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武術⼤典總⽬録

冊 書名 編著者
武經七書
新鐫武經表題正義（節選） 〔明〕趙光裕校正
重刊武經七書彙解（節選） 〔清〕朱墉輯
登壇必究（節選） 〔明〕王鳴鶴編輯
武經總要（節選） 〔宋〕曾公亮、丁度

第2册 續武經總要 〔明〕趙本學、兪⼤猷
第3册 武編（前集卷⼀⾄卷四・⼗⼆將兵陣記） 〔明〕唐順之
第4册 武編（前集卷四・⼗⼆⾠陣紀⾄後集卷⼆・殺降） 〔明〕唐順之
第5册 武編（後集卷⼆・⽤間⾄卷六） 〔明〕唐順之
第6册 紀效新書（⼗⼋卷本・卷⼀⾄卷⼗七） 〔明〕戚繼光

紀效新書（⼗⼋卷本・卷⼗⼋） 〔明〕戚繼光
紀效新書（⼗四卷本） 〔明〕戚繼光

第8册 練兵實紀（正集卷⼀⾄雜集卷四） 〔明〕戚繼光
練兵實紀（雜集卷五⾄卷六） 〔明〕戚繼光
武備要略（節選） 〔明〕程⼦頤
陣紀 〔明〕何良⾂

第10册 武備志（節選） 〔明〕茅元儀輯
第11册 兵録⼤全（卷⼀⾄卷⼗） 〔明〕何汝賓撰

兵録⼤全（卷⼗⼀⾄卷⼗四） 〔明〕何汝賓撰
兵杖記 〔清〕王晫著
防守集成（節選） 〔清〕朱璐編著
續⽂獻通考（節選） 〔明〕王圻
軍器圖説 〔明〕畢懋康
欽定後部軍器則例（節選） 〔清〕宋道勛等

第14册 欽定武場條例（卷⼀⾄卷⼋） 〔清〕景清等編纂
欽定武場條例（卷九⾄卷⼗六） 〔清〕景清等編纂
歷代武舉考 〔清〕譚吉璁撰
少林寺拳棍⼑槍譜 〔清〕少林寺傳
真傳拳棍古譜
⼯餘剩技 〔明〕程宗猷
程⽒⼼法三種 〔明〕程宗猷
⼿臂録抄本 〔明末清初〕呉⽎
⼿臂録刻本 〔明末清初〕呉⽎
英雄拳譜
重修少林正傳
少林棍法闡宗 〔明〕程宗猷著
少林弩法闡宗 〔明〕程宗猷著
少林槍法闡宗 〔明〕程宗猷著

第7册

第1册

第17册

第16册

第15册

第13册

第12册

第9册

第18册



中國武術⼤典總⽬録

少林⼑法闡宗 〔明〕程宗猷著
名棍源流
清代字⾨棍譜
⻑槍法圖説 〔明〕程宗猷著
通臂槍譜
神槍譜 〔清〕王登清著
王五公太極連環⼑法 唐豪整理
⽅天戟法
古今⼑劍録 〔南朝〕陶弘景撰
銅劍贊 〔南朝〕江淹撰
蠙⾐⽣劍記 〔明〕郭⼦章輯
九宮劍⼋卦合册 〔清〕悟虛齋主⼈抄

第20册 劍策（卷⼀⾄卷⼋） 〔明〕錢希⾔
第21册 劍策（卷九⾄卷⼗五） 〔明〕錢希⾔
第22册 劍策（卷⼗六册⾄卷⼆⼗⼆） 〔明〕錢希⾔

劍策（卷⼆⼗三⾄卷⼆⼗七） 〔明〕錢希⾔
⾓⼒記 〔北宋〕調露⼦
故宮藏版刻本摔跤圖
⾦台拳譜 〔⺠國〕⾦俶⽣編著
魯智深拳譜
武松拳譜
通臂拳譜 〔明末清初〕周全
内家拳法 〔明末清初〕⻩百家著
⾼家武功⼗四法
李⽒家傳形意拳秘典
形意拳學
少林⾐缽真傳 〔清〕升霄道⼈著
蟷螂拳⽼譜
佛家拳法志要 〔清〕⻩柳亭撰
字⾨拳譜 〔清〕胡遺⽣著
拳經拳法備要 〔清〕張孔昭撰；曹煥⽃注
萇⽒武技書 〔清〕萇乃周撰；〔⺠國〕徐震重編
丸經 〔元〕無名⽒撰；〔明〕章如錦閲
郷射禮儀節 〔明〕林烈撰
射書 〔明〕顧煜輯
⼸箭譜 〔清〕劉⼤⽊撰
射學指南 〔明〕許⿍⾂論定；楊惟明編輯；邵元植參閲
射義新書 〔明〕程道⽣撰
貫虱⼼傳 〔清〕紀鑒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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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法擇要 〔清〕覺羅興林撰
引書
道藏（節選）
袁了凡先⽣静坐要訣 〔清〕袁⻩著；〔⺠國〕性懐校刊
劉⼤⽊注易筋經 〔清〕劉⼤⽊注
岳少保易筋經 〔梁〕菩提達摩著；〔南宋〕岳⾶鑒定
少林拳術精義 〔梁〕菩提達摩著
易筋經圖説 〔清〕徐鳴峰原著；潘霨増刪輯録
服氣圖説 〔明〕程宗猷
⽞功直指
呂祖、陳摶功法 〔唐〕呂洞賓、〔五代宋初〕陳摶
太平御覽（節選） 〔北宋〕李昉等
靈空禪師點坎秘訣 〔⺠國〕薛顛
⾚鳳髓 〔明〕周履靖編輯；呉惟貞續編
保⽣⼼鑒 〔明〕鐵峰居⼠撰；胡⽂煥校正
敬慎⼭房主⼈導引圖
増演易筋洗髓内功圖説 〔清〕周述官増演
衛⽣要術 〔清〕潘霨輯

第32册 古今圖書集成（節選⼀） 〔清〕陳夢雷等編輯
第33册 古今圖書集成（節選⼆） 〔清〕陳夢雷等編輯

海録碎事（節選） 〔宋〕葉廷珪
籌海圖編（節選） 〔明〕鄭若曾
三才圖會（節選） 〔明〕王圻、王思義
⽅志武術⽂獻輯録 〔清〕張⽟甲等
涌幢⼩品（節選） 〔明〕朱國禎
北堂書鈔（節選） 〔唐〕虞世南輯；〔明〕陳禹謨校補
劍俠傳
劍俠像傳 〔清〕任渭⻑繪
⼗七史百將傳（正編卷⼀⾄卷五） 〔宋〕張預撰；〔明〕何喬新續編

第36册 ⼗七史百將傳（正編卷六⾄續編卷三） 〔宋〕張預撰；〔明〕何喬新續編
⼗七史百將傳（續編卷四） 〔宋〕張預撰；〔明〕何喬新續編
新刊官板批評百將傳（續編卷⼀⾄正編卷六） 〔明〕趙光裕評
新刊官板批評百將傳（正編卷七⾄卷⼗） 〔明〕趙光裕評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卷三） 〔明〕陳元素撰

第39册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四⾄卷⼗⼀） 〔明〕陳元素撰
第40册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卷⼗六） 〔明〕陳元素撰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卷⼗七） 〔明〕陳元素撰
百將圖傳 〔清〕丁⽇昌撰
跌打良⽅ 〔清〕少林僧惠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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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打各妙⽅全録 〔清〕少林僧⼈
少林温坤和尚傳古跌打⽅ 〔清〕少林僧温坤
⼗⼆時⾠跌打點脉部位單⽅録 〔清〕少林僧⼈
佛家秘傳跌打全科 〔清〕少林僧⼈撰
佛家傷科（⼀）

第43册 佛家傷科（⼆）
武藝圖譜通志 〔朝鮮〕李德懋、朴家⿑
武藝諸譜翻譯續集 〔朝鮮〕韓嶠
張之江先⽣國術⾔論集 中央國術館編
國術與國難 張之江著
國術與體育 張之江著
科學化的國術 呉志⻘編
國術理論概要 呉志⻘編
國術⾰命札紀 ⽥敬農編
中華武術秘傳 獨孤⼦⼈編
武藝精華 湯顯編
國術⼤全 中央技擊学會編
國技⼤觀（名論類⾄軼事類・訪師篇） 向愷然等著；姜俠魂編訂
國技⼤觀（軼事類・尚義編⾄潭腿精義） 向愷然等著；姜俠魂編訂
國術講義 許笑⽻編
寫真拳械教範 ⻩柏年編輯
國術初階 卞⼈杰著
武術匯宗 萬籟聲編
國術教本 萬籟聲著
國術概論 夏鑄著
國術概論 ⾺歩周、竇奉三合編
國術概論 呉圖南著
拳劍指南 中央國術研究會編
國術與建康 沙古⼭編著
最新國術⽐賽規則 中央國術館
國術規則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
國術規則 第七届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
⾏建齋隨筆 唐豪著
中國⺠族體育圖籍考 唐豪著
中國武藝圖籍考 唐豪輯
少林武當考 唐豪著
繪像唐⼈劍俠傳 鄭應齋編輯
國技論略 徐震編
國術史 李影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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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技概論 卞⼈杰編著
國術源流考 褚⺠誼編著
國術名⼈録 ⾦恩忠著
⾦鐵盦輯功夫真傳合刊 ⾦鐵盦編輯
少林内功秘傳 ⾦倜⽣編著
侯續⽂武術遺稿合刊 侯續⽂著
練功秘訣 ⾦⼀明、郭粹亞合著
少林宗法 陳鐵⽣編訂
少林破壁 閻德華著
戚繼光拳經 唐豪編著
拳藝指南 朱鴻壽編
拳藝學初歩 朱鴻壽編
拳藝學進階 朱鴻壽編
實驗拳法講義 朱鴻壽著
拳術學教範 陸師凱、陸師通編
拳術 向逵著
⼥史拳法 滕學琴編
拳術基本練習法 郭粹亞編著
中華新武術初級拳脚科 ⾺良編
初級拳術講義 史中美編
字⾨正宗 胡遺⽣輯
拳術初歩 ⾦⼀明著
新技擊 査瑞⿓主編
拳術教材 ⾦⼀明編
中國技擊精華 ⾦⼀明著
國術歸宗（第⼀集） 朱國福、劉浩然編
太極拳勢圖解 許靇厚著
太極拳學 孫福全編
太極拳與内家拳 唐豪著
王宗岳太極拳經與王宗岳陰符槍譜 唐豪編
太極拳術 楊澄甫⼝授；陳微明筆述
太極拳術 楊澄甫⼝授；陳微明筆述
太極拳使⽤法 楊澄甫
太極拳資料法 楊澄甫
太極拳譜理薫辨偽合編 徐震
太極拳淺説 徐致⼀著
新太極拳書 ⾺永勝著
科學化的國術太極拳 呉圖南著
陳⽒世傳太極拳術 陳⼦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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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當嫡派太極拳術 李壽籛著
陳⽒太極拳彙宗 陳續甫著
太極拳講義 姚馥春、姜容樵著
太極拳圖説 ⾦鐵盦編著
太極拳詳解 彭廣義、張思慎等編
武當真傳太極拳全書 于化⾏編著
太極拳考信録 徐震著
呉鑒泉⽒的太極拳 陳振⺠、⾺岳梁編著
太極拳之研究 葛馨吾著
太極正宗 呉志⻘編
太極蘊真 宋史元著
太極拳法闡宗 王新年著
陳⽒太極拳圖説 陳鑫著
太極要義 ⻩元秀編著
太極拳術的理論與實際 ⻩壽宸編著
太極拳⼑劍杆散⼿合編 陳炎林著
太極操 褚⺠誼編
國⺠體育操 顧舜華編
復興體育操教範 中央訓練團編
南拳⼊⾨ 許太和著
三⼗⼆勢⻑拳 ⾦⼀明著
趙⾨拳法炮圖説 呉志⻘編
國術教範査拳 呉志⻘編
形意拳初歩 李劍秋、⻩⽅剛編
形意拳講義 陸軍部武技教練所編
形意拳術講義 薛顛等編
形意雜式捶⼋式拳合刊 姜容樵編
寫真形意⺟拳 姜容樵著
形意拳術抉微 劉殿琛著
形意拳學 孫福全著
⻁鶴雙形 林世榮著；朱愚齋重訂
形意六合拳撮要 朱國福著
形意拳譜五綱七⾔論 靳雲亭編
形意五⾏拳圖説 凌善清編
岳⽒意拳五⾏精義 董秀升編著
形意拳譜 寶⿍訂正
形意連環拳圖説 章啓東編繪
少林⼗⼆式 許靇主⼈著
少林拳術秘訣 孫我齋主⼈著

第62册

第68册

第67册

第66册

第65册

第64册

第63册

第72册

第71册

第70册

第69册



中國武術⼤典總⽬録

少林拳術秘訣考證 唐豪著
達摩派拳訣 湯顯編纂
少林拳術選編 劉鈺編著
少林拳圖解 ⾦佳福傳授；⾦⼀明作⽂
重編⽯頭拳術秘訣 郭粹亞、⾦⼀明合編
少林護⼭⼦⾨羅漢拳圖影 朱霞天著
少林拳法圖説 朱鴻壽編
少林正宗練歩拳 呉志⻘編
合戰 趙蓮如授；陳鐵⽣述
⼋卦拳學 孫福全編
陰陽⼋盤掌 任致誠著
⼋卦拳真傳 孫錫堃著
⼋卦掌簡編 ⻘島市國術館著
曹⽒⼋卦掌譜 曹鍾昇⼝述；盧景貴編著
象形拳法真詮 五臺⼭靈空禪師⼝述；薛顛著
五⾏通臂拳術淺釋 張傳華撰述；果佩章校正
通背拳法 〔⽇本〕武⽥熙著
⻄洋拳術 陳霆鋭譯
先天羅漢拳⼗⼋⼿圖勢 ⾦俶⽣校訂
拳經 天聲書局纂輯；李肅之修繕校
科學的内功拳 章乃器著
寫真秘宗拳 姜容樵編
捷拳圖説 傅秀⼭編
太⾏拳術 朱霞天著
武當拳術秘訣 ⾦⼀明著
湯⽒拳術 湯顯著
六路短拳圖説 呉志⻘編
順⼿拳術 ⻩寶亭著
⼯⼒拳 張連如授；陳鐵⽣述
⼤洪拳 湯吉⼈著
内家拳 唐豪著
⼋極拳 繆淦杰著
四式拳圖解 徐⼠⾦著
南北各派基本拳術教範 ⾦鐵盦編
無極拳譜圖説全集 廖璜、呂⼀素合編
先天無極拳 呂⼦彬著
⼗⼆路潭腿新教授法 王懷琪編
北拳彙編 陸師通、陸同⼀編
初級腿法 中央國術館編；張之江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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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彈腿圖説 呉志⻘編
北拳⼊⾨及潭腿圖譜 ⾦倜⽣編著
潭腿 趙連如、李振江授；陳鐵⽣述
雙⼈潭腿 呉琦、楊煥章編纂
六合潭腿 路光華、朱國福著
⼗路潭腿⼗⼆路全圖 上海精武體育會編
彈腿講義 ⾺永勝著
短兵術 温敬銘著
單戒⼑ ⾦⼀明著
⼗⼋般武藝全書 尚武體育學會編
三義⼑圖説 郭粹亞演術；⾦⼀明編輯
少林雙⼑ 郭粹亞編
梅花⼑圖説 呂光華、李元智著
内家拳太極功⽞⽞⼑ 呉圖南著
⼤梨花槍圖説 程⼈駿著
五⻁斷⾨槍
六合槍 ⾦⼀明著；沈鴻聲繪圖
寫真⼋卦奇⾨槍 姜容樵編
達摩劍 趙連和、陳鐵⽣編
太極劍 呉圖南著
太極劍圖説 ⾦倚天編
新太極劍書 ⾺永勝著
國術教範七星劍 呉志⻘編
劍法圖説 宋賡平編
劍法圖解 宋賡平編
劍術基本教練法 周烈編
寫真昆吾劍 姜容樵、劉俊齡編
昆吾劍譜 李凌霄著
⼋卦劍學 孫福全著
武當劍法⼤要 李芳宸⼝授；⻩元秀編
劍經篇與⻘萍劍法 布學寬整理
中國古佚劍法 唐豪編
⿓形劍 ⾦⼀明著
中華新武術劍術科（初級教科） ⾺良等編
中華新武術棍術科 ⾺良等編
棍棒 國⺠體育社編訂
寫真少林棍法 姜器樵編
少林棍法秘傳 朱霞天編
捕繩術

第86册

第85册

第84册

第83册

第8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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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册

第8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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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鞭槍⼤戰 姜容樵編
寫真太師⻁尾鞭 姜容樵編
寫真太師⽔磨鞭 姜容樵編
⻁頭鈎 郭粹亞著
練打暗器秘訣 ⾦倜⽣著
射技圖説 ⼤東書局編
⼸箭學⼤綱 張唯中著
清代射藝叢書 唐豪輯
率⾓法 ⾦⼦錚編譯
中国摔⾓法 佟忠義編
摔⾓術 張⽂廣編著
擒拿法真傳秘訣 徐畏三⼝述；⾦倜⽣筆記
擒拿法 ⿓⾦聲
易筋經廿四式圖説 王懷琪編
易筋經⼗⼆勢圖説 王懷琪編
王懷琪新編⼋段錦 王懷琪編
⼋段錦舞 王懷琪編
實驗深呼吸練習法 王懷琪編
真本岳⾶⼋段錦 ⾦倜盦編
柔術⼊⾨ 〔⽇本〕⽵⽥淺次郎著；殷師⽵譯
意氣功詳解 王⽵林著
内外功圖説輯要 席裕康輯；王知慧繪圖
羅漢⾏功法 許靇厚著
渾元⼀氣功圖解 ⾦警鐘演著
因是⼦静坐法 蔣維喬著
岡⽥式静坐法 〔⽇本〕岡⽥⻁次郎著；蔣維喬譯
静坐法精義 丁福保著
武術 中華武術會編
上海中華武術會第三届徵求⼤會特刊 中華武術會編
精武本紀 上海精武體育總會編
精武特刊 上海精武體育總會編
精武雜志（⾹港） ⾹港精武會編

第97册 佛⼭精武⽉刊（第⼀期⾄第⼋期） 佛⼭精武會編
第98册 佛⼭精武⽉刊（第九期⾄第⼆卷第五期） 佛⼭精武會編

佛⼭精武⽉刊（第⼆卷第六期⾄第九期） 佛⼭精武會編
精武春秋（徵求特號） 上海中央精武會編
精武年報 上海精武體育會編
精武叢報 上海精武體育會編
精武（厦⾨） 厦⾨精武體育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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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册

第9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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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國術館彙刊 中央國術館編
第⼀次國考特刊 中央國術館編
中央第⼆届國術考專刊 中央國術館編
江蘇省國術館年刊 江蘇省國術館編
浙江省國術館⽉刊 浙江省國術館編

第10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