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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由鐘鳴旦、杜鼎克、王仁芳三位學者共同整理編輯。

與之前出版的明清天主教文獻相同，本套續編刊行的是尚未出版過、或不為外界所知的文獻。

這些由中國人和歐洲人共同寫就的手稿或印本，重現了十七世紀的中歐交往。 

此次所出版的 34 冊文獻共收錄 84 種上海徐匯書樓館藏書籍。其中，張星曜的《天教明辨》

及賀清泰（Louis de Poirot）翻譯的《古新聖經》已有 14 冊之多。其餘的 82 種書籍，涵

蓋了聖經文獻、天主教式的《易經》闡釋、護教文獻、宗教史及科學等範疇，甚至還包括一

些比較特殊、罕見的書籍，諸如《敬一堂誌》、《人類源流》、《崇修精蘊》、呂立本《易經本旨》、

尚祜卿《補儒文告》、陸希言《億說》、陳薰《性學醒迷》等。 

  本套珍貴書籍的刊行，意在保護這批古舊的文檔，使其免遭壞損；亦為向研究者開放這

些獨一無二的文本，從而促進學術研究。希望這套文獻的出版將有益於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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