 
清．阮 元《道光 廣東通志》

（卷之二百六○．宦績錄．國朝

六）、張岳崧《道光 瓊州府志》（卷

之三十一．官師志三．宦績下）、聶

緝慶《光緒 臨高縣志》（卷十一．

宦績類．邑宰），載有事略。 
典史：白所烈，陝西省人。清康熙

四十五年（1706）丙戌，任臨高縣典

史。 
教諭：余洲枝，廣東省順德縣人。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任臨

高縣儒學教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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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歐陽楫，廣東省新會縣人。

清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科歲貢

（雷州府學），應州府教授。清康熙

四十一年（1702）壬午，任臨高縣儒

學訓導。 
巡檢：胡統陛，直隸（今河北省）

任邱縣人。清康四十四年（1705）乙

酉，任臨高縣博舖司巡檢。 
志書內容 

樊 庶纂修《康熙 臨高縣志》，

凡十二卷，主要內容，除首錄：樊 

庶〈臨高縣志序〉、〈臨高縣志凡例〉

（十四條）、〈臨高縣志總論〉、〈臨高

縣志目錄〉外，正文計分：十二志

（類）八十有二目，依其卷次，列著

於次，以供方家參考。 
卷之一  子集 
地理志 輿圖 星野 沿革  
氣候 風信 潮汐 災祥 紀異 

卷之二  丑集 
疆域志 形勝 山川 鄉都  
里遞 水利 風俗 物產 古蹟 

卷之三  寅集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坊表  
橋梁 墟市 壇廟 

卷之四  卯集 
戶役志 戶口 土田 科則  
漁鹽 雜稅 土貢 均徭 驛傳 

卷之五  辰集 
學校志 儒學 祭器 樂器  
樂章 啟聖 名宦 鄉賢 射圃 

卷之六  巳集 
秩官志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司訓 巡檢 
卷之七  午集 
名宦志 邑宰 二尹 主簿  
縣尉 司鐸 流寓 

卷之八  未集 
兵防志 兵制 兵營 烽堠  
黎兵 屯田 團練 

卷之九  申集 
人物志 鄉賢 隱逸 選舉  
科目 貢監 掾吏 列女 仙釋 

卷之十  酉集 
黎岐志 黎俗 黎情 黎峝  
黎村 防黎 黎患 

卷之十一 戌集 
臨海志 海防 水師 港口  
海寇 

卷之十二 亥集 
藝文志 奏疏 賦  銘  詩   
記  序  文告  遺事 

依據〈臨高縣志目錄〉列載：卷之

八（未集）兵防志、卷之九（申集）

人物志，惟正文紀事：卷之八為人物

志、卷之九為兵防志，餘者相同，不

重贅著矣。 
於〈臨高縣志目錄〉卷之四（卯

集）戶役志：內中「漁鹽」、「雜

稅」、「均徭」三目、在正文首〈戶役

志〉下分著為「魚鹽」、「稅課」、「均

平」目，唯內文中除「魚鹽」目外，

餘又著為「襍稅」、「均徭」目。 
原〈目錄〉卷之五（辰集）學校

志：內中「啟聖、名宦、鄉賢」三

目，於正文著為「啟聖祠、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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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賢祠」，內文中加紀「正學講堂」

條。 
而〈目錄〉卷之六（巳集）秩官

志：依宋元明、國朝（清）次序，分

職紀載。惟其職銜各代亦未盡相同，

於「司訓」目，在內文中，元明清三

代，係分「教諭」、「訓導」二目列

載。 
另〈目錄〉卷之七（午集）名宦

志：正文中未分職紀事，於內文祇誌

明代名宦（依各朝次）事略。末附

「流寓」目，亦僅載宋．蘇 軾、胡

銓二人而已。 
又〈目錄〉卷之十一（戌集）臨海

志：內中「水師」、「港口」二目，於

正文以「海港」、「海警」目紀事。 
在〈目錄〉卷之十二（亥集）藝文

志：又分「本」（內載：疏、表、奏、

賦、銘、詩），「中」（內載：記）、

「末」（內載：文告、遺事）三單元。 
修志敘例 

清．樊 庶纂修《康熙 臨高縣

志》（奉檄纂修），係在前令史流芳

「甲戌修本」（清康熙三十三年修，

佚傳）基礎上，參考《瓊州府志》、

《丘海集》（甘 石著）、《天池草》

（王弘誨著）諸書，並訪諮鄉老，纂

輯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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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臨高縣志凡例〉（計十四

條）云（第一條）：「志以紀事，一邑

之典章繫焉。舊目寥寥意取於簡不無

過略，今集以十二為卷，蓋簡以文不

簡以卷之目也」。 
次云（第二條）：「作志有義例，凡

以類從也，有事相類而不可不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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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今志以十二為卷，則以

時分集矣。如地理子集矣、疆域丑

集。……而藝文則以亥矣」。 
按《康熙 臨高縣志》，凡十二卷

（集），列門（類）十二志，分目八

十有二，所繫邑事，以明清（順治、

康熙）兩朝，較為詳備富美。其紀事

斷限年代，最遲上於清聖祖康熙四十

六年（1707）歲次丁亥。就依卷次、

門目、紀事年次，分著於次，以供方

家查考。 
建置志（卷之三）： 
公署：清（國朝）康熙四十六

年建戴星門及芝閣兩耳房，

縣治于是乎備矣。皆有記，

詳藝文。 
預備倉：一在縣治左、一在縣

治右，俱明成化八年知縣甘 

素創建，久廢。 
國朝（清）康熙四十六

年，知縣樊 庶重建於縣治

之右，更名常平。 
博舖巡檢司：舊在縣城北三十

里，曰莫丘都，久廢。 
國朝（清）康熙二十七

年，巡檢吳繼美草創于儒學

東，亦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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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四年，巡檢胡統

陞改建于城隍廟之東。 
康熙四十六年，知縣樊 

庶為之捐俸建堂。 
義學：在茉莉軒左，康熙四十

六年，知縣樊 庶創建，並

捐俸置熟田一百畝，以資膏

火。詳藝文 
育嬰堂：在義學之前，康熙四

十六年，知縣樊 庶創建。 
刊版年代 

清．樊 庶《康熙 臨高縣志》，

據諸家方志書目著錄，計有「原刻

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抄本」

（北京圖書館藏）、「微捲片」（據內

閣文庫藏，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攝

製，北京圖書館藏）、「複印本」（臨

高縣圖書館，據「微捲片」影印）。

於一九九一年，海南師範學院圖書

館，據臨高縣藏「複印本」，再影印

于南寶複印中心，線裝三冊。 
此志「原刻本」白口、上魚尾，四

周單邊。除樊 庶〈臨高縣志序〉

（每半葉六行，行十三字）外，凡

例、目錄、正文，半葉九行，每行最

多不超過二十二字。圖四幀（縣境

圖、縣城圖、縣治圖、學宮圖），全

書凡三五三葉。楷體字，注為雙行。

於樊序、凡例、總論、目錄、各卷首

行及卷終、版心，皆題〈臨高縣

志〉。 
按《康熙 臨高縣志》（原刻本），

首載知縣樊 庶〈臨高縣志序〉（手

書），末蓋有「窠鑾」（篆字、陽文）

小圓章乙枚、「樊庶之印」（篆字、陰

文）、「渚莫」（篆字、陽文）小方章

各乙枚。 
日本．內閣文庫藏「原刻本」，凡

十二卷，線裝八冊。每冊封面右上方

書名籤條大題〈臨高縣志〉（下方注

明卷次，卷十二又分：本、中、末三

冊）、內文首葉左上方蓋有「秘閣圖

書之章」（篆字、陽文）正方形印

記。此藏板之索書號：楓～史 189-
19（一四八三四號）。 
樊 庶修《康熙 臨高縣志》，於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歲次丁亥春

三月（樊序）刊梓。唯流傳欠廣，罕

見梓本。於今國內外庋藏者，就知見

藏板（公藏者），分別臚述於次，以

供方家查考。 
原刻本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序（樊 庶）刻本 
日本：內閣文庫：楓～史 189-

19（線裝八冊） 
微捲片 據內閣文庫藏清康熙四十

六年刻本攝製 
大陸：北京圖書館 

影印本 據內閣文庫藏板攝製之微

捲片複印 
大陸：海南省臨高縣史志室 

海南師範學院圖書館：

E24/50 （古）（線裝三

冊） 
臺北：海南文獻史料研究室 

抄 本 所據祖本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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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北京圖書館 
按清．樊 庶《康熙 臨高縣志》

（凡十二卷），乃海南師範大學王志斌

先生鼎力協助，無限感激，特致謝忱，

聊表寸心也。 

樊 庶《臨高縣志》書影 

日本內閣文庫珍藏 

 
樊序首頁       卷一封面 

 

 
凡例首頁       樊序末頁 

藝文志 首頁 

 

名宦志 流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