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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如何使用傳記工具書--以特藏組典藏為例
1
 

特藏組 謝鶯興 

壹、前言 

什麼是傳記？簡單的說，就是關於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傳統傳記的寫

法，若歸納《史記》各篇紀傳所呈現的，不外乎：先介紹傳主的姓字籍貫，

再由祖先說到傳主，再說傳主的一生際遇，從事過什麼活動，有過什麼的

功勞偉績，當過什麼官，受過怎樣的賞罰，對當時社會有何貢獻，對後代

社會有何影響，最後再說明傳主是如何的死，並對他的子孫後代的升沉榮

辱之事蹟略加記載等等。 

既然傳記是指一個人的生平事蹟，那關於這個人的生平事蹟，見諸於

何處？我們又要用哪些傳記工具書來獲知這些資料的出處，以便蒐輯？近

人對於此類資料的蒐集，不乏論述者，如王增群<社科人物資料檢索及其

工具書>，從掌握各種人物資料在文獻中的分布(正史、別史傳記、方志傳

記、年譜、碑傳、辭書、詩文集、年鑒、書目提要中傳記資料、回憶錄、

文史資料傳記集)與了解人物的姓氏字號室名別號等兩方面介紹。2于澄潔、

張凡<怎樣查找科技人物傳記文獻>，著重在科技人物，提出從各種書目、

各種年鑒、各種百科全書、題錄式檢索工具等方面進行檢索。3夏南強<人

物傳記工具書的類型及其使用>，分人物傳記工具書的類型(辭典和名錄類、

資料匯編學案綜述類、索引類、年表年譜類 )及人物傳工具書的使用(工具

書的特點問題、工具書的選擇問題)兩方面討論。4林申清<人物傳記資料工

具書發展述略>，「旨在對我國歷代的人物傳記類工具書作一番總結，并根

據其性質加以歸納」，所以從綜合性人名辭典、專類人物辭典、外國人物

                                                 
1 本文初撰，係因經常看到讀者不知如何使用傳記工具書，導致找不到傳記資料的

問題而寫，所用的傳記工具書以特藏組典藏為主。民國 86 年 3月曾於圖書館大門
入口處的「特藏廚窗」的展示，同月 21日在《東海大學校刊》刊載大綱，87年 9
月講授「圖書資料蒐輯與處理」時編入教材。近年來圖書館陸續新購的傳記工具

書足以訂補先前之作，故據而修改，並略述近人對於傳記工具書使用的探討。 
2 見頁 62~64，《河北圖苑》1994年第 2期(總 24)。 
3 見頁 57~58(上)及頁 65~67(續)，《情報雜誌》第 17 卷第 4期(正)及第 5期(續)，1998
年 7 月及 9月。 

4 見頁 137~142，《辭書研究》2000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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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等三方面論述。5張喜梅<查找歷史人物的工具書>，分最常用的工具書、

從名字號來查找歷史人物的工具書、從謚號廟號年號尊號來查找歷史人物

的工具書、從避諱方面來查找歷史人物的工具書、查找同姓名的工具書及

從年譜方面查找歷史人物的工具書等論述。6吳嵐<查找中國古代歷史人物

傳記資料的工具書略述>，分紀傳體史書人名索引與傳記資料綜合索引、

筆記小說文集碑傳文地方志人物年譜著作論文中的人物傳記資料索引等

兩方面來介紹。7陳恆嵩<檢索方志中人物傳記資料的方法>，針對方志中的

傳記資料檢索，提出利用工具書檢索、利用人物之籍貫查閱及利用人物之

仕履查閱。8 

上述的成果，足以供我們參考，惟諸人所述各有所偏，本文試從資料

的類型與工具書的分類、及如何使用三方面來敘述，希能補其不足。 

貳、傳記資料的類型 

傳記資料的類型，包含哪些項目？我們如果不知道傳記資料有哪些類

型，這些資料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基本上就無法順利地使用適當的工具書，

在檢索時難免會有顧此失彼之虞，或有遺珠之憾。 

傳記既然指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就是要瞭解該人所處的時代、籍貫、

出身、著述、思想、學術及一生的主要活動。這些大都載錄於他的傳記資

料中。人物的傳記資料，分布非常廣泛，舉凡正史、別史、方志、傳錄、

筆記、詩文集、日記、回憶錄、書目提要、序跋中，都可能出現，因此尋

找此類的資料，真是非得「上窮碧落下黃泉」不可。 

若就史書及詩文集所收來詳加細分，則又包括史傳、家傳、本傳、別

傳、外傳、小傳、自傳、事略、碑文、墓誌銘、哀啟、行狀、逸事狀、誄

贊、壽文、序跋、題詞、贈答詩文等多種類型。當然，若再將傳記工具書

涵蓋進去，則各種傳記辭典、百科全書的人物條目、各式名錄、年譜總目

也都是，那麼在檢索時就必需更加留意，慎加揀選。 

傳記工具書所收的資料，大都是根據史書或詩文集等資料重新編寫，

甚至迻錄這些重新撰寫的資料再度加工，算是二手資料，或三手資料了，

                                                 
5 見頁 141~150，《辭書研究》2000年 5 月。 
6 見頁 91~92，《太原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 1期，2000年。 
7 見頁 41~43，《河南圖書館學刊》第 22 卷第 4期，2002年 8 月。 
8 見頁 10~14，《國文天地》第 18 卷第 3期，民國 91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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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使用時要特別小心，最好能核對原書或本傳，避免因襲錯誤，以訛

傳訛，造成笑話。 

參、檢索傳記資料的工具書可分成那幾類？ 

既然一個人的傳記資料分布那麼廣泛，我們就需耐下心來翻閱，甚至

是披沙揀金，以免挂一而漏萬。幸好歷年來致力於各類工具書編製者，愈

來愈多，我們使用起來就更加的方便，他們的作為真是造福人群。檢索傳

記資料的工具書，大略可歸納為下列三種： 

(一)查考人名的 

此類包含了查考姓氏、字號、筆名、諡號、避諱、同姓名、官名、行

第等書。 

(二)提供簡單的或一般性的傳記資料  

此類除了可利用一般辭典、專科辭典、百科全書人物條目、各式名人

錄或名錄、年譜總目等書之外，還可利用歷代及近人所編訂的詩文總集或

選集，歷代書目及歷代名人年表或總表等等。 

(三)提供檢索更廣泛的或更詳盡的傳記資料  

此類需求的前提，是利用前項工具書檢索所得的資料，已經不能滿足

需求，就得利用到各種索引，如各種傳記資料的綜合索引或二十五史的各

史索引，方志的人物索引，詩文集的篇目索引，碑傳文的索引，甚至各朝

代的題名碑錄索引以及學案也都要借助。 

由於李寶印、張治江、胡維革、蔣立文主編的《人物工具書辭典》9，

蒐輯了有關人物的傳記、年譜、名錄、年表及索引等書，共分八百二十八

條辭目，含<傳記>、<年譜>、<名錄>、<年表>、<索引>及<其他>等六部份，

各部皆依書名的筆畫排序，書前也附各部的<書名筆畫目次>。該書編纂的

體例是：介紹各書的編撰緣起、體例，收錄的上下年限、所錄的人物及檢

索方法等，並注明各書的版本情況、出版者及出版時間，以供讀者索閱。 

《人物工具書辭典》與一般介紹「工具書使用方法」書籍的最大不同，

在於該書專述「人物傳記工具書」，收錄的書籍種類，遠超過專論「工具

書使用方法書籍」中關於傳記部份；其次該書為 1989 年出版，時代較新，

故部份晚近出版的工具書也都收錄，提供讀者更多傳記工具書的訊息。因

                                                 
9 吉林．吉林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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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認為在「檢索傳記資料的工具書可分成那幾類」所歸納的類型，

不太適用，或想先知道有那些傳記工具書可用，或想知道這些傳記工具書

的大概內容，都可以先參閱《人物工具書辭典》，或有事半功倍之效。 

肆、如何使用傳記工具書 

關於傳記工具書使用方法的書籍，雖然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去利用這些

工具書，但是隨著掌握資訊的不同，個人需求的不同，檢索的程序不同，

所獲得的結果也會跟著不同。 

簡單來說，只知一個人名，不知是那個時代的，是要如何去找他的資

料呢？或同時知道該人的時代，又要利用那些工具書？以下就先說明僅知

人名，不知時代的查法，再介紹兼知其姓名及時代的檢索方式。 

一、僅知人名不知年代的檢索方式 

僅知人名，而不知其所處時代的檢索方式，可說是又簡單卻也是最麻

煩的。怎麼說呢？簡單地說，只要找各式辭典，大概就可以找到，但是如

果所找到的有同名同姓的現象，那又怎麼判斷何人才是自己所要的？這就

是麻煩的地方，除了詳審內容，再參閱彭作楨輯《古今同姓名大辭典》10所

提供的線索外，他人恐也無法代為解決。 

至於有那些辭典可以查得這種僅知人名，不知時代的呢？除了一般辭

典之外，可先查臧勵龢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11(依姓氏筆畫排序，可用

筆畫與四角號碼兩種方式檢索 )，與姜亮夫纂《歷代人物年里碑傳綜表》12(書

依年代先後排列，書末附〈筆畫索引〉，人名之後的數字為年代)等二書。 

然《中國人名大辭典》成書於民國 10 年，時代斷於清末；《歷代人物

年里碑傳綜表》成書於民國 26 年，48 年由陶秋英校補，52 年姜亮夫再次

修補，收入下限至民國 8 年止，著錄的人物有其時代性的限制，若無法查

得個人所需，就要再利用其他的工具書。 

(一)利用一般人名辭典性質 

１.檢索歷代人物的辭典 

(1)莊漢新、郭居園合編的《中國古今名人大辭典》13，該書係上承遠

                                                 
10 上海．上海書店，1979 年。 
11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90 年 
12 陶秋英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年 5月港版。 
13 北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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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下迄當代。其編纂本著「蓋棺論定的原則」，因而至撰寫當年仍健在

的名人，只選取最有代表性的大家收錄之。書依姓氏筆畫排序，附姓氏筆

畫之<總目錄>。收錄時代，較上述二書為近，但因只收 6908 條，所以也

有他的局限性。 

(2)蘇州大學圖書館編著《中國歷代名人圖鑑》14，收錄上古迄於清末，

包括少數卒於民國以後的清代人物，共 1165 幅，圖像依人物年代排序，

圖像下再附簡要，說明該人之生平。據其<凡例>知該書另行出版《中國歷

代人物圖像索引》，收錄約四千多人，惜未見。 

(3)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15，上自原

始社會，下迄辛亥革命，共收五萬四千五百人，「以二十五史紀傳人名為

基本依據，同時參閱群書，廣搜博采，鈎稽增益。尤其是唐宋以後的人物，

從各種碑志、傳記、文集、筆記、學術史、地方志等古籍中增補頗多」。

書依姓氏筆畫編排，書末附<夏商周(共和以前)世系表>、<歷代紀年表>

及<四角號碼索引>。 

關於人物的傳記資料，一般來說，清末以前的較容易檢索得到，至於

民初至 38 年間的人物傳記，大陸地區仍在陸續編製中，如果上述三書仍

未找到所要的人物資料，或許該人即是民初以後的人，那就要利用到下列

《中國人名大詞典》。 

(4)中國人名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人名大詞典》，共收三萬多個

條目。全書分為《歷史人物卷》16、《當代人物卷》17及《現任黨政軍領導人

物卷》18三冊。 

《歷史人物卷》收至 1949 年 10 月 1 日以前去世的人物，係依姓氏筆

畫順序排列，書前附姓氏筆畫之<詞目表>；該書收 1949 年之前的人物，

即略可彌補《中國古今名人大辭典》所收關於民初以來人物的不足。 

《當代人物卷》則收 1949 年 10 月 1 日共產黨政權建立後去世與在世

的著名人物，亦以姓氏筆畫順序排列，書前附姓氏筆畫之<詞目表>，書末

                                                 
14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年。 
1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 
16 廖蓋隆，羅竹風，范源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年。 
17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 年。 
18 北京．外文出版社，19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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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漢語拼音索引>。 

《現任黨政軍領導人物卷》是選收 1988 年 12 月 31 日前大陸地區在

職的中央和省、市、自治區的現任黨政軍領導人物，以姓名的音序排列，

同姓同名者，年長者排前，書末附<主要機構及領導人一覽表>及<漢文筆

劃索引>。 

《當代人物卷》與《現任黨政軍領導人物卷》所收的人物，大都限於

大陸地區，對於使用者而言，仍嫌不足。 

２.檢索民初以來人物的辭典 

(１)李盛平主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19，全書約收一萬人，年代

從 1840 年至 1988 年 9 月 30 日期間去世之人。書依姓氏筆畫編排，附<姓

氏索引>及<筆畫索引>。 

(２)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20，收民國元年至 38 年間，各界

人士約一萬二千餘人。書依姓氏的筆畫排序，書前附<姓氏首字索引>、<姓

氏目錄>二種，書末另有<附錄>十六種，專收各級代表及外國使節名錄。 

(３)復旦大學歷史系資料室編《辛亥以來人物傳記資料索引》21，應該

置於「知其姓名及時代」部份介紹，但因該書使用資料包含大陸、台灣及

香港三地的中文專著、論文集、報刊、年鑒、索引、百科全書及文史資料

等，於 1986 年前所出版的書刊，資料共有八萬多條；所收入的人物年限，

是自 1911 年至 1949 年止，共有一萬八千餘人，可以補前面幾本書的不足，

故於此先介紹。是書依姓氏筆畫排序，附<筆畫索引>，書末附<本索引所

引資料一覽表>及<本索引未引用的有關參考書目>二篇。 

(4)蔡開松、于信鳳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22，選用資料截止

於 1990 年 5 月，人物收錄 1949 年前各政黨及軍政界主要負責人，重大政

治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企業、科技、教育、文藝等界著名人物；及 1949

年以後大陸地區黨政軍各階層領導人物，書依姓氏筆畫多寡排序。 

上述諸書，大都用來檢索民國 38 年以前的人物傳記，而《中國人名

大辭典》的《當代人物卷》及《現任黨政軍領導人物卷》雖收 1949 年至

                                                 
19 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年。 
20 河北．河北人民出版社，1991 年。 
21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 年。 
22 沈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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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間之人物，但又僅限於大陸地區。如果這些書又找不到，那又要怎

麼辨？ 

(5)《中國人物年鑒》23，1989 年創刊，逐年出刊，館藏僅有 1990 年、

1993 年及 1996 年三種，涵蓋了大陸、台灣、香港及澳門各界的著名人士，

各年度的年鑒收錄了在上一年度逝世的各界著名人物及上一年內舉行過

紀念活動或出版過文集、傳記的歷史上的著名人物。該書依姓氏筆畫排

序，書前附<人名索引>及<各界人物檢索>，亦可補上述諸書的不足。 

(二)利用人物專科辭典(專業辭典) 

如果此一人名，雖不知其時代，然大概知道他是以那種方式留名後世

的，那麼也可以直接使用專科辭典(專業辭典)，得其梗概。 

１.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24，收錄範圍包括了歷代書家、

畫家、篆刻家、建築家、雕塑家及各種工藝美術家。依姓名筆畫排序，書

前有<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檢字表>及<人名索引>，書末有<附錄>二種，係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增補大陸地區，於 1980 年以前去世的知名美術家一

百餘人及全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的簡歷，另有<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字號異

名索引檢字表暨說明>、<字號異名索引>、<俞劍華小傳>。 

沈柔堅主編《中國美術辭典》25，與前書性質相類似，收錄斷於 1985

年止，只收已故之人，書末附<中國美協會員表>。不同處在於該書係依學

科分類排列，分九大學科十大門類，含：通用名詞術語、繪畫、書法、篆

刻、版畫、建築藝術、工藝美術、陶瓷藝術、青銅藝術及雕塑，只有近六

千條詞目，而各類美術家收錄的標準以有作品存世者為主，雖有<詞目筆

畫索引>備檢索之用，然非專為傳記而作，稍有不便。 

２.陳高春編《中國語文學家辭典》26，收錄歷代的語文學者，含：傳

統的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及金石、校勘等共約二千人，依其生卒年代排

序，概述作者的生平及其著述的要略。書前有<辭目表>，末附<辭目音序

索引>、<辭目筆畫索引>、<異名筆畫索引>、<中國語文學著作筆畫索引>

                                                 
23 1990 年及 1993 年由李方詩等編，北京．華藝出版社；1996 年由中國人物年鑒編

輯委員會編，北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24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年。 
25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年。 
26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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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參考書目>等五種。 

3.《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是書依時代先後分為：《先秦漢魏晉南北朝

卷》、《唐五代卷》、《宋代卷》、《遼金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

卷》等七卷，館藏僅有曹道衡、沈玉成編《先秦漢魏晉南北朝卷》及錢仲

聯主編《清代卷》27。書依姓氏筆畫多寡排序，附<作者姓名字號四角號碼

綜合索引>。 

北京語言學院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主編《中國文學家辭典》28，收

錄歷代作家和文藝理論家、文學史家、文學翻譯家等辭條約五千條，分古

代和現代兩部份。古代起自先秦，迄於「五四」；現代則起自「五四」，迄

於 1983 年。凡在這段期間，曾在文學史上某一時期或某一領域或某一區

域有過影響或有一定影響的，有作品留傳下來，都在收錄之列。全書共分

古代四分冊，現代四分冊，本館僅有：「古代第二分冊」，「現代第一分冊」

暨「現代第四分冊」等三冊。故僅知《古代第二分冊》是依作家時代先後

排序，附<時序目錄>及<音序目錄>二種；《現代第一分冊》與《現代第四

分冊》依姓氏筆畫排序，附<筆畫目錄>及<漢語音序目錄>二種，然《現代

第四分冊》之末另附<現代分冊筆畫總索引>；其餘闕如，殊為不足。 

４.梁戰、郭群一合編的《歷代藏書家辭典》29，收錄中國歷代的藏書

家，包括：書畫碑刻收藏家、版本目錄學家、校勘學家、刻書家(出版家)、

圖書館事業家及書坊販書家等，共三千四百人。書依姓氏筆畫排序，附

<目錄>及<參考引用書目>二種可供利用。該書著錄了藏書家的藏書室名

與藏印，是該類辭典共有特色。 

5.張岱年主編《中華思想大辭典》30，從書名看，似與傳記無關，然該

書分人物篇、典籍篇及思想篇三單元，<詞目表>與內容亦就此三單元依筆

畫多寡排序。收錄先秦至 1919 年五四運動間的人物，四百多人。由於只

收錄到五四運動，近代新儒家的人物就未被收入，此一缺陷，馮克正等主

編《諸子百家大辭典》31，分人物、典籍文獻、詞語概念命題、學派書院

                                                 
27 北京．中華書局，1996 年。 
28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年(古代)，1990 年(現代)。 
29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年。 
30 長春．吉林人民出版社，1991 年。 
31 沈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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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語寓言等六千餘條詞目，人物係根據生年先後按歷史及朝代順序排

序，從上古的伏羲到近代的杜維明，共收近一千二百人。附<總目錄 >、

<分目錄>、<筆畫索引>、<音序索引>。至於新儒家的人物事蹟，則可參閱

方克立、李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32，是書收錄梁漱溟、張君勱、

熊十力、馬浮、馮友蘭、賀麟、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復觀及方東美

等十一位先生的學案，可以提供更詳細的資訊。 

５.釋明復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33。該書收五千多位中國歷代高僧，

及在中國活動過而有影響的外國僧人，並且收錄了在哲學、文學、藝術等

方面有成就的歷代學者、對佛教產生過影響的帝王、官吏等。書依姓名筆

畫排序，附<筆畫索引>及<附錄>六種，含：<諸宗師資傳承系統表>、<異

名表>、<歷代塔寺道場略誌>、<華梵翻譯人名對音表>、<印度論師譯名對

音表>以及<中外歷代紀年對照表>。 

性質相似的別有震華法師編《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34，收錄自佛教

傳入中國以來與中國佛教有關的人物詞目共一萬六千九百七十三條，包括

僧、尼僧、居士、女居士、王公、后妃及公主七大類。以中國漢傳佛教人

物為主，兼及藏傳、南傳佛教人物，外國僧侶只限與中國漢傳佛教有交流

記載者。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筆畫詞目表>及<中國佛教大事年表>。 

6.蘇晉仁、蕭鍊子選輯《歷代釋道人物志--百部地方志選輯》35，是書

選錄明天啟至民國間刊刻的百部地方志，從北京到雲南計二十五個地區的

方志，共收六千五百餘人，書依地區先後排序，前有<目錄>，後附<(人名

筆畫)索引>。是書編者認為：「其傳記中包含大量宗教、哲理、歷史、文學、

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的重要資料。雖然由於纂修方志的作者觀點不盡相同，

取捨互異，但是廣泛反映釋道兩教人才的思想面貌，以及對社會產生的深

遠影響，則是值得深深珍視和研究的。」 

7.袁韶瑩、楊瑰珍合編《中國婦女名人辭典》36，專收歷代著名婦女，

                                                 
32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年。 
33 北京．中華書局，1988年。按此書係根據 1974年臺灣的方舟出版社刊本影印，

館藏缺方舟刊本。 
34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年第 1版，2002 年 3月第 2次印刷。 
35 成都．巴蜀書社，1998 年。 
36 吉林．北方婦女兒童出版社，198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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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革命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等四千多人。較為特殊的是，收錄

了著名的民間女子與神話傳說人物。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筆畫查詞表>、

<類別查詞表>及<詩海尋珠>三種，其中<詩海尋珠>收婦女作共 114 首，並

附有<目次>，以供檢閱之用。 

性質相似的尚有華夏婦女名人詞典編委會編《華夏婦女名人詞典》37，

收錄三千多人，依姓氏筆畫排序，有<人名索引>，書末有<附錄>，專收各

類婦女代表名單共六種。 

8.戴逸主編《二十六史大辭典》38，分為：《事件卷》、《典章制度卷》、

《人物卷》及《表圖索引卷》四冊。 

《人物卷》分為<史記編>、<漢書後漢書編>、<三國志晉書編>、<宋

南齊梁陳魏北齊周隋書南北史編>、<新舊唐書五代史編>、<宋遼金史編>、

<元史新元史編>、<明史編>與<清史編>等十編。各編皆依各史書各卷所收

的人物排序，附各編的<辭目表>。館藏缺《表圖索引卷》，使用較為不便。 

9.張文達編《中國軍事人物辭典39》，專收西周至近現代，凡在歷史上

較有影響且見諸於史料的軍事家、將領或重要軍事活動的政治領袖、官吏

等軍事人物。係根據「二十四史」、《清史稿》、《民國人物傳》、《辭海》等

書所錄為主。書以姓氏筆畫排序，前有<姓名筆畫目錄>及<古今重要戰例

目錄>，附<年號筆畫索引>。 

專科辭典(專業辭典)的使用，除了上述諸書，尚有老鐵主編《中國帝

王辭典》40，專收歷代帝王與部份后妃的小傳。陳榮華、陳柏泉、何友良

主編《江西歷代人物辭典》41，專述江西一地的歷史人物。劉貫文、任茂

棠、張海瀛主編《三晉歷史人物》42(山西省古稱三晉)，專收山西省籍對歷

史發展起過進步作用的歷史人物，全書共四冊，第一冊收遠古至南北朝人

物，第二冊收隋代至宋代人物，由<序>知第三冊收元代至清末人物，由此

推論，第四冊當收民初至當代，然館藏缺三、四兩冊，無法知其詳。高文

                                                 
37 北京．華夏出版社，1988 年。 
38 吉林．吉林人民出版社，1993 年。 
39 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88 年。 
40 濟南．明天出版社，1989 年。 
41 南昌．江西省人民出版社，1990 年。 
42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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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編《中國民族史人物辭典》43，專收古代至清末少數民族歷史人物，

包含帝王將相、部族首領及在經濟、文化、科學、宗教等著名人物。周偉

洲主編《中國當代歷史學學者辭典》44，專收目前在大陸及臺港地區從事

歷史學及其它相關學科研究的學者，資料截止於 1993 年，全書共分中國

史、世界史、專門史、文物考古及地方史志等五大類，各類再細分共十三

小類。書先依類別排列，再依姓名筆畫排序，附<正文分類目錄>與<人名

筆畫索引>。 

(三)利用學科辭典 

除了一般人名辭典與專科辭典(專業辭典)可供查考人名，及其簡單生

平事蹟外，另有一類辭典，以一定的學科領域為主，和專以人物為主的專

科辭典不同。該類書籍，由書名來看，似乎與人名傳記無關，或是關係不

大而被讀者忽略。事實上，這些書中部份是另立<人物詞目>，部份是將人

物的詞目與其他詞目混而為一，稍加留意，即可能找得到想要的資料。因

此，為了和以人物為主的專科辭典有所區分，故以「學科辭典」一詞稱之。 

如谷雲義、馮宇、劉孝嚴、魏克信、牟玉青等主編《中國古典文學辭

典》45，賈傳棠、張長法、許樹棣、徐式寧等編《中國古代文學辭典》46，

孟慶遠主編《新編中國文史詞典》47，方克立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48，

馮契主編《哲學大辭典》49，黃開國主編《經學辭典》50，中國歷史大辭典

編纂委員會主編《中國歷史大辭典》51(從先秦史卷至科技史卷，共十三卷)，

李華興主編《近代中國百年史辭典》52，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辭典》53，

陳旭麓、李華興主編《中華民國史辭典》54，尚海、孔凡軍、何虎生主編

                                                 
43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 
44 西安．西北大學出版社，1993 年。 
45 吉林．吉林教育出版社，1990 年。 
46 北京．文心出版社，1988 年。 
47 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89 年。 
48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年。 
49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年。 
50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年。 
51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年。 
52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年。 
53 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 年。 
54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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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史大辭典》55，劉和平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典》56，楊親華、余科

杰、吳愛明、朱衛東、莊賓湘主編《中國民主黨派詞典》57，周隆賓主編

《社會歷史觀大辭典》58等書，皆是可以參閱利用的。 

上述所用各書，不論是一般人名辭典，或人物專科辭典(專業辭典)，

或學科辭典，所找到的資料，大都是簡單的或概述性質的，如果需要更詳

細或更廣泛的蒐輯，那就要再利用其他傳記工具書了，關於這個問題，請

參閱「知其姓名及時代的檢索方式」。 

如果利用上列方法與書籍，還是找不到所要的人物資料，最後只能藉

助於參考組：中文參考書區所藏的各式《名錄》，或微影室的「中央社的

剪報系統」，或利用「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中國期刊網」

等電子資料庫的協助。 

二、知其姓名及年代的檢索方式 

一般人可能認為，想要概略的知道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只要根據人名

辭典或人物辭典的記載就可以了。事實上，這些資料，是否足夠，是一個

問題；你所要的是否就止這些，也是另個要考慮的問題。 

或許有些人明明知道，人名辭典或人物辭典所著錄的資料，仍有不足

之處，但也不知道還可利用那些方法，或還有那些傳記工具書，可以做再

進一步的檢索，以便取得這些資料。 

前面已說明了「只知姓名，不知時代」的檢索方式，同時也談及利用

各式辭典所檢索到的資料，只是概述性質的傳記資料，至於如何進一步的

利用其他工具書來追查更詳細或蒐輯更多、更廣泛的方式？現就針對「知

其姓名及所處時代」的問題來說明有那些工具書可以利用。「知其姓名及

時代」的檢索方式，或要利用那些工具書，亦可從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

記資料，與需更廣泛、更詳細的資料二方面來談。 

(一)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料  

就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料方面來說，一般人可能認為只要利用

各式辭典查得的資料就足夠使用。筆者認為：要瞭解某人的生平事蹟，若

                                                 
55 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 年。 
56 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年。 
57 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 年。 
58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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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辭典的簡介就心滿意足，不想再繼續追查此人在史傳或方志上是否有

更詳盡的記載，也就是說不再去查他在史傳或方志上有無本傳的觀念，當

然不能說是錯誤的，只是這種「百步只行九九」的作法是有點可惜。因此

筆者所說的「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料」是指檢索到該人的本傳為止。

對於「只知人名不知時代」的人，既然已經由各式辭典查知他的時代及生

平概略，當然也可進而利用其它的工具書查知他的本傳出處。 

或許有人會說，為什麼不直接利用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主編

《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錄．傳記類》59，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

四庫全書索引編纂小組合編《四庫全書傳記資料索引》60與《四庫全書文

集篇目分類索引．傳記文之部》61，或王民信主編《中國歷代詩文別集聯

合目錄》62等書。 

《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錄．傳記類》是收錄民國 35 年至 68 年間，所

發表的期刊論文，依人物的時代排列，各時代再依姓氏筆畫排序，在只知

人名未知時代時，是不容易查得，或所查到的，並不是真正所要的人，而

造成錯誤。 

《中國歷代詩文別集聯合目錄》雖收錄了相關人物的傳記出處、作品

集(含別集與總集所收，並注明典藏地)及年譜等，但需留意兩件事：一是

該人需有詩或文等作品傳世，二是該書也按時代排序，或一個朝代、或數

個朝代為一個單元，各單元之末皆附姓名筆畫索引，與前一本書所面臨的

問題相同。 

《四庫全書傳記資料索引》所收的傳記資料，以史部書籍最多，集部

次之，經、子二部又次之。該書除收錄正史中的本傳外，同時也收錄了《史

部．地理類》方志中的人物傳記，為一般傳記資料工具書所沒有的，是其

特色；而《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類索》則以《集部》文集為主，佐以《史

部．詔令奏議類》及《地理類》「藝文」部份，亦為一般傳記工具書所缺；

此二書皆可補史傳、文集等傳記之缺失。使用時也要留意幾件事：一為《四

庫全書》成書的時代性及收錄的政治性等局限；二為兩書都依姓氏筆畫排

                                                 
59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1 年。 
60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0 年。 
61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8 年。 
62 台北．聯合報國學文獻館，民國 7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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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書前都附<引用全書冊次、頁碼、書名對照表>，《四庫全書傳記資料

索引》又另附<首字筆畫檢索表>，《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類索引》又分為

<碑傳男>、<碑傳女>、<贈序>、<壽序>、<祭告男>、<祭告女>、<贊頌>

及<雜類雜文>等幾項，故附有<傳記文人名字首檢索表>。 

由此可知，每一本工具書皆有其特色，亦有其限制性，那麼，除了置

於一樓的《中國歷代詩文別集聯合目錄》與《四庫全書傳記資料索引》之

外，特藏組還有那些傳記工具書可以查得歷史人物的本傳呢？當然可以利

用各史書的人名索引，或是方志的人名索引。 

１.利用史傳的人名索引 

(１)張忱石、吳樹平合編《二十四史紀傳人名索引》63，是書根據北京

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點校本》編製的，每條人名除注明點校本冊數、

頁數外，還注明卷數，可供不同版本的《二十四史》擁有者利用。該書因

屬叢書性質，故一人在同一史書中分見於兩處以上，則一併注錄；或分見

於兩部以上史書，而所記之人又有異文異名，除一起注錄外，並立「參見

條目」；或各史中同姓名者，分別立目，以做區別。書依四角號碼排序，

書末附<筆畫索引>。<筆畫索引>是將《二十四史紀傳人名索引》人名第一

個字的依筆畫部首排序，漢字之後為四角號碼，接著才是頁碼。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合編《二十五史紀傳人名索引》64性質與

前書相似，是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書店聯合出版的《二十五史》及

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二十四史》與《清史稿》編製，體例與《二十四

史紀傳人名索引》幾乎相同，差別僅在於：本書是根據《二十五史》與《二

十四史》二種叢書編製而成，故人名之下，特別標示出在《二十五史》與

《二十四史》的卷數、頁碼(《二十五史》則為總頁碼及該頁的欄數 )。而

《二十五史》用「上」字代之，《二十四史》則用「中」字代之。 

(２)二十四史的專史人名索引，已出版的有：鍾華編《史記人名索引》，

魏連科編《漢書人名索引》，李裕民編《後漢書人名索引》，高秀芳、楊濟

安編《三國志人名索引》，張忱石編《晉書人名索引》，張忱石編《南朝五

史人名索引》，鄧經元編《隋書人名索引》，張萬起編《新舊唐書人名索引》，

                                                 
63 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 
6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上海書店，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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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起編《新舊五代史人名索引》，曾貽芳、崔文印編《遼史人名索引》，

崔文印編《金史人名索引》，姚景安編《元史人名索引》，李裕民編《明史

人名索引》等十三種，其中《南朝五史人名索引》、《新舊唐書人名索引》

及《明史人名索引》三種，本館並未典藏(1998 年北京中華書局將上述諸

史的索引彙編縮印成兩冊，彌補此項的不足)。 

傳統史書，從《史記》採用互見手法之後，歷代史官修史，基本上都

接受這種撰寫方式，因此二十四史的專史人名索引，編製時，不僅著錄一

人的專傳資料 (以※標記)，同時也列出散見於其他紀傳中關於此人的傳記

資料，擴大了收錄的範圍，提供更豐富、更詳盡的傳記資料。臺灣鼎文書

局翻印北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各本史書之末都附<人名索引>，

惟該索引只著錄本傳所在，就蒐輯某人在其史書中的資料而言，與上述諸

專史人名索引所提供的線索，是略遜一籌。 

２.利用方志的人名索引 

(１)朱士嘉編《宋元方志傳記索引》65。該書是根據 33 種宋元方志中

的<人物傳>、<職官表>、<選舉表>、<雜錄>、<拾遺>等類，凡附有人物傳

記的，一併收錄編纂而成，共計三千九百四十九人。編排方式則依序為：

姓名、別姓、別名、字號、所在的方志簡稱及卷數頁碼。故書依姓氏筆畫

排序，附<引用宋元方志書名簡稱表>、<四角號碼索引表>。 

(２)高秀芳等編《北京天津地方志人物傳記索引》66，專收北京、天津

及所屬縣地共 73 種方志中人物傳記的綜合索引，收錄有約一萬四千餘人。

體例與《宋元方志傳索引》相似。馬尚瑞主編《北京古今名人辭典》67，

收錄「凡北京籍(自古至今)人，不論其寓居何處，只要在某一領域作出貢

獻，或在北京地區(包括古代)產生過較大影響者，都予以入選」；「凡外地

來北京地區長期寓居，在某一領域作出了突出貢獻，或產生過較大影響

者，也都作為『北京人』加以收入」。自先秦至 1987 年死亡的人物，共近

一千七百人。書依歷史前後順序編排，同一時代，清之前人物卒年先後排

列，清之後依人物生年先後排列，僅見<目錄>，未另編製「人名索引」，

檢索稍覺不便。 

                                                 
65 上海．中華書局，1963 年。 
66 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5年。 
67 北京．新華出版社，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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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湖北省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北省志人物志稿》，收錄 1840 年

以後至 1985 年以前去世，具有相當影響力的鄂籍及少數長期居留湖北的

人士，在第四卷《表》末尚附有古代鄂籍歷史人物，但若《湖北通志》已

錄，而無新材料可補正的人物，則不再重錄。書依傳、錄、表三種體裁編

纂，再依政治、軍事、經濟、科教、文化等分類。該書屬於方志，置於此

處似有不妥，然書末附<人名筆畫索引>可供使用，故錄之。惟該<索引>只

收《傳》、《錄》、《表》等部份的人名，<古代湖北人物>則未收錄在內，殊

為可惜。 

雖然方志中的人物傳記，部份與史書中的傳記重複或直接迻錄自史

傳，然保存了大量的人物傳記資料，至於方志的人物傳記與史書的人物傳

記之間的關係，誠如朱士嘉在<宋元方志傳記索引序>中所說的：「該書體

例和內容雖然與《二十五史人名索引》、《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和

《遼金元傳記三十三種綜合引得》有所不同，但仍具有相互補充作用。」

可惜歷代方志編有傳記資料索引的確實很少，2000 年北京圖書館編《地方

志人物傳記資料叢刊》，分西北、東北、華北、華南、華東六卷，徐蜀<出

版說明>云：「為便於使用，在每卷後附有人名筆畫索引」，館藏西北卷二

十冊，未見索引，其<總目>載「總索引(一冊單行 )」，是書若及早見世，將

有助於檢索方志人物之傳記。至於台灣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未編

人名索引，使用頗為不便。 

３.利用其他傳記書籍 

前面說過，「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料」是指找到史志中的本傳，

但利用史志的人名索引時，仍有其限制與不足，如《二十五史紀傳人名索

引》，雖收錄《清史稿》，但該書完稿於民國十六年，蕭一山等人於民國五

十年曾就其失誤進行補纂，民國七十五年國史館又進行校註的工作，可知

該書所用的資料仍有不足。  

民初以來的人物，雖然時代較近，似乎傳記資料更容易尋得，事實並

非如此，此一時期的相關資料，蒐輯起來仍有困難，因此還是需要利用到

近人編纂的傳記書籍，雖然這些書籍置於「如何利用傳記工具書」的主題

中，不太貼切，但可以彌補這段期間史料上的零散或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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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關於清代人物的傳記 

關於清代人物的傳記資料，可參閱清史編委會編《清代人物傳稿》68，

全書分上、下兩編，上編專收 1840 年以前的清代人物，下編則收 1840 年

至 1911 年間的晚清人物，本館僅有《上編．第六卷》、《下編．第七卷》

暨《第八卷》等三冊。 

美國Ａ.Ｗ.恒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略翻譯

組譯《清代名人傳略》69(一樓參考書區有英文版)，收錄明末至清亡三百年

間的人物，依傳主時代排序。是書係以《清代傳記三十三種》為主要的取

材來源，各傳主之篇末皆附資料來源。 

錢仲聯主編《清詩紀事》70，亦收明遺民至清亡之間的人物事蹟，暨

與史事有關的詩作，共分二十二冊，第廿二冊收<列女>、<釋道>、<鬼詩

夢詩>、<民歌謠諺>等四種。 

盛代儒編《清代名人千家著作舉要》71，本書是根據張之洞《書目答

問》等十八種書籍編撰而成，誠如吳豐培<序>所言，本書「可補《清史稿．

藝文志》之不足」，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姓目索引>、<姓名索引>及<參

考書目>。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72，以徐世昌《清儒學案》為基礎加以刪補，

編者「期有：一、清代學術思想史，二、清代學術思想史料選輯的雙重作

用；并因以窺見清代學術思想發展淵源及流派」，收錄人物始於孫奇峰，

截止於康有為及王國維，據<敘例>知全書分十卷，將附<清代學術思想史

年表>、<清代學者著述表>及人名書名索引，惜館藏僅第一、二兩冊，誠

屬不足。 

李春光《清代學人錄》73，從清初到辛亥革命近三百年的社會科學和

自然科學的發展進行比較廣泛的探索，依時間的順序，以學派或學科為

綱，區分為清初樸大師等三十個專題，近九十位學人，僅附<目錄>，未另

                                                 
68 第六冊為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第七、八兩冊為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

1993 年。 
69 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年。 
70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年。 
71 北京．華夏出版社，1992 年。  
72 濟南．齊魯書社，1985 年開始出版。 
73 沈陽．遼寧大學出版社，2001 年。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0 期  

 52

編「人名索引」，檢索稍覺不便。 

張一文、施渡橋主編《中國近代軍事人物傳》，專收 1840 年至 1919 年

間帶兵作戰及在中國近代軍事的其他方面和領域的軍事人物，共五十二

人，書末附<晚清部分武官職級表>等書。 

Ｂ.關於民國以後人物的傳記 

至於民國以後的人物，可參閱：厂民編《當代中國人物誌》74，分上

編<軍事之部>及下編<政治之部>，僅有<目次>，無<人名索引>。 

李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75，收錄 1905 年至 1949 年間人物，

選錄標準參見<中華民國人物志中的民國人物傳選錄草案>，依政治、軍事、

經濟、文化等類排序，本館典藏第一卷，僅有<目次>，無<人名索引>。 

王俯民編《民國軍人志》76，收錄北洋軍閥至 1949 年間正規軍的師長

及以上的軍人，約一千三百人，書依姓名筆畫排序，本書雖屬傳記辭典性

質，然各傳介紹包含：姓名、字號、籍貫、生卒年月日、學歷、軍職及其

重要貢獻或重要事件、參加戰爭等，字數皆在五百至二千之間，故列於此。 

彭慶遐、劉維叔編《中國民主黨派歷史人物》77，本書介紹 1949 年前

所成立的八個民主黨派中的人物，書依黨派分類，僅有<目錄>，無<人名

筆畫索引>，檢索時較為不便。 

北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林省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合編的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78，收錄當代社會科學各學科從事研究工作、教

學工作和有關方面有成就的專家學者，書依收稿先後分冊出版，本館僅典

藏第四與第五兩輯，未見<人名筆畫索引>。 

關於台灣地區人物，可參閱唐曼珍、王宇主編《台灣事典》，書名雖

與人物無涉，但該書選收自古代至 1988 年有關台灣政治、經濟、軍事、

文化、人物以及自然資、山川、民族、人口等方面的詞目有二千餘條，由

於是以首字筆劃多寡排序，檢索台灣近代人物也頗為方便。 

                                                 
74 上海．中流書店，1938 年。 
75 北京．中華書局，1978 年。 
76 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年。 
77 北京．北京燕山出版社，1992 年。 
78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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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要更廣泛、更詳盡的傳記資料  

如果史志中的本傳，仍不敷使用，那麼就需再利用其他綜合性的傳記

資料索引、文集索引、碑傳索引、年譜總目、學案索引或近人研究的成果

(如評傳、大傳之類 )等等。 

1.利用綜合性的傳記資料索引 

「綜合性的傳記資料索引」一詞，指除了《二十四史紀傳人名索引》、

《二十五史紀傳人名索引》、《四庫全書傳記資料索引》以外，收錄二種以

上的傳記書籍或文集中的傳記資料而言。如：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

《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79、《遼金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80、《八

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81與《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82；台灣地

區所編製有：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料索引》83，王德毅、李

榮村編《元人傳記資料索引》84，昌彼得等編《明人傳記資料索引》85，周

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索引》86，王德毅、謝正光編《明遺民傳記資料索

引》87，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索引》88等書都是。 

然上述諸書皆為台灣出版品，不在本文介紹範圍，略而不談。以下僅

介紹大陸地區編製的其他索引，如： 

Ａ.收錄二個朝代以上的索引 

(1)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合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料綜合索引》89，

收書的範圍涵蓋：正史列傳、本紀、表、藝文志、詩傳、文集、書目、書

畫書、圖經及有關釋氏之書等共八十三種，約三萬人。書分<姓名索引>與

<字號索引>，按姓名或常用稱謂立條目，其他的稱謂以括弧注於後，故書

依姓名筆畫排序；<字號索引>包含：字號、綽號及謚號。 

                                                 
79 北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年不詳。 
80 北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年不詳。 
81 北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年不詳。 
82 北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年不詳。 
83 台北．鼎文書局，民國 64 年。 
84 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68 年。 
85 台北．國立中央圖書館，民國 55 年。 
86 台北．明文書局，民國 81 年。 
87 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9 年。 
88 台北．明文書局，民國 75 年。 
89 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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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積六、吳冬秀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說人名索引》90，本書

係根據唐五代筆記小說四十七種，宋人撰著，記載唐五代事蹟筆記兩種，

總集三種，合計五十二種筆記小說編製而成。書依四角號碼排序，各條目

以姓名或常用稱謂為主，其他稱謂以括弧附於後，並附參見條目；同姓名

者分別注明字號、籍貫、職官、生平事蹟、時代或從屬關係，以示區別；

各條目下分別標注所在書籍、冊數、卷數及頁碼，書籍之版本參見<唐五

代五十二種筆記小說人名索引用書表>。書末附<筆畫與四角號碼對照表>。 

Ｂ.專收一個朝代的索引 

(1)李國玲編《宋人傳記資料索引補編》91，顧名思義，該書是以王德

毅等人所編的《宋人傳記資料索引》為底本，加入其他可見的資料補編而

成，故編排體例上，大體上也是遵循該書。 

據其<凡例>所述，知所收入的範圍包括：墓誌、各省博物館藏拓片、

史書、方志、年譜、題名、書序等，並補收了《宋大詔令集》、《名賢氏族

言行類稿》、《育德堂外制》、《嘉泰普燈錄》等書，采用書籍約一千餘種。

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引用書目四角號碼索引>、<筆畫檢字表>、<宋人

別名字號封謚索引>等。 

(2)張忱石編《唐會要人名索引》92，係據中華書局出版的《唐會要》

編成，《叢書集成》本與《國學基本叢書》本亦可利用。依四角號碼排序，

各條目編排次序：姓名或常用稱謂為主目，其他稱謂字號等以圓括弧注於

後，並列參見條目；同姓名者分別立目；人名下的數碼為所在的卷、頁數。 

2.利用其它相關書籍 

就「需要更廣泛、更詳盡的傳記資料」說法而言，圖書館典藏並標注

有《○○人名索引》或《○○傳記索引》的書籍並不多，但切勿執著於非

利用到《○○人名(或傳記)索引》之類的工具書不可，如下列諸書，也提

供了許多的傳記資料。 

Ａ.石刻碑傳與年譜總目 

(1)楊殿珣編《石刻題跋索引》93，所收書籍以論石刻與有關考證者為

                                                 
90 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91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年。 
92 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 
93 北京．商務印書館，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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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收錄的年代止於元朝。書依類排序，分：墓碑、墓誌、刻經、造像、

題名題字、詩詞、雜刻等七類，再依時代先後排序。附<石刻題跋索引所

收書目>、<筆畫檢字表>及<四角號碼檢字索引>。 

(2)周紹良主編《唐代墓誌彙編》94(是書尚有續編，現為採購中)，以出

土的唐代人物墓誌為限，凡在唐以前及唐代出生，卒於唐代者均予收入，

卒於唐代以後則不收。個別誌文雖已見於唐人別集或總集中，但若與出土

墓誌有出入者亦收之。是書依誌主落葬日期先後排序，並以年號為界，各

自編號。附<目錄>及墓誌中所出現的人名，除誌主遠祖與用典外的<人名

索引>。 

(3)謝巍編撰《中國歷代人物年譜考錄》95，收錄 1983 年以前大陸地區

及其他地區與私人所藏歷代人物年譜。部份與年譜體例相同，但不稱年譜

的，如：年表、年略、繫年等也都收錄。書依時代排序，並略述譜主事略。

分<正編>、<附編>及<索引>三輯。<正編>收錄上自虞、夏、商、周，下迄

明、清、近現代，尚有「待考」，共十一卷。<附編>收合編年譜、合刊年

譜、通譜、齒譜、疑年錄及生卒年表、學術年表、大事年表等七種。<索

引>則依姓名筆畫排序，編<譜主姓名索引>，並附<字頭繁體簡體對照檢字

表>。 

Ｂ.資料彙編與近人的研究成果 

(1)謝正光、范金民編《明遺民錄彙輯》96，本書共收：邵廷寀撰《明

遺民所知傳》、黃容撰《明遺民錄》、闕名朝鮮人撰《皇明遺民傳》、陳去

病撰《明遺民錄》、孫靜庵撰《明遺民錄》、陳伯陶撰《勝朝粵東遺民錄》、

秦光玉撰《明季滇南遺民錄》等七種。書以姓名筆畫排序，同一人之傳記

分見不同書者，依成書時代先後排序。書前有<姓名筆畫索引>，書末有

<附錄>十五篇，則收本書採用七種明遺民錄的序跋全文。 

(2)王蘧常主編《中國歷代思想家傳記匯詮》97，全書分《先秦兩漢》、

《魏晉南北朝隋唐》、《宋元》及《明清近代》等四部份，依傳主時代排序，

書前有<目錄>。 

                                                 
9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 
95 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 
96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  
97 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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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主編《中國歷代著名文學家評傳》98，收先

秦至五四運動間的一百六十餘位作家，該社又出續編三卷，館藏僅見《續

編三．清及近代》，計五十三位作家，書依傳主時代排序，各篇末皆附主

要參考書目，惜未見人名索引。 

(4)徐朔方著《晚明曲家年譜》99，共收三十九家，先依曲家籍貫分蘇

州卷、浙江卷及皖贛卷等三卷，再依年代先後排序，書末附人名索引。 

(5)鄧長風著《明清戲曲家考略》100(1999 年出版三編)，本書共收三十

五篇論文，非專為明清時代的戲曲家傳記而作，誠如作者<後記>所說：「有

個別篇談的不是明清曲家⋯⋯，或不是曲家本人，⋯⋯但它們都與戲曲或

戲曲家有關」，何以要介紹此書？或可再藉作者所說的：「1985 年夏秋間，

我受命一套構想中的《中國古典戲曲故事》叢書擬目、編集、約稿。⋯⋯

正式進入戲曲史研究領域。⋯⋯從 1986 年起，我試圖對明清兩代上海區

的戲曲家作一番總的梳理。⋯⋯從 1990 年夏開始，斷斷續續地在華盛頓

國會圖書館讀書，⋯⋯決定將主要的研究方向放在明清戲曲家的生平及作

品的考證辨析上⋯⋯」。這幾句話，除了告訴我們，他在此一領域的心路

歷程，特別地是他利用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典藏資料，與一般大陸學者所

引用的資料有大大的不同。 

Ｃ.其它 

(1)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101，據<題記>知是書計畫出版：元、明、

清及近代等四冊，本館僅有《回族人物志傳．元代》一冊，依時代排序，

書末有<附錄>三種及<參考書目>。附錄一為<遺文>，附錄二為<碑傳題跋

酬贈>，二種皆附<目錄>；附錄三為<姓名錄>，依姓名第一個字音序排列。 

(2)莫雁詩、黃明編《中國狀元譜》102，收錄自唐至太平天國期間各科

狀元事蹟，附<歷代武狀元名錄>及<本書主要參考書目>。《中國歷代著名

文學家評傳》、《中國歷代思想家傳記匯注》及《中國狀元譜》等三書，因

僅有<目錄>，若書末再附有<人名筆畫索引>之類，則其利用價值將更高，

                                                 
98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年。 
99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年。  
10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年 
101 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1985 年 
102 廣州．廣州出版社，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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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讀者之幸。 

伍、結語 

上述列舉之書，大都為工具書性質，雖也介紹了資料彙編與近人的研

究成果(含書籍與期刊論文)，但是近人對於某一領域所編製的「期刊論文

索引」、「研究論著目錄」等工具書，尚未提及，是否表示不必利用到這類

資料？以東北師大古籍整理研究所辭書編輯室所編著的《中國古籍整理研

究論文索引》103來說，是書收錄清未至 1983 年間，發表在大陸及港臺一千

五百餘種報刊雜誌上，有關古籍整理研究的論文及資料，其中的第七編

<人物>就與傳記資料有關。或如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料研究》104，「主

旨是為清代人物傳記的研究介紹原始史料，以便利用者找到材料根據，去

作自己的研究和判斷，因此著重說明關于清人的原始文獻，即清人傳記素

材的著作」，介紹的清代史料的範圍，有：清代列傳體傳記專著、碑傳體

傳記專著、清人傳記的別體--年譜、清人階段性傳記著作--日記、清人尺牘

及語錄的傳記史料價值、族譜中的人物傳記史料、紀傳體清代通史中的人

物傳記史料、文集資料匯編中的清代人物傳記史料、地方史志中的清代傳

記史料、歷史檔案中的人物傳記史料、筆記圖書中的清人傳記史料、題名

錄、像贊的傳記史料、清人傳記史料的工具書等，對蒐輯清人傳記資料的

助益頗大，如果將此種作法擴大到歷代人物傳記史料的介紹評價，則更有

益於後學。 

至於檢索傳記資料的工具書就僅有上述幾十種而已？是否只要利用

這些書就足夠呢？實際上，檢索任何資料，全依個人的需求來決定是否工

具書是否夠用。除了利用已編成的《論文索引》之外，若再翻檢新近出版

或當期的期刊雜誌，或可獲得更多、更詳實的資料。更重要的是，資料的

蒐輯必需親自檢索，以及經常地利用這些工具書，否則紙上談兵，就沒有

任何意義。 

 

 

                                                 
103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年。 
104 北京．商務印書館，2000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