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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常識  

如何使用古籍 

流通組  謝鶯興 

壹、前言 

線裝古籍，主要是指中國歷代典籍(包含明清之際西洋人用漢字刊行的

基督教文獻)以線裝形式呈現的書籍。傳統以來的分類方式眾多，自清乾隆

年間開四庫全書館以來，經、史、子、集四部分類，為眾人所熟悉的分類

法。東海則採：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叢書部、方志部等六大部，各

部再以若干小類 (如經部又分為：易類、書類、詩類、禮類、樂類、春秋類、

四書類、孝經類、小學類、經總類等小類 )1區分之，藉以統轄線裝典籍。 

貳、東海館藏線裝古籍概述 

館藏各大部之書，以叢書部的冊數為最多，集部與史部次之，子部及

經部又次之。其中以《百部叢書集成》、《大藏經》、《續大藏經》、《四部叢

刊》、《四部備要》、《四庫全書珍本》、《叢書集成初編》等為最大部頭，所

收的冊數最多。經部以十三經諸書為主。史部以二十五史諸書及傳記類、

目錄類為最多。子部除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外，以藝術類及類

書類為多數。集部有歷代別集、總集為主，詞曲和集評(詩話)次之。方志

類則以臺灣省志為最多。 

館藏線裝古籍，依刊刻朝代分，有：宋刊本、明刊本、清刊本、民國

間刊本及和刻本(日本刻本)、朝鮮本(韓國刻本)等數種。以南宋紹興十年

(1140)刊本《西漢文類》殘本為最早，明代刊本為次，清代刊本與民國三

十年前的刊本(《百部叢書集成》為藝文印書館民國五十年以後的影印本)

則為館藏大宗。 

                                                
1 按，史部分：正史類、編年類、紀事本末類、別史類、雜史類、史鈔類、史表類、

載記類、外國史類、傳記類、地理類、時令類、詔令奏議類、職官類、政書類、

目錄類、金石類、史評類、史料類。子部分：儒家類、兵家類、法家類、農家類、

醫家類、天文算法類、術數類、藝術類、釋家類、道家類、雜家類、說叢類、譜

錄類、類書類。集部分：楚詞類、別集類、總集類、詞曲類、小說類、集評類。

叢書部分：類叢類、雜叢類、郡邑類、族望類、專著類。方志部則依省分，加上

鄉土志及鄉鎮志等。見頁 1~22，<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線裝部份)分類

表>，附於《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錄》，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

民國 49年 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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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印刷的方式分，館藏線裝書有：刊本、活字本、石印本、珂羅版、

寫本等數種。以刊本為主，石印本與珂羅版則大都為清末至民初之際的產

品；寫本的時代不一，主要是清寫本和近人的寫本。 

線裝書置於特藏書庫，採閉架式管理，需要瀏覽翻閱者，檢索到所要

書籍的索書號，透過館員調閱，一律限在特藏室內閱覽，不能外借。目前

依刊刻時代的遠近，分為善本書和普通本線裝書兩種：清嘉慶年間及以前

者，歸入善本書，只能瀏覽，不得影印。清道光年間及以後刊行者，歸入

普通本線裝書，亦只能翻閱，不得影印。民國以來刊行的普通本線裝書(指

《百部叢書集成》)，讀者有必要時，可以部份影印。 

參、線裝古籍的查詢 

一、紙本式的工具書檢索  

館藏線裝古籍的查詢，可利用紙本式的《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

籍簡明目錄》2、《私立東海大學善本書目》3、《私立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

書目》4檢索。第一種附有<書名及著者筆畫索引>及<私書名及著者四角號

碼索引>兩種索引可供利用，後二種則未編製索引，其中的「普通本線裝

書目」附<分類目次>，還可提供檢索。 

近年來陸續編製：《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簡明目錄新編．經部附索

引》5、《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天糧館贈書．基督教文獻書目附索引》6、《東

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錄初稿附索引》7，此三種皆附有筆劃

索引，可供檢索。目前館藏線裝古籍(包含《百部叢書集成》及近年陸續入

館典藏的)，大多數，已可在 OPAC 的館藏目錄查詢系統中檢索得到，可依

查詢畫面所得的訊息尋書加以利用。 

至於《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全書珍本》、《北京圖書館古

籍珍本叢刊》、《宋集珍本叢刊》、《叢書集成新編》、《叢書集成續編》、《叢

                                                
2 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民國 49 年 12月。 
3 東海大學編印，民國 57 年 8月初版。 
4 東海大學圖書館編印，民國 60 年 6月初版。 
5 謝鶯興編，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4 年。 
6 謝鶯興編，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5 年。 
7 謝鶯興編，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94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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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集成三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等近年陸

續出版的叢書，雖非線裝形式，但收錄的都是據線裝古籍重新複製，讀者

經常會誤以為是線裝古籍，這些也可以在 OPAC 的館藏目錄查詢系統中檢

索得到。 

欲查詢台灣地區各圖書館典藏的線裝古籍，除了利用各圖書館編製的

線裝古籍目錄外，也可以利用《台灣公藏善本書聯合目錄》8、《台灣公藏

普通本線裝書目》9，二書皆有「書名索引」和「人名索引」兩種索引，係

依書名或人名的第一個字的筆劃多寡排序。當然也可以透過學術網路，在

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的「善本古籍聯合目錄」，或國家

圖書館的「古籍文獻資訊網」的「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檢索 (見下文)。 

此外，《中國歷代詩文別集聯合書目》10亦具有類似的功能，該書第一

輯收西漢三國、西晉之部，第二輯收東

晉、南北朝、隋之部，第 3~5 輯收初唐、

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之部，第 6~7

輯收兩宋之部，第 8 輯收元代之部，第

9~10 輯收明代之部，第 11~14 輯收清代

之部。 

其中第 2 輯附有<西漢三國兩晉南

北朝隋之部人名索引>、第 5 輯附<唐五

代之部索引>、第 8 輯附<兩宋元之部人

名索引>、第 10 輯<明代之部人名索引>

及第 14 輯附<清代之部人名索引>，這

些索引皆依姓名的第一個字筆劃多寡

排序，可依這些索引查得某代的某作者

是在第某輯的某頁，該作者有哪些著作及其傳記資料見於何處等訊息。 

                                                
8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人名索引」為民國 61 年印行，「書名索引」為民國 66 年

印行。 
9 國立中央圖書館編印，「人名索引」為民國 59 年印行，「書名索引」為民國 71 年

印行。 
10 王民信主編，台北．聯合報國學文獻館出版，台北．聯經出版公司發行，民國

74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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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十一劃張」(第 63 頁)查得「張

亮基」，在「ⅩⅣ/250」，即在第 14 輯的

頁 250，翻到該輯的 250 頁，即可看到

張亮基的資料，記載了張亮基的著作有

《張大司馬奏稿》四卷，係清咸豐年間

刊本，藏於中研院的史語所。其傳記資

料有 5 筆，第 1 筆為清人李元度撰<張

亮基別傳>，收在《天岳山館文館》的

第 11 卷。年譜有 4 本，分別為林紹年

編與張廣德編，林紹年編者有二種，一

為《張惠肅公年譜》八卷附《清稿》二

卷，係光緒間編者手稿本；一為《張制

軍年譜》二卷《附錄》一卷，為光緒三

十一年 (1905)刊本；張廣德編年譜亦有

二種，一為《張惠肅公年譜》八卷，係

編者手定底稿本；一為《張惠肅公年譜》

八卷《卷首》一卷，係張廣德原輯林紹

年鑑訂，台北文海出版社曾收入《近代

中國史料叢刊》第六十四輯，台北廣文

書局收入《年譜叢書》中。 

雖然該叢書並非專為古籍檢索而

編排，但因「所著錄圖書，以國內各圖

書館典藏及坊間刊者」11，故所錄諸書

皆標有各典藏館的簡稱，所列諸館亦藏

有線裝古籍者，該書以「別集」為名，

除收錄別集之單行者外，並廣及「輯

錄」、「總集」、「叢書」等，用來檢索線

裝古籍，可以省去還需再翻檢「聯合書

                                                
11 見<中國歷代詩文別集聯合書目凡例>葉 1，各輯之前皆有附。王民信主編，台北．

聯合報國學文獻館出版，台北．聯經出版公司發行，民國 74 年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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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叢書子目類編》12的手續。 

二、資料庫的檢索  

資料庫的檢索，可分為書目檢索與全文檢索兩種，分別敘述如下： 

(一)檢索書目的資料庫 

檢索書目的的資料庫，即只列出該書之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年

代、簡單的板式行款及收錄的序跋等，這種資料以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

書書目資訊網」中的「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或「古籍文獻資訊網」

中的「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兩種為主。 

1.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  

「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可在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的「其

他圖書館」點選「全國圖書資訊網路 NBINet」後連結，或從「國內公立及

公共圖書館」點選「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後連結。進

入後的畫面如下： 

 

畫面顯示可以利用「不限欄位」、「書名」、「作者」、「出版地」、「出版者」、

「版本項」、「主題」、「稽核項」等欄位檢索，其中以「不限欄位」檢索最

為方便，當然，所尋得的資料也最多，或許會有同名的現象需要加以判斷。

                                                
12 原名《中國叢書綜錄》，上海圖書館編，中華書局出版，楊家駱改名為《叢書子

目類編》，台北．中國學典復館籌備處，民國 5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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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可以選「進階查詢」的欄位，其畫面如下： 

 

使用「不限欄位」，再配合其它欄位(如書名、作者、出版地等)，以布林邏

輯方式運用(即 AND、OR、NOT)，亦可檢索。現以「目錄檢索」畫面為例，

在「不限欄位」中鍵入「安陽集」三字，得到下列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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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上的「共 22 筆，本頁顯示第 1 至 10 筆」，即以「安陽集」在「不限欄

位」中檢索，共得 22 筆書目，屬比較簡單的書目資料。如再選「詳目顯

示」，則所顯示的畫面就會有差別： 

 

第 1 筆資訊即多了「主題」一項及內容。如以第 2 筆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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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多出「主題」，連同「稽核項」(標示冊數及板框大小)、「附註」(標示

該板本卷端的題字、收錄的序、板式行款)等，由此可見「簡目輸出」與「詳

目顯示」的差別。 

如以第 10 筆所示為例： 

 

此筆資料之書名為「安陽集鈔」，標示為「《宋詩鈔》之一」，與《安陽集》

有無關係？按，《宋詩鈔》係清吳之振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收於「集部．

總集類」，《安陽集鈔》只是其中之一卷，收韓琦詩作 70 首，僅是《安陽

集》的一小部份。但就《安陽集》的研究而言，卷數的多寡即表示板本有

不同，這些詩作的內容是可以用來比對，亦即是多了一種可討論的對象。

由此可見，用「不限欄位」檢索所獲得的資料，是比較全面性的。 

2.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 

「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可在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的「其他圖書

館」點選「國內公立及公共圖書館」，再點選「國家圖書館」(或直接建上

國家圖書館的網址、或透過搜尋引擎)的「古籍文獻資訊網」後連結。 

「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曾「於 2006 年 7 月 31 日更新資料，目前計

有 26 所中文古籍典藏單位提供書目，共計 555,760 筆。本次資料庫更新，

除新增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0 萬餘筆資料外，中研院文哲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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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及天津圖書館也完成資

料置換及更新。」13其首頁畫面如下： 

 

實際上還有兩個選項未在此畫面顯示，一為「一般查詢」，供一般民眾使

用；一為「進階查詢」，限在國家圖書館館內或合作館使用。雖然東海也

是合作館之一，但通常我們只要使用「一般查詢」即可獲得所要的線索。 

 

                                                
13 引該網頁的「最新消息」，「26所中文古籍典藏單位」包含大陸、台灣、香港、

澳門、美國及日本等地。查詢時間為民國 95 年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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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檢索欄位分：「不限欄位」、「題名」、「責任者」、「四部類目」及「出版

資訊」，如點選「進階查詢」，畫面如下： 

 

與「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的「進階查詢」畫面類似，都是以「不

限欄位」，配合布林邏輯的運用。現仍以「簡易查詢」為例，在「不限欄

位」中同樣鍵入「安陽集」，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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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利用「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共查得「47 筆」，與「台灣地區善本古

籍聯合目錄」的「22 筆」有明顯的差異。只是畫面所顯現的資訊簡單，如

第 2 筆僅標示：「安陽集  (宋)韓琦撰  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再按「詳

目顯示」，則看到「題名 安陽集，卷數  五十卷，責任者 (宋)韓琦撰，版

本 刻本，現藏者 中國國家圖書館」，僅多出「卷數  五十卷」的欄位，該

書的板式行款、序跋、各卷端題字、牌記等記載都闕如，相當可惜。 

 

(二)古籍全文檢索的資料庫 

在「古籍全文檢索資料庫」尚未問世之前，對於古籍內容的檢索，大

都只依賴「十三經索引」或「逐字索引」，如哈佛燕京社編製的《毛詩引

得》、《禮記引得》、《孟子引得》、《杜詩引得》之類的「引得」，中法漢學

研究所編製的《大金國志通檢》、《山海經通檢》、《潛夫論通檢》之類「通

檢」，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製《先秦兩漢古籍逐字索引叢刊》的《大戴禮記

逐字索引》、《韓詩外傳逐字索引》、《淮南子逐字索引》等系列的《先秦兩

漢古籍逐字索引叢刊》。 

目前館藏古籍全文檢索的資料庫，有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獻資

料庫」(從「電子資源」的「中文資料庫」連結)、「漢達文庫」(從「電子

資源」的「中文資料庫」連結)、「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從「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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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資料庫」下載瀏覽軟體後連結)、「標點版古今圖書集成」(從「電

子資源」的「中文資料庫」連結)等四種資料庫，分別介紹於下。 

1.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收錄二十五史、十三經、諸子、古籍 52 種、

大正新脩大藏經、上古漢語語料、臺灣史料、文心雕龍、佛經三論、清代

經世文、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新民說、姚際著作集、新清史--本紀、樂府

詩集、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等 16 種子資料庫。 

其中的「二十五」、「十三經」、「小說戲曲暨其他」、「清實錄」、「漢籍

全文資料庫」(含「臺灣文獻叢刊」、「臺灣文獻(一)至(五)」)、「文心雕龍」、

「清代經世文編」、「姚際恒著作集」、「詞話集成」、「新清史-本紀」、「樂府

詩集」等，都是收錄各種古籍的內容而加以數位化的成果，其首頁的畫面

如下： 

 

如果所要檢索的資料庫，並不是僅要尋找某一類型的資料庫時，通常以點

選「漢籍全文資料庫」使用最為便利，因為「漢籍全文資料庫」是結合上

列 10 餘種資料庫的檢索機制，收錄的資料相對地比較豐富，搜尋結果當

然也就比較齊全。先選「漢籍全文資料庫」，再按「開啟」，其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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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收錄 6 類：史書，經書與子書，宗教文獻，醫藥文獻，文學與文集，

政書、類書與史料彙編。 

「史書」部份，已包含二十五史、明清實錄及其它 33 種史部書籍，

遠比點選「二十五史」的內容豐富多了。仍以「安陽集」為檢索點，結果

如下： 

 

檢索到的詞串會以紅字顥現，但每次僅能顯現一筆資料，若再選「檢索報

表」，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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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顯示該筆資料在「廿五史/新校本舊五代史/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四十

七/列傳二十三/馬郁」的第 937 頁，查其「關於史籍自動化計畫史籍全文

資料庫所輸入資料校對之說明」所載：「本資料庫輸入台北鼎文書局翻印

之點校本二十四史」，亦即北京中華書局的點校本的頁碼，在引文上，比

起第一層顯現的訊息便利多了。 

2.漢達文庫 

「漢達文庫」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古文獻資料庫研究

計劃」所建立的「古文獻資料庫中心」，目的在於將中國古代全部傳世及

出土文獻加以校訂、整理，並收入電腦資料庫，以為研究工作者、教育界

以及大眾提供一重要學術工具與文化寶庫。 

該資料目前開放：「甲骨文全文電腦化資料庫」、「金文全文電腦化資

料庫」、「竹簡帛書出土文獻電腦資料庫」、「魏晉南北朝一切傳世文獻電腦

化資料庫」、「先秦兩漢一切傳世文獻電腦化資料庫」等五個資料庫，提供

讀者檢索。其中「甲骨文」、「金文」及「竹簡帛書出土文獻」三種資料庫，

限於特殊字體的關係，想觀看某字的形體寫法，還需下載各種字體，才得

以看到。首頁畫面如下：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63 期 

 38

 

在畫面上點選「登入」，結果如下： 

 

由於東海為該資料庫的用戶，因此在館內提供的電腦操作時，點選「機構

用戶登入」即可。但該資料庫限「IP 用戶」使用，如果在館內(或校內)

是透過無線網路連線者，因虛擬「IP」位址的緣故，是無法連線使用的，

此為美中不足之處。點選「機構用戶登入」後的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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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傳世文獻」分「先秦兩漢」與「魏晉南北朝」兩個資料庫，大致上

區分為「語言文字」、「經學典籍」、「歷史」、「哲學思想」、「文藝」及「科

學技術」六大類。 

 

資料庫分：「作者索引」、「書目索引」、「年代索引」三種，可分別就某一

主題進行瀏覽檢索。若欲進行全文檢索時，就需點選「檢索」，該畫面分

「字串」及「句式」兩種檢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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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想查詢漢代司馬遷曾提過的「藏諸名山」，是出現在何書或何篇時，在

「字串」檢索鍵入「藏諸名山」，結果如下： 

 

出現 3 筆資料，其中兩筆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分別見於《文選》卷

41 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的「全漢文」卷 26，是司馬遷表白

對於所撰寫的《史記》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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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將數量龐大的「叢書」內容數位化，提供全文檢索的資料庫，目前以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容最多，另有「四部叢刊電子版」，惜東海

尚未購買，故僅介紹「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使用。 

使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之前要先下載瀏覽軟體，並且要在有

效的「IP」位址內才可以使用，館內(或校內)的無線網路仍因虛擬「IP」位

址的緣故，無法連線。由於該資料庫僅能容納同一時間 5 個人使用，因此

不使用時務必要完成離線作業，以免其他讀者無法連線使用。 

下載瀏覽軟體後，放置於自己電腦的桌面時，即可進行連線作業。該

資料分成五個子資料庫：全文文本數據、原文真蹟圖像數據、書名數據、

著者收據及輔助數據(含分類條件、聯機字典、漢字關聯、輔助輸入及輔助

工具)(見「凡例」)。其首頁如下： 

 

點選「內容檢索」後，再點選畫面最左邊的一本書攤開上面有一個放大鏡

的欄位，即顯現出：「全文檢索」、「分類檢索」、「書名檢索」及「著者檢

索」四種，其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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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請輸入檢索字串」輸入所要檢索的字串後，還可以點選「四庫分類」，

來設定經、史、子、集的四部選定；或點選「書名條件」，以便檢索出來

的資料過多；或點選「著者條件」，以免書名相同而作者有異的誤判情形。

如在「請輸入檢索字串」的欄位上鍵入「藏諸名山」，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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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71 個匹配」，欲看所檢索到的各筆資料內容，則再點選「檢索結果」

下列的各條的「○個匹配」，如選第 1 筆的「1 個匹配」，是在《晉書》第

第 72 卷，內容如下： 

 

反白的「藏諸名山」四字即是所欲檢索的結果，此一畫面不僅可以列印下

來，列印前也可以點選「原文圖像」，會呈現該書的數位化的畫面，此時

板心中間會出現該葉的葉碼及卷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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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點選右上方第一個書籍的欄位時，即可進行拷貝的動作，但限於微軟

2000 以上的系統，95 或 98 的系統是不允許複製原文再進行編輯的動作。

如果需要整葉列印時，點選上面欄位中的「印章」欄，即可進行列印： 

 

這裡的列印分「頁/條」、「當前卷」及「當前者」三種，當選「頁/條」時，

自「1」是指當前頁，「到 1」則指從當前頁數到第某面的頁碼，使用時務

必小心，以免印到用不著的資料，而增加閱讀時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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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標點版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古代類書，全書分為六彙編，三

十二典，6117 部，有一萬卷，一億六千萬字。全面收錄了從上古到明末清

初的古代文獻資料，舉凡天文地理、政治經濟、軍事法律、哲學倫理、教

育科舉、文化藝術、音樂舞蹈、琴棋詩畫、宗教神話、禽蟲草木、農桑漁

牧、醫藥偏方、油鹽茶酒、木陶舟車等都包含在內。「標點版古今圖書集

成」資料庫的檢索的畫面如下： 

 

只要在「搜尋」的欄位中鍵入所要尋找的字串，再按「go」，即可進行資

料的搜尋。如仍以「安陽集」為檢索點，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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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的條共有「6 篇」，第 1 筆資料摘自「安陽集」，第 3 筆指出明代焦竑

《經籍志．十》收有「韓琦安陽集五十卷」的記錄，第 4 筆則記載「經籍

典．集部．彙考」收錄「安陽集五十卷」，所引陳氏云云，則出自元代馬

端臨《文獻通考》卷 234 所載，陳氏即宋代陳振孫，在《直齋書錄解題》

卷 17 所題之言。由此可知《古今圖書集成》收錄資料時，未全部核對原

書或引用原始資料，這是在使用時需留意的地方。 

肆、結語 

利用資料庫來檢索古籍的書目或內容，當然是相當地便利，但如果沒

有資料庫或電腦不能連線時，就必需用到紙本式的工具書。關於古籍檢索

的工具書，檢索書目用的，還有《中國叢書綜錄》(《叢書子目類編》)、《中

國叢書廣錄》、《叢書集成新提要，總目，書名索引，作者索引》、《叢書集

成續編提要，總目，書名索引，作者索引》、《叢書集成三編提要，總目，

書名索引，作者索引》、《百部叢書分類目錄．書名索引．人名索引》等；

檢索作者傳記資料或文集篇目的，則有《四庫全書傳記資料索引》、《四庫

全書文集篇目分類索引》、《清人文集篇目分類索引》、《元人文集篇目分類

索引》、《四庫全書總目》、《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明代傳記叢刊索引》、《清

代傳記叢刊索引》、《歷代詩史長編人名索引》等。這些索引基本上都有筆

劃或四角號碼的輔助檢索，在資料庫尚未出現之前，是一般人在使用古籍

時常利用到的工具書，雖然不如資料庫的方便與完整，但仍不可偏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