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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張學良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史部地理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史部．地理類  

○張邊政考十二卷六冊 明張雨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

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明嘉靖刻本景印  CH B11.21/(o3)1110   

附：明嘉靖丁未 (二十六年，1547)張雨<引邉政考>、明嘉靖二十五年(1546)

鄧齊賢<院劄>(後半葉由右至左依序題「鞏昌府知府李世芳」、「梓

行」，「經歷馬堯相」、「督工」，「教授趙穩」、「校正」)、<邉政考目

錄>(次行下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雨編」)、明嘉靖丁未 (二十六

年，1547)張鈇<跋邉政考>(次行題「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分守隴

右道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山東張鈇撰」)、民國謝國楨<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低

兩格)二十二字。板框 9.8×14.3 公分。板心上方題「邊政考」，魚尾

下題「○○圖卷○」(卷一至卷四，如「總圖卷一」)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邉政考卷之○」(卷二題「榆林衛卷之 二」)，

次行題「邉圖」(卷二至卷四題「形勝建置」)。 

封面題「邊政考」，右墨筆題「張學良」。 

扉葉書名大字題「邊政考」，左題「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後

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弟一集」。 

按：1.謝國楨<跋>云：「右邊政考十二卷，明張雨撰，明嘉靖丁未刻本，

每半葉十行，行二十字。」然細數本書之大字，實行二十四字，

即使內文有低兩格者，亦有二十二字，恐「行二十字」有漏字。 

○張西域行程記一卷西域番國志一卷一冊  明陳誠、明李暹撰  國立北平圖

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明鈔本景

印 CH B11.4/(p)7513   

附：謝國楨<跋>、<西域番國志目次>、沈德符<使西域記跋>、謝國楨<

跋>。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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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0.5×14.4

公分。雙魚尾間題「獨□園稿」、「西域行程記」(或「西域番國志」)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淡泉書屋」。 

卷首之首行上題「西域行程記」(或「西域番國志」)，次行下

題「行在吏部驗封清吏司員外郎臣陳誠」，三行下題「苑馬寺清河

監副臣李暹」。「西域行程記」之卷末雙行小字題「計在途九匝月

尚在哈烈陳公出使祭告始末載淵鑒類函」。 

封面題「西域行程記」、「西域番國志」。 

「西域行程記」之扉葉書名大字題「西域行程記」，左題「據

明鈔本影印」，後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弟一集」。 

「西域番國志」之扉葉書名大字題「西域番國志」，左題「據

明鈔本影印」，後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弟一集」。 

按：謝國楨<跋>云：「右西域行程記一卷，明陳誠李暹 明 史 作 李

達 詳 下 文 撰，是書為

明鈔本，每半葉九行，行十九字。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朱昆田

曾觀是書大略朱文印。」然細數是書每月起行實為每行二十字，

各日之記載才是行十九字；惟「西域番國志」每行皆低一格書寫，

才是行十九字。 

○張使琉球錄一卷附夷語夷字一冊  明陳侃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

一集  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CH B11.5/(p)7526   

附：明嘉靖甲午 (十三年，1534)陳侃<使琉球録序>、嘉靖十一年(1532)<

詔書>、嘉靖十一年(1532)<勑諭頒賜>、嘉靖十一年(1532)<諭祭文

>、明嘉靖十三年 (1534)陳侃<奏為出使海外事>、琉球國中山尚清<

奏為謝勞事>、明嘉靖十三年 (1534)陳侃<奏為謝勞事>、明嘉靖十

四年 (1535)陳侃<奏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明嘉靖十四年 (1535)<

聖旨--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明陳侃<奏為周咨訪以備採擇事>、<

聖旨--周咨訪以備採擇事>、明嘉靖甲午 (十三年，1534)高澄<使琉

球録後序>、謝國楨<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無魚尾(間見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

板框 10.0×14.2 公分。板心間題葉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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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首行上題「使事紀略」。 

封面大字題「使琉球錄」，小字題「夷語夷字附」。 

扉葉右題書名大字「使琉球錄」，中題小字「夷語夷字附」，

左題「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後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

叢書弟一集」。 

按：謝國楨<跋>云：「飄泊半歲，屢經風濤，備嘗艱辛，始克返國。歸

乃述其途中所遇山川風景，民物土俗，撰為使事紀略，又輯大明

一統志、蠃虫錄、星槎勝覽、集事淵海、使職要務等書，凡關於

琉球事者，輯為群書質異。」 

○張鴻雪因緣圖記三集六冊 清麟慶撰 清光緒五年(1879)上海點石齋據原刻

本照相石印 上海申報館申昌書畫室發兌 CH B11.53/(q3)0900 

附：清道光二十九年 (1849)潘世恩<序>、清道光十九年(1839)鍾世耀<鴻

雪因緣圖記序>、清道光己亥(十九年，1839)祁寯藻<鴻雪因緣圖記

序>、清道光己亥(十九年，1839)郎葆辰<序>、清道光己酉(二十九

年，1849)<序>、清道光十九年(1839)阮元<鴻雪因緣圖記序>、<凝

香室鴻雪因緣圖記總目>(次行下題「長白麟 慶見亭氏著」)、<凝

香室鴻雪因緣圖記目錄第一集上冊>(次行下題「長白麟 慶見亭氏

著」) 、<凝香室鴻雪因緣圖記目錄第一集下冊>(次行下題「長白

麟 慶見亭氏著」)、清道光十八年(1838)王國佐<鴻雪因緣圖記後

跋>、清道光辛丑(二十一年，1841)金安瀾<鴻雪因緣第二圖記序>、

清道光二十一年(1841)龔自珍<序>、<凝香室鴻雪因緣圖記目錄第

二集上冊>(次行下題「長白麟 慶見亭氏著」) 、<凝香室鴻雪因緣

圖記目錄第二集下冊>(次行下題「長白麟 慶見亭氏著」)、清道光

己酉(二十九年，1849)但明倫<鴻雪因緣圖記三冊序>、清道光二十

九年(1849)阮亨<序>、清李肇增<鴻雪因緣第三集序>、<凝香室鴻

雪因緣圖記第目錄三集上冊>(次行下題「長白麟 慶見亭氏著」)、

<凝香室鴻雪因緣圖記第目錄三集下冊>(次行下題「長白麟 慶見

亭氏著」)、清道光庚子(二十年，1840)畢光琦<書後>、清道光二

十九年(1849)麟崇 實

厚 <跋>、清光緒五年(1879)點 石齋主人<跋>。 

藏印：「張九如印」方型硃印 (鈐於封面)。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橫界欄，每面文字十七行，行十九字；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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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行，行十九字。板框 10.0×13.4 公分。板心上方題「鴻雪因緣圖

記」，魚尾下題各圖名稱，板心下方題各集之名與葉碼(如「一集上

一」) 

扉葉書名大字題「鴻雪因緣」，中間題「見亭先生命題」，左

題「戈載」，後半葉牌記題「光緒五年(1879)閏三月上海點石齋照

相石印」，右題「申報館申昌書畫室發兌」。 

按：1.封面襯葉墨筆題：「滿籍名儒麟見亭任河督，足跡半天下，所至輒

究察山川形勝，道里遠近，風土民俗，河防水利，命善冊青者圖

之，名之曰鴻雪因緣。此係光緒初年上海點石齋影之本，甚工細。

三十七年十一月二十六避寇於杭，購諸西子湖畔舊書肆中，珍藏

已忽忽近八載矣。今謹以移賀 華誕，亦河山並壽之意也。倘謂

以此深故國河山之思，則吾豈敢。岳公秘書長哂存。張 九 如

王 德 箴 謹啟 中

華民國四十五年五月九日」。 

2.阮亨<序>云：「嘗繪其自幼至四十歲為圖一卷，曰初集，祁春圃

相國、郎蘇門方伯及太傅兄序之。自四十至五十歲為圖一卷，曰

二集，趙蘭友觀察、金瀛仙司馬、龔定葊舍人序之，此皆可謂之

緣耳。自五十至五十五歲為圖一卷，曰三集，嗣君樸山、地山兩

孝廉屬多弁言，以予與先生大有因緣，相侍日久，非泛交者所可

比。」 

3.點石齋主人<跋>云：「原板雕刻甚佳，一絲不走，惟不發書肆，

購取無從。其坊間翻刻之本，則非但圖說不完，且 又 全神俱 失 。

本齋深惜精工畫本不能廣為流傳，特懸重價以數十金訪得初印原

本，用泰西照相石印之法，縮為袖珍，以公同好。雖較原本已小

十分之四，而其傳神之處要仍不爽毫釐，是真精益求精之善本

也。」 

○張皇明九邊考十卷四冊 明魏煥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

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明嘉靖刻本景行 CH B11.61/(p)2697   

附：民國二十五年 (1936)謝國楨<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敘>、

<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目次>、明嘉靖壬寅(二十一年，

1542)張環<皇明九邉考跋>、明嘉靖二十年(1541)蔡纉<九邉考敘>、

明魏煥<皇明九邉考引>(次行題「兵部職方清吏司主事長沙魏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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譔」)、<目錄>、<凡例>、明嘉靖二十年(1541)董策<九邉考叙>、

嘉靖甲辰(二十三年，1544)趙鳴鳳<叙九邉考後>、謝國楨<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二字。板框 10.2×14.0 公分。魚尾下題「九邉考卷○」及葉

碼。 

各卷首行上題「皇明九邉考卷第○」，次行下題「兵部職方清

吏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卷二以後則次行題邉地名，三行才題)，

三行題「○○○考」(卷二以後則次行題邉地名如「遼東鎮」，三

行才題作者職銜名)，卷末題「皇明九邉考卷○終」。 

封面題「皇明九邊考」，中間墨筆題「毅庵」，襯葉墨筆題「毅

庵」。 

扉葉書名大字題「皇明九邊考」，左題「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後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弟一集」。 

按：1.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實收：皇明九邊考十卷、邊政考

十二卷、三雲籌俎考四卷、西域行程記一卷西域番國志一卷、籌

遼碩畫四十六卷、皇明象胥錄八卷、行邊紀聞一卷、朝鮮史略六

卷、安南圖誌一卷、日本考五卷、使琉球錄一卷。 

2.第一卷分：鎮戍通考、經畧通考及番夷通考三單元，其它九卷為

九邊，<目錄>於第十卷後題「以上九邉每邉又各分類以考」，即

分：彊域考、保障考、責任考、軍馬考、錢糧考、邉夷考、經畧

考。 

3.謝國楨<跋>：「是書刊於嘉靖辛丑，為煥官兵部職方清吏司主事

時所輯。每半葉九行，行二十字至二十三字不等。」然細數是書

字數，實每行頂格二十二字，有低一格與低二格書寫者。 

○張安南圖誌一卷一冊 明鄧鐘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

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錢氏述古堂鈔本景行 CH B11.7/(p)1780 

附：明萬曆戊申 (三十六年，1608)鄧鐘<安南圖誌序>、謝國楨<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9.7×14.1 公分。板心上方題「安南圖誌」，下為葉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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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之首行題「安南圖說」 

封面題「安南圖志」。 

扉葉書名大字題「安南圖志」，左題「據錢氏述古堂鈔本影

印」，後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弟一集」。 

按：1.分：安南圖說、安南考、平交圖說、航海經行船筭更法、福建徃

安南國針路(篇末題「温陵鄧鐘輯著」)等單元。 

2.謝國楨<跋>云：「是書為錢氏述古堂鈔本，半葉九行，行二十二

字，鈔寫甚精，為黃氏士禮居舊藏，有錢遵王、孫慶增、黃丕烈

等朱文印。」然細數書內實每行二十字。 

○張日本考五卷二冊 明李言恭、郝杰同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明萬曆本景行 CH B11.7/(p)4004 

附：<日本考目錄>、<日本國圖>、謝國禎<跋>。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字。

板框 10.0×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日本考」，魚尾下題「卷之○」

(卷二之第十五葉題「卷之二終」，卷四第十五葉題「卷之四終」)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日本考卷之○」，次行低一格題「總督京營戎

政少政兼太子太保臨淮侯李言恭」，三行低一格題「協理京營戎政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杰」，二與三行跨行下題「考梓」，

卷末題「卷之○終」(卷三之卷末題「日本考卷之三終」，卷五之

卷末題「日本考卷之五終」)。 

扉葉右題「日本考」，左題「據明萬曆刻本影印」，後半葉牌

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按：卷二之第二葉「疆域」之欄外右邊題「原闕」 

○張皇明象胥錄八卷四冊  明茅瑞徵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明崇禎刻本景行 CH 

B11.7/(p)4412-1   

附：明吳光義<皇明象胥錄序>、明鄒維璉<皇明象胥錄序>、明崇禎己巳

(二年，1629)茅瑞徵<象胥錄序>、明茅瑞徵<皇明象胥錄凡例>(篇

末依序題「苕上茅瑞徵識」、「男 胤 京

胤 正 同訂正」)、<皇明象胥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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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五年謝國楨<跋>。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九字。板框 9.9×14.3 公分。

板心上方題「象胥錄○」，魚尾下題國名(如「朝鮮」)、葉碼，板

心下方題「芝園藏板」。 

各卷首行上題「皇明象胥錄○」，次行下題「歸安茅瑞徵伯符

撰」，三行為國名。 

封面題「皇明象胥録」。 

扉葉書名大字題「皇明象胥録」，左題「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後半葉牌記題「國立北平圖書館善本叢書弟一集」。 

○張元和郡縣志四十卷目錄二卷十六冊  唐李吉甫撰  清朱攸、繆晉、錢致

純、丁履謙、王元照、靖本誼、費振勳、項家達、谷際岐、石養源、

徐秉文等校，清道光十年(1830)宋炳垣校，宋培初、劉永昭續校，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版，道光十年(1830)、二十七年(1847)遞修板  

CH B11.8/(L)4045 

附：唐李吉甫<元和郡縣志原序>(銜名題「金紫光祿大夫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李吉甫

撰」，板心下方題「繆晉校」)、南宋淳熙二年(1175)程大昌<元和

郡縣志後序>、南宋淳熙三年(1176)洪邁<後序>、南宋淳熙三年(1176)

張子顏<後序>、<元和郡縣志目錄>(首行下題「武英殿聚珍版」，

板心下方題「劉躍雲校」、「宋炳垣校」，<提要>題「劉躍雲校」)、

清乾隆四十四年(1779)紀昀等<提要>板心下方題「劉躍雲校」)。 

藏印：「長沙馮氏藏書」方型白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一字。板框 12.7×19.0 公分。板心上方題「元和郡縣志」，魚尾下題

「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刻工名(卷一題「朱攸校」，卷二、卷

十一、卷三十一、卷三十六題「繆晉校」、「宋炳垣校」，卷三、卷

八、卷二十六題「錢致純校」、「宋炳垣校」，卷四、卷七、卷二十、

卷三十四題「丁履謙校」，卷五、卷二十八題「王元照校」、「宋炳

垣校」，卷六題「靖本誼校」，卷九題「繆晉校」、「費振勳校」，卷

十題「丁履謙校」、「 宋 培 初

劉 永 昭 續校」，卷十二題「王元照校」，卷十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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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家達校」、「 宋 培 初

劉 永 昭 續校」，卷十四、卷二十九題「谷際岐校」，卷

十五、卷十七、卷三十三題「繆晉校」，卷十六、卷十八、卷二十

一、卷二十二題「費振勳校」，卷十九、卷二十五題「谷際岐校」、

「宋炳垣校」，卷二十三、卷三十五題「項家達校」，卷二十四題

「石養源校」，卷二十七、卷三十二題「費振勳校」、「宋炳垣校」，

卷三十題「項家達校」、「宋炳垣校」，卷三十七題「徐秉文校」、「 宋 培 初

劉 永 昭

續校」，卷三十八題「石養源校」、「 宋 培 初

劉 永 昭 續校」、「宋炳垣校」，卷三

十九題「繆晉校」、「宋炳垣校」、「 宋 培 初

劉 永 昭 續校」，卷四十題「丁履謙

校」、「宋炳垣校」)。 

各卷首行上題「元和郡縣志卷○」，次行下題「唐李吉甫撰」，

卷末題「元和郡縣志卷○」 

按：1.<序>之板心魚尾間題「道光二十七年(1847)修」。<目錄>之板心魚

尾間題「道光十年(1830)修」，板心下方題「宋炳垣校」。卷四、

卷五、卷六、卷十九、卷二十九、卷三十三之板心下方題「道光

二十七年(1847)修」，則未見題刻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