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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三) 

陳惠美 、謝鶯興  

◇《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孟子趙注》十四卷二冊，漢趙岐注，善本叢書本，

民國五十九年台北故官博物院據元覆宋廖氏世綵堂本景印(共兩套)，

A07.42/(a)4924 

附：民國五十九年十月蔣復璁〈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孟子趙注序〉、〈孟子

題辭〉、民國昌彼得〈元旴郡翻宋廖氏世綵堂本孟子趙注跋〉。 

藏印：「毛晉和印」方型陰文硃印、「子晉」方型硃印、「毛褒之印」方型

硃印、「華伯氏」方型陰文硃印、「毛晉私印」方型硃印、「毛子晉」

方型硃印、「毛氏子晉」方型硃印、「聽松風處」方型硃印、「毛晉之

印」方型陰文硃印。「毛氏所藏子永保」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

十七字。板框 13.8×23.7 公分。板心上方間見人名，雙魚尾間題「孟

〇」及葉碼，板心下方間見刻工。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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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孟子卷第〇」，次行上題篇名次第(如「梁惠王

章句上」)，下題「趙氏註」(以上僅見卷一)，卷末題「孟子卷第〇」

及「旴郡重刊廖氏善本」各型牌記。下半葉外側有書耳，上題篇名(如

「梁惠王上」)。 

扉葉右上題「善本叢書」，左下題「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中

間書名題「孟子趙注十四卷」。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初版」、「中華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再版」、「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字第二六二

一號」、「 景 印 元 覆

宋 世 綵 堂 孟子趙注」、「版權所有」、「發行人：秦孝儀」、「編輯

者：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出版者：國立故宮博物院」、「中

華民國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電話：(〇二)八八一二〇二一」、「劃

撥帳戶：〇〇一二八七四-一」、「印刷者：大興圖書印製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三和路四段一五一號」、「電話：(〇二)九七一九七

三九」。 

按：一、〈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孟子趙注序〉云：「本院既已景印元至正間

覆宋世綵堂本《論語集解》，乃復檢同式版本《趙注孟子》付工景

印，使與《論語》相輔而行，以啟國人閱讀興趣，藉收頑廉懦立

之效。」 

二、〈孟子題辭〉云：「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

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

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 

三、〈元旴郡翻宋廖氏世綵堂本孟子趙注跋〉云：「孟子十四卷，漢趙

岐註，元旴郡翻刻宋廖瑩中世綵堂本，每半葉八行，註文雙 行 ，

行俱十七字。版匡高 20.7 公分，寬 13.6 公分，四周雙欄，左欄

外有耳題以記篇名。小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題書名及卷數曰

『孟幾』，下魚尾上載葉次。版心下方記刻工……，板心上端亦

刻有名氏……，偶亦有刻之魚尾下右側者，此諸名當是書工。」 

○和○張四書訓蒙輯疏二十九卷(缺卷二十九「孟子盡心下」)存二十八冊，日本會

津安褧撰，日本嘉永元年(1844，清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A07.32/(q3)8331-01 

附：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 年，清道光二十四年 )紫溟古賀煜〈四書訓蒙輯

疏序〉、日本天保十四年(1843 年，清道光二十三年 )會津安褧〈四書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7 期 

110 

訓蒙輯疏序〉、〈凡例〉、〈引用諸家名氏〉、南宋淳熙己酉(十六年，1189)

朱熹〈大學章句序〉、南宋淳熙己酉(十六年，1189)朱熹〈中庸章句序〉、

〈朱子論語集註序說〉、〈朱子孟子集註序說〉。 

藏印：「會津藩藏版」、「露溪」、「鞍挂藏」等方型硃印，「毅厂珍藏」、「松

隈氏藏書記」等長型硃印，「中村」、「永富」等圓型硃印。 

板式：花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一字。板框 13.7×17.8 公分。板心上方題「四書輯疏」，魚尾下為

卷數、書名，板心下方為葉碼。 

 

各卷首行題「四書訓蒙輯疏卷之○」，次行題「後學會津安褧

著」，卷末題「四書訓蒙輯疏卷之○終」。 

扉葉右題「嘉永元年(1848，清道光廿八年 )戊申鐫」，中間書名

大字題「四書訓蒙輯疏」，右下硃字題「毅庵四十八年夏購于台北最

後一冊缺」，第一、二及四至十五等冊之封底有墨筆題「大正元歲中

邨義郎藏書」。 

按：一、紫溟古賀煜〈四書訓蒙輯疏序〉書眉有音釋，書間另見墨筆眉批

及硃筆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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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津安褧〈四書訓蒙輯疏序〉云：「彙成一編，凡二十九卷名曰

《四書訓蒙輯疏》」，知館藏缺第 29 卷，第 28 卷為《孟子‧盡

心上》，則所缺者為《孟子‧盡心下》。 

三、字句間夾有日文音讀。 

 

○和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不分卷一冊，日本山田球撰，岡本巍校，岡本巍藏板，

東京性明堂大阪支店印行，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清光緒二十七年)

雙色刊本，A07.42/(q3)2261 

附：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清光緒九年 )岡本巍〈孟子養氣章或門圖解序〉、

日本明治辛丑(三十四年，1901，清光緒二十七年 )三島毅〈書孟子養

氣章或問圖解後〉、日本明治辛丑(三十四年，1901，清光緒二十七年 )

島村久〈孟子養氣章圖解跋〉。 

藏印：「非賣品」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無魚尾(原魚尾處以「○」代之 )，四邊雙欄。半葉八行，行

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三十二至三十三字不等。板框 15.6×20.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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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心題「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及葉碼。 

 

卷首之首行上題「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次行下題「備中 山

田球著」，三行下題「門人 岡本巍校」。 

扉葉右上題「故山田球著」，左下題「岡本巍藏版」，中間書名

大字「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欄外小字題「東京性明堂大阪支店印

行」。 

按：一、是書圖解部份為雙色套印。又，山田球於篇中記載：「明治癸酉

之冬，寓于閑谷黌舍，應諸子之需，講孟子養氣之章。專奉餘姚

王子之旨，而不遵朱註，恐聽者多疑也，作之《圖解》以明其旨。」

癸酉，為六年(1873)，即清同治十二年，書成於此時。 

二、岡本巍〈序〉撰於明治十六年(1883)，然三島毅與島村久二〈跋〉

撰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島村久〈跋〉云：「頃學友岡本君將上

梓公于世，徵一言于余，余因此以寄。」知書之問世或遲至明治

三十四年(1901)矣，故據以題為「明治三十四年(1901)套印刊本」。 

○和○周(學習館)四書全十冊存大學不分卷、孟子四卷五冊，宋朱熹集註，日本後

藤定點，日本佐土原藩藏版，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清光緒十年)大阪

濱本伊三郎、岡本仙助翻刻本，A07.52/(n)2540 

附：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大學章句序〉、宋朱熹〈孟子集注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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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經燧初珍藏書畫之印」、「經利彬」、「東□淺倉□□」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單欄。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一字，板框 19.5×15.6 公分。上魚尾下題「大學章句」(《孟子》

部份則題「孟子卷○」 )，下魚尾下題有葉碼。 

 

每卷首行上題「大學」，下題「朱熹章句」，卷末題「大學章句

畢」。《孟子》部份則上題「孟子卷之○」，下題「朱熹集註」，次行

為各章標題，卷末題「孟子卷之○」，卷十四末則題「孟子卷之十四

大尾」。 

封面題「新刻改正 孟子(或大學 ) 後藤點 ○」。扉葉右題「後

藤先生定點」，左題「佐土原藩藏版」，中間書名題「學習館四書全

十冊」，書眉橫題「明治十七年(1884，清光緒十年 )翻刻」。 

《孟子》之書末版權頁依序題：「佐土原藩藏版」、「明治十七

年(1884，清光緒十年 )三月廿四日翻刻御屆」、「同 十七年(1884，清

光緒十年 )七月 刻成納本」、「翻刻人 大阪府平民 濱本伊三郎」、「東

區北久太良町四丁目四十二番地」、「同 同 岡本仙助」、「東區本町

四丁目五十二番地」、「發賣書林 同 中川勘助」、「東區博勞町四丁

目四十三番地」、「同 金港堂」、「東區唐物町」、「東京本町三」。 

按：一、書中時見以中日兩國文字書寫之批語。 

二、是書《孟子》部份，由板心所載及書之葉碼記數，共四卷，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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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實分為十四卷。 

◇《孟子集注箋正》十四卷附訂正表七冊，清徐天璋箋正，民國胡震校，民

國二十五年揚州蕭聲館活字本，A07.42/(q3)2811 

附：清宣統二年(1910)徐天璋〈孟子集註箋正敘〉、〈孟子篇敘〉。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三行，行經文二十四字，集註

與箋正三十字，雙行小字約四十六字。板框 12.8×18.2 公分。板心上

方題「孟子集註箋正」，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孟子集註箋正卷〇」，次行下題「泰州徐天璋睿

川箋正」，卷十四末葉題「江都胡震顯伯校」。 

扉葉中間題「孟子集註箋正」，左下題「韓國鈞題」，後半葉牌

記題「蕭聲館印行」。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孟子

集註箋正」、「實售壹元肆角」、「版權所有」、「箋正者  泰州徐天璋」、

「揚州舊城小七巷胡宅」、「印行者  簫聲館」、「揚州新勝街二〇號」、

「印刷者  業勤文化社」、「代售處  鎮江伯先路新江蘇報館」、「揚州

南柳巷新江蘇報分館」、「揚州教場街中市世界書局」、「揚州埂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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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專修學校」。 

按：〈孟子集註箋正敘〉云：「璋乃即朱子集註外，並採諸儒之說，著為箋

正，仿鄭氏箋詩之例，凡毛傳闕者補之，疑者析之，辭取其達，詁

取其精，無聚訟，無黨同，章節之分合，句讀之從違，人物之攷證，

時事之稽求，凡經人說者不敢掠美，凡為己見者，不敢臆造，必引

古為援據焉。星紀七周，稿成六削，一言以敝曰不越於正而已。」 

《讀孟子劄記》二卷一冊，清羅澤南撰，清咸豐九年(1859)刊本，A07.42/(q3)6034 

附：無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3.5×

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讀孟子劄記」，魚尾下題卷次 (如「一」 )及

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讀孟子劄記〇」，次行下題「湘鄉羅澤南仲嶽甫

著」，三行為篇名。 

扉葉題「讀孟子剳記」，後半葉牌記題「咸豐九年 (1859)夏月刊

于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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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是書無序跋，查《清史稿》卷四百七，〈羅澤南〉(列傳一百九十四)

云：「羅澤南，字仲嶽，湖南湘鄉人。諸生，講學鄉里，從游甚眾。

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所著有《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

易附說》、《人極衍義》、《姚江學辨》、《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

一宗程、朱，學者稱羅山先生。嘗論兵略，謂大學首章『知止』數

語盡之，左傳『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咸豐四年，

粵匪由江寧上竄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將五百人從王錱破賊於靖港，

追至蒲圻羊樓峝，戰失利，死之。」 

《孟子微》八卷附〈刊誤表〉二冊，清康有為撰，萬木草堂叢書本，民國五

年上海廣智書局鉛印本，A07.42/(r)0043 

附：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康有為〈孟子微自序〉、〈孟子微目錄〉。 

藏印：「木堂圖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六字。板框 11.4×15.2 公分。魚尾下題「孟子微」、「卷〇」及

葉碼，板心下方題「萬木草堂叢書」。 

 

卷之首行上題「孟子微卷一」，次行下題「南海康有為撰」，三

行為篇名(如「總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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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葉書名題「孟子微」、左下題「南海康有為題」。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連史紙定

價大洋七角」、「丙辰年十二月初版」、「有光紙定價大洋五角」、「孟

子微上下二冊」、「版權所有」、「著作者 南海康有為」；「發行者 上

海廣智書局」、「上海麥家圈」、「代發行 國是日報館」、「印刷者 上

海廣智書局」、「各大書局均有寄售」。 

按：一、〈孟子微自序〉云：「惜乎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不揣

愚謬，探原分條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義，不能循七篇之舊，蓋

以便學者之求道也，非敢亂經也，若有得於此，則七篇具在，學

者熟讀精思焉。」 

二、卷八多夾卷七之葉十。 

◇《(監本辨字音注讀法)四書白文》存《孟子(梁惠王至公孫丑)》一卷一冊，

周．孟軻撰，民國元年廈門會文堂刊本，A07.51/(a)1750 

附：無。 

藏印：「河南武安白尚忠藏書」藏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上下兩欄，無行線。上欄半葉十五行，行二字。下欄半葉

八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行十九字。板框上欄 11.7×1.5 公分，

下欄 11.7×17.2 公分。板心上方題「上孟」，魚尾下題篇名(如「梁惠

王」)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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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首行題「監本辨字音注讀法四書白文 書 中 句 讀 停 頓 相

沿 錯 誤 逐 處 注 明 」，次行題「孟

子上」，三行題「梁惠王章句上 凡 七

章 」，四行下題「 廈

門 會文堂藏板」。 

扉葉上題「中華民國元年鐫」，右題「學校必用」，左題「上孟

全二冊 會元堂發行」，中間書名大字題「四書白文」。 

按：是書無序跋，間見硃筆句讀暨註釋，僅存梁惠王和公孫丑二篇，係白

尚忠先生贈書之一。據宋向華〈嗜書好讀的白尚忠先生〉(見《東海

大學雙週刊》，1986 年 3 月 5 日)記載，白先生贈 2400 餘冊中英文暨

線裝書給東海，圖書館於 1986 年的春節前(2 月 9 日)處理完畢。 

《大學中庸白文》二卷一冊，宋朱熹章句，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活字本，

A07.51/(a)4057 

附：無。 

藏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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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6.1 公分。板心上方題書名(如「大學」或「中庸」)，

板心中間題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書名(如「大學」或「中庸」)，「中庸」卷下題「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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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章句」，次行為「子程子曰」等文字，卷末題「大學終」(或「中

庸終」)。 

封面書籤題「大學中庸白文」。 

按：封底有「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生國學叢書」之廣告單，雖列各書之定

價，但未見本書之出版日期，故著錄為「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活字本」。 

 

◇《(銅版)四書集註》存《上論語集註》五卷一冊，宋朱熹集註，民國元年上

海廣益書局銅版印本，A07.52/(n)2540-1 

附：無。 

藏印：「東海藏書」方型硃印、「贈 姓 名 ： 徐 維 澤      
時 間 ： 6 9 年 6 月 11 日 」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

四十字。板框 11.5×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上論」，魚尾下題「卷

〇」、篇名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宣統元年 (1909)校印」。 

各卷首行上題「論語卷之〇」，下題「朱熹集註」，次行題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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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 (如「學而第一」 )，卷五末題「論語卷之五終」。  

 

扉葉右上題「中華民國元年精校」，左題「學而至鄉黨  上海廣

益書局印行」，中間書名題「上論語集註」。 

按：一、封面題「 銅

版 四書集註  上論」，扉葉書名題「上論語集註」，故一起

著錄。  

二、書眉皆見音註，板心題「宣統元年校印」，扉葉題「中華民國元年

精校」，或即據宣統元年校印之本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