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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可借用時間為資料檢索區服務時間，借用期限以當日為止。 

〈使用須知〉 

第五條 使用有任何問題請向資料檢索區工作人員詢問。 

〈罰 則〉 

第六條 借用人逾期歸還無線網路卡者，每日罰款 50 元，累計罰

款最高為該卡之購買價格。 

第七條 借用人毀損無線網卡，須照當時所購買的價格賠償。 

〈規則修訂〉 

第八條 本辦法由數位資訊組制定，經圖書館館務行政會議備查，

修正亦是。 

 

館務工作 

館藏和刻本簡明目錄 --子部‧儒家類  

特藏組   謝鶯興  

儒家類 

○和○徐朱子語類大全一百四十卷四十五冊  明朱吾弼重編  明汪國楠、江起

鵬、譚昌言、朱家楙同校  日本三都書肆據明萬曆三十一年刊本

(1603)重刊本         C01.21/(p)2511 

附：明成化九年 (1473)彭時<朱子語類大全序>、明萬曆三十一年 (1603)

葉向高<重鋟朱子語類敘>、明萬曆三十一年 (1603)朱吾弼<重刻朱

子語類大全序>、明萬曆癸卯(三十一年，1603)汪應蛟<重刻朱子語

類大全敘>、<重鋟朱子語類卷目>、南宋嘉定乙亥(八年，1215)黃

榦<池州刊朱子語錄後序>、南宋嘉熙戊戌(二年，1238)李性傳<饒

州刊朱子語續錄後序>、南宋淳祐己酉(九年，1249)蔡抗<饒州刊朱

子語後錄後序>、南宋咸淳元年(1265)吳堅<建安刊朱子語別錄後序>、

南宋己卯(嘉定十二年，1219)黃士毅<朱子語類後序>、南宋嘉定十

三年 (1220)魏了翁<眉州刊朱子語類序>、南宋淳祐壬子(十二年，

1252)蔡抗<徽州刊朱子語類後序>、南宋淳祐壬子(十二年，1252)

王佖<徽州刊朱子語續類後序>、<朱子語錄姓氏>、南宋黃士毅

<朱子語類門目>、<朱子語類卷目>、南宋景定癸亥(四年，1263)

黎靖德<朱子語類卷目後序>、南宋咸淳庚午(六年，1270)黎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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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語類卷目後序後>(按此二篇置於「卷目」之末，原無篇名，

編者加之 )、<考訂>。 

藏印：「夏澤氏印」、「攝之夏澤」方型硃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

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4.9×19.8 公分。板心上方題「語類」，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朱子語類卷第○」(卷 3、7、12、13、15~17、

20、25~26、28、31~45、48~54、57、59、62~64、66~67、69、

71~72、74~75、78~81、87、91、93、95、98~99、101~102、105、

108、114、118、121、126~127、130~131、133~134、137~138、

140 題「重鋟朱子語類卷○」)，次行為類名，三行為篇名，卷末

題「語類卷○終」。 

<重鋟朱子語類卷目>羅列編校梓人員如下：「宗後學監察御

史高安朱吾弼重編」、「邑後學禮部郎中汪國楠」、「邑後學禮部主

事江起鵬」、「浙後學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宗後學婺源教諭新

淦朱家楙同校」、「宗後學中書舍人休寧朱家用」、「歙後學中書舍

人吳養春」、「歙後學光祿寺署丞吳勉學」、「十三世孫翰林院博士

朱德洪同閱」、「宗後學庠生高安朱家紀」、「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

校梓」。 

書末版權頁上題「三都發行書肆」，下依序題：「江戶日本橋

通壹町目  須原屋茂兵衛」、「同  日本橋通貳町目  山城屋佐兵

衛」、「同  須原屋新兵衛」、「同  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同  

岡田屋嘉七」、「同  兩國橫山町  和泉屋金右衛門」、「同  淺草

茅町貳町目  須原屋伊八」、「京都寺町通松原  勝村次右衛門」、

「同  三條通寺町  丸屋善兵衛」、「大坂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

屋太右衛門」。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間見藏者徐復觀先生的硃筆眉批。 

○和○善魯齋心法不分卷一冊  元許衡撰  明韓士奇校刊  日本元祿四年(1691，

清康熙三十年)林九兵衛刊本       C01.21/(p)7231 

附：明嘉靖元年 (1522)韓士奇<魯齋心法敘>、日本元祿四年 (1691，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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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年 )伊藤維楨<刻魯齋心法敘>、<魯齋心法附錄>。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

框 14.3×19.4 公分。魚尾下題「魯齋心法」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許魯齋先生心法」，次行破格題「賜進士知懷

慶府事洪洞後學韓士奇校刊」，卷末題「魯齋許先生心法終」，書

眉間見訂補。 

書籤題「魯齋先生心法  全」，書末牌記依序題：「元祿四年

(1691， 清康熙三十年 )辛未八月之吉」、「京東洞院通夷川上町」、

「林九兵衛壽梓」。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據伊藤維楨<序>云，知係就其所藏朝鮮本謄

寫訓點。 

○和○善朱子學的二卷二冊  明丘濬輯  日本石菴鵜信之訓點  日本承應二年

(1653，清順治十年)刊本        C01.21/(p)8031 

附：<朱子小影>、<道統相傳之圖>、明天順癸未(七年，1463)丘濬<識

語>。 

藏印：「山村氏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大黑口，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八行，行十六字。板框 13.0×

19.6 公分。上魚尾下題書名「學的○」，下魚尾下為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學的○」，下題「丘濬輯」，次行為篇名，

卷末題「學的○終」。 

書末牌記題：「承應二年 (1653，清順治十年 )歲舍癸巳夏六

月」「雒汭晚學石菴鵜信之訓點」「銅駝坊書林村上平樂寺刊」。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和○善古今學變三卷三冊  日本伊藤長胤撰  日本天保十四年(1843，清道

光二十三年)浪華書林群玉堂刊本      C01.21/(q1)2747 

附：日本享保壬寅年 (七年，1722，清康熙六十一年 )伊藤長胤<古今學

變序>、<古今學變目錄>、日本延享元年 (1744，清乾隆九年 )奧田

士亨<古今學變後序>。 

藏印：「上野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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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公分。板心上方題「古今學變」，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慥慥齊集」。 

各卷首行題「古今學變卷之○」，次行題「伊藤長胤著」，

三行為篇名，卷末題「古今學變卷之○畢」，書眉間見批語。 

扉葉右題「伊藤東涯先生著」，左題「浪華書林   群玉堂

梓」，中間書名題「校正補刻古今學變全三冊」。 

書末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寬延三年 (1750，清乾隆十五年 )

庚午新刻」、「天保十四年 (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求板」、「心

齋橋筋博勞町北西角」、「浪華書林   河內屋茂兵衛發」，次頁題

「京拯通本能寺前」、「洛陽書肆  婆之物四郎」。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是書舊錄為「日本享保四年 (1719，清康熙五十八年 )群玉堂刊

本」，然奧田士亨<古今學變後序>署「延享元年 (1744，清乾隆

九年 )」，並云：「此書之成，亨時侍左右，實蒙提命手自謄寫，

於今餘二十年矣。⋯⋯辛酉(寬享六年，1741，清乾隆六年 )之歲，

小子請暇寓于古義堂，將謀挍讎上梓，既而限滿歸府。⋯⋯今

茲甲子(延享元年，1744，清乾隆九年 )又來于塾，與蘭嵎先生校

閱一遍，命諸剞劂氏，以公于世。」版牌記題「寬延三年 (1750，

清乾隆十五年 )庚午新刻」、「天保十四年 (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 )

癸卯求板」，故據以定為「日本天保十四年 (1843，清道光二十

三年 )浪華書林群玉堂刊本」。 

○和晁氏儒言不分卷一冊  宋晁說之撰  昌平叢書  日本天保三年(1832，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C01.23/(n)6003 

附：無。 

藏印：無。 

板式：無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4.6×19.9 公分。板心上方

題「晁氏儒言」，板心下方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晁氏儒言」，次行題「澶淵晁說之以道」，卷末

上題「晁氏儒言終」，下題「天保三年 (1832，清道光十二年 )刊」。 

封面右題「昌平叢書」，左題「官板  晁氏儒言  全」。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是書未見牌記，然卷末題「天保三年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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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二年 )刊」，故據以著錄之。 

○和○周標註傳習錄三卷傳習附錄一卷四冊  明王守仁撰  日本三輪希賢標

註  日本大阪青木嵩山堂據日本正德二年(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

三輪希賢標註本重刊        C01.23/(p)1010 

附：日本正德二年 (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 )三輪希賢<傳習錄目錄>、明

徐愛<傳習錄序>、明正德乙亥(十年，1515)王守仁<朱子晚年定論

序>、明正德戊寅(十三年，1518)袁慶麟<朱子晚年定論跋>、<大學

古本序>、日本正德二年 (1712，清康熙五十一年 )三輪希賢<新刻傳

習錄成告王先生文>。 

藏印：「土厚水深辭气重」、「上虞經氏」、「燧初藏書」方型硃印、「中

錟客臺之日所藏」、「六瓜興」橢圓型硃印、「長畀眛」圓型陰文硃

印、「戌象」圓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分內外兩欄，內欄為「傳習錄」本文，半

葉八行，行十七字；板框 13.9×16.1 公分；板心上方題「傳習錄」，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外欄為音義補註，半葉二十行，長行

三十九字，短行十二字；板框 16.8×23.3 公分。 

各卷首行題「傳習錄卷之○」，卷末題「傳習錄卷之○終」。 

書籤題「標註傳習錄○」，扉葉右題「王陽明先生著」，左題

「浪華嵩山堂梓」，中間書名題「標註傳習錄全四冊」。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和漢洋書籍發兌處」、「東京帝國大學  

京都帝國大學  高等師範學校  第一高等學校  學習院  帝國圖

書館  御用書肆」、「大阪市東區博勞西四丁目廿七番邸」、「發行

印刷者  青木恒三郎」、「東京市日本橋通壹丁目」、「製本發賣所  

青木嵩山堂」、「大阪市心齋橋筋傅勞町」、「仝  青木嵩山堂」、「勢

州四日市港豎町」、「賣捌所  嵩山堂支店」。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第三冊卷下為續錄及「附錄朱子晚年定論」，第四冊「傳習附錄」

收「大學問」及「王文成公年譜節略」。 

○和○善辨道不分卷一冊  日本物茂卿撰  日本寬政元年(1789，清乾隆五十

四年)東都野田七兵衛據享保二年(1717，清康熙五十六年)本刊行 

           C01.23/(q1)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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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無。 

藏印：「上野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8.4×20.4

公分。魚尾下題「辨道」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辨道」，次行題「日本  物茂卿  著」，卷末題

「享保丁酉(二年，1717，清康熙五十六年 )秋七月望」「物茂卿」。 

按：書眉間見墨筆音釋。是書未見序跋，亦無牌記，惟卷末題「享保

丁酉(二年，1717，清康熙五十六年 )秋七月望」，然館藏《辨名》

亦物茂卿之作，書末牌記題「寬政元年 (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 )

己酉仲冬」，核此二者之紙張及墨色完全相同，故暫據此著錄為「日

本寬政元年 (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 )東都野田七兵衛據享保二年

(1717，清康熙五十六年 )本刊行」。 

○和○善辨名一冊  日本物茂卿撰  日本寬政元年(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

東都野田七兵衛刊本       C01.23/(q1)2742-1 

附：<辨名目錄>。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5.5×

20.8 公分。魚尾下題「辨名○」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辨名○」，次行題「日本  物茂卿  著」，卷末

題「辨名○」。 

書末牌記依序題：「寬政元年 (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仲

冬」、「東都日本橋南二丁目」、「書肆  野田七兵衛板行」。 

○和○善宋明四先生語錄八卷一冊  明周汝登、耿定向、凌琯等纂輯  明陶望

齡、吳勉學、錢中選等校  日本慶安五年(1652，，清順治九年)

刊本           C01.32/(p)7731 

附：明萬曆癸卯(三十一年，1603)吳勉學<合刻宋明四先生語錄>、明嘉

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耿定向<題象山先生語錄>、明凌琯<薛文

清公讀書錄抄序>、明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薛侃<陽明先生則言

序>。 

藏印：「山」圓型硃印、「溫故文庫」、「無適藏書」、「京緇庵瀧川氏圖

書記」方型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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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單魚尾(「陽明先生則言」無魚尾 )，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

行 (「陽明先生則言」為九行 )，行二十字。板心上方題書名(如「朱

子語錄」、「象山語錄」、「讀書錄抄」、「則言○」 )，魚尾下為卷次

(「朱子語錄」無卷次，「陽明先生則言」無魚尾 )及葉碼。 

「朱子語錄」卷之首行題「朱子語錄」，次行題「海門周汝

登纂」，三行題「明  會稽陶望齡」，四行題「新安吳勉學校」，

卷末題「終」。 

「象山語錄」上卷之首行題「象山先生語錄卷之上」，次行

題「明天台  耿定向編輯」，三行題「新安  吳勉學校梓」，卷末

「象山先生語錄卷○終」。 

「讀書錄抄」卷之首行題「薛文清公讀書錄抄」，次行題「新

安凌琯  抄輯」，三行題「吳勉學  校正」，卷末題「薛文清公讀

書錄抄(下卷終)」。 

「陽明先生則言」卷之首行題「陽明先生則言○」，次行題

「吳興錢中選佼正」，卷末題「陽明先生則言○終」。 

書末牌記題「慶安五壬辰 (1652，清順治九年 )夷則吉旦」。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二月份新增院系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數  

教育學程中心 28 

中文系 281 

歷史系 159 

日文系  105 

專案研究室 31 

資管系  21 

法律系  11 

社工系  8 

宗教研究所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