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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子部．儒家類 (一) 

陳惠美 ∗、謝鶯興 ∗∗ 

儒家類Ｃ０１ 

《荀子》二十卷十冊，唐楊倞註，明世德堂刊本，C01.1(a1)/(l)4620 

附：唐元和十三年 (818)楊倞<荀子序>、<荀子新目錄>。 

藏印：「□□□」長型硃印。 

板式：雙欄，單白魚尾。半葉八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十七字。

板框 14.0×20.4。板心上題「世德堂刊」，魚尾下題「荀子卷○」及

葉碼，卷一葉一之板心下方題「宅」，卷一葉十五之板心下方題

「鉦」，卷七葉十四之板心下方題「儒」，卷九葉十四之板心下方

題「又」，卷十葉四之板心下方題「中」，卷十葉十三之板心下方

題「王」，卷十一葉十八之板心下方題「周齊」，卷十六葉一之板

心下方題「受」，卷十六葉八題「方」，卷十八葉十八之板心下方

題「六」。 

各卷首行題「荀子卷第○」，次行題「唐大理評事楊倞註」，

三行為篇名。卷末題「荀子卷第○」，卷二十末題「纂圖互註荀

子卷第二十」。 

按：是書僅板心上方題「世德堂刊」，無其它牌記或序跋足以證明其刊

刻時間。加上卷二十之末葉題「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二十」，有進一

步比對的需要，先記之俟考 1。  

《荀子》二十卷八冊，唐楊倞註，不知撰者評，明刊本，C01.1(a1)/(l)4620-01 

附：唐元和十三年 (818)楊倞<序>、<荀子目錄>。 

藏印：無。 

                                                 
∗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 參閱謝鶯興<從館藏世德堂本《荀子》試論世德堂刊刻《荀子》的次數>，《東海

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6 期，頁 38~42，2006年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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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四邊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

字。板框 14.1×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荀子」，魚尾下題「卷之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荀子卷之○」，次行題「唐大理評事楊倞註」，

三行為篇名，卷末題「荀子卷之○終」。 

按：1.書頁部分損毀，已用墨筆填補字句。前序缺首頁，卷二十缺末頁，

書眉間見批語。 

2.是書無牌記或其它序跋佐證其刊刻時代，《舊錄》題「明刊本」，

殆綜觀其紙張、字體及用墨而作推斷。 

○徐《二程全書》五十一卷附《文集拾遺》一卷十二冊，宋程灝、程頤撰，

宋朱熹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程湛、程福亮重訂本，

C01.2/(r)2661 

附：清康熙二十五年 (1686)程湛、程福亮<進書表>、宋朱熹<二程全書

序>、<目錄>、宋朱熹<程書二十五卷序>、宋乾道癸巳(九年，1173)

朱熹<外書語錄十二卷序>、宋乾道四年 (1168)朱熹<明道先生文集

四卷附錄一卷序>、不知撰者<伊川先生文集七卷序>、<太中公像

及贊>、<明道像及贊>、<伊川像>。 

藏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長型藍戳，「觀主廬」長型硃印、「復觀藏

書」方型藍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4.5×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程書」，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卷○」，卷一之次行題「二先生語錄」。 

扉葉橫題「康熙二十五年 (1686)鐫」，右題「禮部尚書湯潛菴

先生校正」，左題「程子廿二代孫兵部武庫司郎中程湛」、「陝西

掛印總兵程福亮」、「河南永寧人重訂梓」，中間書名大字題「二

程先生全書」。 

按：1.是書收程頤、程灝二先生的語錄及文集，計六種：(1)程書(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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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語錄 )十卷，(2)明道先生語錄四卷，(3)伊川先生語錄十一卷，

(4)外書(語錄 )十二卷，(5)明道先生文集四卷附錄一卷，(6)伊川

先生文集七卷。 

2.書中間見硃筆圈點，墨筆眉批。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附卷首一卷目錄一卷二十冊，明丘濬撰，明萬

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C01.21/(p)7231-2 

附：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序>、明嘉靖己未(三十八年，1559)宗臣<重刊

大學衍義合補序>、明弘治元年 (1488)周洪謨等<進呈書籍文>、明

成化二十三年 (1487)丘濬<進大學衍義補表>、<刻大學衍義補人名

表>、<大學衍義補目錄>、明萬曆乙巳年 (三十三年，1605)朱錦<刻

大學衍義補跋>。 

藏印：無。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15.1×20.6 公分。板心上方題「衍義補」，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字數 (間見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大學衍義補卷第○」，次行題各篇的篇目，卷

末題「大學衍義補卷第○終」。 

按：1.<大學衍義補目錄>之末題：「右舊本目錄三卷書坊刪定為一卷今

從之。」館藏「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及「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二

種皆未附目錄，無從比對，姑記之俟考。 

2.明弘治元年 (1488)周洪謨等<進呈書籍文>末署：周洪謨、倪岳、

張悅、王沂、王皐、丁鍊、程恩等官銜。 

3.<重刊大學衍義補官銜表>題「欽差巡按直隸監察御史喬應甲重

刊」，「朱錦」、「王一之」、「姚善」、「孫謀」、「吳一栻」、「龐一德」、

「邢松齡」、「王莞」、「唐序」、「曾一唯」、「張文輝」、「馬銑」、「瞿

來化」同校。 

4.各卷間有刻工姓名者：趙龍、呂仁、楊桂、尚文、錢揚(見卷四十

四)，商祿、張忠、畢章、舒光(卷四十五)，商祿、張忠(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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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畢章、舒光(卷一百八)，張刊(卷一百二十九及一百三十)。 

5.朱錦<刻大學衍義補跋>云：「書成以獻孝宗皇帝，詔列之寓內學

宮而薦申先生雅能言之。今上萬曆乙巳(三十三年，1605)御史郇

陽喬公出按兩淮鹽政，偶商及是書，以閩刻漫漶，檄下部翻梓之，

以便都人士誦習，俾知學之有本末內外不可誣也。」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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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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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伊藤維楨<刻魯齋心法叙>云：「予嘗獲朝鮮版本《魯齋心法》一

冊藏焉。檢焦太史編明經籍志既不収載，又觀世所行公全集纔依

性理大全編錄中語，久載心法一書，則知斯書不遍行于中國也久

矣。予嘗懼斯書稍就澌滅，卒弗傳于後，乃使門人謄寫一本，且

加訓點，以壽諸梓。癸丑之火，朝鮮本既燬滅，點本亦不行于世，

其版今不知所在，故重付諸剞劂氏以廣其傳。」 

據此序，知是書所錄乃據朝鮮本《魯齋心法》鈔錄付刊。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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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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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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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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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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之岐惣四郎」。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舊錄》載是書為「日本享保四年 (1719，清康熙五十八年 )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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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刊本」；今觀書前所附奧田士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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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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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流史學鈔》二十卷附《遊梁講話》一卷十二冊，清張沐撰，清王渭參

證，清侯重嘉校閱，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敦臨堂刊本，

C01.22/1(q1)134 

附：清康熙三十三年 (1694)顧汧<游梁書院講語序>、清康熙甲戌(三十

三年，1694)黃與堅<序>、清康熙三十四年 (1695)孫士傑<溯流史學

鈔序>、清康熙三十三年 (1694)侯重喜<溯流史學鈔序>、清張沐<

溯流史學鈔說>、<溯流史學鈔目>、清康熙三十三年 (1694)管竭忠<

弁言>、<遊梁書院學規>、清康熙三十三年 (1694)候重喜<遊梁講話

書後>。 

藏印：無。 

板式：雙欄，粗黑口，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3.1×18.1

公分。魚尾下題「卷之○」、各卷收錄之書名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溯流史學鈔卷之○」，次行與三行中間上題

「上蔡張沐起菴著」，次行下題「武進王渭允清參証」(卷十七至

卷十九題「仁和丁灦勗菴參証」)，三行下題「商丘侯重喜孝思校

閱」。 

扉葉橫題「康熙甲戌(三十三年，1694)歲鐫」，右題「上蔡張

仲誠先生語錄」，左題「敦臨堂藏板」，中間書名大字題「溯流史

學鈔」。 

按：1.卷一至卷四「敦臨堂錄」，卷五「關中錄」，卷六至卷八「崇談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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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至卷十「鈞談錄」，卷十一「燕邸錄」，卷十二「蜀中錄」，

卷十三至卷十八「天中錄」，卷十九「昏、處女死節、喪禮、祭

禮、廬墓」，卷二十「遊梁講語」。 

2.黃與堅<序>云：「上蔡張仲誠先生講學於河南之游梁書院，其門

人輯其講語并溯流史學抄為二十卷，刻既成，仲誠以屬。」 

3.侯重喜<溯流史學鈔序>云：「上蔡張夫子一生學力獨深得乎此，

其造詣之純粹精微，喜亦不多贅，獨思夫子日記課本名為溯流

史者，正窮工夫之源流者也。其七十餘年中，學問思辨篤行無

不可以告諸人，人有聞其說而不能無疑，其相與質證者，又悉

摘要著於學鈔一書。」 

4.書中間見硃筆句讀。 

《公是先生弟子記》一卷附清胡銓《經筵玉音問答》一卷一冊，宋劉敞撰，

《知不足齋叢書》第二集，清同治十年(1871)重刊歙縣鮑氏知不足

齋刊本，C01.23/(n)7298 

附：<知不足齋叢書第二集目錄>、宋乾道八年 (1172)謝諤<跋>、宋乾道

壬辰 (八年，1172)江溥<跋>、宋淳熙元年 (1174)玉牒不黯<跋>、清

乾隆乙未(四十年，1775)鮑廷博<跋>、<附錄 (晁公武邵齋讀書志及

趙希弁讀書附志)>、宋淳熙丁酉(四年，1177)七夕胡銓<跋>、宋淳

熙丁酉(四年，1177)中元日胡銓<跋>。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細黑口，無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0.0×12.3 公分。板心中間題「公是弟子記」，

板心下方題「知不足齋叢書」。葉七至八、十三至十四、二十五至

三十二、四十三至四十八、五十四至五十五及「經筵玉音問答」

葉三至九等葉板心下方之左側加題「同治辛未(十年，1871)重刊」。 

卷之首行題「公是先生弟子記」，卷末題「公是先生弟子

記完」。 

扉葉右題「第二集」，中間大字題「知不足齋叢書」，左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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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鮑氏開雕」。 

按：《舊錄》題作「清乾隆間鮑氏知不足齋刊本」，今依書中板心下方

所刻「同治辛未(十年，1871)重刊」，改題為「清同治十年重刊鮑

氏知不足齋刊本」。 

○和《辨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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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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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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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云：

「嘉錫案，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一』云，物

茂卿，萩生氏，名雙松，江戶人，其先有仕南朝(小字註：此日

本之南朝)。為物部者，以官為族。稱物部氏，或單稱物氏。」 

2.書眉間見墨筆音釋。是書未見序跋，亦無牌記，惟卷末題「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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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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四卷附《程氏家塾讀書分年日程綱領》一卷二

冊，元程端禮編，自在軒鈔本，C01.31/(o3)2603 

附：元延祐二年 (1315)程端禮<讀書分年日程序>、<元史儒學傳>、清康

熙己巳年 (二十八年，1689)陸隴其<題記>。 

藏印：「易印漱平」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白口，雙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四字。板框 13.3×18.6 公分。板心下方題「自在軒」。 

各卷首行題「程氏家塾讀書分年日程卷○」，卷四末題「元

統三年 (1335)十一月朔程端禮書於甬東之思勉齋」、「程氏家塾讀

書分年日程卷四終」、「康熙己巳(二十八年，1689)孟陬當湖陸氏

較刊」。 

扉葉右題「丙申子月鈔」，左題「菉竹主人學」，中間書名

大字題「程氏家塾讀書分年日程」。 

按：是書據「康熙己巳(二十八年，1689)孟陬當湖陸氏較刊」本抄錄，

間見訂補，惟扉葉所題「丙申子月鈔」，未詳載何朝之「丙申」，

暫錄之俟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