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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2589 PowerPoint 2003：帶了就走 312.949P65/1023/2004/ / 

N064457 PowerPoint 2003：帶了就走 312.949P65/1023/2004/ / 

C412583 SPSS 12 統計建模與應用實務 512.4/4420-01/ /2005 四刷 

N064463 SPSS 12 統計建模與應用實務 512.4/4420-01/ /2005 四刷 

C412584 SPSS 統計分析 512.4/7521/2005 六刷/ / 

N064462 SPSS 統計分析 512.4/7521/2005 六刷/ / 

C412579 SPSS 統計分析實務 512.4/4649/2005/ / 

N064467 SPSS 統計分析實務 512.4/4649/2005/ / 

C412580 SPSS 與研究方法 512.4/9952/2006/ / 

N064466 SPSS 與研究方法 512.4/9952/2006/ / 

C412587 Word 2003 中文版帶了就走 312.949w53/2645/2004/ / 

N064459 Word 2003 中文版帶了就走 312.949w53/2645/2004/ / 

C412585 多變量分析：管理上的應用  511.2/4424-1/ /2004 二刷 

N064461 多變量分析：管理上的應用  511.2/4424-1/ /2004 二刷 

C412582 統計學實務：活用 Excel 應用與分析 312.949E9/5820/2005/ / 

N064464 統計學實務：活用 Excel 應用與分析 312.949E9/5820/2005/ / 

C412591 應用統計學(修訂二版) 518/5783/2003/ / 

N064456 應用統計學(修訂二版) 518/5783/2003/ / 

 
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史部．別史類  

特藏組  謝鶯興 

別史類Ｂ０４ 

《路史》四十七卷十一冊，宋羅泌纂，宋羅苹註，明喬可傳校，清賦秋山

彙評，清嘉慶十三年(1808)謙益堂重刻宋本，B04(a)/(n)6033 

附：明萬曆辛亥(三十九年，1611)朱之蕃<重刻宋羅長源先生路史序>、

明喬可傳<(路史)序>、明金堡<(路史)敘>、宋乾道庚寅(六年，1170)

羅泌<路史序>、宋乾道丙申費煇<路史別序>、明萬曆癸卯(三十一

年，1603)張鼎思<豫章刻路史前紀後紀序>、明萬曆辛亥(三十九

年，1611)寄寄齋<重梓路史凡例>、<路史前紀目錄>、<路史後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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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路史後紀目錄>、<路史國名記目錄>、<路史發揮目錄卷之

一>、<路史發揮目錄卷之二>、<路史發揮目錄卷第三>、<路史發

揮目錄卷第四>、<路史發揮目錄卷第五>、<路史發揮目錄卷第六

>、<路史餘論目錄> 

藏印：「風尌亭藏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7×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路史」，魚尾下題「○紀

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路史第○卷」(「後紀」各卷之首行上題「路

史後紀卷第○」，下題「○○紀」；「國名記」之首行題「路史國

名記卷○」；「發揮」之首行題「路史發揮卷第○」；「餘論」之首

行題「路史餘論卷第○」)，次行題「宋廬陵羅泌纂」，三行題「男

苹註」，四行題「明廣陵喬可傳校」，五行為各卷題名，卷末題「路

史第○卷終」(「後紀」則題「路史後紀卷○終」，「國名記」則題

「路史國名記卷○」；「發揮」則題「路史發揮卷第○終」；「餘論」

則題「路史餘論卷第○終」)。 

扉葉橫題「嘉慶十三年 (1808)春月鐫」，右題「賦秋山彙評」，

左題「重校宋本鐫」、「謙益堂藏板」，中間大字書名題「路史」。 

按：1.費煇<路史別序>署「乾道丙申」，然乾道自乙酉至癸巳，僅有丙

戌(二年 1166)，丙申則為淳熙三年 (1176)，未見其它板本著錄之

前，先記之於此，俟考。 

2.<凡例>云：「豫章翻刻者，止鐫前後紀，而國名、發揮餘論不與

焉。愚以為國名紀，則姓氏源流，揭如指掌，而發揮餘論則發

前人之未發，徵後世之無徵，愚故並校而鋟諸梓。」 

3.是書分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國名記七卷，發揮六卷，餘論十

卷。 

4.書眉刻有校語，間見硃筆圈點，第十一冊(餘論卷十之末)墨筆題

「前紀九卷，後紀十二卷，國名紀七卷，發揮六卷，餘論十卷」。 

《重訂路史全本》四十七卷二十四冊，宋羅泌著，宋羅苹註，明陳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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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堡、胡夢秦、陳台孫、李令哲、吳培昌、邵秉節、陳函煇、熊

人霖、王臣縉、蔣鳴玉、陳了龍、陳台孫仝閱，明吳弘基、吳思

穆、童聖麒、王谷、吳百朋、李國標、陳緘、陸聲遠、張孔法、

喻士鑏、金堅、高鼎熺、馬翔麐、沈自駉、汪貞士、嚴于鉽、周

之標、張玄、俞時篤、汪淇、陳淏子、沈一經、姚堦、沈一中、

俞長民、余應旂、陳政、邵明善、張士亮、高貽穀、汪任士、謝

錫祺、馮渶、郎斗金、周夢鰲、陳臣謙、汪繼昌、陳巽、童日融、

李弘繕、汪元燁、謝鴻禧、羅明謙、張曾法、張穎仝訂，明仁和

吳弘基重訂本，B04(a)/(n)6033.01 

附：宋乾道庚寅(六年，1170)羅泌<路史序>、宋丙申(淳熙三年，1176)

費煇<路史別序>、明金堡<(路史)敘>、<賦秋山覽史隨筆>、明吳

弘基<路史刻政四條>、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總目>、明吳弘基訂<

重訂路史前紀目次>、宋羅泌<路史後紀小序>、明吳弘基<重訂路

史後紀目次>、宋羅泌<路史國名記小序>、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

國名紀目次卷之一>、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國名紀目次卷之二>、

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國名紀目次卷之三>、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

國名紀目次卷之四>、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國名紀目次卷之五>、

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國名紀目次卷之六>、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

國名紀目次卷之七>、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國名紀目次卷之八>、

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發揮目次卷之一>、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發

揮目次卷之二>、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發揮目次卷之三>、明吳弘

基訂<重訂路史發揮目次卷之四>、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發揮目次

卷之五>、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發揮目次卷之六>、明吳弘基訂<

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一>、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

二>、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三>、明吳弘基訂<重訂

路史餘論目次卷之四>、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五>、

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六>、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

論目次卷之七>、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八>、明吳弘

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卷之九>、明吳弘基訂<重訂路史餘論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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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十>。 

藏印：「無不可齋鑒藏」、「奕學屬藁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2.7×18.5 公分。板心上方題「路史」，板心中間題「○

紀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葉，除了作者與註者相同外，參預校訂的人員皆有

異，「前紀」部份： 

卷一之首行題「重訂路史全本」，次行上題「廬陵羅泌輯」、

下題「男苹註」，三行上題「雲間陳子龍閱」、下題「仁和吳弘基」，

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下題「錢唐吳思穆仝訂」，五行下題「仁

和童聖麒」，卷末題「○○○紀」、「路史全本○卷終」。 

卷二之三、四行上題「雲間陳子龍、西湖金堡仝閱」，三、

四、五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會稽王谷仝訂、武林吳百朋」。 

卷三之三行上題「鵞湖胡夢秦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四明李國標仝訂」。 

卷四之三行上題「雲間陳子龍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五行下題「仁和吳弘基、菰城陳緘仝訂、仁和陸聲遠」。 

卷五之三行上題「雲間陳子龍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訂」、四行下題「錢塘張孔法較」。 

卷六之三行上題「雲間陳子龍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四行下題「南昌喻士鑏仝訂」。 

卷七之三行上題「淮陰陳台孫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四行下題「錢唐金堅仝訂」。 

卷八之三行上題「吳興李令哲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四行下題「高鼎熺仝訂」。 

卷九之三行上題「雲間吳培昌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四行下題「武林馬翔麐仝訂」。 

「後紀」部份： 

卷一之首行題「重訂路史全本」，次行上題「廬陵羅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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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題「男苹註」，三行上題「雲間吳培昌閱」，四行上題「西湖金

堡參」，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沈自駉仝訂」。 

卷二之三行上題「雲間吳培昌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嘉興汪貞士仝訂」。 

卷三之三、四行上題「舜水邵秉節」、「西湖金堡仝閱」，三、

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嚴于鉽仝訂」。 

卷四之三行上題「雲間陳子龍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長洲周之標仝訂」。 

卷五之三行上題「臨海陳函煇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張玄仝訂」。 

卷六之三行上題「豫章熊人霖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錢塘俞時篤仝訂」。 

卷七之三、四行上題「舜水邵秉節」、「西湖金堡仝閱」，三、

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汪淇仝訂」。 

卷八之三行上題「雲間吳培昌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童聖麒仝訂」。 

卷九之三行上題「楚中王臣縉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錢塘俞時篤仝訂」。 

卷十之三、四行上題「臨海陳函煇」、「西湖金堡仝閱」，三、

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錢唐陳淏子仝訂」。 

卷十一之三行上題「雲間吳培昌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

參」，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錢塘沈一經仝訂」。 

卷十二之三、四行上題「豫章熊人霖」、「西湖金堡仝閱」，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錢唐姚堦仝訂」。 

卷十三之三、四行上題「雲間吳培昌」、「西湖金堡仝閱」，

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沈一中仝訂」。 

卷十四之三行上題「楚中王臣縉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

參」，三、四行下題「仁和吳弘基」、「俞長民仝訂」。 

「國名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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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之首行題「重訂路史全本」，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

輯」、「雲間吳培昌閱」，次、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舜水余

應旂仝訂」。 

卷二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雲間吳培昌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陳政仝訂」。 

卷三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楚中王臣縉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邵明善仝訂」。 

卷四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鵞湖胡夢秦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張士亮仝訂」。 

卷五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雲間陳子龍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高貽穀仝訂」。 

卷六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雲間吳培昌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汪任士仝訂」。 

卷七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鵞湖胡夢秦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謝錫祺仝訂」。 

卷八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西湖金堡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馮渶仝訂」。 

「路史發揮」部份： 

卷一之首行題「重訂路史全本」，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

輯」、「西湖金堡閱」，次、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郎斗金仝

訂」。 

卷二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雲間陳子龍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張士亮仝訂」。 

卷三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西湖金堡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周夢鰲仝訂」。 

卷四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鵞湖胡夢秦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赤城陳臣謙仝訂」。 

卷五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金沙蔣鳴玉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嘉興汪繼昌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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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六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雲間陳了龍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嘉興汪繼昌仝訂」。 

「餘論」部份： 

卷一之首行題「重訂路史全本」，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

輯」、「雲間陳子龍閱」，次、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赤城陳

巽之仝訂」。 

卷二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金沙蔣鳴玉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童日融仝訂」。 

卷三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西湖金堡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李弘繕仝訂」。 

卷四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雲間吳培昌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武林吳百朋仝訂」。 

卷五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淮陰陳台孫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錢塘金堅仝訂」。 

卷六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臨海陳函煇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汪元燁仝訂」。 

卷七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西湖金堡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謝鴻禧仝訂」。 

卷八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臨海陳函煇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羅明謙仝訂」。 

卷九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西湖金堡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張曾法仝訂」。 

卷十之次、三行上題「廬陵羅泌輯」、「臨海陳函煇閱」，次、

三行下題「仁和吳弘基」、「張穎仝訂」。 

按：1.費煇序署「丙申」，喬可傳校本作「宋乾道丙申」，然乾道僅有「丙

戌」，「丙申」在淳熙三年 (1176)，是本僅題「丙申」，費煇云：「煇

自夷陵抵衡湘，有為煇言，廬陵有君子，曰羅長源，智識弘遠，

所作《路史》，博達該至，恨不一日見之。⋯⋯比屆廬陵，何期

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闉闍之外。議論粲發，問及《路史》，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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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羅泌序作於宋乾道庚寅(六年，1170)，

則費煇之撰於「丙申」，已改號淳熙。 

2.<重訂路史總目>載：「前紀九卷、後紀十四卷、國名紀八卷、發

揮六卷、餘論十卷」。 

3.書眉刻有音釋及評語。 

4.舊錄「清順治十七年 (1660)仁和吳氏刊本」，但無任何牌記可資

證明，暫改為「明仁和吳弘基重訂本」。 

《通志略》五十一卷三十二冊，宋鄭樵撰，明陳宗夔校，清乾隆十三年(1748)

金匱山房刊本，B04(a)/(n)8740 

附：明正德甲戌(九年，1514)龔用卿<刻通志二十略序>、清乾隆十三年

(1748)于敏中<(通志略 )序>、宋鄭樵<通志總序>、元至治二年 (1322)

吳繹<序>、<通志總目錄>。 

藏印：「山陰圖書」、「瀧川氏圖書記」長型硃印、「東坊城藏書記」方

型陰文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3.9×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通志○○略○」，板心下

方題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略第○」，卷末題「○○略第○」。「氏

族略一」之次行題「宋右迪功郎夾漈鄭樵著」，三行題「明御史

少岳陳宗夔校」。 

扉葉左題「金匱山房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通志略」。 

<通志總序>之第一、二葉之板心下方題「葉七」，第七、八

葉之板心下方題「七」。 

按：1.吳繹<序>云：「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禮樂制度、

古今事實，大無不備，小無或遺。是集繡梓於三山郡庠，亦既獻

之天府，藏之秘閣⋯⋯迺募僚屬，仍捐己俸，稟之省府，摹褙五

十部，散之江北諸郡，嘉惠後學。」知是書有元三山郡庠本。 

2.于敏中<序>云：「夾漈鄭先生《通志略》二百卷，明正德間御史

陳宗夔刻氏族六以下至昆蟲草木二十略，共五十一卷，行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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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及紀傳年譜列傳載記諸卷⋯⋯上猶慮承學之徒，見聞孤陋，

命儒臣校定三通善本，俾薄海內外士子嚮風以通經學古為要，

是刻之傳世，其所係豈淺鮮哉⋯⋯爰重序行之，以諗世之君子。」

末署「乾隆十三年」，惜未見其它牌記可資證明，暫依舊錄題「清

乾隆十三年金匱山房刊本」。 

《弘簡錄》二百五十四卷六十四冊，明邵經邦撰，清邵遠平重訂，清康熙

二十七年(1688)仁和邵遠平刊本，《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四十二

卷十六冊，明邵遠平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仁和邵遠平繼善

堂刊本，B04(l)/(p)1722 

附：明嘉靖三十六年 (1557)邵經邦<弘簡錄原序>、清康熙二十五年 (1686)

邵遠平<重刻弘簡錄序>、清徐乾學<史傳(邵經邦)>、清汪琬<史傳

(邵經邦)>、清邵經邦<讀史筆記七條>、清康熙二十七年 (1688)邵

錫蔭<重刻弘簡錄後序>、清邵遠平<凡例十二則>、<弘簡錄總目>、

清康熙四十五年 (1706)朱彝尊<元史類編序>、清邵遠平<自序>、清

康熙三十八年 (1699)邵遠平<進呈元史類編表>、<凡例>、<引用書

目>、<續弘簡錄元史類編總目>。 

藏印：「半澤文庫」、「□尾堂圖書印」方型殊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四字。板框 15.0×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弘簡錄」，魚尾下

題「卷之○」，板心下方題葉碼及各卷收錄的標題及次第(如卷一

題「天王唐一」)。 

各卷之首行題「弘簡錄卷之○」，次行題「明刑部員外郎仁

和邵經邦弘齋」，三行題「皇清翰林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

閱」，卷末題「弘簡錄卷之○終」。 

徐乾學<史傳>之第二葉板心下方題「徐二」，第三葉板心下

方題「徐三」；汪琬<史傳>之第二葉板心下方題「汪二」。 

扉葉橫題「邵宏毅先生遺集」，右題「仁和邵戒三學士重訂」，

左題「是編續鄭樵《通志》起唐五代迄宋遼金合九史共為一書明

末板燬於火遂失其傳茲特重加較梓以供好古者之采覽所謂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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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群書廢是編出而諸史可不設也識者珍之」，中間大字書名題

「宏簡錄」。 

卷十三之第三葉末鈐有「程祥隆和記定廠選料加工督造毛六

八太各色名紙發行圖」長型硃印。卷二百九之第九葉及卷二百十

七之第十四葉末鈐有「源美文記」長型硃印。卷二百十三之第十

七葉內面鈐有「新安羅元泰號豐記」長型硃印。 

《續弘簡錄 --元史類編》為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

十二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5.0×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續弘簡錄」，魚尾下題「卷○」，板心下方題

葉碼及各卷收錄的標題及次第(如卷一題「世紀一」)。 

各卷首行題「續弘簡錄元史類編卷之○」，次行題「皇清詹

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三行為各卷的名稱次第，卷末

題「續弘簡錄卷之○終」。 

扉葉橫題「續弘簡錄」，右題「仁和邵戒山學士輯」，左題「繼

善堂藏板」，中間大字書名題「元史類編」。 

按：1.<讀史筆記>「新舊唐書」條云：「修書起嘉靖壬寅(二十一年，1542)，

迄於丙辰 (三十五年，1556)，閱十五年，凡四易藁。刊書起丁巳(三

十六年，1557)，迄於辛酉(四十年，1561)，費九伯餘金。」 

2.<後序>云：「先弘毅先生繼有宋鄭夾漈《通志》之後，起唐至宋，

凡七朝，為一書，曰《弘簡錄》，二百五十四卷，藏於家。天啟

間燬於火。家大人嘗有意求之而不能即得也。會康熙己末(十八

年，1679)，以督學報竣，仍回館閣，奉詔纂脩《明史》，時方下

郡縣求遺書，購得閩中原本一冊，後乙丑(二十四年，1685)請假

返里門，乃復手自校正，閱三歲(二十七年，1688)而訖工。」 

3.<(元史類編)凡例>云：「是編成於康熙癸酉(三十二年，1693)之

秋，進呈於己卯(三十八年，1699)之春。」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十冊，宋王稱撰，清乾隆間(1736-1795)掃葉山

房校刊本，B04(n)/(n)1021 

附：清乾隆乙卯(六十年，1795)席世南<序>、宋洪邁<劄子>(首行題「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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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宋王偁<告詞>(首

行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

檢使賜緋魚袋王偁」)、宋王偁<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閣權知

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東

都事略目錄>。 

藏印：「廖孟炳藻文珍藏」長形硃印、「柏香艸堂」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板框 15.1×21.7

公分。板心上方題「東都事略」，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掃葉山房」四字。 

各卷之首行題「東都事略卷第○」，次行上題「宋王偁撰」，

下題「埽葉山房校刊」(僅見卷一、卷十三、卷十八)，卷末題「東

都事略卷第○終」。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二冊，宋葉隆禮奉敕撰，清嘉慶二年(1797)常熟氏

掃葉山房刊本，B04(o)/(n)4473 

附：清席世臣<序>、宋淳熙七年 (1180)葉隆禮<進契丹國志表>、<契丹

國九主年譜>、<契丹國初興本末>、<契丹世系之圖>、<契丹地理

之圖>、<契丹國志目錄>、清乾隆年間<提要>。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五字。板框 14.8×20.0 公分，板心上方題「契丹國志」，魚尾

下題「卷○」、卷次收錄的題名(如卷一題「卷一本紀一」)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掃葉山房」。 

各卷之首行題「契丹國志卷之○」，次行上題「宋葉隆禮撰」，

下題「掃葉山房校刊」，卷末題「契丹國志卷之○終」。 

扉葉橫題「嘉慶丁巳年 (二年，1797)鐫」，右題「宋葉漁林撰」，

左題「埽葉山房藏板」，中間大字書名題「契丹國志」。 

按：1.席世臣<序>云：「此書近有坊刻，頗多訛戾之處，世臣以中本校

正之，視坊本為完善云。」 

2.書中間見硃見圈點，墨筆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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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國志》四十卷四冊，宋宇文懋昭撰，清嘉慶二年(1797)常熟席氏掃

葉山房刊本，B04(o2)/(n)3004 

附：<金國九主年譜>、<大金國志目錄>。 

藏印：「香島書庫之記」、「今西龍圖書」、「能朋安田一万藏圖書記」長

型硃印，「今西藏書」長型陰文硃印、「枝花珍玩」方型花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

三十五字。板框 15.4×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大金國志」，魚尾

下題「卷○」、各卷收錄的標題(如卷一題「卷一本紀一」)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掃葉山房」。 

各卷首行題「大金國志卷之○」，次行上題「宋宇文懋昭撰」，

下題「埽葉山房校刊」，卷末題「大金國志卷之○終」。 

扉葉橫題「嘉慶丁巳年 (二年，1797)鐫」，右題「宋宇文懋昭

撰」，左題「埽葉山房藏板」，中間大字書名題「大金國志」。 

《大金國志》四十卷四冊，宋宇文懋昭撰，清嘉慶二年(1797)常熟席氏掃

葉山房刊本，B04(o2)/(n)3004 c.1 

附：清席世臣<大金國志序>、清乾隆年間<提要>、<大金國志目錄>、

宋端平元年 (1234)宇文懋昭<經進大金國志表>、<金國世系圖>、<

金國九主年譜>。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

三十五字。板框 15.0×20.4 公分。板心上方題「大金國志」，魚尾

下題「卷○」、各卷收錄的標題(如卷一題「卷一本紀一」)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掃葉山房」。 

各卷首行題「大金國志卷之○」，次行上題「宋宇文懋昭撰」，

下題「埽葉山房校刊」，卷末題「大金國志卷之○終」。 

扉葉橫題「嘉慶丁巳年 (二年，1797)鐫」，右題「宋宇文懋昭

撰」，左題「埽葉山房藏板」，中間大字書名題「大金國志」。 

按：1.席世臣<序>云：「世臣校紬中祕，竊錄副本，爰付剞劂，為金史

者一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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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書中間見硃筆圈點。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六十四冊，明陳仁錫纂輯，明刊本，B04(P)/ 

(p)7528 

附：明陳仁錫<皇明世法錄敘>、明李模<皇明世法錄序>、<皇明世法錄

總目>、<皇明世法錄卷之一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三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目次>、<皇明世法

錄卷之五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七

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九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十一目次>、<皇明世

法錄卷之十二目次上冊>、<皇明世法錄卷之十二目次下冊>、<皇

明世法錄卷之十三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十四目次>、<皇明世

法錄卷之十五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

卷之十七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

十九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

一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

三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

五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

七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二十

九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一

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三

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五

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七

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三十九

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一目

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三目

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五目

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 十七目

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四十九目

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一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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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三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五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七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五十九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一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三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五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七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六十九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七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七十一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七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七十三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七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七十五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七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七十七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七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七十九三目次>、<

皇明世法錄卷之八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八十一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八十二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八十三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八十四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八十五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八十六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八十七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八十八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八十九目次>、<皇

明世法錄卷之九十目次>、<皇明世法錄卷之九十一目次>、<皇明

世法錄卷之九十二目次> 

藏印：「嶽英珍藏」、「永德堂仲房記」、「馮秉升更名秉睿」方型陰文硃

印、「當湖馬氏秉睿元猷號子明收藏書籍」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4.5×21.1 公分。

板心上方題「皇明世法錄」，板心中間題「卷○」、卷名及葉數，

卷三、四、十一、十六、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三十四、四

十一、四十三、四十六至五十三、五十六、五十八至七十五、七

十八至九十二之板心下方題各篇篇名或作者。 

各卷首行題「皇明世法錄卷之○」，次行題「史臣陳仁錫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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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或評纂，或重訂，或謹輯，或輯次)」，三行題各卷卷名，卷末

題「皇明世法錄卷之○終」。 

第四十冊內夾書籤題「皇明世法錄」、「三套共二十九本」、

「第二套共十本」、「第十八本卷五十五之卷五十七」，並鈐「塵

隱堂印」方型陰文硃印。 

卷八之葉五十末墨筆題「崇禎拾壹年 (1638)當湖始平郡馮秉

升元猷謹藏共費價銀參兩伍錢計參套共貳拾玖本全第參本(卷十

一末題第肆本，卷十二下冊末題第伍本，卷十八末題第柒本，卷

二十一末題第捌本，卷二十八末題第拾本，卷三十一末題第拾壹

本，卷三十末題第拾參本，卷四十三末題第拾肆本，卷四十六末

題第拾伍本，卷四十九末題第拾陸本，卷五十四末題第拾柒本，

卷五十七及卷七十九末無第○本，卷六十一末題第念本，卷六十

五末題第念壹本，卷七十末題第念貳本，卷八十六末題第念柒本，

卷八十九末題第念捌本)」。 

按：1.書分：維皇建極、懸象設教、法祖垂憲、裕國恤民、制兵勅法、

濬河利漕、衝邊嚴備、沿海置防、獎順伐畔、崇文拔武等單元。 

2.卷四缺第一葉，卷八十二缺第一、二葉  

3.陳仁錫生於明神宗萬曆九年 (1581)，卒於思宗崇禎九年 (1636)，

是書有幾卷的末葉題「崇禎拾壹年 (1638)當湖始平郡馮秉升元猷

謹藏共費價銀參兩伍錢計參套共貳拾玖本全第○本」，則是書至

遲於崇禎十一年 (1638) 刻畢，未能確知其年代之前，仍依舊錄

題「明刊本」。 

4.書眉間刻有評語。 

5.卷三十一有兩冊，封面一題「二三」，一題「二四」，內容完全

相同。 

《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目錄》三卷《史例議》二卷八十冊，清王鴻緒奉

敕撰，清雍正間(1723-1735)敬慎堂刊本，B04(p)/(q1)1032 

附：清康熙五十三年 (1714 年 )王鴻緒<進書表>、清雍正元年 (1723)王鴻

緒<進書表>、清王鴻緒<明史藁目錄 (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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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志、表，中下兩篇收列傳)>、<史例議(分上下兩篇)>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三字。板框 14.6

×20.0 公分。魚尾下題「橫雲山人集史藁○○○」(如卷一作「本

紀一」)，板心下方題葉碼及「敬慎堂」。 

各卷之首行上題「明史藁」，下題「○○第○」(如卷一題「本

紀第一」)，二、三行依序題「光祿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書

加七級臣王鴻緒奉敕編撰」，第四行為篇名。卷末上題「明史藁」，

下題「○○第○終」(如卷一題「本紀第一終」)。 

按：1.是書分本紀十九，志七十七，表九，列傳二百五，凡三百十卷。 

2.清康熙五十三年 (1714)王鴻緖<進書表>之前有二葉字跡很淡，隱

約可辨得「清康熙三十六年三月十七日」等字。 

3.志六、志二十之末葉鈐「惠和字號」長型硃印。列傳一百十三、

列傳一百二十二之末葉鈐「李萬彩號」長型硃印。列傳一百十

九末葉鈐「吳義利號」長型硃印。 

4.列傳七十四缺第一、二兩葉，列傳一百十六缺第十三葉。列傳

五十至列傳五十四重複出現在列傳一百四十九之後，而列傳一

百五十至列傳一百五十七等八卷則未見。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5 年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03.01 上午 10 時，於良鑑廳舉行 e-touch 功能說明會，館長室李玉綏專委並

通知 e-touch 網址 http://www.smarten.com.tw/neo/及試用的帳號及密碼，每

次僅允許一人登入使用。 

期刊組王畹萍代組長通知，由國家圖書館授權凌網科技公司代為處

理的各校已授權刊物之專屬網站，目前已完成，本校授權刊物的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