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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請查詢 FIN)，USFIND(在 Globalinsight 網站，請查詢

DAILYFIN)，GERFIN。 

年、季、月、週與日資料：14,000 筆 

資料來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Bank of 

America 等。 

(b)「INTLINE 國際經濟統計資料庫」 

英文全名：INTLINE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bank 

英文短名：INTLINE 

年、季、月、週與日資料：14,220 筆 

資料來源：Eurostat, OECD,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Bond Dealers 等。 

四、Web of Science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2000- 

http://isiknowledge.com 

增購回溯資料 2000~2003 年份，收錄社會科學類期刊計 1,700 餘種，

涵蓋主題約 50 餘種。 

 

館藏和刻本簡明目錄 --子部‧雜家類  

特藏組  謝鶯興 

雜家類 

○和○善七克七卷二冊  泰西龐迪我撰  日本寬政八年(1798，清嘉慶三年)

京都始貽大堂刊本        C11.15/(p)7112 

附：明彭端吾<西聖七編序>、明萬曆甲寅(四十二年，1614)龐迪我<七

克自序>、明崔淐<伏傲小序>、<七克目錄>、明崔淐<解貪小序>、

明崔淐<坊淫小序>、明楊廷筠<七克序>、明崔淐<熄忿小序>、明

崔淐<塞饕小序>、明崔淐<平妬小序>、明崔淐<策怠小序>。 

藏印：「賓本」、「聖會之印」方型硃印。 

板式：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7×

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七克」，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七克卷之○」，次行題「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

譔述」，卷末題「七克卷之○終」。 

扉葉左題「京都始胎大堂藏板」，中間題「七克」，「天主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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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千六百四十三年 (明萬曆甲寅四十二年 ) 極西龐迪我譔述」、

「天主降生一千七百九十八(日本寬正八年，清嘉慶三年 )年主教

湯亞立山准」。 

封面內葉藍筆題「山本書店  Jan. 7, 1966 $10000-2 Vol. 政

治系訂」。 

按：扉葉題「京都始胎大堂藏板」，又題「天主降生一千七百九十八年

(日本寬正八年，清嘉慶三年 )主教湯亞立山准」，故暫據以著錄之。 

○和簷曝雜記四卷一冊  清趙翼撰  詩佛、善菴、菊厓同校  日本文政十二

年(1829，清道光九年)浪華書林刊本    C11.2/(q2)4917 

附：日本文政戊子(十一年，1828，清道光八年 )奧山翼<簷曝雜記序>、

<浪華書林吉田松根堂藏版書目>。 

藏印：「藤本文庫」長型硃印、「真崎」、「真崎氏藏書印」、「尚弘」方

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

三十字。板框 13.9×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簷曝雜記」，魚尾下

題「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簷曝雜記卷○」，次行題「陽湖  趙翼  雲崧」。 

扉葉上題「文政己丑(十二年，1829，清道光九年 )新雕」，右

題「趙甌北先生著」，左題「詩佛  善菴  菊厓三先生同校」，中

間書名題「檐暴雜記」。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文政九年 (1826)丙戌冬十一月蒙官許十

一年 (1829)戊子春刻成」、「淺草新寺町」、「東都 和泉匡庄次郎」、

「堀川通佛光寺上ル」、「京都  伏見屋藤右衛門」、「心齋橋莇安

土町」、「大坂加賀屋善  藏」。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和○善文海披沙八卷四冊  明謝肇淛撰  日本寶曆九年(1759，清乾隆二十

四年)皇都書林刊本         C11.4/(p)0433 

附：日本寶曆己卯(九年，1759，清乾隆二十四年 )幡父華<文海披沙序>、

日本寬延三年 (1750，清乾隆十五年 )洞津魚目道人<刊文海披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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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曆辛亥(三十九年，1611)焦竑<文海披沙序>、<文海披沙目

錄>(目錄分卷列之 )。 

藏印：「東海釣宭」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板框 13.5×19.5 公分。

板心上方題「文海披沙」，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文海披沙卷之○」，次行題「晉安謝肇淛著」，

卷末題「文海披沙卷○終」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寶曆己卯(九年，1759，清乾隆二十四年 )

季秋」、「勢州津立町」、「山形屋利兵衛」、「二條柳馬場東江入ル

町」、「安田千助」、「皇都書林」、「間之町御池上ル町」、「林權兵

衛」、「堀川通高辻ル町」、「唐本屋吉左衛門」。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書眉間見硃筆批語。 

○和燉煌遺書第一集二冊  日本ポール‧ペリオ、羽田亨合編  日本大正十

五年(1926，民國十五年)上海東亞攷究會鉛印本 C11.51/(r)1760 

附：<燉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目次>、日本羽田亨<解題>、<燉煌遺書活

字本第一集(英文 )目次>、<英文扉葉>、日本大正十五年 (1926，民

國十五年 )羽田亨<緒言>、<敦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目次>、<(英文 )

目次及緒言>、<英文扉葉>。 

藏印：無。 

板式：(活字本 )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三行，行二

十五字；小字雙行，行四十一字。板框 12.1×16.3 公分。 

(活字本 )扉葉右題「ポール‧ペリオ   羽田亨共編」，左題「大

正十五年 (1926，民國十五年 )九月  上海  東亞攷究會發行」，

中間書名題「燉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 

(影印本 )扉葉右題「ポール‧ペリオ   羽田亨共編」，左題「大

正十五年 (1926，民國十五年 )九月  上海  東亞攷究會發行」，

中間書名題「燉煌遺書影印本第一集」。 

(鉛字重排本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大正十五年 (1926， 民國

十五年 )十二月一日印刷」、「大正十五年 (1926，民國十五年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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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五日發行」、「京都市下京區聚樂迴西町八十番地」、「編輯者 羽

田亨」、「上海靶子路二百八號」、「發行者  東亞攷究會」、「右代

表者  村上貞吉」、「京都市夷川通川端東入」、「印刷所  弘文堂

印刷部」、「京都市丸太町通寺町東入」、「賣捌所  弘文堂書房」。

黏貼書籤一張鈐「學術著趣味本  黑木書店」，鉛筆題「K736 燉

煌遺書  既刊第一集  2 冊  1500。」 

(影印本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大正十五年 (1926，民國十五年 )

十二月一日印刷」、「大正十五年 (1926，民國十五年 )十二月五日

發行」、「京都市下京區聚樂迴西町八十番地」、「編輯者 羽田亨」、

「上海靶子路二百八號」、「發行者 東亞攷究會」、「右代表者 村

上貞吉」、「京都市寺町通夷川東側」、「文星堂寫真製版所」、「印

刷所 桑名節」、「京都市丸太町通寺町東入」、「賣捌所 弘文堂」。 

按：本館典藏兩套，各套收之書一為鉛印重排本，一為原稿影印本，

收錄內容為：1.沙州地志殘卷，2.張氏勳德記殘卷，3.曹議金疏，

4.曹元深疏，5.陰善雄‧羅盈達‧閻海員‧張懷慶銘讚，6.常樂副

史田員宗啟，7.燉煌名族志殘卷，8.小說明妃傳殘卷，9.薩婆多宗

五事論等九種。 

○和○善純正蒙求三卷三冊  元胡炳文撰  日本文化元年(1804，清嘉慶九年)

刊本          C11.53/(o3)4790 

附：吳遯齊<胡雲峰小學蒙求序>、明嘉靖辛卯(十年，1531)潘滋<純正

蒙求敘>、明嘉靖十六年 (1537)潘潢<純正蒙求跋>(存六行 )。 

藏印：「巖邨家藏」、「沼田學舍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一字。板框 14.0×19.7 公分。板心題「純正蒙求  卷○」及葉

碼。 

卷之首行題「純正蒙求卷○」，次行題「新安胡炳文  譔」， 

書籤題「官板  純正蒙求」，封面內頁鉛筆題「日幣 500」。

卷三潘潢<純正蒙求跋>末題「文化元年 (1804，清嘉慶九年 )刊」。 

按：「濂溪窻草伊川柳枝」條僅存：「宋濂溪周先生窻外草皆不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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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與自家意思一」，至潘潢<跋>末僅存六行間為墨圍，《文淵閣

四庫全書》收《純正蒙求》，然僅有吳遯齊<序>，無潘滋與潘潢之

<敘>、<跋>，核《文淵閣四庫全書》末知是書缺「般。宋伊川程

先生哲宗朝在經筵請曰：陛下盥而避蟻有是乎。上曰：然，誠恐

傷之爾。先生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一日講罷，

上忽起戲折柳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亦不可無故摧折。凡茲

故事純歸于正，用訓童蒙，養其德性久，久安習蒙，可作聖。右

一百二十句敘待人接物之事。總上中下三卷三百六十句。」 

○和筆疇不分卷附撨談一卷一冊  明王達撰集  撨談一卷 明許棐撰  日本

昭和十三年(1938，民國二十七年)東京鉛印本   C11.54/(p)8864 

附：日本昭和十三年 (1938，民國二十七年 )小松弘之<發刊之辭>、明成

化二十年 (1484)林樞<筆疇序>、明成化丙午(二十二年，1486)吳復<

筆疇序>、明弘治癸丑(六年，1493)馬倫<重刊筆疇跋>、明弘治甲

寅(七年，1494)胡忠<跋筆疇卷終>、明正德丁丑(二年，1507)閻子

明<書撨談前>、己卯李沂溫<撨談>。 

藏印：無。 

板式：無板心，無界欄，每頁十三行，行二十五字；小字(訓讀 )十六行，

行四十五字。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昭和十三年 (1938，民國二十七年 )十月

八日印刷」、「昭和十三年十月九日發行」、「非賣品」、「不許複製」、

「東京市世田谷區世田谷一丁目二七七」、「發行者  小松弘之」、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二ノ十二」、「印刷者  塚田博」、「東京市

神田神保町二ノ十二」、「印刷所  博英社印刷所」、「東京市世田

谷區世田谷一丁目二七七」、「發行所  松陰學舍出版部」。 

按：附日文訓讀。胡忠<跋筆疇卷終>云：「竊聞此疇乃永樂初內翰王先

生手筆，先生無錫人，名達，字達善，別號耐軒，又號天游道者。

官翰林時，撰天游稿中附卷耳。」閻子明<書撨談前>云：「此書作

之者誰？許生棐也。」暫據此說訂為「明王達撰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