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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之漢籍收藏與編目 

 

高田時雄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日本之漢籍收藏，有其久遠的歷史和豐富的內涵。而明治以來收藏事業之展

開，愈見其曲折與複雜。因此欲把握今日日本之漢籍收藏狀況，則有必要先將明

治以來百數十年之收藏歷史作一概觀。而在此時期，由於圖書館員及學者之熱心

努力，亦有相當數量漢籍目錄得以編纂公刊。這些成果，俱已成爲當今正在進行

中的日本所藏漢籍目錄資料庫建設之重大資源。 

蓋因明治維新爲日本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變革期，其時徹底歐化思想之所

披，便導致此前一直受人珍重的和漢古書流失之事態。大量古書以非常低廉的價

格從市場上流出，而此中影響最劇者，當然是中國古典書籍。明治十三年（光緒

六年庚辰、1880 年），作爲公使館隨員來日的楊守敬，於滯在四年之間，全力購入

當時爲日人所不顧的中國古典書籍，並持之以歸中國。據說楊氏所購之數，僅最

初一年間卽有三萬册以上。雖說所購之書多數採自齋藤琳琅閣、松山堂等書肆，

但在此之外，楊守敬還與森立之、向山黄村、島田重禮等當時聞名的藏書家交往，

並通過此中人脈，得以大量入手諸如《經籍訪古志》中所著錄的善本。在楊守敬

購得漢籍的同時，薩道（Sir Ernest Satow）等西洋人則專收日本書，大量收購

日本書中的善本。總之，在明治最初十數年間，大量善本古籍流出國外是一個不

爭的事實。 

至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作爲出使日本大臣到東京赴任的

李盛鐸，在其就任至離任三年多的時間中，得到書誌學者島田翰的協作，大量購

入殘存於日本的宋元版、日本古鈔本等書物。當時的古書價格，比起楊守敬時代

來肯定已經相當昇值，但若通過努力，仍可以得到豐厚的收獲。如眾所周知，李

氏藏書現已歸北京大學圖書館。 

至德川幕府末年爲止積蓄的圖書流出國外這樣一種不幸的狀況，卽爲近代日本

漢籍蒐集歷史之起始。而與此種狀況之發生相對，擁有財力的古典書籍愛好家們

亦隨卽開始了新的蒐集事業。幕末以來文人墨客的中國興趣，在明治時期的知識

人之間仍然具有很大影響力，因此他們對於漢籍的興趣，當然也就不可小看。並

且，以東、西兩所大學爲中心的新中國學、東方學亦漸漸勃興，伴隨著此種變化，

古典書籍不再單單是把玩觀賞之對象，而作爲學術資料時產生的對漢籍的需要也

在逐漸増加。爲適應上述多方面要求，書籍商和學者們開展了積極的蒐書活動。

如此這般，在日本所形成的漢籍蒐集事業，雖因第二次大戰後的混亂期之橫亙，

復被離合集散，毀於戰火和混亂之中者有之，而適得其所地爲圖書館所收，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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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者亦有之。在小文中，筆者欲將明治以來日本之漢籍蒐集歷史，分公私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個人藏，並著眼於目錄編纂，作一極爲簡單的素描。 

 

一、 公私圖書館 

（甲）内閣文庫：言及日本的公私圖書館中漢籍之蒐集，在首先應當提到内閣

文庫。内閣文庫所藏之漢籍，基本上是以舊幕府圖書館“紅葉山文庫”與昌平黌

（昌平坂學問所）、以及江戸醫學館之舊藏書這三部分構成。在整個江戸時代，幕

府的紅葉山文庫一直起著一種國家圖書館的功能，該文庫不僅擁有通過長崎舶載

而來的中國書之優先購入權，更因其權力所至，而令諸藩不得不獻納其藏書中之

尤品。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標（1755～1801）苦心蒐集之藏書，其核心部分

二萬餘册，於文政十一年（1828）被令無償獻納，卽爲其中一例。另外，昌平黌

之舊藏書，起先來源於以林羅山爲首的林家私家藏書，到寛政九年（1797）林述

齋的時代林家的家塾被改組成幕府的官學以來，此處可以說已經成爲一種國立大

學附屬圖書館。而其藏書在維新後歸屬明治新政府之中央行政機關——太政官，

也是理所當然。該文庫複雜歸屬變更之尾聲，則是明治十七年（1884）在内閣書

記官局記錄課的管轄下設置太政官文庫，翌年因内閣制度之創設，改稱内閣文庫。

第二次大戰後成爲國會圖書館支部，至昭和四十六年（1971）設置國立公文書館，

該文庫又成爲其下屬之一部門，近幾年隨著國立公文書館的行政法人化，在正式

場合，“内閣文庫”這一名稱已經消亡。 

内閣文庫之漢籍目錄，早年已作有《内閣文庫圖

書假名目錄漢書門》二册（明治二十二年、1889）、《内

閣文庫圖書類別目錄漢書門》二册（明治二十二年、

1889），明治四十三年（1900）以後，在日本民俗學

創始者柳田國男任記錄課長之時，開展建設新廳舍、

編纂新目錄等事業，熱心於内閣文庫的運營。新漢籍

目錄稱爲《内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實際的

目錄編集工作由記錄課員小杉醇擔當。該目錄基本上

是據經史子集四部將文獻分作四門，但同時又收錄字

書、韻書、目錄、類書、叢書，別立爲第五門。經史

子集以下的次級區分也獨具創意。現行的目錄是昭和

三十一年（1956）年，在岩倉規夫擔任内閣文庫長之

時，由福井保編纂的《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有

昭和四十六年改訂版）。在此次編纂過程之中，至終至始得到了書誌學者長澤規矩

也的建言。此目錄與後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一起，成爲

日本漢籍目錄編纂之樣本。順便提及，長澤本人也是一位令人贊賞的目錄編纂專

門家，經他之手的漢籍目錄爲數頗多，他對目錄編纂有著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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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宮内廳書陵部：現在稱作宮内廳書陵部的圖書館，在戰前稱爲宮内省圖

書寮。圖書寮之置，在明治十七年（1884）八月二十七日，其藏書由獻納與接收

這兩部分構成，並無原來的基礎。圖書寮所藏漢籍之精華，是明治二十四年（1891）

從内閣記錄局接收的書物群。此次接收之舉，發端於此前二年記錄局長股野琢向

當時内閣總理大臣黒田清隆提出的請求。後來股野琢的請求雖因政局混乱而一時

停滯，但至二十四年三月終得實現。此次接收的書物，其數量僅以漢籍而言，據

云爲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冊、百十五巻、一萬五百六十八帖、三十二軸、五幅。

這些漢籍以紅葉山文庫藏書爲主，本來都應該由内閣文庫繼承的，但在當時卻移

交給圖書寮管理了。此外，圖書寮的書物也隨著獻納而有所増加。其中獻納數量

較多者，舉一、二例如下。如有古賀家三代，卽古賀精里（幕府的儒官）、侗庵、

茶溪之藏書。它們的全部藏書，由於弟子們的努力而免遭分散之虞，並在明治二

十二年獻納於宮内省。還有德山毛利家棲息堂的獻本也令人注目。德山的毛利藩

是萩的毛利宗家之分家，雖是四萬石的小藩，但其第三代藩主毛利元次（1667～

1719）天資鋭敏，好和漢之學，曾營棲息堂，盡力於書物之蒐集。他的藏書，雖

經德山藩的一時斷絶等迂回曲折之流傳，但至明治廢藩置縣之時仍歸於本家，並

在明治二十九年，選擇善本獻納於宮内省。剩餘的書物由德山的毛利家事務所保

管，現爲山口大學棲息堂文庫所收藏。年輕時代的神田喜一郎曾受屬託整理圖書

寮的藏書。在大正至昭和間，分別出版了《帝室和漢圖書目錄》、《増加帝室和漢

圖書目錄》、《圖書寮漢籍善本目錄》。 

（丙）國會圖書館：近代日本國家

圖書館之構想，昉於明治八年（1873）

文部省東京書籍館之設，但因不安定

之政治局勢而被迫改廢，由此歷經頗

爲 複 雜 之 過 程 。 明 治 二 十 一 年

（1888），終於公布東京圖書館的官

制，至明治三十年設立帝國圖書館。

明治三十九年，以上野圖書館之名爲

人知曉的文藝復興様式的新館落成。按照原先構想，似乎曾有在帝國圖書館中包

涵内閣文庫藏書之方案，但最終不克實現。因此帝國圖書館的漢籍，其主體部分

當爲從文部省接收的廢藩置縣時全國諸藩藩校所收之圖書，本來決不能算是豐

富。不過後來因爲購入與獻本而漸次増加，終於達到相當數量之收藏。戰後重新

組織成立國立國會圖書館，直至今日。其所藏漢籍之目錄長期未竟編纂，至 1987

年纔出版《國立國会圖書館漢籍目錄》的大册，至 1995 年，索引册也已刊行。 

（丁）東洋文庫：東洋文庫之圖書部，在組織上現已成爲國會圖書館之支部。

東洋文庫是由岩崎彌太郎的長男，卽三菱財閥第三代久彌氏（1865～1955），在 1917

年將《泰晤士报》（The Times）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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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的歐美東方學著作之一大收藏“莫理循文庫”，以三萬五千磅一攬子購入

爲開端的。此後至 1924 年，以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的形式得到當局認可，爲使其成

爲國際性東方學研究一大中心之構想，邁出新的一步。此種構想深深反映了東京

大學上田萬年、白鳥庫吉等學者的意向。自購入“莫理循文庫”卽參與該項事業、

爲文庫持續發展作出全面貢獻的是石田幹之助（1891～1974）。他運用三菱的豐富

資金積極購入漢籍，補充到原先並無漢籍收藏的東洋文庫之中。石田在他的回想

錄中提及當時從文求堂、彙文堂、琳琅閣等書店大量購入漢籍之事。此外還吸納

了一些學者或藏書家的收藏，例如藤田豐八、小田切萬壽之助、中山久四郎等人

之藏書，由此逐漸呈現出偉觀局面。岩崎久彌的岩崎文庫，實際上由詳於書誌的

和田維四郎主持蒐集，堪稱善本眾多的和漢書之一大收藏，該文庫很早就已寄贈

東洋文庫。東洋文庫因富藏永樂大典而聞名，此外方志也非常多。《藤田文庫目錄》

等個人蒐集的目錄早已出版，總攬全貌的漢籍目錄也在 1993 年因子部之刊行終告

完成。 

（戊）其他的公立圖書館：江戸時代之大蒐集家，除幕府以外，重要的還有尾

張德川、紀州德川、加賀前田家等。以近代以降各家之變遷而言，尾張藩的蓬左

文庫移交名古屋市管理；紀州藩的南葵文庫後來寄贈給了在關東大震災時遭受毁

滅性打撃的東京大學，以補充其藏書。另外前田家的尊經閣，現在以財團法人的

形式得以運營。蓬左文庫、尊經閣均有目錄。其他地方公立圖書館之漢籍，其主

體部分多來自於舊藩的藏書。但像東京、大阪這樣的大都市的圖書館，亦有各具

特色之藏書。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基於第二次大戰中的“特別買上制度”，一

方面吸収了市村瓚次郎、諸橋轍次、井上哲次郎、中山久四郎、實藤惠秀等學者

的藏書，另一方面從田中慶太郎、反町茂雄等書店主手中收購的藏書也大放異彩。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自明治三十二年創立以來，在繼承舊大阪書籍館藏書的同

時，還得到住友家援助而得以發展。在初代館長今井貫一主導之下，延請内藤湖

南、幸田成友、島文次郎等關西的學者爲顧問，致力於稀書之搜求。此館在漢籍

購入方面有特別貢獻的，當推大阪古書肆鹿田松雲堂。其他應該紹介的公立圖書

館還有不少，因爲篇幅有限衹好從略。 

（己）靜嘉堂文庫：談到日本之漢籍蒐

集，不能不特別提及靜嘉堂文庫。以皕宋

樓所藏宋元版爲主的陸心源之善本稀書，

爲三菱財閥總帥岩崎彌之助一併購入而歸

於岩崎氏之靜嘉堂文庫，此事在明治四十

年（1907）。相對於内閣文庫和圖書寮襲藏

傳入日本之書物，靜嘉堂文庫自近代起開

始購求書籍這一點具有特色。除陸氏舊藏

本以外，該文庫也購入島田篁村、竹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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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等明治期代表學者所藏本，以増其藏書，其漢籍所藏無論質與量均堪稱第一流。

初期所作目錄《靜嘉堂祕籍志》、《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尚存，但因準備不

足，對他們的評價之中也頗見微辭。至於其所藏善本，平成四年（1992）刊行的

《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中紀錄頗詳，但全體藏書之新目錄尚未編就。

以前卽已傳聞正在編纂之中，筆者也期待他能早日完成。 

（庚）其他的私立圖書館：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加賀前田家的尊經閣文庫。現在

由財團法人前田育德會運營，其所藏漢籍約四千一百部已收錄在《尊經閣文庫漢

籍分類目錄》中。又，大東急記念文庫，是由東急電鐵的五島慶太購入久原房之

助的久原文庫與井上通泰的井上文庫，並另外追加而成，多有漢籍。又，三康圖

書館，原本起源於明治時代大出版社博文館館主大橋佐平及嗣子大橋新太郎設立

的大橋圖書館。戰後因圖書館關閉，藏書轉讓給了西武鐵道的堤氏，而成爲三康

圖書館。至昭和三十九年（1964），又得到在芝的増上寺之協助，設立了進行佛教

文化研究的三康文化研究所，三康圖書館成爲該所的附属圖書館，直至今日。所

藏漢籍已經綜合編入全國漢籍數據庫。又，お茶の水圖書館，是由《主婦之友》

雜誌創立人石川武美設立的財團法人石川文化事業財團經営，其古典籍部門包含

了德富蘇峰的成簣堂文庫。該館藏書數和漢書籍合計約二萬二千册，漢籍也不少。

在蘇峰生前卽已出版目錄及圖錄，1992 年川瀬一馬新編《善本書目》問世。又，

以東洋之古典研究爲目的的財團法人無窮會，也藏有眾多漢學學者的舊藏漢籍，

如三宅少太郎的眞軒文庫、織田小覺的織田文庫、加藤虎之亮的天淵文庫等，目

錄也已經出版。以上俱在東京。 

在關西，首先應該提到京都的陽明文庫。藏有始自藤原鎌足的堪稱日本第一的

名門近衛家所傳文書、典籍約二十萬種。到昭和十三年（1938）文庫設立之時，

又將寄存於各地的藏書收回。包括漢籍在內的部分典籍曾寄存於京都大學，當時

舉辦展覽會的目錄《近衛文庫漢籍展觀目錄》（1936）見存，其中收有漢籍五百五

十種。當解除寄存之際，京都大學從近衛家接受了以漢籍爲主的二百三十三種書

籍的寄贈，現在這些書籍以近衛文庫的形式得以收藏。另外，以伊勢神宮的神宮

文庫、京都北野天滿宮、大阪天滿宮等神社，還有京都建仁寺的兩足院等爲首的

寺院，也有長年收藏自中國傳來的漢籍。又有以醫學書、本草書爲中心的蒐集品

而獨放異彩的武田科學振興財團之杏雨書屋。在其超过十萬册的藏書之中，包含

了唐寫本説文解字等内藤湖南舊藏之最善本。 

以大須觀音而聞名的名古屋眞福寺寶生院，亦以富藏宋元版而夙享聲名。早年

已有黒板勝美的《善本目錄》出版。 

暫不論寺院神社，一般的私立圖書館，雖有種種限制，但其中之多數可供研究

者閲覽，因此從情報公開這一點來講，他們也還是受到讀者歡迎的。 

 

二、 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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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古大學爲創立於明治十年（1877）之東京大學，至明治三十年（1897），

開設第二所帝國大學卽京都大學。此外還有一些私立大學，主要是以慶應義塾、

早稻田等古老大學爲中心，也或多或少藏有漢籍。在這些大學的圖書館，也多已

刊行漢籍目錄書。 

在此首先簡單敘述現已分別成爲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附置研究所之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這兩處所藏。之所以先介紹他們，是

因爲暫不論宋元版等善本，僅從數量上來講，這兩處機關的所藏，堪稱日本最大

的漢籍蒐集之所在。此二研究所之創，始自 1929 年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及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創辦該學院之目的，在於進行中國文化之學術性歷史

性研究。1938 年 4 月，因方針相違，東方文化學院被改組，在東京者仍沿用此名

稱，在京都者則改名爲東方文化研究所。戰後因運營困難，東方文化學院解散，

所藏漢籍移交既已存在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管理。而京都的東方文化研究

所，最终還是與既存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及民間之西洋文化研究所合

併，構成新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兩研究所在研究進行之中當然需要大量漢籍。但

日本國内往往難以提供，因此幾乎均自中國購入。至於圖書之整理及目錄化，則

遠以京都之研究所爲先。因此，下面先看人文科學研究所之藏書情況。 

（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京都研究所時期，基於初代所長狩野直

喜之方針，重點購入以清朝考證學爲中

心的實用書。此外，爲盡快彙集大量書

籍，亦著眼於叢書，因此以三十萬圓的

價格一併購入天津著名藏書家陶湘的明

清叢書數百種，計二萬六千九百八十五

册。當時之交涉者爲倉石武四郎，他以

文部省留學生身分住在北京。倉石寫給當年研究所圖書管理員松浦嘉三郎的一系

列書簡尚存，其詳細交涉過程得以爲人知曉。此外，在研究所時期卽著手漢籍目

錄之編纂，並且迅速刊行了數册目錄。此後，人文科學研究所依次接受了松本文

三郎的全部藏書、内藤湖南的部分藏書、中江丑吉與村本英秀的舊藏書等，並總

合以上所有藏書編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在 1964～65 年間

予以刊行。該目錄與内閣文庫目錄一起，顯現日本出版漢籍目錄之雛形。人文科

學研究所復於 1979～80 年間，出版了反映書物排架狀態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

究所漢籍目錄》。 

在京都大學，除人文科學研究所以外，附屬圖書館亦有漢籍的集中蒐集，還有

一些漢籍分散於大學內各部局的圖書館之中。在文學部，包含《鈴木文庫》、《狩

野文庫》、《今西文庫》等個人文庫在內的漢籍收藏相當豐富，但令人遺憾的是自

1959 年編成《京都大學文學部漢籍分類目錄第一》以來，反映藏書増加的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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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沒有公刊。 

（乙）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之蒐集，以大木貫一、長澤

規矩也、仁井田陞等所藏書籍的受贈、購入爲始，又因上述東方文化學院舊藏書

的管理移交而構築基礎。後者以浙江青田徐則恂東海藏書樓之藏書爲中核，據說

在 1967 年管理移交之時，其總數達十萬三千五百八十七册。1973～75 年間，刊行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其分類使用了京都的目錄體例。目錄

刊行後，又增加了倉石武四郎、前野直彬等人的舊藏書，組成特殊文庫。尤其是

倉石文庫，系統地蒐集了清朝經學書物，成爲日本國内無以類比之蒐集。倉石在

北京收書之詳細經過，詳見近刊之《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的漢籍，已在 1995 年出版了目錄。其所藏之數大約在一

萬種。主要是以前述南葵文庫爲代表的震災後的義捐書。其他如文學部等部局中

也有漢籍收藏。 

（丙）東北大學：東北大學的漢籍，以該校附屬圖書館收藏的狩野文庫爲代表。

狩野文庫是歷任第一高等學校校長、京都大學文科大學長的狩野亨吉（1865～

1942）之舊藏書，該藏書爲兼備和漢洋古寫刊本之一大集積。經東北大學初代總

長澤柳政太郎之斡旋，該藏書於大正元年（1912）作爲形成東北大學圖書館之基

礎部分一併購入。其數合計十萬四千七百九十八册。當中有國寶二種，其中的一

種是平安鈔本《史記》孝文本紀第十。包含狩野文庫在內的東北大學古典籍目錄

《東北大學所藏和漢書古典分類目錄 漢籍 經部·史部》（1974 年）、《同 子部·

集部·叢書部》（1975 年）均已出版。 

（丁）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天理圖書館據說起源於大正八年（1919）設置的

天理教青年會之圖書室。因天理教之第二代眞柱（教主）中山正善（1905～1971）

無與倫比的熱心蒐書活動，此圖書室在短短數十年內卽成爲日本國内有數的大圖

書館。該圖書室雖然帶有很多天理教布教活動或教團内文化施設的色彩，但也已

經早早成爲天理外國語學校（後爲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因此在大學圖書館一

項中予以介紹。中山正善曾在東京大學修宗教學，本來就是一位極具學者資質的

人物，他的蒐集主要著眼於以各種宗教相關文獻爲首的書籍，並廣泛選擇人文學

書籍，以此構成其藏書之基礎。助其蒐集者有弘文莊的反町茂雄，通過他們兩人

絶妙配合，其購求書物之所及，古今東西所謂稀見之書亦往往有之。同館的《善

本圖錄》中收錄國寶六種，重要文化財八十三種（其中爲漢籍者，占國寶之三種，

重要文化財之十七種）。雖說漢籍不過是其龐大蒐集之極少部分，但卻也包含不少

文化財級的貴重書。特別值得一書的是，由伊藤仁齋創始、在京都堀川的古義堂

之全部藏書及其稿本日記等資料，於昭和十六年（1941）轉讓給了天理。天理圖

書館沒有漢籍的專門目錄，對於我們來說確實有些不便，不過漢籍中之重要者，

已刊登在《天理圖書館稀書目錄》之中。此外，設置於東京的天理展覽廳也定期

舉行設定主題的展覧會。在 1982 年開館二十周年記念時曾舉辦“中國之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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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最近的 1999 年舉辦的“宋元版＂展期間，也出版了圖錄。另外關於其所藏

善本，有《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影印本刊行於世，以應學界之要望。 

（戊）其他：其他的大學中當然也存在具有特色的收藏，但限於篇幅，在此無

法逐一介紹。早稻田大學有包含原本玉篇、禮記子本疏義等貴重典籍在內的漢籍

蒐集，目錄也已刊行。又，慶應義塾大學擁有稱爲斯道文庫的専門於書誌學的附

置研究所，漢籍之收藏也頗豐富，衹

是尚未整理出完全的漢籍目錄，眞是

遺憾。私立大學之中引人注目的是大

阪關西大學的漢籍蒐集。此處有原先

大阪私塾藤澤氏的泊園文庫之全部

藏書，加上増田渉之舊藏書、内藤湖

南之舊藏書，形成相當雄厚的關西大

學收藏之全體。其中值得特書一筆的

事情是内藤湖南的藏書，除其中最善本歸於武田薬品的杏雨書屋以外，留存於恭

仁山莊的全部藏書，在 1983 年連同山荘一併爲關西大學所購入。其數約三萬四千

册，雖說國寶級典籍已經割愛於杏雨書屋，但仍有不少善本，這一點通過《關西

大學所藏内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錄》就可以看出來。 

 

三、 個人之蒐集 

近代日本之漢籍蒐集，多數情況下是對自中國傳來典籍之傳承與收藏，其中因

個人的努力而形成的收藏當然也爲數不少。像這樣的個人藏書，或因不測之事故、

戰災而散失者有之，或因文庫主人身後缺乏適當的繼承人而散逸者有之，此類個

人藏書均已不傳於今日，不過，也有相當部分的個人藏書最終落戶圖書館，豐富

了日本漢籍收藏，可以說是適得其所。 

個人之蒐集，可分爲有雄厚資金背景的財界人之蒐集、購求個人研究中必要書

物的學者之蒐集兩類。前者的代表性人物，首推三菱的岩崎家之蒐集，不過此事

已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項中談到。安田財閥的安田善次郎也有很多善本古籍

之蒐集，但其前期蒐集之松廼舎文庫在關東大震災時燹於火，後期蒐集之安田文

庫於戰時因美軍空襲復燹於火。日立銅山的創始人久原房之助之久原文庫，如上

所述其實質性蒐集工作由和田維四郎擔當，該文庫戰後轉讓給五島慶太，成爲大

東急文庫之一部分。同樣以和田維四郎爲顧問開展蒐集的岩崎小彌太之岩崎文

庫，後來寄贈給了東洋文庫，此事上面已經提到。和田維四郎本人爲日本鑛物學

之創始者，曾首任地質調査所長，後爲東大教授，又轉任農商務省之鑛山局長兼

官營八幡製鐵所長官，他退官後埋頭於古典籍之蒐集研究，由此造就雲村文庫。

有書誌學專著《訪書餘錄》傳世。雲村文庫在和田離世後售給岩崎家。 

關於學者之藏書，狩野亨吉的狩野文庫、内藤湖南的恭仁山莊藏書這兩處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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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項中簡單提及。多數漢學學者、東方學者都或多或少藏有漢籍。如上

所見，藤田豐八的藤田文庫後歸東洋文庫，諸橋轍次、中山久四郎的藏書歸於東

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小川琢治的小如舟書屋，雖已出版古稀記念之藏書目錄，但

很遺憾在其沒後，藏書散逸。神田喜一郎繼承並發展了其祖父神田香巖以來之藏

書，形成包含大量善本的屈指可數之蒐集。神田氏承内藤湖南之學統，非但作爲

東洋史學者聲名卓著，於書法、詞學等領域亦具廣闊知識，特別在書誌學上最有

自信。其藏書自然是佳品甚豐。又因爲神田家爲淨土眞宗之熱心門徒，所以其藏

書後來寄贈大谷大學，有目錄、圖錄刊行於世。 

學者之藏書，大多作爲特殊文庫被大學乃至公立圖書館所收購，在多數情況下

公開刊發目錄，因此在利用上比較方便。以現已出版目錄之漢學家藏書的現狀而

言，則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的藏書均歸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吉川幸次郎的藏書主

要部分歸於神戸市立圖書館，小川環樹的藏書歸於京都産業大學。新城新藏的藏

書在國會圖書館，小島祐馬的藏書在高知大學。 

 

四、 各種目錄 

在圖書館館藏目錄以外，展覽會的目錄、藏書家的拍賣目錄，還有古書肆的販

賣目錄等，也是了解漢籍動向的重要線索。關於這一點以下作簡單介紹。 

在日本，時常舉辦以圖書館和學術機關爲中心的古典籍展覽會。此種展覽在明

治時代已經流行，並隨時代發展愈見活躍，在今日多以形成定期舉辦的形式。此

種展覽幾乎都要分發目錄，有時還編集豪華的圖錄。展觀目錄多數是小册子，且

爲非賣品，因此展覽會之後就不易入手，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常常包含了貴重情

報。雖然在《日本における漢籍の蒐集——漢籍關係目錄集成》一書中設有“展

觀圖書目錄＂項，但還不能說網羅了全部展觀圖書。若僅以佛書而言，毎年舉辦

“大藏會＂這樣的活動。此項活動在京都自大正四年（1915）以來至今連綿不絕，

編集展觀目錄也已相延成習。過去東京也舉行同樣的大藏會，但現在已經中斷。 

雖然拍賣目錄（入札目錄）非常多見，但大部分是美術品拍賣，古書的拍賣並

不算多。國際性拍賣商社如蘇富比（Sotheby's）、佳士得（Christie's），在它們

的拍賣目錄中雖然也可見到中國古籍的出品，但非常稀少。不過，近年在中國，

有嘉得、瀚海等拍賣行相當地興盛，其中古典書籍的目錄也常常可見。這一類目

錄，對了解版本的存在，市場的動向當然有一定的作用，但與圖書館館藏目錄不

同的是刊登於此類目錄之中的書物，並非人人可得以一見，因此其用途也極其有

限。當然也還有不同與上述情況的具有重要價值的另外一類，這就是個人藏書的

拍賣目錄。在歐洲，在學者身後其藏書往往一併予以出售，而與此同時也往往制

作精美的目錄。此種舉動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特別盛行，如著名學者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的藏書，也因

此得以覽其全貌。像這樣的目錄，在學術史研究上當然非常有用。遺憾的是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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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類個人藏書之拍賣目錄並不多見。作爲例外的

有昭和十三（1938）、十四年(1939）二度舉辦的富

岡文庫之拍賣。富岡文庫爲京都的富岡鐵齋、謙藏

父子之藏書，以唐鈔本王勃集爲首的廣泛的善本蒐

儲而爲人所知。兩次的拍賣分別有數萬册的出品。

雖然在其目錄中衹刊載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今日已

經分散的富岡文庫之一端，也衹有賴目錄而得以一

窺。此外，還有一類拍賣目錄，因非學者之蒐集，

而其學術價値稍劣，此類拍賣目錄中聞名的有大阪

藏書家岡田眞之岡田文庫拍賣目錄（1955）、以經濟

報人及政治評論家的身份活躍於世的小汀利得之小

汀文庫拍賣目錄。 

古書店之目錄雖然缺乏學術性意義，但對於了解輸入書的傾向、價格的變遷來

說意味深長。在日本，古書肆之刊行目錄肇始於明治二十年代，其時此種目錄在

各地紛紛出現。在反町茂雄的採訪談話記錄中，就介紹了東京青山堂雁金屋清吉

的目錄《現收書目》、大阪鹿田松雲堂的目錄《書籍月報》，這些都是明治二十三

年的目錄。當時在名古屋的其中堂（現已轉移到京都）就已有佛書目錄問世。明

治四十年代以後，東京淺倉屋的《淺倉屋發兌古典

書目稿》、京都細川開益堂的《本屋（ほんや）》、大

阪達磨屋（だるま屋）書店的《書目》也已出現。

不過古書店的目錄中特別值得一書的還是田中文求

堂的目錄。田中文求堂在幕末安政年間創業於京

都。初代田中治兵衞是一位與勤王志士有深入交往

的人物，他與山縣有朋、品川彌二郎特別友善，據

說在維新後受到他們的庇護。明治三十年代，田中

文求堂第三代慶太郎從東京外國語學校支那語科畢

業，以此爲契機，慶太郎將店舗轉移到了東京，成

爲中國書輸入販賣之專賣店。田中慶太郎在外國語

學校時代與書誌學者島田翰是同窗，受其影響甚

深，有中國書誌學的著作《羽陵餘蟫》（1937）見在。其目錄《文求堂書目》，造

本瀟洒，卷頭有時載有稀見書籍的影印，因此博得學者好評。文求堂自中國輸入

的中國古典書籍總量，以宋元版貴重書爲首，加上明清的精良刻本等等，爲數甚

夥。在今日，這些書籍之中到底有多少已經得到良好地收藏這一點，因爲沒有可

以依據的統計所以還不明確，但他們的輸入，對近代日本之漢籍之蒐集作出巨大

貢獻是毫無疑問的。鑑於田中文求堂率先從中國直接搜購古書之舉的成功，大阪

的鹿田松雲堂也後來展開了與中國貿易。順便提到，鹿田松雲堂的目錄自明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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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1890）創刊以來至昭和十八年（1943）廢

業爲止，在以《書籍月報》、《古典聚目》、《古典》

的題名相遞變化的同時，保持了非常久長的壽命。 

 

五、 藏書印譜 

藏書印聽起來像是一種個人的興趣愛好，其實它

對於了解書籍的流傳來說是必不可缺的參考，它甚

至能夠提供學術史方面的重要信息。在日本，藏書

印譜的編纂比較活躍，從很早就開始有這方面的嘗

試。1980 年代以來，内閣文庫、靜嘉堂文庫、國立

國會圖書館、宮内廳書陵部等重要的收藏漢籍的圖

書館，相繼出版各館藏書印譜。因爲採取了從所藏

典籍直接印影而非模寫的方式，所以其學術價値甚

高。 

 

六、 資料庫 

1980 年代以來，在日本國内的各個圖書館，已開始用計算機編纂目錄，資料庫

之建設日見普及。但對於漢籍而言，因漢字處理的問題並未完全克服，其發展尚

比較緩慢。不過，在過去的大約十年之內，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東洋文庫、

内閣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機關已經在互聯網上獨自公開了他們的漢

籍目錄資料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與國立情報學研

究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合作，在 2001 年 3 月設立

全國漢籍資料庫協議會，開始了全國性漢籍目錄資料庫的建設。此舉得到日本學

術振興会的資助，現在第四年的事業正在進行之中。到目前爲止，在此聯合目錄

資料庫中，已經總合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滋賀大學教育學部、京都産業

大學小川文庫、立命館大學、同大學之高木文庫、同大學之詞學文庫、高知大學

小島文庫、鹿児島大學玉里文庫、同大學之岩元文庫、同大學之松本文庫、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北大學、廣島大學斯波文庫、實踐女子大學山岸文庫、

三康圖書館、神戸市外國語大學、千葉縣立中央圖書館、新潟大學、大阪府立中

之島圖書館、宮内廳書陵部、東洋文庫、九州大學附属圖書館、同大學之六本松

分館、一橋大學、奈良大學小野川文庫、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收購文庫（諸

家漢籍）、同館之諸橋文庫、同館之市村文庫、同館之實藤文庫、同館之青淵文庫、

文教大學越谷圖書館的漢籍。更在今年度之文字輸入事業中，預定於 2005 年 3 月

公開的又有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大學内藤文庫、同大學之増田文庫、同大學之

泊園文庫、愛知學院大學的漢籍。此外，現在還有很多要求加入而正在協議之中

的圖書館，此項事業之快速發展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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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直喜） 

《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藏青淵論語文庫目録》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編，1965 年（澁澤榮

一） 

《岩元文庫目録（漢籍之部）》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編，1968 年（岩元禎） 

《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藏特別買上文庫目録 諸家漢籍》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編，1971 年 

《唐學齋舊藏書目録》（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月報別卷第 13），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室，1977

年（吉川幸次郎） 

《諸岡文庫目録》東京外國語大學附屬圖書館編，1978 年（諸岡三郎） 

《大阪外國語大學石濱文庫目録》大阪外國語大學附屬圖書館，1979年（石濱純太郎） 

《大西行禮氏舊藏悠然樓漢籍分類目録》大谷大學圖書館編，1979 年（大西行禮） 

《關西大學所藏増田渉文庫目録》関西大學圖書館編，1983 年（増田渉） 

《吉川文庫漢籍目録》神戸市立中央圖書館，1985 年（吉川幸次郎） 

《關西大學所藏内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録》関西大學圖書館編，1986 年（内藤湖南） 

《小島文庫目録》高知大學附屬圖書館編，1987 年（小島祐馬） 

《濱文庫(中國戯劇關係資料)目録》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教養部分館編，1987 年（濱一衛） 

《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目録》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1988 年 9 月（神田喜一郎） 

《關西大學所藏内藤文庫リスト》No.1～5，同文庫調査特別委員會編，1989～1996 年（内藤

虎次郎） 

《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大濱皓文庫遺贈圖書館漢籍目録（稿）》1990年（大濱皓） 

《新修成簣堂文庫善本書目》川瀬一馬編，東京，お茶の水図書館，1992 年（德富蘇峰） 

《詞學文庫分類目録》芳村弘道・萩原正樹・嘉瀬達男編，1996 年（中田勇次郎） 

《廣島大學斯波文庫漢籍目録》廣島大学附屬圖書館，1999 年（斯波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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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大學所藏高木正一先生舊藏漢籍古書分類目録》芳村弘道・嘉瀬達男・澁澤尚編，

2000 年（高木正一） 

《京都産業大學圖書館所藏小川環樹文庫漢籍目録》，京都産業大學圖書館，2002年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夕嵐草堂文庫目録》山之内正彦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

屬東洋學研究情報センター，2003年（前野直彬） 

 

書影・圖録 

《法寶留影》大正一切經刊行會編纂，東京，大雄閣，1925 年 11 月 

《成簣堂善本書影七拾種》蘇峰先生古稀祝賀記念刊行會編，東京，民友社, 1932年 5 月（德

富蘇峰藏書） 

《論語善本書影》大阪府立圖書館編纂，京都，貴重圖書影本刊行会，1931年 6月 

《近畿善本圖録》大阪府立圖書館編，京都，貴重圖書影本刊行會, 1933 年 6 月 

《宋本書影》長澤規矩也編，東京，日本書誌學會, 1933年 6 月 

《靜嘉堂宋本書影》東京，靜嘉堂文庫, 1933.11 

《恭仁山荘善本書影》大阪府立図書館編纂，京都，小林寫眞製版所出版部，1935.年 3 月（内

藤虎次郎舊藏書） 

《圖書寮宋本書影》日本書誌學會編，東京，日本書誌學會, 1936 

《富岡文庫善本書影》大阪府立圖書館編，京都，小林寫眞製版所出版部, 1936 年（富岡鐵

齋・富岡桃華舊藏書） 

《善本寫眞集 19 宋版》天理図書館編 1962 年 

《名古屋市蓬左文庫善本解題圖録》第 1，2，3 集，名古屋，蓬左文庫編，1970 年 

《足利學校善本圖録》長澤規矩也編，1973 年 

《明清間繪入本圖録》長澤規矩也編，東京，汲古書院，1980 年 6 月 

《蓬左文庫圖録》名古屋，蓬左文庫編， 1983年 

《内閣文庫宋本書影》日本書誌學會編，東京，日本書誌學會, 1984年 7 月 

《新修恭仁山荘善本書影》杏雨書屋編，大阪 ，武田科學振興財團，1985 年 5 月 

《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1988年 10 月 

《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2 冊（圖版篇，解題篇），東京，靜嘉堂文庫，1992年 4月 

《大谷大學圖書館所藏貴重書善本圖録 佛書篇》大谷大學圖書館，1997 年 12 月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貴重書蒐選圖録解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 年 2 月 

《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和漢古典籍貴重書解題 自然科學之部》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1997 年 

《善本圖録》天理圖書館編，1997年 11 月 

 

展觀目録 

《陳列圖書目録》宮内省圖書寮，大正四年（1915）六月 

《大藏會展觀目録》自第一回（大正四年，1915）至第五十回（昭和三十九年，196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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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京都，文華堂書店影印本 

《京都大藏會展觀目録索引》佛教大學圖書館編，1996 年 

《東洋文庫展觀書目 乙》大正十三年（1924）11 月 29 日・30 日 

《陳列圖書目録》宮内省圖書寮，昭和三年（1928）九月新築記念展覽會 

《藤田博士記念展覽會陳列圖書目録》昭和五年（1930）12 月 6 日，東洋文庫 

《宋刊本展覧会陳列書解説》長澤規矩也編，日本書誌學會，昭和八年（1933） 

《尾州大須眞福寺善本展覽會目録》大阪府立圖書館，昭和十年（1935）十月 

《近衛文庫漢籍展觀目録》京都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寄託，支那學會，昭和 11 年 11 月 21，

22,，23 日 

《蓬左文庫朝鮮本展觀目録》1957年 10 月，朝鮮學會 

《蓬左文庫朝鮮本展觀書解説》中村榮孝，《朝鮮學報》第十三輯（1958 年 9 月）抽印本 

《大谷大學圖書館 善本聚英》大谷大學圖書館，1961年 10月 

《天理祕藏名品展》平成 4 年（1992）4月 7 日～5 月 10 日，於大阪市立美術館 

《慶應義塾圖書館八十年記念 和漢書善本百選 展示會圖録》，1992年 11月 16 日～21日 

《圖書館所藏佛教關係貴重書展觀目録》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短期大學部文化學科開設一

周年記念，大谷大學圖書館，1993年 

《特別展觀圖録 神田コレクションの世界》大谷大學圖書館，1994年 10 月 

《新圖書館開館記念 佛教大學圖書館藏貴重書圖録》1997年 

《開館 20 周年記念 杏雨書屋圖録》杏雨書屋，武田科學振興財團，1998 年 4 月 

《國立國會圖書館開館 50 周年記念貴重書展》國立國會圖書館，平成 10年（1998）年 6 月 9

日～20 日 

《學びの世界 中國文化と日本》平成十四年度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公開展示會，京都大學総

合博物館・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2002年 10 月 

《大谷大學博物館開館記念 古典籍の魅力 大谷大學の名品》2003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30

日 

 

拍賣目録 

《富岡文庫御藏書入札目録》昭和十三年（1938）六月 

《富岡文庫御藏書第二回入札目録》昭和十四年（1939）三月 

《小汀文庫稀書珍本展觀入札目録》昭和四十七年（1972）五月 

 

藏書印譜 

《藏書印譜》横尾卯之助輯，横尾勇之助・三村清三郎補，文行堂，1914 年 8 月 

〈本邦藏書印表初稿〉長澤規矩也編，『書誌學』第 6 巻第 2 号（1936）；〈同補正〉鈴木

清一郎・長澤規矩也編，『書誌學』第 11 巻第 2 號（1938），『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七巻

所収 



 18

〈日華藏書印表初稿〉長澤規矩也編，『書菀』第 3 巻第 3 號（1939），『長澤規矩也著作

集』第七巻所收 

《日本藏書印考》小野則秋著，大阪，文友堂書店，1943年 7 月；増訂新版《日本の藏書印》，

京都，藝文社，1954年 11 月；同復刻版，京都，臨川書店，1977年 6月 

《藏書名印譜》丸山季夫・安藤菊二編，第一輯～第四輯，東京，白雲洞，1952～1955 年 

《内閣文庫藏書印譜》内閣文庫，1969 年 3 月 

《藏書名印譜》朝倉治彦編，改訂新版，京都，臨川書店，1977年 12月 

《内閣文庫藏書印譜》改訂増補版，國立公文書館，1981年 3 月 

《靜嘉堂文庫藏書印譜》丸山季夫著（日本書誌學大系，22），青裳堂書店，1982年 3 月 

《近世名家藏書印譜》林正章著（日本書誌學大系，24），青裳堂書店，1982年 4月 

《近代藏書印譜》中野三敏編，初編～五編（日本書誌學大系，41）青裳堂書店，1984 年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印譜》國立國會圖書館編（日本書誌學大系，70），青裳堂書店, 1995

年 3 月 

《書陵部藏書印譜》宮内廳書陵部編，上、下（圖書寮叢刊），宮内廳書陵部, 1996 年 3 月，

1997年 3 月 

《新編藏書印譜》渡辺守邦・後藤憲二編（日本書誌学大系，79），青裳堂書店, 2001年 1 月 

《人と藏書と藏書印》國立國會圖書館編，東京，雄松堂出版，2002年 10 月 

 

（附）家藏《文求堂書目》 

《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二年春，首附《藏書紀要流通古書約》 

《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二年四月 

《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二年六月 

《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三年春，首附《南學製墨剳記》 

《文求堂碑帖目録》，大正三年正月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四年四月，首附《銅遷傳》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四年七月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五年三月，首附《利瑪竇友論》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六年四月，首附《海王村游記》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九年三月，首附《麓臺題畫稿》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十年二月，首附《蒙廬詩存外集》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十一年二月，首附《鈔幣論》 

《文求堂唐本目録》，大正十二年四月，首附《端石擬三卷排印》 

《文求堂書目》，昭和五年三月，首附《北宋抃學二體石經記》 

《文求堂書目補遺》，昭和五年九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六年四月，首附《朱和羮臨池心解一卷》 

《文求堂書目》，昭和七年三月，首附《攀古小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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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求堂書目補遺》，昭和七年九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八年三月，首附《酒人觴政雅編》 

《文求堂書目補遺》，昭和八年九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九年三月，首附《白嶽凝煙》 

《文求堂書目補遺》，昭和九年九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十年二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十一年二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十二年二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十三年二月 

《文求堂書目》，昭和十七年二月 

《文求堂善本書目》，圖版48葉，解説26頁，刊年不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