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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離開電腦，還好寫稿的時候是白底黑字，如果是彩色字體就會讓我們

頭昏眼花，寫出的東西不知所云了！ 

黑色也代表穩重，男士的正式禮服，無不以黑色為主。可愛的熊貓和

企鵝不也是黑白配嗎？普普藝術的黑白線條，變幻莫測的設計，讓人驚

艷；斑馬身上的條紋，每匹都不相同。花蓮的大理石，被水沖刷後，平滑

優美的紋路，像山水畫。古人作畫，不就是只在宣紙上沾上水墨，畫出朦

朧的山影和水色，經過淡淡墨色的薰染後，更能表現出畫中意境之美。色

彩加上線條，在藝術家和大自然的手中，成了一幅幅美麗佳作。 

白色代表正義，黑色代表邪惡，黑白兩道各佔一片天，正義不一定能

戰勝邪惡。我們的社會中，警察打擊黑道不遺餘力，而惡勢力減弱了嗎？

日本的黑道組織不斷擴充勢力範圍，在各處製造事端，也讓日本政府頭痛

萬分。現在正在上映中的電影「蜘蛛人 3」裡的黑蜘蛛代表邪惡，力量雖

然很強，最後仍被正牌紅蜘蛛打敗了，但我們也不能忽視，黑暗中那股越

來越強大的惡勢力，正在擴展中。 

 

讀書筆記 

《高質量的讀書法--以最少的時間、精力獲得最多最好的知識》讀後 

流通組  謝鶯興 

書名：高質量的讀書法--以最少的時間、

精力獲得最多最好的知識  

作者：日本．黑木康正 

譯者：蘇正勤 

出版社：台北．新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年 6 月初版 

在知識爆炸的時代，「如何迅速從書中找到必要的情報，進而成為自

己的東西」，此即作者所說的「以最少的時間及精力獲得最佳情報的讀書

法」。是書係作者「累積自己在工作中或工作以外學習經驗所得到的具體

方法」。全書分成五大章，每章之末附「實戰技巧」，其章節細目如下： 

章  節 細  目 

第一章 搶先掌握情報的讀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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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說「沒時間」之前，建議您先採行「精緻食法」

閱讀  

2.「掃瞄閱讀」也可「擷取」重要情報 

3.有時候花十分鐘在一頁上，也稱之為「有效率的閱

讀」 

4.掌握一本書的整體架構，閱讀速度倍增 

5.「前言」比本文透露出更多的訊息 

6.以「三次元感覺」來看目錄  

7.以最短的距離，到達情報目的地的點、線原理  

8.情報價值被認為是在「開場戲」的部份 

9.掌握目錄裏未出現的重要部份的方法 

10.徹底抛棄「一本書需從頭唸起」的傳統觀念  

11.擴大情報蒐集範圍的「脫軌閱讀」，也頗具效果 

12.報紙是「精緻食法閱讀術」的最佳訓練材料  

第二章 正確掌握內容的讀書法 

1.將書看為「半完成品」，理解力將隨之提高 

2.將困難處暫時「黑盒」化 

3.挑關鍵字看，可大幅縮短閱讀時間 

4.不懂的文章，利用圖解法有助於了解 

5.對使用艱澀措辭的書，試著以自己的話來讀  

6.在難解的文章中間，填入「原因是」等連接詞 

7.將翻譯書的舞台背景，轉移到本國 

8.將枯躁乏味的專業書，當成小說看的閱讀法 

9.分辨是情報數字還是裝飾數字 

10.不懂即查字典的「中斷閱讀」，是閱讀效率的大敵 

11.彙整後再查閱百科全書，是閱讀的技巧 

第三章 加工使書本易讀的讀書法 

1.在常用書前的側面做「索引」處理，此項工作不可

缺 

2.重要部份冗長時，可在該行上面以括弧做記號 

3.在書頁上角加「○、×」記號可「看一知十」 

4.在書本的空白處，填入相關連的頁數  

5.再次閱讀時將文章重新組合，可方便閱讀  

6.無道具，讀書就是「毒書」 

7.以讓兩手自由的方式做書的加工 

8.不只用一條線型書籤，自己再多加上幾條 

9.將書皮、書腰拿掉，是加工的第一個步驟 

10.若將一本厚書「解體」，它可以變成你通勤時的朋

友 

11.活用圖書館的影印設備，從高價、稀有書裏蒐集情

報 

12.與其在書架上依類別分類，不如蒐集內容相關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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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實用 

13.類似的書籍眾多時，先設定一本為定本 

14.以雙索引處理，可縮短兩倍檢索時間 

15.清楚區別閱讀的書及查閱的書 

16.「定本」的封面貼透明薄膜膠帶，以增強耐久性 

第四章 活用「片段時間」的讀書法 

1.活用「空白時間」，讀書量倍增 

2.何謂能提高集中力的 T.P.O？ 

3.「不可能在擁擠的車內看書」，因為這樣而放棄嫌太

早 

4.在無法集中注意力的環境中看書的閱讀法 

5.利用聲音遠近法，以鳥叫聲來對抗噪音 

6.用電視講座做為閱讀的「引爆劑」，也是方法之一 

7.藉他人的眼睛及嘴巴，「以耳朵聽讀」 

8.閱讀之前，事先解決「在意的事」 

9.長期休假的閱讀，以「遊玩」為優先 

第五章 讀書前的讀書法 

1.一般性書就「附加效果」考慮，從「想讀的書」開

始閱讀  

2.對於花俏的標題，只需注意關鍵字 

3.作者的簡介是了解書本的「羅盤針」 

4.只唸解說欄裏內容部份的解說  

5.版權頁是書本新鮮度的指標 

6.「競賽方式」是從類似書籍中找到「好書」的最佳

方法 

7.時間花費也是讀書經費的一部份 

8.引用文的多寡與內容的充實與否成反比 

9.報紙的書籍廣告，可為我們縮短找尋書的時間 

10.不可信賴書評的理由 

11.「參考書目欄」是書裏最好的情報所在 

12.在書店散步，可讓頭腦充電 

13.在大型書店、附近書店、深夜營業店上面逐一做記

號 

14.「放者不讀」也是一種了不起的閱讀術 

15.除非有必要情報，否則不需看雜誌 

16.將書籍廣告按照其分類存檔 

17.從「書情報」的蒐集中，活用人際關係 

清人張之洞《書目答問．略例》說：「讀書不知要領，勞而無功。」1《高

質量的讀書法》所介紹的正是關於讀書的方法。是書出版於 1992 年，依

                                                 
1 見頁 1，《書目答問補正》，台北．新興書局，1956 年 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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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己的說法：「版權頁是書本新鮮度的指標」(見第五章)，十幾年前出

版的，已經是不新鮮了，內容所談似乎也趕不上時代潮流的舊觀念了。然

而身為圖書館工作者，看到「目錄」中綱目的詳細，再閱讀此「陳年書」，

對其談論及部份「實戰技巧」，是「心有戚戚焉」，因而提出幾項來陳述。 

1.目錄的運用 

首先是對一本書的「目錄」和「前言」的觀念，作者認為「『前言』

比本文透露出更多的訊息」(頁 26)及「利用前言及目錄對一本書的整體架

構有最低限度的了解」(頁 37)。 

作者所講的「目錄」與目錄學所說的「目錄」範疇，其內涵是不同的，

其差異處在此可以不必討論，但「目錄」的功用，從目錄學的角度來說，

歷來學者皆有大同小異的看法。如余嘉錫《目錄學發微》提出了六點： 

1.以目錄著作之有無，斷書之真偽。2.用目錄書考古書篇目之分合。

3.以目錄書著錄之部次，定古書之性質。4.因目錄訪求闕佚。5.以

目錄考亡佚之書。6.以目錄書所載姓名卷數，考古書之真偽。 2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錄學》認為「目錄」具有八大功用： 

1.治學涉徑之指導。2.鑑別古籍之真偽。3.可考典籍之存佚。4.藉知

佚書之崖略。5.可核書名之異同。6.檢覈古書篇名之分合及卷數之

增減。7.可考古書之完缺。8.可考古籍的版刻源流，而識其優劣異

同。 3 

記得讀研究所時選修「目錄學」課程，對於目錄學具有「治學涉徑之指導」

的功用，僅能約略了解，因此自己在圖書館或書店找書時，大都會先瀏覽

各書的「目錄」，藉以初步判定有無自己所要的資料；如果想要在短時間

內掌握一本書的內容大意時，也會從各書的「目錄」及「序跋」(或「前言」)

等著手。在跟年輕朋友們談起找資料時，也會提出類似的建議。只是受限

於平時接觸的大都是線裝古籍，而且又偏向集部之書，從未想過「在一本

書中，將作者的思路再一次詳細整理的是目錄。因此透過目錄，對於作者

想表達何種想法、思路均可一目瞭然」(頁 30)，也未瞭解「在看目錄時，

掌握縱、橫構成是一件重要的」(頁 32)，更遑說「以目錄為線索來判定閱

                                                 
2 見頁 12~13，<一目錄學之意義及功用>，台北．藝文印書館，1974 年。 
3 見頁 19~27，第三章<目錄學的功用>。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 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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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的內容，是為了讓整個作業流程順暢，而必須預先做的步驟。也就是將

目錄當成是立體的，以『三次元的感覺』來讀它」(頁 31)的觀念。作者對

「目錄」的使用，雖然與所學的目錄學是不同層次，但其「實戰技巧」卻

足以讓類似筆者這種不知運用的人「茅塞頓開」，進而聯想到其它的用途

而加以活用。 

2.前言的價值 

在「『前言』比本文透露出更多的訊息」(頁 26)的說法，作者提出「前

言具有結尾的意思，所以它寫的不是『分論』而是『總評』。具體來說，

前言表達了作者的執筆意圖及想法。因此閱讀前言可以把握住整體內容，

並且可幫助你對此書做某種程度的預測」(頁 27)。 

相信沒有寫書經驗或未曾撰寫學位論文的人來說，即使是大學生因選

修課程而必需撰寫各種的報告，對於撰寫報告步驟，大都是依前言、報告

內容主體、結論的次序先後撰寫，跟寫一般的作文或文章的方式雷同，而

不甚瞭解報告中「前言」所隱涵的意義。回想自己在大學階段撰寫報告亦

是採取這種方式，直到讀研究所在撰寫學位論文中，透過指導老師的教誨

與指導，逐漸明白「前言」的撰寫，應在論文主體完成之後，才能做全面

性的回顧，對於文獻的探討、研究的方法、章節的安排、預期的成果等方

面，提出具體而詳實的陳述。或許是自己書看得少，亦即所謂「孤陋寡聞」

的井底之蛙，才需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去摸索。 

或許是各科任課老師因教學進度的關係，不方便在課堂上介紹說明報

告的寫作，當自己有機會在課堂上跟學生談及報告的寫作時，發現不論是

大一新生，或是大二、大三的學生，大都露出茫茫然的神情，好像未曾聽

過似的。遑論在尋找資料時，可以透過「目錄」或「前言」(包含序跋或摘

要、簡介)來判斷該資料有無自己想要的訊息。 

3.索引的功用 

作者在「第三章加工使書本易讀的讀書法」，提出「在常用書前的側

面做『索引』處理，此項工作不可缺」的觀念，作者認為「即使書裏有再

多的情報，但閱讀者不知如何運用的話，等於毫無意義」(頁 79)，「沒有索

引的書，就算是一本名著，也沒有辦法立刻從中找出自己想知道的情報，

結果迷失在其間」(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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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引是「根據一定的需要，把特定範圍內的文獻資料中的有關款目摘

錄出來，注明出處，然後將這些款目按某種排檢法編排，供人查考」4的工

具，因此，索引是讀書人或蒐集資料者在茫茫書海中尋找線索或材料的一

種利器。 

由於索引在編製時，「須明確規定一定的文獻資料作為索取範圍」，「須

規定特定的款目作為索取對象」，「所有款目須按一定的排檢法編排」，「所

有款目後面均須詳注出處」5。所以在使用上頗為便捷，種類也繁多，幾乎

大部頭的書都會附上索引供讀者檢索，例如大家經常使用的中文字典、辭

典之類的工具書，至少會有部首檢索、筆畫檢索 (或難字檢索 )、音序檢索

等類型的索引；而外文的字典、辭典，因為是根據字母排序，所以在書口

也會標上字母，以便翻檢。 

雖然索引可提供相當便利的檢索，但是，如果在使用前不先參考「體

例」、「凡例」之類的說明，可能無法很快就明瞭索引中各種數字所代表的

意義，甚至於某一項的索引詞彙橫跨數頁，如利用《古今圖書集成》的索

引檢索「端午」，想要找到端午的起源或某人是否有撰寫該節日的作品，

就需逐一瀏覽，不甚方便，因此才有「古今圖書集成電子版」的問世。 

作者也認為「就算是附有索引，原封不動地使用的話，再怎麼努力地

查，所需時間也和別人相同」(頁 109)，提出所謂的「以雙索引處理，可縮

短兩倍檢索時間」(頁 109)的觀念，也就是「在索引頁上面的空白地方，加

上索引的索引」，亦即「利用上面空白的部份，從中間畫一條線，左右側

各寫上細目，依使自己方便查閱為標準來細分，即使不這麼細分，只要利

用上面的空白處，自己再做一個索引，相信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找到所需

情報的位置」(頁 110)。作者的這一種作法，讓筆者想起在整理館藏周法高

先生贈的線裝書時，書眉經常看到硃、黑、藍等顏色的文字，尤其是經部

的書籍。其中部份是註明某字的解釋在「某書作某」等字眼，這種的方法

與本書作者雷同，難道真的是想要成為一個博學多聞的人，不僅要廣泛的

閱讀，講求讀書方法，更要善用索引，甚至是將不稱手的索引再加工使用？ 

                                                 
4 見頁 1，《古籍索引概論》第一章<索引與古籍索引>第一節<索引的涵義>，潘樹廣

編，北京．文獻出版社，1984年 6 月北京第 1版，1985年 6 月北京第 1刷。 
5 見頁 1~2，《古籍索引概論》第一章<索引與古籍索引>第一節<索引的涵義>，潘

樹廣編，北京．文獻出版社，1984年 6 月北京第 1版，1985年 6 月北京第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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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本的觀念  

甚麼是「定本」，作者認為「類似的書籍眾多時，先設定一本為定本」

(頁 107)，進而提出「對於擁有許多類似內容書的類別，整理出一本補足其

他多本同類書資料的『定本』」(頁 116)的實戰技巧。 

我們在蒐集資料時，往往是心中有一個主題，然後在這個主題範疇內

儘量蒐集相關資料，資料一多時，不是一直重複在閱讀類似主題的材料，

就是不知如何下手是好。蒐集期刊論文會面臨這樣的問題，作品內容的蒐

集也是如此。 

研究現當代作品者，或許因為時代較近，出版的次數不多，加上現代

印刷技術，經常是原書照相製版或複印，蒐集到的作品數量與內容的差異

性可能不大。若是研究傳統文學的，因為所欲研究的作者時代久遠，其作

品刊刻的次數一多，即使是覆刻、影刻，內容仍會有或多或少的差異；如

果碰到出版商為節省成本而有意的刪減，或為了標新立意而重新編排，那

麼彼此間的差異就很難估計了。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個「底本」，將內容較

豐富，錯誤較少的一本作為「底本」，再比對各本間的差異，將不同處寫

在「底本」，以為校勘或研究之用。這是版本學所講授的內容之一。 

雖然該書作者所提的「定本」與版本學所用的「底本」名稱不同，但

在使用手法上卻是大同小異。或許正是人有古今中外，但做學問的方法卻

是不謀而合的。 

誠如書名的副標題「以最少的時間、精力獲得最多最好的知識」，在

知識爆炸的時代，如何獲得更多，更有用的資訊，相信是大家共同想擁有

的，但如何地花最少的時間，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獲，相信更是每一個人共

同的願望。坊間有教人「速讀」的，出版社也經常在出版一些談論「讀書

方法」的書籍，其目的也在於此。 

讀完《高質量讀書法》後，頗贊成作者所說的：「想要搶先掌握情報，

與其迅速地將一本書看完，不如應先清楚地確認自己的目的為何。只有清

楚地了解自己要的是什麼，才可能有高效率的『閱讀法』」(頁 20)。尤其是

在蒐集資料方面，更是需要清楚地了解自己所要的，才不會無關緊要的資

訊找了一堆，而浪費了大量的精力與財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