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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研究論文篇目索引(1908-2010)》評述 

郭明芳 ∗ 

一、前言 

清乾隆修《四庫全書》雖有「欲禁於徵」的想法，於今日來看《四庫全

書》所收也非最好的本子，但無庸置疑的，《四庫全書》的纂修卻保存許多古

籍，不致消亡。 1而《四庫全書》，至今仍做為中國重要典籍，為世人所知。 

今日「四庫學」也逐漸成為「文獻學」下的一支與「敦煌學」、「簡牘學」

等學科並列新興研究學門。所謂「四庫學」，就是指包含一切有關《四庫全書》

(含續修)的研究總稱。這一名詞，從上世紀末起，開始為人所使用，如 1998

年 5 月「淡江大學」曾舉辦研討會，昌彼得(1921-2011)曾以「『四庫學』的展

望」 2為題發表專題演說，略談及「四庫學」發展簡史即是。 

然一門新學科發展，首重工具書的編製，如索引、辭典、著述史研究目

錄、論文選輯等。而「四庫學」發展至今尚未有相關研究目錄出版，吾人如

欲瞭解相關子題研究成果則需翻閱各種綜合性或其他專科性目錄，十分不便。

因此，各學門在發展中，常出現一群對學術有熱忱者，投入心力、勞力來完

成相關工具書的編輯，以嘉惠研究者。有關「四庫學」工具書，除影印的各

種提要、著述，或索引，還是早年楊家駱(1911-1991)所編《四庫學大辭典》之

外，最重要的是一部蒐集歷年研究的著錄目錄仍缺如。現欣見「甘肅省圖書

館」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研究論文篇目索引(1908-2010)》(北京市：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2013 年 8 月，下或稱《索引》)問世，特撰文介紹之，並提出若干

想法，期能使「四庫學」相關工具書能更臻完善。 

二、編纂緣起與團隊 

關於本《索引》編纂，根據書後李芬林〈後記〉所稱，主要是前人研究

成果查找不易，以及「甘肅省館」為推動「四庫學」深化研究所編纂出版。

蓋「二百多年來，有關《四庫全書》的研究始終沒有間斷過，所著的文獻內

容豐富，成績斐然，已成為專門的學科『四庫學』。《四庫全書》研究已經成

為經久不衰的熱門課題，湧現出了一大批的研究學者，出版了大量的學術成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1 《四庫全書》所收，或內文經館臣改竄、或繕寫有誤字，或選用版本不佳等缺失，然

其從《永樂大典》中輯出不少被視為已亡佚或流傳不廣的書，得以流傳於世。 
2 引見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兩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

市：台灣學生書局，1998 年 9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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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頁 256)，當然面對如此龐大的研究成果，吾人只能靠著一些綜合

型或極少的《四庫學》的專科型目錄查找，如林師慶彰(1948-)《乾嘉學術論著

目錄》、司馬朝軍(1963-)《臺灣四庫學論著目錄》。蓋前者非《四庫》學專科目

錄，所收自然不全；而後者僅限臺灣，而對其他地域研究成果殊難收入。 

本書雖由「甘肅省圖書館」、「天津市圖書館」所共同編纂，但實際上仍以

「甘肅省館」團隊為主要骨幹。蓋當年「甘肅省館」曾赴天津查詢資料，並允

獲「天津館」協助與提供該館已建置的若干數據。職是之故，遂兩館並列編者。 

而在此需附帶說明，「甘肅省館」既非原藏《四庫》原本，為何該館「洞

燭機先」有此《索引》之編？眾所周知，《四庫》編纂完成後，抄成七部分別

典藏，此即所謂有「南三北四」七閣。七閣的《四庫全書》流傳至今僅存三

閣半，即運抵臺北故宮的「文淵閣」、北京「中國國圖」的「文津閣」、「甘肅

省館」的「文溯閣」與杭州「文瀾閣」殘部。「甘肅省館」的「文溯閣」原藏

瀋陽故宮，上世紀六○年代因政軍因素，從瀋陽遷至內陸「甘肅省館」保存

至今。近年來，「甘肅館」除保存原本外，也積極從事相關《四庫全書》的工

作，如館藏研究、《四庫》著述與研究目錄的編纂、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等，

儼然「敦煌學」、「四庫學」逐漸成為該館兩大研究。 

因此「甘肅圖書館」為對《四庫全書》研究能有更多的貢獻，而有本《索

引》的編製。 

三、內容與特色  

本《索引》前有兩位「四庫學」專家黃愛平 (1955-)、杜澤遜 (1963-)推薦

序，後為編輯說明 (即凡例 )。其所收錄範圍從 1908 至 2010 年相關《四庫》學

的論著 5000 餘條，依次排列。  

正文依出版年次依序排列，包括期刊論文、報紙、論文集、學位論文、

不定期刊物、專集等。每項均著錄：著錄號、題名、作者、出版地、出版時

間，期刊論文則加註刊名、卷期、頁碼、出版時間等資料。其格式如：  

Sk0001〈四庫全書駁義〉，陳安波，《紹興醫藥學報》-1908(7)，-11-13。

(頁 1) 

最後附〈引用報刊文獻一覽表〉、與〈著者拼音索引〉。  

而本書特色也有幾端：  

(一)全面網羅《四庫》研究成果  

我們知道，《四庫學》研究至今尚未有一部網羅古往今來研究成果的論著

目錄，而此《索引》正是有開創之功。據本書出版的宣傳詞稱，「本書通過查



文稿 

 123

閱大量的研究資料以及相關的網路資源，按照一定的著錄標準，以文章發表

的時間為順序，系統整理了 1908-2010 年發表在國內外的期刊、報紙、論文集、

個人專集、不定期出版物、學位論文中有關四庫全書研究的近 5000 餘篇論文

篇目。書後還附有引用報刊文獻一覽表以及著者索引，方便研究學者的檢索

利用」，誠然。  

(二 )便於學人翻檢歷來研究情形  

有了本《索引》的出版，不管對於初入門或是學有專精的研究者而言，

可以更瞭解《四庫》研究的情形，能夠更有效選定研究素材，避免研究資料

的重複。  

吾人於撰寫論文最重要是搜輯前人研究成果，以擬定研究方向。如前人

已有研究且成績斐然，則研究價值相對較不高，否則只是徒然浪費時間精力。

有了這類論著目錄，不僅可以減少搜輯相關著述的時間，也能瞭解研究的範

圍與侷限。不僅對新入門，還是資深研究者，均適用。  

四、本書待改進之處  

雖說本書有初創之功，便於學人處甚多，然仍有微瑕待改進者：  

(一 )索引與論著目錄 

本書名「篇目索引」，實為「論著目錄」。所謂「索引」與「目錄」實有

分別。「索引」僅為檢索便利而設，於學術價值上仍較「論著目錄」為低。「論

著目錄」不僅有「索引」的價值外，尚有該學門學術內涵的呈現。更何況，

本書名為「索引」，其後所附檢索又稱「索引」，實有讓人更覺混亂而已。 

(二)按年編次  

本書所有條目皆按年編排，固然吾人可以藉此瞭解某一年度或某一時期

研究數量如何。然吾人倘欲進一步瞭解某一主題研究情形，則非通閱全書則

不能瞭解，殊失工具書本旨。因此說，纂輯一部好的論著目錄，應以使用者

角度編輯，亦即應以主題進行分類編排，如此，很方便透過各子題，查詢到

相關條目。舉例來說，吾人如欲檢索有關「紀昀」相關研究資料，只需在「紀

昀」子題下即可瞭解相關研究成果如何。  

因此說，以主題作編排，至少可以瞭解某一主題研究情形，以及該主題

在某年度概況，較之全部按年編排效益又大許多。  

又於編纂上著錄單行本圖書與論文應分開著錄。  

(三)著錄格式 

本書於條目(尤其論文)著錄格式，均依中國國家標準 GB3193-83《檢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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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條目著錄規則》辦理，每條資料分別著錄文章題名、作者、刊名及卷次、

出版者、出版地、出版年、版次與頁碼諸資料。然或有失於查檢而因陋就簡

者，如頁 252 左： 

〈四庫全書考辨雜記六則〉，何振作，《圖書館工作與研究》2009(11) 

此條僅著錄期數而無頁碼、出版年月等資料。 

另外，還有一項算是比較嚴重的。那就是兩岸期刊卷期問題。台灣出版

的期刊大部分是某期(總期數)或是有分卷(某卷某期)；當代大陸部分雖有分卷

期者，但大部分還是以年為單位(卷)分期，如北京「中國國圖」編輯的《文獻

季刊》就有 2013 年 1 期、2014 年 1 期編次。此類著錄不得將年與期分開，否則

無意義。然本《索引》或與卷期著錄，互為類推適用，頗為不倫。舉例如： 

〈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說之論析〉，王鵬凱，《東海大學圖書館館訊》

2009(97)，46-77。(頁 252)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訂誤〉，程遠芬，《澳門文獻信息學刊》

2010(2)，43-46(頁 56) 

以上兩例均非大陸出版期刊，如此著錄會誤導讀者。第一例卷期是《東海大

學圖書館館訊》第九十七期，而非 2009 年 97 期。且該館館訊期數前應加「新」

字，以別於舊有期數。第二例中《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為澳門地區文獻研究

的刊物 3，該文為總第二期，非 2010 年 2 期。而這裡也需附帶說明的是，大陸

這種「年期」編次方式，吾人亦不能將之拆散著錄，如「某某學報 2014 年 1

期」，不能寫成「某某學報第一期，2014 年」。蓋某某學報真正的「第一期」

未必是 2014 年始發行。 

除著錄格式外，另外對於著錄內容來說，筆者以為應越詳盡越好，如此

則便於使用者尋檢原文的便利性。以期刊著錄為例，至少應詳查核著錄有篇

名(全稱)、作者、刊名、卷期、頁碼、出版時間等資料。資料庫著錄不全者，

應儘量翻檢原刊補全 4。而以上所說者，如缺一項，則讀者查詢原文時又得大

費周章。這尤其是刊名卷期特為需要，如僅著錄刊名，而缺卷期，讀者要如

何翻查？這裡筆者舉一例說明之。例如鄺健行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論

文目錄(1950-2000)》(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 11 月)竟只著錄刊名

                                                 
3 關於此刊物可詳拙撰〈澳門學界對外文獻交流的平臺--澳門文獻信息學刊述評〉，《國

文天地》28：6(總 330 期)，2012 年 11 月，頁 96-100。 
4 以大陸「中國知網」來說，著錄刊名、卷期、頁數、作者外，幾乎不會再著錄出版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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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卷期即是。 

(四)檢索系統 

近幾年來，大陸所出版的目錄、索引，共同為人詬病處就是有關檢索系

統了。工具書不同一般圖書，欠缺或不完善檢索系統的工具書，縱使編得資

料再豐富，也失去它應有的價值。蓋工具書首重讀者查詢的便捷性，完善的

檢索系統將使讀者事倍功半。 

而本書雖有檢索系統，然僅止於作者的拼音檢索，如不善拼音者，或者

便於讀者使用方便性來說，筆畫檢索、或四角號碼檢索也應該加入。進一步

看，本書檢索時翻檢不易。蓋大多這類研究文獻目錄多以所在頁碼為次著錄，

而本書卻以登錄號著錄，每年登錄號相似，翻撿起來又浪費不少時間。 

(五)條目取捨 

本書所收，雖然時間廣(從清末至 2010)，尤其是對大陸地區近年報紙報導

收入更是繁多。這些報導如不具學術價值者應刪汰，以節省《索引》寶貴空

間，筆者隨舉幾例如， 

〈傳承文明服務社會〉，張彩娥、麻曉東，《科學時報》2009.9.4.-A2(頁 251) 

〈台州四庫薈要即將問世〉，陳紅松，《台州晚報》2009.9.21.-16(頁 251) 

〈續修四庫全書題要編纂加速〉，《光明日報》2009.10.26.-1(頁 252) 

(六)條目失收 

除條目取捨外，另亦有失收者，如相關臺灣學術專著。筆者嘗以「臺灣

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檢索，以關鍵字「四庫」查詢就有不少篇章失收(時間斷

限 2010 年年底)。本書自著錄上猶有待補全處尚多，限於篇幅，茲不多舉例。 

又所收地域僅限兩岸，國外仍缺如。又於相關祝壽、自著、研討會論文

集、「以書代刊」等有關論文也大多沒有收入，頗為可惜。如日本學者內藤湖

南(1866-1934)《目睹書譚》(東京：弘文堂，1948 年 9 月)即收有〈文溯閣の四

庫全書〉等篇。又以筆者所知者，於臺北舉辦研討會中談及《四庫》者，亦

有失收： 

吳格〈四庫提要分纂稿之輯錄及其意義〉，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國際學

術研討會論文，國父紀念館主辦，2006 年 4 月 

郭向東〈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研究〉，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國父紀念館主辦，2006 年 4 月 

吳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的編印及其文獻價值〉，第

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理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國立臺北大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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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獻學研究所主辦，2008 年 10 月 

王亮〈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民國經學〉，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

(1912-1949)第四次學術研討會論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

辦，2008 年 11 月。 

郭向東〈從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的編修管窺清代考據學特色〉，第一屆中

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東吳大學中文系主辦，2009 年

11 月。  

陳進益〈從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易類看尚秉和易學〉，變動時代的經

學與經學家(1912-1949)第七次學術研討會論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主辦，2010 年 6 月。 

五、對本書的期許--代結語 

本書的出版象徵「四庫學」的建立並向深入研究進一步發展基石。然或

由於編纂者對於編纂這類目錄索引缺乏基礎，以致本書存在著許多待增補問

題。本文雖提出許多筆者管見批評，但筆者仍非常希望見到一部「四庫學」

論著目錄的誕生。 

而此目錄出版之後，該館仍將編纂《論著提要目錄》。但筆者更期待編纂

者可以進一步收集相關重要且稀見論文整理出版，以便於讀者。蓋早期文章

或大陸內部資料不易見，尤其是民國時期為甚，或重要篇章分散各處，若能

再編輯一部「四庫學論文彙編」之類的參考文獻，對於讀者或研究者而言，

那是再方便不過了。這讓筆者想起當年林師慶彰為講授經學史課程，為免同

學在資料取得上大費周章，而有《中國經學史論文選輯》(臺北市：文史哲出

版社，1992-1993 年。二冊)的出版。當然「四庫學」也能仿造這樣例子，出版

重要、稀見論文彙編。而這類資料彙編不僅方便學人，也對民國時期文獻保

護或流通有所幫助。其最理想的出版方式是將原文重新打字編排，較為美觀

且清晰。如為節省成本而採用影印方式，最好也能用掃描原書方式進行。蓋

過去拍攝微捲技術不佳，若干葉面已模糊，印出更妨礙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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