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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善本圖書 

4.0 通則 

4.0.1 適用範圍 

(1) 本章規則適用於善本圖書之著錄。善本圖書之範圍包括： 

(2) 明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之刊本、活字本。 

(3) 明嘉靖元年(1522)以後至近代，刊本及活字本之精者或罕

見者。 

(4) 稿本。 

(5) 名家批校本。 

(6) 過錄名家批校本之精者。 

(7) 舊鈔本。 

(8) 近代鈔本之精者。 

(9) 高麗日本之漢籍古刊本、鈔本之精者。 

 *其他線裝圖書亦可仿此章著錄。 

4.0.2 著錄來源 

 依 2.0.2 款著錄。善本書之形制，不同於現代之圖書，故其

書所載各項資料均得視為主要著錄來源。附註項之內容，可

取自任何來源。 

4.0.3 標點符號 

 依 1.0.3 款著錄。 

4.0.4 著錄詳簡層次 

 依 1.0.4 款著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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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印刷錯誤之著錄 

 依 1.0.5 款著錄。 

4.0.6 兩個以上著錄來源 

 依 1.0.6 款著錄。 

4.1 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目  次 

   4.1.0   序則 

   4.1.1   正題名 

   4.1.2   資料類型標示 

   4.1.4   副題名 

   4.1.5   著者敘述 

   4.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4.1.0 序則 

4.1.0.1 標點符號 

 依 1.1.0.1 款著錄。 

4.1.1 正題名 

 依 1.1.1 及 2.1.1 款著錄。 

例：1. 尚書  二卷 

2. 晏子春秋  八卷 

3. 重修全遼志  六卷 

4. 漢唐三傳  十三卷 

註云：內容： 1, 高士傳  三卷--2, 列女傳  八卷

--3, 列仙傳  二卷 

5. 古今醫史  七卷, 續增二卷, 附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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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資料類型標示 

 依 1.1.2 款著錄。 

4.1.4 副題名 

 依 1.1.4 款著錄。 

4.1.5 著者敘述 

 依 1.1.5 款著錄。 

4.1.6 無共同題名之作品 

 依 1.1.6 各款著錄。 

4.2 版本項 

    目  次 

   4.2.0   序則 

   4.2.1   版本敘述 

   4.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4.2.0 序則 

4.2.0.1 標點符號 

依 1.2.0.1 款著錄。 

4.2.1 版本敘述 

 版本之著錄，首朝代、年號、紀年，次處所，最後為版本之

類別。若一書版本要著錄之項目不全，且無法考知者，仍照

錄之，若可考證得知，將考證所得記於附註項。僅記國朝或

年號者，可依年號紀年記朝代名稱於前。中國古代紀年需用

國字著錄，其以干支或代字紀年者，應查明西元年代並加方

括弧記註於後。 

4.2.1.1 本書若無版本之記載，宜考證之，並將所得記於附註項，必

要時應註明考證之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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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常見之版本類別，其名稱及著錄方式如下： 

(1) 刊本 

例：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刊本 

(2) 覆刊本  應將所據之祖本，記於版本項或附註項。如僅知

為覆刊宋本或元本，而不能詳其祖本刻於何年何處者，可

依其半葉行數著錄之。 

例：1. 明嘉靖己酉[1549]吳郡袁褧刊宋廣都裴氏本 

2. 明正德六年[1511]覆刊宋十行本 

(3) 影刊手稿本  刊刻之時代及處所，應儘可能著錄之。 

例：1. 明萬曆丙午[1606]巴郡楊芳影刊著者手稿本 

2.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影刊著者手稿本 

(4) 修補本  原刊及修補之年代與處所，均應著錄。若原刻之

時代已不可考，則稱為「修補舊刊本」。 

例：1. 元至正四年[1344]集慶路刊明正德十五年[1520]南

監修補本 

2. 明正德九年[1514]長沙郡守陸相修補舊刊本 

(5) 增刊...本  原刊及增刊者之年代與處所，應予著錄。 

例：明永樂十五年[1417]上虞葉氏刊正統五年[1440]增刊

序跋本 

(6) 鈔補本、配補...鈔本  原刊者及鈔補者之年代處所，均應

著錄。 

例：1. 元鳳林書院刊清江陰繆氏藝風堂影元鈔補本 

2. 宋嘉泰間壽州呂氏刊本配補舊鈔本 

(7) 配補...本  原本及配本之刊刻年代處所，應予著錄。 

例：南宋末年建安萬卷堂刊本配補元廬陵書堂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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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某人寫刊本  年代及寫者，應予著錄。 

例：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金華宋璲寫刊本 

(9) 集貲刊本 

例：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晉安開元寺集貲刊本 

(10) 某某叢書本、某某合刻本 

例：1. 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祕書本 

2. 明萬曆十三年[1585]新安吳氏刊山水經合刻本 

(11) 某某印本  原刊者及印行者之年代處所，應予著錄。 

例：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初蘇州掃葉山房印本 

(12) 某色印本  特殊墨色印行者，應予著錄。 

例：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內江蕭氏刊藍色印本 

(13) 套印本  朱墨二色者稱「朱墨套印本」，三色以上者稱「某...

幾色套印本」，以彩色印者稱「彩色印本」。 

例：1. 元至正初年[1341]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 

2. 明天啟元年[1621]烏程閔氏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3. 明崇禎四年[1631]刊彩色印本 

(14) 公牘紙印本 

例：宋乾道淳熙間刊公牘紙印本 

(15) 活字本  有「膠泥活字本」、「銅活字本」、「木活字本」，

不能辨識為何種活字者可稱「活字本」，唯武英殿以活字

排印各書稱「聚珍本」。 

(16) 稿本  有「手稿本」、「手定底稿本」、「清稿本」。 

例：1. 清乾隆至嘉慶間著者手稿本 

2. 清乾隆間著者手定底稿本 

3. 清乾隆間歸安沈氏清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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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鈔本  出於名家手筆者，稱「某人手鈔（寫）本」，藏書

家請鈔手傳鈔者，應著錄藏書家之里籍姓氏及其齋室名

稱，稱「某處某氏鈔本」。鈔本之紙張有格欄者，亦應著

錄，如「朱絲欄鈔本」、「烏絲欄鈔本」、「藍格鈔本」等。 

例：1. 清初虞山王乃昭手寫本 

2. 明嘉靖間錫山秦氏雁里草堂鈔本 

(18) 卷子本  傳寫年代及傳寫人，應予著錄。如僅知鈔於何

代，則記其時代，如「六朝人寫卷子本」或「唐人寫卷子

本」。 

(19) 影鈔本  所據之祖本，應著錄之。如僅知原本之為宋為

元，而不能詳其為何年何處刊行者，則稱「影鈔宋幾行本」

或「影鈔元幾行本」。如傳鈔舊本，而非影寫，亦應儘可

能著錄其祖本。 

例：1. 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紹興壬戍[1142] 

寧化縣學刊本 

2. 清吳縣士禮居傳鈔道藏本 

(20) 拓本  如「墨拓本」、「朱拓本」、「藍拓本」等，拓印之時

代及拓者，應予著錄。 

(21) 鈐印本  鈐拓之時代及處所，應予著錄。 

4.2.1.3 版本之時代及處所，可按下列方式著錄。 

(1) 已知朝代年號，而刊版之年未詳，可於元號下著一「間」

字，如「某代某某（年號）間某處某氏刊本」。如刊處亦

未詳，則記「某代某某（年號）間刊本」。活字本及鈔本

依例著錄。 

(2) 朝代可定而年號年月未詳，則記「某代某處某氏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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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刊處未詳，而能斷其為某代初葉、中葉或末葉所刊者，

則記「某代初（或中、末）葉刊本」，或就其書口形狀及

半葉行數， 記為「某代刊黑口（或白口、花口）幾行本」。

活字本及鈔本亦依例著錄。 

(3) 朝代可定，年號年月及刊處均未詳，但有刻版時編校人之

題署者，可以編者或校者之姓名著錄。 

例：1. 明晉江史朝富編刊本 

2. 明新安劉懋賢等校刊本 

(4) 朝代可定，年號年月及刊處均未詳，且無編校人之題署，

但能審知為官刻或坊刻者，則記「某代官刊本」或「某代

坊刻本」。 

(5) 私家之齋室名，書坊之坊名，以及寺觀名等，如原書中有

題署者，應予著錄。 

例：1. 明嘉靖間吳郡沈氏野竹齋刊本 

2. 元至正癸未[1343]廬陵泰宇書堂刊本 

3. 元至正二年[1342]大明禪寺刊本 

(6) 官刻之書，應著錄其官署名稱、所在地及刊刻朝代年月。

如為內府所刻而未詳其刻於何署者，可記為「某代內府刊

本」。 

(7) 刻書人之地望，與刻書之處所非一地者（如書帕本等），

應著錄其刻處。原題有用古地名者，應照錄之。其刻處可

由刻者之官銜表現者，必要時得著錄其官銜。 

例：1. 明萬曆癸未[1583]詹事講宣城刊本 

2. 明正德戊寅[1518]南城知縣孫甫刊本 

(8) 鈔本之年月及鈔者俱不能詳，但能審知其鈔於何代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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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時代著錄，如：「明鈔本」或「清初鈔本」等。如時

代亦不能確定，但能審知為非近代傳鈔者，則記為「舊鈔

本」。 

(9) 鈔本之年代及鈔者俱不能詳，但能審知為近時傳鈔者，則

記為「鈔本」。 

4.2.2 關係版本之著者敘述 

 依 1.2.2 款著錄 

4.3 資料特殊細節項 

 本項不適用於善本圖書著錄。 

4.4 出版項 

 依 1.4 及 2.4 款著錄。如出版項各項資料已著錄於版本項，

則本項省略不記。 

4.5 稽核項 

    目  次 

   4.5.0   序則 

   4.5.1   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 

   4.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4.5.3   高廣 

   4.5.4   附件 

4.5.0 序則 

4.5.0.1 標點符號 

依 1.5.0.1 款著錄。 

4.5.1 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 

 依 1.5.1 及 2.5.1 款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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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插圖及其他稽核細節 

 依 2.5.2 款著錄。 

4.5.3 高廣 

 依 2.5.3 款，並酌依下列規則著錄。 

(1) 刊本之版匡，以公分度量其高闊，記於高廣之後，置圓括

弧內，前加一「匡」字，如（匡長×寬）。闊處之量度，

為半葉之右邊欄至中縫。 

(2) 稿本與鈔本之有邊欄者，依前條規則量度版匡之方法著錄

之。無邊欄者，於高則量其全幅，闊則量其半葉（自書背

至書口），冠「全幅」二字記於圓括弧內。 

(3) 卷子本之高量其全幅，闊量其全卷之長，記如（全幅長×

寬）。 

(4) 梵夾本之高量其全幅，闊量其摺疊後之闊度，記如（匡長

×寬）。 

(5) 版式、書品之特異者記於附註項。 

4.5.4 附件 

 依 1.5.4 及 2.5.4 款著錄。 

4.6 集叢項 

 依 1.6 及 2.6 款著錄。 

4.7 附註項 

    目  次 

   4.7.0   序則 

   4.7.1   附註 

4.7.0 序則 

4.7.0.1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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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7.0.1 款著錄。 

4.7.1 附註 

 除依 1.7.1 款著錄外，應優先加記下列各附註。 

(1) 批校題跋 

① 手批之書，註「某人手批」。手校之書，註「某人手校」。

既批且校之書，註「某人批校」。如能詳其批校年代者，

應記載於批校人姓名之前。 

② 傳鈔批語校語於書中者，註「過錄某人批語」，「過錄某

人校語」，「過錄某人批校」。能詳其過錄人及過錄之年

代者，註「某代某年某人過錄某人批語或校語」。 

③ 名家評點之書，註「某人朱筆（或墨筆、藍筆等）評點」。

能詳其評點年代者，應予以記載。 

④ 墨蹟題識之在卷前者，註「某人手書題記」。在卷後者，

註「某人手跋」。能詳其題跋年代者，應予以記載。 

⑤ 題跋之為傳鈔者，註「過錄某人題記」，「過錄某人跋

語」。能詳其過錄人及過錄之年代者，應予以記載。 

⑥ 批校評點題跋不詳出於何人者，註「有批語」，「有校

語」，「有批校」，「有朱筆（或墨筆等）評點」，「有題語」，

「有跋語」等。 

(2) 殘缺卷葉 

卷葉之殘缺，應加記附註。 

(3) 印記 

鈐有收藏家之印記者，應擇要記載。記載之順序，應依印

記之時代先後。記載之內容，除錄其全文外，應依印鑑形

狀記明「方形」、「圓形」、「長方形」、「橢圓形」，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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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印」等。並據其刻鑄之陰陽，記明「白文」或「朱文」。 

(4) 版式行款 

①  行格之記載，應就書之正文，數其半葉若干行，每行

若干字；小字或單行或雙行，行若干字。行之上端，如

有空白不頂格者，應以頂格之字數為準。 

② 各行字數，多寡不齊同者，註「行若干字至若干字不

等」。 

③ 四周邊欄，或為單欄，或為雙欄，或上下單欄，而左右

雙欄等，應詳予記載。其四周雙欄或單欄者，但註「雙

欄」或「單欄」；其上下單欄，而左右雙欄者，但註「左

右雙欄」。 

④ 書口或為白口，或為黑口（又分大黑口、小黑口），或

為花口，應予記載。 

⑤ 魚尾或為單魚尾，或為雙魚尾，亦有至三四者，應予記

載。 

⑥ 書口所題之書名、卷數、葉數等，或在上魚尾之上下，

或在下魚尾之上下，如與著錄主文不同者，應予記載。 

⑦ 書口記有字數及刻工姓名者，應予記載，並詳其位置。 

⑧ 書口記有刊刻年月及刊刻人之齋室名者，應予記載，並

詳其位置。 

⑨ 正文開卷第一行之書名標題情形，書名後至正文前之題

署情形，應予記載。 

⑩ 序文或目錄之末，或各卷末之空白處，往往有刊刻者之

牌記，或校刊人督刊人等之題記，以及刊印工價等，應

舉其處所，述其形狀，錄其記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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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字體特異之書，或篆隸，或行草等，應予記載。但金文

款識及說文等類之書不必記載。 

○12  有插圖之書，必要時應記其位置。 

○13  有墨釘墨圍之書，應說明其作用。 

○14  有耳題及欄外題之書，應予記載。 

(5) 紙墨裝訂 

① 紙質非習見者，應予記載。 

② 用公牘等廢紙印行者，或傳鈔之書，應予記載。並說明

公牘等紙之要點。惟版本項若已著錄，則可以省略。 

③ 墨色之非習見者，如朱色、藍色等，應予記載。惟版本

項已著錄者，可以省略。 

④ 套印之書，或鈔本之界格，若版本項未著錄，應予記載。 

⑤ 以金水或銀水鈔寫之書，應予記載。 

⑥ 裝訂形式，如卷子、葉子、蝴蝶裝、經摺裝、包背裝等，

均應予記載。襯裝之書亦應予以記載。 

(6) 考證校勘 

對各書之內容、著者、刻鈔遞演之源流，遞藏經過，以及

校勘等，如經考證而有所得，且有助於顯示本書之價值

者，均可予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