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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步统计，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藏朝韩版朝韩古医籍，有 8 部 12 种版本，

详述如下。 

 

1 乡药集成方   

[本院馆藏版本] 

1942 年朝鲜京城府铅印本。1 函 3 册。书版 26 ㎝╳18。6 ㎝㎝，四周单边。半

叶版框 20。8 ㎝╳14 ㎝，分 3 栏，27 行，行 54 字。无行线。版心：无鱼尾。序二：

东州崔南善重刊序（韩文）；明宣德八年（1433）权采“原序”。跋：无。 

[成书及刊行]   

1433 年 5 月朝鲜俞孝通、卢重礼、朴允德等撰成，世宗命权采作序，8 月又命刊

“于全罗、江原两道”，12 月刊行于世。 

1454 年、1456 年、1478 年曾多次重印。（《李朝实录》） 

1488 年“译以谚文，用铸字印布民间。”（《李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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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 年，训练都监以小活字板开刊广布，卷末有崔鸣吉跋。 

1942 年，京城杏林书院据仁宗癸酉小活字刊本铅字排印。 

[内容] 

85 卷。卷 1~30 为内科病，卷 31~36 眼耳鼻口齿咽喉科病，卷 37~38 诸痢门，卷

39~50 外科骨伤科病，卷 51~53 中毒救急，卷 54~66 妇产科病，卷 67~75 小儿科病；

卷 76~85《乡药本草》：卷 76 总论，卷 77~85 各论。分药为 10 部（石、草、木、人、

兽、禽、虫、鱼、果米谷、菜），10 部又分为上、中、下三品，共 694 种，凡朝鲜产药

物均注谚文乡药名。排列方法与内容叙述，主要依据中国宋代《经史证类大观本草》。 

 

2 东医宝鉴   

[本院馆藏版本] 

2.1 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朝鲜内医院刻本。4 函 24 册。书版 32.8 ㎝╳21.1

㎝，四周双边。半叶版框 25.5 ㎝╳17.8 ㎝，10 行，行 21 字。有行线。版心：上下三瓣

花纹鱼尾。序：李廷龟序。序后署“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  日内医院奉教刊。监校官

通训大夫行内医院直长臣李希宪、通训大夫行内医院副奉事臣尹知微。”。 

2.2 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朝鲜内医院重刻本。5 函 25 册。书版 31.7 ㎝╳21 ㎝，

四周双边。半叶版框 25.4 ㎝╳17.4 ㎝，10 行，行 21 字。有行线。版心：上下三瓣花纹

鱼尾。序：无。跋：无。第 2 册末（目录终）署“岁甲戍仲冬内医院校正完营重刊。” 

2.3 朝鲜刻本。7 函 25 册。书版 34 ㎝╳21.8 ㎝，四周双边。半叶版框 25 ㎝╳17.5

㎝，10 行，行 21 字。有行线。版心：上下 1—3 瓣花纹鱼尾。序：无。跋：无。 

[成书及刊行] 

  1611 年朝鲜许浚等撰成。1613 年朝鲜内医院刊行活字本。之后，在朝鲜（12 种）、

中国（16 种）、日本（2 种）等国有 30 余种不同刊本。 

[内容]  

   二十三卷。分为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及针灸篇。其中前三篇列述 108

门，按人体部位系统论述人体生理、病因病理、治则、处方用药、单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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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济秘籍 

[本院馆藏版本]  

朝鲜正宗十四年庚戌（1790）刻本（一、三卷抄配）。2 函 4 册。 

二、四卷刻本：书版 31.7 ㎝╳20 ㎝，四周单边。半叶版框 22.3 ㎝╳16.2 ㎝，11

行，行 22字。有行线。版心：上下二瓣花纹鱼尾。跋：庚戍（1790）李景华跋。 

一、三卷抄本：四周双边。半叶版框 24.8 ㎝╳18.3 ㎝，10 行，行 22 字，有行线。

版心：上二瓣花纹鱼尾。序：“圣上十四年庚戍仲夏下[氵幹]德水李秉模序”。 

[成书及刊行]   

1790 年，朝鲜李景华奉咸镜道观察使李秉模之命撰。1790 年刊行。   

[内容] 

引医书近 80 种。其中朝鲜医书 8 种。 

四卷。卷一诸中、诸厥、五绝、七窍、五发、痈疽、诸伤、咽喉，卷二为杂病，

卷三为妇人门、小儿门，卷四为单方集。 

 

4 济众新编 

[本院馆藏版本]  

4.1 朝鲜内阁刻本一。1 函 5 册。书版 35.1 ㎝╳22.4 ㎝四周双边。半叶版框 24.8 ㎝

╳17.8 ㎝，10 行，行 21 字。版心：上二瓣花纹鱼尾。序二：己未（1799）李秉模；“凡

例”后有康命吉自序。跋：己未康命吉。 

4.2 朝鲜内阁刻本二。1 函 5 册。约 126 页。书版 34.8 ㎝╳21.4 ㎝，四周双边。半

叶版框 24.8 ㎝╳17.8 ㎝，10 行，行 21字。版心：上二瓣花纹鱼尾。序：无。跋：己

未（1799）康命吉（即朝鲜内阁刊本）。 

[成书及刊行]   

1799 年，朝鲜康命吉撰。同年，内阁刊行。 

1817 年，清嘉庆二十二年据朝鲜初刊本翻刻，为嘉庆丁丑翻刻本。 

1851 年，清咸丰元年中国秋水书屋翻刻，为咸丰辛亥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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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八卷。前 7 卷论述风寒暑湿燥火内伤虚劳等 69 种病证，以内科为主，兼及妇儿科。

每病分脉法、病证、治疗 3 项。每条下均注出处，自加新方皆注“内局”字样。卷 8

为药性歌，载录《万病回春》、《寿世保元》所编 303 种药性歌诀，新增 83 种药，每药

下注有朝鲜文。 

 

5 医宗损益 

[本院馆藏版本] 

 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初刻本朝鲜赞化堂藏板。1 函 7 册。书版 28.3 ㎝╳19 ㎝

㎝四周双边。半叶版框 19.5 ㎝╳14.8 ㎝，6 行，行 12 字。版心：上鱼尾。序：丁卯自

序。跋：无。  

[成书及刊行]  

 1867 年，朝鲜黄度渊（号惠庵）撰。 

[内容] 

十二卷。卷 1 为总论、身形、精、气、神、神志病，卷 2~10 为内科病为主，兼及

外皮五官科病证，卷 11 为妇人病，卷 12 为小儿病。 

附一卷《医宗损益附余》为药性。 

 

6 方药合编 

[本院馆藏版本]  

6.1 光绪十年甲申（1884）朝鲜涂月冶洞新刊本（《馆藏中医线装书目》未著录者）。

1 函 3 册。书版 27.3 ㎝╳19.1 ㎝，四周单边。半叶版框 24.1 ㎝╳16.5 ㎝， 14 行，行 36

字。有栏。版心：无鱼尾。序：己巳（1869）惠庵“医方活套原序”。跋：无。书未“惠

庵心书方药合编成，甲申（1884）涂月冶洞新刊”。 

6.2  日本大正四年(1915)朝鲜刻本。1 函 2 册。书版 30.1 ㎝╳19.5 ㎝，四周单边。

半叶版框 21.9 ㎝╳16.5 ㎝， 14 行，行 36 字。有栏。版心：无鱼尾。序二：首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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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合编源因”，龙集（日本宽永）二十一年（即日本正保元年）甲申（1644 年）十二月

“公之子”黄泌秀序；己巳惠庵“医方活套原序”。跋：无。书未版权页：大正四年三

月十七日发行，著作兼发行者李容汉。额署“朝鲜总督府警务总监部认可”。      

[成书及刊行] 

朝鲜黄度渊（号惠庵）遗稿，1884 年黄泌秀改编刊行。  

[内容] 

    1 卷。简便、精要、实用，成为医家临证必备手册。 

     

7 东医寿世保元 

[本院馆藏版本] 

大韩光武五年辛丑（1901）咸兴郡栗洞契刻本。1 函 2 册。书版 28.5 ㎝╳18.8 ㎝

㎝四周单边。半叶版框 22.8 ㎝╳17 ㎝，9 行，行 22 字。有栏。版心：三瓣花纹双鱼

尾。序：无。跋：无。 

[成书及刊行] 

    1893 年，朝鲜李济马（号盘龙山老人）开始着手撰著《东医寿世保元》，1894 年

完成三卷。1900 年，又增写“性命论”至“太阴人论”，“太阳人”以下 3 篇未及完成

而殁。 

    1901 年 6 月，由其门人金永宽、韩稷渊、宋贤秀、韩昌渊、崔谦镛、魏俊赫、李

燮恒等予以刊行，有李济马跋。第三版时有 1914 年韩教渊序。 

[内容] 

    四卷。卷 1 为性命论、四端论、扩充论、脏腑论；卷 2 为医源论，少阴表病论、

少阴里病论、泛论、经验药方、新定药方；卷 3 为少阳表病论、少阳里病论、泛论、

经验药方、新定药方；卷 4 为太阴表病论、太阴里病论、经验药方、新定药方，太阳

外感病论、太阳内触病论、泛论、经验药方、新定药方，广济说、四象人辨证论等七

篇。载论 625 条，方 153 个，约 6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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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钦钦新书 

[本院馆藏版本] 

朝鲜隆熙元年丁未（1907）玄公廉铅印本。1 函 4 册。书版 23 ㎝╳16 ㎝。每页 5

行，行 32 字。序二：壬午（ 1882）自序，韩国光武五年（1901）丁大懋序。跋：光

武五年骊兴闵致宪跋。 

[成书及刊行]   

1907 年，朝鲜丁镛辑。 

[内容]  

   法医书。四卷。 

 

附一种： 

东医四象新编 

[本院馆藏版本]  

1929 年朝鲜京城文友社刻本。1 函 1 册。书版 26.1 ㎝╳18.2 ㎝，四周双边。

半叶版框 20.9 ㎝╳15.7 ㎝，16 行，行 27 字。版心：上鱼尾。序：戊辰（1928）张凤永

序。跋：无。 

[成书及刊行] 

    1928 年朝鲜元持常撰。   

[内容]  

    分为内、外篇。内篇载太少阴阳四象的辨证，四象的经验，四象脏腑全身所在图，

四明人要药 266 种；外篇包括用药汇分，太阳人用药，四象方剂 219 首，并附经验方

66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