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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通覽經典系列序

閱讀能力的掌握不僅決定學習的競爭力，也

攸關國家未來的發展。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主辦 2009 年「學生基礎素養國際研究

計 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簡稱 PISA)，臺灣學生的閱讀素養

在 68 個國家中排名第 23 名，遠落後中國大陸上海、

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這個結果不啻是對臺灣

閱讀教育的警示，也讓圖書館重新省思過去十幾年來

全國各界推動的新閱讀運動，不應只是停留在「活動」

的層次，而忽略閱讀力、理解力，以及建構知識的精

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數位媒體的推陳

出新，數位閱讀儼然將成為強化學生未來競爭力的關

鍵之一，但數位資源的落差，卻製造衍生更多學習者

因缺乏閱讀資源而陷入弱勢的循環。因此，當代圖書

館如何在知識經濟來臨的時代，提供民眾優質閱讀環

境，同時利用數位服務培育高素質現代國民與世界公

民」，進而創造知識、提升國家競爭力，打造熱愛閱

讀的社會，至為重要。

政府支持圖書館經營，就如投資國家未來競爭

力。回顧數位內容產業在臺灣推行發展已久，迄今已

經超過 10 年。而國家圖書館自 2002 年開始參與數位

典藏計畫，始終扮演典藏國家文獻、延伸數位加值的

重要角色。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數位學習與典藏產

業推動計畫」經行政院核定，由數位內容產業以數位

出版為優先發展。在新閱讀時代的時代浪潮下，國圖

責無旁貸，除了要推動國家型數位出版的永久典藏策

略，也同時進行數位閱讀的推廣。因此，有鑑於國圖

典藏豐富的古籍文獻與數位影像資源，不僅有助於學

者研究，對於提升國民人文素養，展現中華文明在世

界地位，具有恢弘之效益。在政府支持下，國圖率先

提出「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藏計畫」，建構國家

圖書館「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藉以回應數位閱讀

新趨勢。



國家圖書館館長

曾 淑 賢 謹識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在推廣數位閱讀方面，為提供讀者更優質多元的

閱讀環境。國圖也規劃製作「漢學通覽經典」、「臺

灣記憶」等系列電子書，希望透過這套具有豐富知識

性的小品電子書，提供不同年齡層的人閱讀，藉此推

廣數位閱讀。除了提供精緻閱讀內容，了解產業界與

民眾賞閱、研究需求，更希望在世界文化舞臺展現臺

灣與中華文化精緻與數位閱讀嶄新魅力，同時讓數位

資源缺乏的偏鄉地區民眾，也能透過網路連線及各種

電子書閱讀載具欣賞古典與人文之美，精進閱讀能

力。



本館典藏善本圖書（1795 年以前）有 12,921 

部，總共 135,477 冊。包括東晉到北宋歸義軍時期的

敦煌寫經，宋元明清各代的刻本和寫本，以及朝鮮、

日本等國家的刻本和寫本，為研究中華歷史文化的寶

藏。下面分歷代寫本、宋代刻本、金元刻本、明清刻

本、活字套印版畫鈐拓本等五個單元說明。

本書係依據本館於民國 68 年發行之《國立中央

圖書館善本圖書幻燈片選輯》視聽教材改編。原書出

版型式包括簡介與錄音帶，內容主要介紹館藏文獻寫

本及宋代刻本 80 種、金元明清刻本 64 種、各類刻本

與裝訂之演變，並以專題深度導覽重要文獻，內容詳

盡生動，多獲好評。由於時代變遷，加上本館近年來

數位化成果豐碩，因此挑選較具特色之內容，重製本

書，以提供更多同道與讀者了解館藏價值。 

前言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一、《大般涅盤經》(館藏編號 08759)

《大般涅盤經》是六朝高弼寫的敦煌卷子。卷

首已缺，卷尾尚完整，共存廿二紙、五百零六

行。審其字體，點畫之間架緊密，以致字形或

狹長或橫扁 ; 橫畫多左輕而尖，右重而下按 ;

撇捺之筆帶隸意尤為明顯，而筆勢流動，當屬

具有自由書風之六朝楷書體也。又根據統計，

凡敦煌寫徑，卷尾有「一校」「一校竟」，且

字帶隸意者，多為北朝人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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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大般涅盤經》卷尾 ( 館藏編號 08759)

圖二為將題記放大，卷末有

「高弼為亡妻元聖威所寫

訖」。右旁有「一校」二字，

為本卷特殊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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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大般涅盤經》（館藏編號 05756）

這是敦煌寫經中，隋朝大業四年釋慧休寫

卷子本—《大般涅盤經》。本卷首尾缺損，

共存十一紙、三百一十五行。卷尾，第十

行有朱文校改，後有題記。將題記放大。

開始即為隋大業四年年號（敦煌寫經記有

年號的並不多），以下即敘明造經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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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金光明最勝王經》（館藏編號 08689）

這是敦煌寫經中，唐米

通信寫卷子本：《金光

明最勝王經》。本卷卷

首缺損、卷尾完整、共

十四紙半、三百九十六

行。現在看見的為「長

者子流水品」，敘述長

者子流水，拯救池魚升

天的故事。卷尾有反切

註音。末後下角，署「米

通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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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宋太宗皇帝實錄》（館藏

編號 01944）

圖六、《宋太宗皇帝實錄》以雌黃

塗改之頁面（館藏編號 01944）

除敦煌寫經外，《宋太宗皇帝實

錄》，為現存本館所藏最古的寫本

之一。現看見的是卷七十七的首

頁，第一行最下有清代藏書家黃丕

烈「士禮居」的方印。本書有不少

字缺末筆，係因避宋朝皇帝的名

號。另外，部分地方也有明顯以

「雌黃」塗改的痕跡如圖六末行之

「千」字。實錄末葉末行，有書寫、

初校、覆校各人的姓名。根據錢大

昕的題跋，他認為這本實錄，乃是

宋、元少有而且僅存的舊物。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七、《敦交集》（館藏編號：14552）

圖七是《敦交集》，為

元代魏仲遠與他的朋友，

相互酬和的詩集，著者

二十四人，詩七十六首、

後有增補的詩六首。圖

片所示為增補的詩六首

之一。著者王冕是有名

的畫家和隱士。書本之

末葉附有朱彝尊的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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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永樂大典》（館藏編號：08014）

這是寫本中有名的《永樂大典》，原書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

冊。元代以前，未流傳下來的書，多賴以保存，前後參與編

輯工作的，共二千三百一十八人，由明代解縉主持編纂。目

前國家圖書館存有八本。圖八所示為《永樂大典》卷之二萬

四百七十八「二質」的首葉，所引用的書名用朱筆，本文用

墨筆。下葉在文字之外，更引用繪圖說明。末葉封底，記載

總校官、分校官、書寫、圈點人的姓名，極為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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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金石昆蟲草木狀》（館藏編號：06921）

這本《金石昆蟲草木狀》，編繪者是明代畫家文徵明（1470-

1559）的玄孫女文俶（1595-1634）依據明代內府珍藏及作者

家藏本草圖摹繪而成，為研究中國藥材的罕見資料。全書共

二十七卷，繪圖一千三百一十六幅。繪本前有敘文，是文俶

的夫婿趙靈均為她所寫。圖為卷十七「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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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游宦紀聞》（館藏編號：07311）

圖中所見《游宦紀聞》是影宋舊鈔本，有玉蘭堂、季振宜、

汪閬源等數十名家印，足見搜受源流。而且此鈔本，曾經唐

寅校勘，故為人所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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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美合集》（館藏編號：13954）

《美合集》集名美合，取兩美必合的意思。本書為朱彝尊（1629-

1709）所編。朱氏號竹垞，明末清初浙江嘉興人，身兼詩人、詞人、

經學家等身份。是書乃朱竹垞自出新意，取古人唱和之作，創為此

集，但並未完稿，故世間無傳本。卷首為黃丕烈題記說明獲得本書之

經過，同時也確認葉中朱筆為朱竹垞校補：

從來讀書人筆墨，不必其書法之果佳也，一出於手稿，則靡不珍之，

蓋物以人重之故。竹垞翁八分書楹帖真者絕少，人多以贗當之，苟獲

其真，勝如拱璧矣，予楹帖絕無，而手鈔書間有一二，亦不能全是親

筆。向收笛漁小稿稿本，中有竹翁割入五言排律一首，是其手書，又

長安志托友傳錄而竹翁為之補定，且有一促其速鈔之札，托友傳錄，

雖促之，仍寓婉言相商，亦可見古人風雅所存已。唯此乃其手稿，取

古來酬唱之作，自一二人以至眾人，彙而錄之。美合云者，蓋取兩美

必合之意云。原平湖估人有書一單，或刻或鈔，必著原委，而此冊以

竹垞手抄，致索重直，予卻能識之，不嫌其中有殘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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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左葉為《曆體略》卷上，右葉為書中插圖之一

這部《曆體略》，為清代文瀾閣四

書全書本。文瀾閣位於杭州西湖皇

帝行宮。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藏書樓

焚燬大半；前後經丁申、丁丙、錢

恂等人，籌劃補鈔，到民國九年

（1920 年），才補鈔完全。書中

的圖是翁漢補繪的。「古稀天子之

寶」白文大方印、「乾隆御覽之寶」

朱文大方印都是清乾隆皇帝的鑑賞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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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館藏編號：08807）

這幅畫是杭州西湖畔的雷峰塔。民國十三年這座塔倒塌以後，在磚牆內發現了許多五代時期吳越國王錢俶時期

所雕印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根據學者考證，這幅經卷創作時吳越尚未歸入宋之版圖，

則以此屬五代印刷品亦未嘗不可，為館藏最早刊本。經文卷首刻書的字體非常古樸。用薄的麻紙刷印。右邊是

一幅木刻版畫。圖畫中右邊為佛三尊，左邊有一女人正在膜拜。二人對立。再左邊是殿宇，上面有纓絡、寶燈，

下面有山河大地。圖畫的右邊有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的題記。署年是乙亥，相當於宋太祖開寶八年（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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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為《吳郡圖經續記》卷上

首頁，是北宋朱長文所撰。本

書刻印於南宋紹興四年（1134

年），為海內僅存的孤本。紙墨

精良，字體渾厚端正。從琳瑯滿

目的藏書印，可以知道此書八百

年來經過許多著名藏書家的收

藏，如著名的「葉氏菉竹堂」。

這個版本的刻工都是南宋前期杭

州地區的著名刻工，如顧仲、賈

琚。他們的姓名都在版心的下

方。書中還存有翁同龢與黃丕烈

的手跋，黃氏是最著名的目錄版

本學家，也是藏書家。

圖十四、《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首頁（館藏編號：0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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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宋元遞修本《漢書》（館藏編號：01366）

古籍裝禎樣式歷代各有

特色，其中將書葉有字

之一面朝裡對摺黏牢，

翻閱時書葉兩端向外張

開，有如蝴蝶展翅，學

界多以蝴蝶裝稱呼。圖

中所示兩淮江東轉運司

刊宋元遞修本《漢書》

也是以蝴蝶裝方式裝

禎。是書紙寬字大，賞

心悅目。從字體、行款、

刻 工、 避 諱 字 等 項，

應為宋紹興至乾道間

(1131-1169) 之 宋 元 遞

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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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南宋鄂州覆刻本

《資治通鑑》（館藏編號：

01719）

早期藏書家都以為圖十六

刻印俱佳的《資治通鑑》

是北宋四川廣督費氏進修

堂刻本，也就是著名的所

謂「龍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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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南宋鄂州覆刻本《資治通鑑》牌記（館藏編號：

01719）

但根據本館所藏此本，卷六十八卷尾有「鄂州孟太師府三安

撫位刊梓于鵠山書院」的牌記，如圖十七可知是南宋鄂州覆

刻本，並非北宋原刻，可以更正舊說。就避諱字來說，此本

的避諱並不嚴格，在書中所發現的缺筆字是到宋孝宗為止，

因而被鑑定為宋孝宗時的刻本。又如書中所見「徵」字，缺

了最後一筆，這是避宋仁宗的諱字。另外，全本書中有少部

份是經過元代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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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禮記》（館藏編號：00408）

宋淳熙四年 (1177) 撫州公使庫刊紹熙至淳祐間遞次修補本《禮記》同樣也是蝴蝶裝本。宋代的公使庫很像現在

的政府機關設置的招待所，專門招待往來官吏而設立的。根據葉德輝《書林清話》的記載，當時公使庫刻書最

著名的有十個，其中以撫州公使刻的鄭注《禮記》最著名，就是圖十八所示。本館藏本是宋淳熙四年刻，紹熙

至淳祐間遞修補本。圖中所示為修補版，其年代記在兩魚尾之間（開禧乙丑換）。修補的刻工姓名施光遠記在

版心下方。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十九、《東都事略》（館藏編號：01596）

為館藏宋刻初印本《東都事略》，是書不僅是宋版中的上上

品，也是館藏國寶之一。從「怡府世寶」「安樂堂藏書記」

等藏書印判斷，此書曾經為清朝怡親王府收藏過，後來一度

流落日本。經法學家董康 (1867-1947) 尋訪後，又從日本購

置。從書中多處「敦」字缺末筆，是避宋光宗諱字，而宋寧

宗以下廟諱並不避，當為宋光宗時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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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東都事略》（館藏編號：01596）

《東都事略》另一項特色是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

巳申上司不許覆板」刻書牌記，如圖二十，顯示當時著作權

的觀念。程舍人是南宋著名的私人刻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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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十一家註孫子》（館藏編號：05704）

圖二十一是《十一家註孫子》。三卷，八冊。本書採用唐歐陽詢的字體，清朗爽勁，楮墨古雅，屬於原版初印，

精美絕倫。可作為南宋前期浙江刻本的代表。關於版刻年代，因無刻書序跋作根據，只能就避諱字、刻工等方

面來研究。首先就避諱字來說，書中多處「慎」字缺都最後一筆，應為避宋孝宗的諱字。在看這一張左半面倒

數第三行，「夏侯惇兄弟」的「惇」字在這裡雖然沒有缺筆，但書中其他地方也有缺筆的。「惇」字是宋光宗

的「真名」。至於宋寧宗以下的廟諱則不避，據此可推知此本刻於宋光宗時期。再就刻工方面來研究，本書部

分葉面版心下方記有刻工「章珍」。章珍在南宋初刻有《資治通鑑目錄》，紹興年間曾參預思溪版《大藏經》

的雕刻。根據這些旁證資料，也有助於版本年代的推定。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
二
十
二
、
《
註
東
坡
先
生
詩
》
（
館
藏
編
號
：10204

）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二十二、《註東坡先生詩》（館藏編號：10204）

這本是南宋淮東倉司所刻的《註東坡先生詩》，宋刻宋印本。宋蘇軾撰，施元之、顧禧注，內有清翁方綱、伊秉綬、

李文藻、梁同書、蔣士銓等七十餘人手書題記。最上面的大印是「詹事府印」漢滿文字對照。第二、三兩行下

面跨行上，有「大明錫山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印」，可知明嘉靖間安國為本書的最早收藏者。本書因注釋詳盡，

版刻精美，歷代名家譽為宋版書之極品，然印量不大，流傳甚少。乾隆三十八年翁方綱得到本書時，如獲至寶，

遂將書齋命名為「寶蘇齋」。每年逢東坡生日，翁氏招集親朋，焚香膜拜。當時的名流如桂馥等約七十餘人，

或題詩，或繪圖，或跋語，寫在這本書的前後護葉上。琳瑯滿目，是士林間一大盛事。光緒末年，這本書被湘

潭袁思亮收藏，不久袁家火災，全部藏書被燒掉，袁思亮本想以身殉葬，幸虧家人冒險把這本書搶救出來，還

好只有書口書腦燒毀較為嚴重。民國三十二年，此書歸入本館典藏。本書採歐陽詢的字體，明淨端楷，剛勁峻拔，

雕刀精善，為宋版中的最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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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南宋群賢小集》書影（館藏編號：14204）

《南宋群賢小集》是本館所藏一部最著名的孤本。宋刻宋印，精美無比。書中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舖」

刻牌書記。這就是藏書家所羨慕的「書棚本」。書棚本刻書採用歐陽詢的字體，此種字體在明嘉靖年間以後，

為刻書者爭相模倣，以後刻工為了便於施刀，就逐漸演變成一種橫輕直重，方整而不靈活的匠體字，就是今人

所謂的宋體字。本書的刻印，並非同時，而是陸續付刻陸續印刷，而且紙質也有差異，包括黃麻紙、竹紙、糙

竹紙、宋白麻紙、明白皮紙。根據書中序跋的署年，我們推定這部書為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 年）至宋理

宗景定年間（1260-1264 年）間陸續付刻的。本書曾為「棟亭曹氏」也就是曹寅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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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書影（館藏編號：05470）

《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 

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

字數同，雙欄， 版心小黑

口，雙魚尾。在入館以前原

為吳興張氏適園藏書。在朱

熹原序後刻有「建安（曾）

氏刊于家塾」的木記。「曾」

字像被擦掉或挖去。全部的

印面都很精美，沒有任何修

補，是宋刻宋印的麻沙本。

書中「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的「講」字，缺了一筆，但

這個講字在別的地方也有不

缺筆的，此外書中未見有其

他缺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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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宋書》書影（館藏編號：01407）

《宋書》為南宋初期刊宋元明弘治嘉靖遞修刊本，屬南北朝七史之一。南北朝七史的版片，歷經元明兩代曾多

次修補刷印，一直到清嘉慶年間，才毀於火災，總共流傳了六百多年。關於它的版本有兩種說法，一是所謂「眉

山七史本」。一是重刊北宋監本或眉山本。館藏南北朝七史中，有廿五部宋刻本 ( 宋書 01468 至 01471 號，南

齊書 01475 至 01477 號，梁書 01480、01481，陳書 01484 至 01490 號，魏書 01503 至 01506 號，北齊書 01507

至 01509 號，周書 01511 、01512 號等 )，皆為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字體相同，刻工互通，世稱之為「眉山

七史本」或「蜀大字本」，但從刻工之精密調查，及避諱字之統計，可推定絕非紹興十四年（1144 年）在四川

眉山所刻之七史，就見於全部七史之原刻葉，共有刻工六十三人(附後)，其中有二十三名，見於其他宋刻本中，

諸本皆為自紹興至嘉定間在杭州地區刊行者，並且從七史板本後來流傳在杭州地區，尤為本版非眉山刻，而為

杭州刊之有力根據，其次就刊年而言，若此七史為紹興十四年開板，則當時最年輕之刻工，也不可能工作到嘉

定年間 ( 1208-1224 年 )，因此刻書年必定在孝宗朝（1163-1189 年）以降，而事實上七史本之原刻，皆發現慎

字缺末筆，光宗以下的惇敦等皆不避，若為紹興學刊，豈能預避孝宗之諱字，故推定此七史為孝宗朝在杭州地

區，據北宋監本或眉山刊本翻刻者，最為妥當，詳細研究，參見阿部隆《中國訪書志」》，及李氏《修訂本館

善本書目解說》。另外，版心所載刻工「王昌」，是屬於原版的刻工；「王禧」為宋代修補版的刻工；「至元

十八年杭州錢弼刊」是元代修補版的刻工；「弘治四年」下方記「監生蕭漢」，可知是明弘治四年修補的。另外，

還有版心上方記「嘉靖十年補刊」下方不記刻工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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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重校正地理新書》書影（館藏編號：06590）

這本是看風水用的「地理新書」，十七行，行三十字，小字

雙行，字數同，雙欄，版心黑口，雙魚尾，上記大小字數，

左上欄外有書耳記篇目，是金代明昌三年（1192 年），在

平陽刻印的。平陽又稱平水，即今山西臨汾。為金代的出版

中心。因為這個地方出產白麻紙，它的北方有太原府的造墨

場，此地又長久不受戰爭的影響，所以刻書業極為發達。這

是本文首葉，金版字體刀法，橫畫起筆刻成近三角狀，各式

直畫大多從左橫彎切直，與中土有異迥異中原。另外書中的

插圖，所謂「圖解校正地理新書」，有別於宋仁宗原來勅修

的北宋官刻本。書中左上欄外有耳題「宅居地形」，這是便

於查閱用的，從這個耳題以及版心處有漿糊黏過的痕跡，我

們可以推知這本書是從蝴蝶裝改成現今的線裝形式。本書另

有翁同龢手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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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雲齋廣錄》書影（館藏編號：08317）

《雲齋廣錄》原為清吳縣潘祖蔭「滂喜齋」舊藏。潘氏將本

書定為北宋政和年間原刻。但從紙墨版式刀法來研究，當是

金代平水重翻北宋本。卷末有後集一卷，其字體與前集稍微

不同。每半葉十四行，也較前集少一行。似乎北宋原刻時並

非一次刻成。這本書避宋代的諱字很謹嚴，如玄、敬、擎、

驚、殷、慇、貞、樹等字缺末筆，欽宗及南宋諸帝嫌名諱，

後集中則諱法泫鏡樹等字，孝宗以下不諱，欽高二宗諱字則

未見。因此，近代版本學家多鑒定為金。金代刻本卻避宋朝

諱字，是因為覆刻或翻刻宋版的緣故。本書前後集字體微

異，且行數不同，似非一次刻成，此書係輯北宋逸聞而成，

較《說郛》所收的本子為完整，甚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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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史記》書影，左為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刊本（館藏編號：01291），右為明代葉豐城游明校刊(館

藏編號：0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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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史記》書影，左為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刊本（館藏編號：01291），右為明代葉豐城游明校刊(館

藏編號：01292)

《史記》，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夾注，雙欄，版心白口，雙黑魚尾，上方記大小字數，下方記刻工。

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刊本。中統二年相當於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 年）。同版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本，

凡三十二冊，係經明代修補，書前載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云「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喜儲書，懇求到索隱善本，

募工刊行」，可推知此本為平陽道段氏所刊。此本因流傳稀少，坊間常以明代初葉豐城游明校刊本冒充。現在

將兩本比較。左圖為是蒙古中統本，字體較瘦勁，左上欄外有書耳記篇名，尚有宋版遺風。左面的是明初游明

校刊本。字體較為扁肥，沒有耳題，單憑這個耳題也可以加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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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大德重校聖濟總錄》 ( 館藏編號：05926)

《大德聖濟總錄》，原為宋徽宗政和年間所（1111-1117

年）勅編。靖康之亂，三館秘閣的書版全部被金人擄走，

此書也在其中。因此南宋之人沒有看到這個本子。金世

宗大定年間（1161-1189 年）加以重刻。元成宗大德四年

（1300 年）太醫院又重校刻行世，就是現在各位看到的

這個版本。第二行下方鈐有「安樂堂藏書記」，這是清怡

府藏印。書中版心下方載有元代刻工「繆珍」、「朱春」、

「沈珍」、「胡仁」姓名。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三十、《范文正公政府奏議》 ( 館藏編號：04699)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在宋代

曾單刻行世，本版是范仲淹的

八代孫范文英，請元代的名書

法家錢良右手書重刻。目錄後

有「元統甲戍褒賢世家歲寒堂

刊」三行木記，文從簡手跋云：

「此元栔中之寶本，字法絕似

趙文敏公，秀勁而多風韻，仍

不失古雅之致，且傳本絕希，

為董玄宰舊物，宜珍秘之。」

可知此書是元統二年范氏歲寒

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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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國朝名臣事略》 ( 館藏編號：02407)

《國朝名臣事略》，為元朝元統三年（1335 年）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勤有堂在福建的建安，是元代民間刻書最

多的書坊。左圖為序文的首葉，從上到下依次蓋有「愛日精廬藏書」、「元本」、「勅圃收藏」、「子培父」、「汪

厚齋藏書」、「汪士鐘讀書」以及「安樂堂藏書記」等藏書印。安樂堂也是清怡府的藏書印記。右圖為目錄後，

刊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於勤有書堂」的刊記一行。按：元統為元順帝的年號，只使用了兩年就在乙亥年改元

為至元，此處仍作元統乙亥，大概是此書刻成在年初，還無法知道改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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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金陵新志》 ( 館藏編號：03286)

《金陵新志》是元朝至正四年

（1344 年）由集慶路儒學負

責刻印的，屬於地方性官家刻

書類。此本為原為蝴蝶裝，紙

幅寬大，沒有後代的補刻。根

據記載，刻這部書的價錢是中

統鈔一百四十三定廿九兩，葉

德輝《書林清話》折算為銀元

七千餘兩，認為古今刻書沒有

比這部更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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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鄂國金佗編》 ( 館藏編號：02714)

《鄂國金佗編》為岳珂所編，目的是為其祖父岳飛冤獄翻

案而作。岳珂的別業在浙江嘉興的金佗坊，故用來取書

名。本版據陳基及戴洙序，係至正廿三年（1363 年）江

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

刻，板藏岳氏之故第西湖書院，《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

著錄有此書可為佐證。西湖書院建於南宋國子監舊址，元

朝所接收的南宋監版，全部貯藏於此處。另外，也有學者

認為這部書應為元至正廿三年西湖書院所刻，經明代修版

後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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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此山先生詩集》 ( 館藏編號：10877)

這本《此山先生詩集》為十卷本，元周權撰，陳旅校選，

歐陽玄批點，大約雕版於元至正年間。為海內外僅存的孤

本。此山先生的詩詞並佳，在元人中不可多得，詩集中多

是跟當時名流的唱和之作。本版寫刻精美，可惜稍為有漫

漶之處，當屬後印本，但並非明刻本。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三十五、《元史》(館藏編號：01625)

這部《元史》是明洪武三年（1370 年）刊印，嘉靖間

（1522-1566 年）修補本。明代國子監有南北之分，南京

國子監多藏宋元舊版，於洪武、永樂年間 (1403-424 年 )

校補印行，極受重視。成化（1465-1487 年）以後版片漫

漶散失，國子監以學生贖金充修；此本即嘉靖年間修補本，

圖中版心有嘉靖補刊的字樣。補刊本多為謬，刊印亦不精

美，價值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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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六、《宋學士續文粹》書影與莫堂手書題記 (館藏編號：11113)

《宋學士續文粹》是明宋濂撰，方

孝孺等選，古籍中罕見的明建文辛

巳 ( 三年，1401) 蒲陽鄭氏義門書

塾刊本。書中字仿松雪體，有元刻

之風。書末跋文謂刻於辛巳，記甲

子而不標年號，跋文第三行，留有

空白，前後字體不一，左右紙色有

異；顯然是永樂以後，因方孝孺得

罪，而剜改的。圖中右半為清林佶

手跋，敘曾見內府有未經剜改，僅

加以塗乙的初印本。書前有莫堂手

書題記，（圖三十六右）以為此本

印於永樂壬辰（14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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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大明一統志》 ( 館藏編號：03202) 

《大明一統志》刻於明天順五年 (1461)，內府刊本。十

行，行二十二字，註文小字雙行，字數同，雙欄，版心大

黑口，雙黑魚尾。封面蓋有「廣運之寶」朱文方印，是明

英宗天順帝的印。明代宮廷刻書，稱為內府本，也叫經廠

本。所刻之書版寬行疏，字大體勁，有蜀刻遺意。但因司

禮監由太監管領，刻書校勘不精，為人所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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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類箋唐王右丞詩集》(館藏編號：09587)

《類箋唐王右丞詩集》，是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錫山

顧氏奇字齋刊本。版心上方有「奇字齋」字。嘉靖以後刻

書，刻工為了便於施刀，演變出橫輕豎重的匠體字，也就

是今人所謂的宋體。註詩者顧起經字長濟，又字玄緯，書

成開局自刻此書。所刻雖用匠體字，但卻輕盈而不板滯。

目錄之後，開列校閱、寫勘、雕梓、裝潢者的姓名。詳記

年月，是明代版刻史的絕好資料。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三十九、《樂律全書》(館藏編號：00740)

本書為明萬曆間鄭藩刊刻《樂律全書》。藩刻為明刊一大

特色。朱明皇子王孫，不問政治，以其精力、財力，用於

校刻書籍，量多而質精，為世所艷稱。朱載堉，字伯勤，

為鄭恭王厚烷世子。專心律數；窮畢生之力撰成此書，廣

博浩大，考辨精詳。清朱彜尊以為「河間獻王之後，言禮

樂者，莫有過者焉。」左圖為書中「六帶小舞譜」的雲門

與咸池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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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小山詞》(館藏編號：14839)

這是汲古閣刊宋名家詞本中的《小山詞》(宋)晏幾道撰。

晏幾道 (1030-1113年 )，字叔原，號小山，撫州臨川人。

晏殊的第七子。汲古閣主人毛晉，刻書之多，經史子集無

所不有；流傳之廣，遍及海內；實為明季第一人。圖為所

刻宋名家詞之一，版心有「汲古閣」字。全集各書均有毛

晉自跋，亦可見毛氏之功力，如本書到：「諸名勝詞集刪

選相半，獨小山集直逼花間，字字娉娉嫋嫋，如攬嬙施之

袂，恨不能起蓮、鴻、蘋、雲，按紅牙板唱和一過，晏氏

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云。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四十一、《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第一冊 (館藏編號：

09033)

《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館藏共存九千九百七十五卷，

二千二百四十八冊，屬明萬曆間至清初遞刊本。全書版式

大致相同。佛藏的裝訂至《嘉興藏》方改梵筴為方冊，是

為方冊藏之始。) 《嘉興藏》由紫柏禪師在明萬曆間創刊，

圖為第一冊，刊記即有「明萬曆己丑夏六月朔日識」一行，

可知為萬曆十七年（1589 年）；內容更記載了當時捐資

刻經者的姓名和所捐金額等資料。至清康熙間正藏告成，

又刻續藏、又續藏；圖中刊記已遲至康熙癸亥二十二年，

距萬曆十七年，達九十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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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二、《漁洋山人精華錄》 ( 館藏編號：13283)

這是清康熙庚辰(三十九年；1700)本《漁洋山人精華錄》；

清初名家文集，多由書法家寫樣上版；此本即由福建侯官

林佶寫樣付刻，是康熙間有名的寫刻本。此本中有朱筆批

校，亦工整秀美，與原刻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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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三、《漁洋山人精華錄》 ( 館藏編號：00968)

清康熙監刊《大廣益會玉篇》顧野王 ( 撰 )。為吳人張士

俊校刊澤存堂五種本之一。除《大廣益會玉篇》之外，有

《廣韻》、《群經音辨》、《佩觿》、《字鑑》等。本書

序、目、正文相連，係據毛氏汲古閣藏宋本翻刻；校勘精

審，板刻工麗，極受小學家重視。書前有康熙四十三年朱

彜尊序，版心下方有「澤存堂」三字。序後墨筆題記是清

人薛壽手筆；書中並有薛氏過錄桂馥批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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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佩文齋詠物詩選》 ( 館藏編號：13951)

清聖祖康熙帝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清代康熙、乾隆

兩朝，內府刻書最是精美。如圖中所見字體寫刻工整，絕

非匠體可比。書前有御製序，上有「嘉慶御覽之寶」朱文

大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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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 ( 館藏編號：

04829)

本書原名《經國集》，後改作《名臣奏議》；但過去文

人多以書中有丁謂、呂惠卿等奸臣的文字，不配稱名臣

奏議，再改為現名《宋諸臣奏議》。書中華燧序文，說

明本書是活字銅板翻印。全書另外特色是行款紙色，全

仿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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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六、《白氏長慶集》 ( 館藏編號：09840)

這部《白氏長慶集》也是活字銅板印行。首葉為補配抄寫

的。末行有本書印行時間，清楚既載明正德癸酉 ( 八年 , 

1513 年 ) 錫山華氏蘭雪堂銅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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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七、《辯惑續編》 ( 館藏編號：05619) 與《欒城集》(館藏編號：10236)

圖左《辯惑續編》是明萬曆二年

(1574) 益藩木活字本，( 明 ) 顧亮

( 撰 )。讀者可與前兩本銅活字本

作一比較。全書末葉，註明「益藩

活字印行」。明代各藩王以活字印

書，並不多見，館藏另有明嘉靖間

蜀藩木活字本《欒城集》（圖右）

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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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館藏編號：08838)

這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這是全經的首葉。這部經典，簡稱《金剛經》是珍善本佛

經中之最。金剛經是《大般若經》的第五百七十七卷，主要譯本共有六種，以鳩摩羅什大師所翻譯的經本，最

為通行接受。本書是元至正元年（1341 年）湖北資福寺刻印的。經文朱印，注文墨印，燦爛奪目。凡約四十紙，

兩百面，經摺裝。卷末有朱墨套印的寫經圖。明萬曆年間，大量出現套色印書，而此元刊朱墨雙色印本，可據

以印證其淵源脈絡，為研究中國印刷史難得的一手資料。學者或認為此本係分色分版套印，與後世套色印書相

似。經目驗原書，知此實為同版分次印刷，技術較後世套印粗拙，合乎必然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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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九、《世說新語》 ( 館藏編號：08249)

明萬曆間吳興凌瀛初刊朱墨黃藍四色套印本《世說新

語》，書中序文五、六兩行中說明：黃色是劉耘盧批註的，

藍色是劉須溪批註的，硃色是王敬美批註的。



寫本選輯  宋代刻本選輯  金元刻本選輯  明清刻本選輯  活字本、套印本、版畫、鈐拓本選輯

圖五十、《古詩歸》 ( 館藏編號：13869)

這部《古詩歸》為明閔振業刊三色套印本。書中所選為古

時逸詩，到晚唐為止。凡例後段，前兩行說明鍾惺批註在

前，用硃色，譚元春批註在後，用黛色。正文墨色，合硃、

黛二色批註及圈點的三色套印全幅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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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黃氏八種畫譜》 ( 館藏編號：6716)

明萬曆至天啟間 (1573-1627 年 ) 清繪齋集雅齋合刊本《黃氏八種畫譜》是合詩書畫為一的代表性刻本。此本存

百花譜僅存扉頁一葉、五言唐詩畫譜、六言唐詩畫譜、七言唐詩畫譜、六如畫譜、扇譜、草本花詩譜、木本花

鳥譜 、梅竹蘭菊譜，每詩一圖；詩由名家手書上版，圖亦精妙，真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館藏收陳群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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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十竹齋畫譜》 ( 館藏編號：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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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十竹齋畫譜》 ( 館藏編號：6719)

館藏《十竹齋畫譜》為清康熙間 (1662-1722) 芥子園覆明天啟至崇禎間刊彩色印本。集繪畫、雕刻、印刷三種

藝術為一體的《十竹齋畫譜》。全譜原有八大冊，明胡正言繪編。內容分翎毛、花卉、梅、竹、墨華、石、果、

書畫八類，每類四十幅，一圖一文，可對照以觀。寫形既妙，雕鏤亦巧，設色尤工。其特別處，在採用「餖板」

印刷術，透過木板水印，使得同一色調，產生濃淡的多重層次。其色彩分板，動輒十數片以上，而每一版的拓

印，又分成許多種輕重不同的方法。拓印時，運用的指法，輕重緩急，純賴任其事者，心領神會。版畫發展至此，

實已達到極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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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三、《坤皋銕筆》 ( 館藏編號：6789)

圖片書影為清乾隆乙亥(20年,1755)至己亥(44年,1779)

雲間鞠氏鈐印本《坤皋銕筆》（或稱坤皋鐵筆），分上

下兩冊，或刻兩頭、或六面環刻、或刻套印，共刻印

二百六十方，陰陽文各半。坤皋，鞠履厚字也。鞠氏少好

奇字，篆刻出入周、秦、兩漢；其體有籀、篆、蟲魚蝌蚪

之形。此書收所刻印二百六十方，陰陽文各半，每方之下，

以楷書註釋。本書為抗戰結束後接收陳群藏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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