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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國文獻學是近數十年來新興的學科，卻也是一門定位不明，

亟待發展建構的學科，也就是說，它至今為止還沒有被完整下定義

及劃出研究範疇，沒有研究方法，更沒有相關的理論。 

此一名詞雖已被廣泛使用，然而當今的研究方向卻多歧而不

一。或將古典文獻重新標點注釋，或將古典文獻數位化，皆被視為

是文獻學。而在以文獻學為名的專屬學術會議中，論文方向更是無

所不有，似乎只要是使用到中國的古代典籍，無論是任何研究方法

和角度，皆可被視為文獻學研究。 

以市面上所見名為「文獻學」的專著而論，或是專講研究文獻

的基礎學科，如王欣夫先生的《文獻學講義》，
1
書中只專論目錄

學、版本學、校讎學而己；或是著重在前人整理文獻的方法與成果，

如張舜徽先生的《中國文獻學》；
2
或是著重文獻載體及各類型文

獻的介紹，如杜澤遜先生的《文獻學概要》。
3
近年來類似的出版

品更是大增，其中王宏理先生的《古文獻學新論》頗值得注意，    

                                                 
  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 月。 

  開封市：中州書畫社，1982 年。 

  北京市：中華書局，2001 年 9 月。杜澤遜先生現任山東大學古籍所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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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書重新思考文獻學的定義與範疇，並且嘗試「重建古典文獻學

的學科體系」，
5
是一部試圖將「文獻」成其為「學」的著作。 

然而以目前國學界的情況而論，文獻學的外在稱謂與其內在意

涵仍有極大的落差，使它在國學界還是一門不夠完整的學科。因

此，將文獻學導入系統化的研究，使其可以真正成其為「學」，應

是此一領域亟待開展之事。 

上述諸書當然都屬於「文獻學」，但是既然稱之為「學」，就應

是一個整體概念性的稱謂，就如同「文學」、「哲學」、「史學」等一

樣。它應該作分科研究，例如專論基礎學科的，可以納入文獻學理

論中的研究方法；其它的可以納入文獻學史中的分類研究等等。所

以，若是我們將文獻學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來看待，那麼我們就

應該將文獻學作分科研究。 

據此，我個人暫將文獻學的研究領域分成三大區塊，即：中國

文獻學理論、中國文獻學史，以及文獻資料整理實務。三者若能相

互配合，則文獻學或可以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其中理論的部份應

是需要最先建構的部分，以之作為文獻學的發展基礎。若有了初步

的理論，則文獻學史的撰寫可以有史觀的依據，也可以因之思考寫

作方法；同時，文獻資料的整理實務若有理論為根據，或可擺脫只

作標點注解或數位化的現況，進而開創其他的整理形態。 

                                                 
  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王宏理先生現任浙江工商

大學中文系教授。 

  書首安平秋先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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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即在文獻學理論、文獻學史、文獻實務的體系下，希望初

步嘗試建構其中理論的部分。 

第一節 文獻認知的新經驗 

所謂文獻認知的新經驗，旨在確認文獻在經過時代的變革之

後，我們應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過往和新興的各類文獻。
6雖然本

書主要討論的對象是中國古典文獻，但是在入手之前，本文試圖以

較為宏觀的角度，先審視這個學科領域當前的情景。 

一、文獻體系與時代背景 

無可否認的，現代已經是一個個人無法完全掌控所有文獻的時

代。各種類型的文獻無止盡的大量滋長，再加上流通管道迅速方

便，致使文獻的研究者日益徬徨，甚至到了有人以「焦慮」一辭來

形容的地步。
7 

我們在面對現代如此龐大的文獻時，以往的經驗已經無法有效

的運用。我們勢必要面對文獻的發展現況，重新思考以往我們是如

何處理文獻、如何詮釋文獻，而現今我們又應如何應對？以往的經

                                                 
  在數位化的時代降臨以後，資訊和文獻的概念領域又有混淆不清的現

象。一般說來，所謂資訊是有廣狹兩種意涵，廣義的資訊可以指稱所

有的文獻資料，它幾乎與文獻是等同意義的；而狹義的資訊則指數位

化以後的文獻資料。本文的討論會涉及紙本的文獻以及現代數位化以

後的文獻資料。為分辨兩者，本文採用「文獻」一辭，統稱傳統到現

代所有紙本的文獻，數位化以後的文獻則以資訊稱之。 

  《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查理．伍爾曼著，張美惠譯，

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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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非完全不能運用，而是應把新興的各類文獻一併加入思考的範

疇，使舊有的文獻資料可以和新興的文獻資料，以新興的資料型態

重新呈現。如果我們將文獻的研究局限在過往的經驗中，只會讓文

獻研究的出路受困，文獻研究就會變成一門只有少數學者願意接觸

的封閉性學科，只能在故紙堆中打轉。這種現象不但對學術界沒有

裨益，也是文獻學的研究者所不樂見的。 

時代的變異導致了文化背景的差異，進而對知識－文獻的對應

關係也變得不同。 

思想－文獻－學術，這三者是一個循環體系。在閱讀前人文獻

後，形成了個人的思想，個人的思想再形諸於新編撰的文獻，再由

文獻的閱讀討論，構成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然後再形諸文獻。如

此循序往復，架構出一個知識體系。其中文獻是以具體的型態呈

現，也是我們據以認定知識的主要來源。 

然而這個體系是受到時代整體文化背景影響的。就文獻的發展

而言，中國的近現代史上有兩個時間可能是很重要的分界點：一個

是清末普設學堂，印刷技術的大幅度改良，以及可以大量傳播知識

的報刊業興起，它帶來了教育和知識的普及。另一個即是 1985 年

時，微軟電腦公司視窗第一版上市，它帶來的則是數位資訊的普遍

化。 

在所有的時代文化中，這兩個時間點及所牽引而來的現象對於

文獻的認知最有影響力。其中前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影響極大。在清

末之前，文獻的製造、出版、傳播、功能等，都是固有的型式，但

是在此之後一切都以新的型式出現。同時清末又是中國書寫語文上

的一個重大改變時期，白話文被廣泛的運用，新式教育也逐漸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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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文為主，以前用以書寫所有文獻的文言文，也因之逐漸只部份存

在於中等教育的課本中，以及文史工作者的專業領域中。
8 

至於後者，視窗的開發使資訊化走入了家庭及每一個人的工作

領域。操作簡易的特性，使一般人在一般情況下都可以使用，資訊

成為現代人的日常生活項目之一，而不是只有專業的人才能運用。 

我們若把這兩個現象放在一起來思考，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產生

了極大的落差。資訊越發達、越普及，古代文獻就越封閉、越專業。

因此，這兩者不但劃分了泛義的古代及現代，而且前者決定了文獻

的性向，而後者則改變了文獻的本質。 

所謂文獻的性向，指的是文獻內容的取向、文獻發展的速度和

數量，以及文獻的型態，即是屬於外在的。而所謂文獻的本質，則

指的是現代人如何去定義文獻，以及認為文獻應該如何被運用，是

屬於內在的。 

古代和現代文獻的性向和本質顯然岐異甚大。我們必須要承認

這種因文化背景所帶來的差異，同時還要正視並承認岐異的存在，

這樣才能使文獻的研究往前發展，而不會滯留在古代文獻的故紙堆

中，並使古代文獻與現代資訊脫節。以下的討論，將以此為基礎，

敘述古代面對文獻的方式，以及在現代應對這些經驗的新認知。 

 

 

                                                 
  此處所謂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是採用一般的泛稱，不涉及語言文化學

上的討論。 



．中國文獻學理論．  

．6． 

二、分類架構與知識領域 

我們可以先從文獻外在的性向來看待這個問題。最明顯的例證

是分類。所有文獻的組織架構取決於分類，而分類又和學術系統有

著互為影響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文獻的領域中，唐代以後的四分法始終是居於領導

地位。
9在此之前，若從目錄學的源頭《七略》、《別錄》以及繼承

者《漢書．藝文志》來看，當時所分的三十八個門類，到後代變動

都不大。如果從唐代以下來看，所有的文獻門類，直到清朝的代表

作《四庫全書總目》的四十四個門類，幾乎也都是與前代相互沿襲

的。這個現象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詮釋：一是知識領域的局限，二是

對於文獻分類觀念上的局限。 

所謂文獻分類觀念上的局限，是指從南北朝的蘊釀開始，一直

到唐代確立之後，四分法就成為一種學術上承先啟後的象徵。歷代

除了部份的私修書目，以及明代的官修書目以外，官方所編書目始

終墨守成規的以四分法作為傳統法則。在四分法之下，二級分類，

即部－類的分類法又是主流。即便到了清代書籍的產量已相對的大

盛之後，仍是以二級分類為主，《四庫全書總目》中分到第三級子

目的，也只有四十四類中的十五類而已。
10 

                                                 
  明朝是不守四分法最盛的時期，但本文不討論分類法的問題，所以略

過。 

  分到第三級的類別為：經部禮類、小學類；史部詔令奏議類、傳記類、

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子部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

類、譜錄類、雜家類、小說家類；集部詞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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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使文獻的類型局限在一個固定的範疇中，於是一方面

迫使部份書籍只能以附入的方式被置入已經存在但並不一定合義

例的類別中，同時另一方面又使不得獨立成類的新興書籍非正式的

被否定於學術認同之外。而這兩者，都使文獻的發展受到局限。 

書目中某一類別的設立，是可以影響到書籍的發展的。這個現

象在現代社會並不明顯，可是在以書目作為治學門徑的時代裡，在

沒有公共圖書館、圖書訊息不發達的時代裡，官方所編的書目應是

學者所能仰賴最主要的訊息來源。在這種情況下，文獻的類別會產

生一種強烈的暗示性，使學者在文獻－知識的對應思考上，局限於

文獻的類別之中。也就是說，類別決定了學者思考的範疇，所有的

知識都在這些類別中往復來回；而文獻的新創，也大多脫離不了這

些類別所局限的知識。 

這現象或許也和時代性有關聯。在民智未開的時代裡，除了所

謂的讀書人，一般百姓對於學術性知識的需求並不大，在清末教育

普及之前，許多百姓是不識字的，當然也沒有必要針對一般百姓來

撰寫一些使知識普及化的書籍。
11 

因此，我們若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歷代的文獻，可以說

都是能夠列入四分法的分類目錄中的。相對來說，也就是歷代文獻

都在固有的類別中發展，就書籍的性質或類型上而言，並沒有很大

的發展性，這就是知識領域的局限。 

                                                 
  這裡有一個「日用類書」的問題。從宋代以來即有日用類書行世，目

前也有一些研究論著，但是並沒有針對讀者群的研究，所以此處置而

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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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民智大開、資訊發展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各種書

籍在類型上和數量上無限的開展，迫使四分法退到只能典守中國古

籍的地步，新式的圖書於是採用了西方的十進位分類法以因應局

勢。 

十進位的分類法當然也有十大類的局限，可是它有一個絕對的

優勢，就是在小數點後可以無限展開，大範圍的增加了收錄各種文

獻類型上的靈活度。這和四分法始終最多只用到第三級的分類，有

著極大的差別。在小數點後增加類目是開展，而四分法卻只能將新

增的類別吸納到原有的類別之中，而且在類名上通常無法顯示。 

以台灣的圖書館為例，目前除了政治大學圖書館、台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傅斯年圖書

館四所是使用何日章編著的《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之外，12其他

各公私圖書館都是採用賴永祥（1922 年～）編著的《中國圖書分

類法》。賴氏書從 1964 年出版了第一版後，就一直跟隨著時代不斷

的更新，到了 2001 年，已經完成了第八版的更新。在不斷再版的

過程中，各公私圖書館也大多隨著編入新的類目以便收錄新興的文

獻，同時也將部份書籍大費周章的更改編目碼。而賴永祥先生更在

                                                 
  參見網站 http://catweb.ncl.edu.tw/ncl/catlib/mqaview.asp?key=313 何

日章（1893-1979），早年曾任職於北師大圖書館、河南省立圖書館、

西北師大圖書館、蘭州大學圖書館等，後出任台灣政治大學圖書館館

長，並據杜威十進分類法，依中國圖書之需要，創立中國圖書十進制

的分類法。2002 年 7 月底時，大陸北師大曾經召開「海峽兩岸何日章

先生圖書館學學術思想研討會」紀念他的成就。參見網站

http://lib.lzu.edu.cn/xinxch/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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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版上市之後，於 2001 年 9 月 21 日將版權捐出，授權給國家圖

書館更新使用，使這個分類法得以永續發展。13這個事例讓我們看

到一個文獻發展上的現代化特質，就是文獻類型快速的擴大，以及

收藏單位包容力的擴大及轉變。現代圖書館是以廣泛的收錄為主，

不像中國古代在四分法的概念下，只是以學術思想為主要依據，是

有選擇性的收藏。 

當前若有中國古代文獻以新式方法重新出版，則圖書館也會用

新的編目系統收錄。然而較大型的圖書館中若藏有中國傳統的古

籍，則大多還是另立四分法為古籍編目。於是中國古籍和現代出版

品就成為兩個平行的系統，同時存在。 

中國歷代古籍之所以可以用四分法來分類，並不是因為古籍剛

好可以配合四分法，反而是因為四分法的傳統而使古籍的類型只能

緩慢及有限的開展。換言之，傳統中國的圖書分類能夠在一定的模

式中進行，是肇因於知識領域的局限性。 

因此，僅管中國古籍的數量在不斷的增加，可是類別卻沒有多

大的變更與增益。一旦新興的文獻類型大量增長的新時代來臨，四

分法立刻就不合時宜，只能在圖書館中另設的古籍部中典守傳統的

古籍，而與現代文獻有了明顯的區隔。 

就文物典藏的角度來看，這些古籍當然是應該要另外謹慎的保

管，不能像現代出版品一樣隨意外借。可是若從推廣與運用的角度

來看，它卻是一個死角。文言文的隔閡，以及與現代化文獻在分類

                                                 
  參見網站 http://catweb.ncl.edu.tw/datas/1-1-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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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上的不統一，使這些數量龐大的傳統古籍的使用者，絕大多數

限於文史方面的專業學者。 

三、 文獻本質意義的轉變 

編目方法的轉變，與典藏觀念的轉變，是互為表裡的；而典藏

觀念的轉變，與文獻類型的新興與開展又是互為表裡的。可以延展

的編目使圖書館的典藏有更大的包容力，品類繁多的典藏又可以激

發出更多類型的新興文獻。所以在這種互為主體性的交錯影響下，

在教育普及和資訊發達的文化環境下，再加上西方思潮的引進，於

是新興文獻呈現出驚人的發展。 

文獻種類的繁多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這是無可避免的，也是不

可排斥的。在此現象下，應要注意的是文獻觀念的轉變，亦即上文

所提到的文獻的內在本質問題。 

中國古代對待所有文獻的態度，可以說是以閱讀－求取知識為

主要模式。精通經史百家，博覽群書，雖然未必真能完全做到，但

是至少是一個具有可能性的目標；再加上沒有完備的檢索系統工

具，精讀且博聞強記，也是必要的。因此在中國古代，下帷讀書、

翻書賭茶之類的例子比比可見。 

到了現代文獻大量生產，資訊發達的時代，閱讀的速度要趕上

文獻產生的速度已是不可能的事，於是除了必要的精讀之外，其他

的文獻就被檢索－尋找資料的模式所取代。 

這項轉變在文獻上的意義極為重大，文獻原是經由閱讀的方式

以吸取知識的對象，現在變為經由檢索以查尋知識記錄的資料群。



．第一章 緒論． 

．11． 

這種觀念導致了許多文獻上的新興作為，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文

獻在現代社會中的本質意義為何。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典藏的觀念。由於文獻數量已經大到超出個

人典藏能力之外，再加上許多數位資料庫以個人電腦即可連結；尤

其是紙本大型套書的收藏，更有被電子書取代的趨勢。所以個人藏

書在現代已經失去了積極的意義，而公共圖書館的功能和重要性也

因而相對增加。而許多文獻更是根本就不可能由個人來典藏，例如

每天出刊的各種報紙，大家都是讀後即棄，如有需要，再到公共圖

書館去查尋即可。附帶而來的，是這種由公共圖書館代為典藏的觀

念逐漸增強，個人收藏品的選擇性也越來越高。 

灰色文獻的大量編輯也可以說是這一觀念下的產物。以常理來

說，一項出版品或多或少都會考慮到銷售的問題，可是在文獻可以

數位化，以及有公共圖書館可以依賴的情況下，這種沒有多少銷售

量的灰色文獻的出版量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所謂灰色文獻，「係指不經營利出版者控制，而由各級政府、

學術單位、工商業界所產製的各類印刷與電子形式的資料」，其範

圍是指：報告（含預印本、會議預印資料與報告、技術報告等），

博碩士論文集，技術規範與標準，非商業性翻譯、書目、技術與商

業文件，非商業出版的官方文件（含政府報告與文件）。14這些灰

色文獻的出版，目的不在於給個人做完備的收藏，但是當個人有需

要時，在公共圖書館中卻可以找到完備的資料。 

                                                 
  楊雅勛．＜淺談灰色文獻＞，見

http://www.lib.pu.edu.tw/~jiang/articals/gray-l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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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與學術研究關係最密切的是各類型的檔案。我國「檔案法」

已於 1999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並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

其中第三章第十七條明文規定所有政府檔案可以「申請閱覽、抄錄

或複製」，「各機關非有法律依據不得拒絕」。
15 

這些新興文獻型態的問世，可以說是文獻由閱讀轉而為檢索的

觀念的表徵。同時更在文獻典藏的定義上，由個人移轉到公共圖書

館，個人治學時能滿足於私有藏書的時代已經過去。 

跟隨資料數位化而來的，是強大的檢索功能。從前我們靠記憶

力、靠逐步追尋、靠有限的紙本索引來尋找我們所需的資料；可是

在資訊化的時代，不需要驚人的記憶力，即可通過資訊化的「全文

檢索」、「標題檢索」等搜尋到我們所要的資料。以前大費人力編輯，

功能又有限的紙本索引逐漸被淘汰，而中國故有的文獻，也因此大

量被製作成電子書，並附帶有檢索的功能。這現象帶來的後果，是

原本被大量閱讀的古籍，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大的資料庫；靠精謮來

累積資料的時代也已經過去，啟動搜尋引擎是更快更有效的方法。

現在就算是學術研究者，也有許多人以資訊檢索來取代以前精讀的

方式。 

這些事件影響到文獻本質定義的改變，古代的文獻是以學術知

識為主體，是供所謂的「讀書人」閱讀的，它們有一定的嚴謹性，

在學術上有實際的知識功能。但是現在資訊化之後的文獻卻並非如

此，有一大部份只是備查的資料；甚至許多文獻並非知識性的，例

                                                 
  參見網站 http://www.archives.gov.tw/internet/c_law.aspx?pr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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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市面上及網路中有大量的出版品或資訊，其目的只是供人休閒娛

樂，是讓人可以閱後即棄的。 

一個明顯的例證可以讓我們去思考文獻的定義轉變。如果我們

從整體社會的角度來看，文獻應該是一種公共財產。僅管其中有版

權所有權的問題，可是就其所產生的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而言，文

獻一但出版上市，就應該是一種公開的、可供眾人運用的智慧成

果。而製造文獻的人，只要是將文獻公諸於世，其目的亦在公開其

智慧成果，而且這種智慧成果是至少期望可供部份的人運用，或得

到至少有小眾的認同，而不是只有自己孤芳自賞。 

可是現代由於對於文獻本質意義的解放，導引出了文獻生產方

式的解放，進而促使文獻由公共財的觀念解脫出來，變成可以是個

人化的產物。文獻是否有他人認同，或是否能供他人運用，完全可

以不加理會。現在有一種稱作「隨需出版」或是「隨需列印」的出

版方式，即是如此。 

隨需出版是一種數位印刷的技術，原名 Book On Demand ，簡

稱為 BOD。這種技術可以將全書內容存在電腦內，視情況印出所

需數量，即使是一本也可以。16據相關業者說，這種出版方式還可

                                                 
  參見 2004 年 4 月 16 日《聯合報》，標題是：隨需出版／幫你完成出

書夢想／個人出版新領域／從封面設計、排版、印刷、定價、發行、

取得索書號等／不到三萬元搞定。又見於 2005 年 6 月 17 日《聯合報》，

標題是：隨需列印／人人可出書／傳統送廠排版／少說千本才開版／

現在自費出版／兩萬八就搞定。按：這兩份資料事實上介紹的是同一

家公司的業務。這種作法，又稱之為ＰＯＤ，（Print On Demand）通

常譯為「隨選列印」。方法也是將所需出版品存為數位檔，有需要時

即依需求本數列印出來。例如台北故宮博物院在 2008 年時重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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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作者的要求加印特定的扉頁，而且每一部書的扉頁上都可以印

出不同的文字，以供作者贈送給特定的人。若要針對某一位特定的

讀者修訂部份內容，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更有甚者，以前書籍出版

後，文獻的內容就可以視為定版，直到重刊、再版時，內容才有可

能改變。可是這種「隨需出版」卻能做到同一部書的每一個本子的

內容都可以變異，如此說來，過去讀書人所重視的「校勘」已經失

去了意義，從根本的觀念上都被推翻了。 

這種出版印刷的方式原本是針對可能只有小眾讀者的書籍，或

是用以測試市場銷售情況而設定的。可是它在未來的發展中有一種

可能性，即是個人也可以出版一部完全屬於自己的、私密的書籍，

而且只以極少的印量存世。這樣的書籍，似乎不屬於白、灰、黑色

文獻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又似乎可以視為文獻。到底該如何定位，

也似乎還是一個未知數。 

這個事例可以使我們重新思考文獻的定義問題。中國傳統的文

獻原有其嚴謹的編寫模式，同時也有其嚴謹的知識傳遞特質；可是

現代資訊化的結果，文獻原本嚴謹的觀念被解構了，其內容無所不

包，其類型無奇不有，其數量更是無可估計。原本無可置疑的文獻

本質，在資訊化的社會中產生了動搖。面對這樣的情勢，文獻學的

研究者又應該如何應對呢？ 

                                                                                                      
淵閣四庫全書》，如果購買全套一千五百冊，售價為新台幣一百六十

八萬元；但是故宮博物院推出ＰＯＤ的方式，可由購買者自行指定選

購，每冊只需新台幣一千一百二十元。參見 2008 年 5 月 13 日《聯合

報》的報導。 



．第一章 緒論． 

．15． 

四、問題的呈現與思考 

歸納前文所陳述的現象，文獻的發展目前要面對到的幾個問題

是：首先，由於時代變異，文獻類型快速發展，中國古代文獻的分

類方式已經不能與現代新興文獻接軌，因此古代文獻與新興文獻在

典藏機構中是分立的，容易造成知識上和資料上的隔閡。其次，文

言文逐漸不被使用，即使是文史工作者，大多也只是在閱讀時接觸

文言文，這使得以文言文書寫的古代文獻更走向專業化，更加減少

了古代文獻的使用率。其次，文獻原為知識的載體，可是在現代資

訊化的影響下，原本從精讀文獻以求取知識的行為，有部份轉化為

只做文獻資料檢索的工作。這種轉變同時也影響到一般人面對文獻

時的心態，在交互影響下，資料性的編輯產物大量增長；讀後即棄，

將保存工作交由公共圖書館處理的情況也日益增加。其次，資訊化

的便利與容量，使許多文獻轉成數位化的型式，並發展出檢索的功

能。資料取得十分便捷，但是也產生了知識範疇的局限性。凡是能

進入網路的資料唾手可得，但是無法進入網路的資料，以及沒有數

位化的資料，例如大部份的中國古籍文獻，卻使許多人無從知悉或

是放棄尋檢。最後，經由文獻以承載知識並且加以傳播，進而構作

社會上的公共智慧財產，原是文獻的本質意義。但是在文獻的數

量、類型爆增，型式資訊化之後，現代文獻可以是任何型式及任何

內容，因此原本有高度學術意涵的古代文獻，其本質意義已經動

揺。我們固然可以由廣義的角度認定現存所有的文獻未來都是史

料，但是以當前所有行世的文獻而論，其學術性與非學術性之間的

界限十分模糊，進而使文獻的研究者在為文獻下定義及界定範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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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困擾。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應先保持一種接納的心態。因為所有的問

題都是無法再回頭去避免的。我們應將資訊化時代的來臨，視為文

獻擴充及開展的轉機時刻。因此，當前的主要工作應是思考如何將

古代文獻與現代資訊銜接，以增進文獻的利用價值及使用頻率。縱

使目前無法即刻提出立竿見影的方法，但是至少我們應該提出一個

思考的方向，以應對文獻學的現代化。 

    就如同各種文獻類型的介紹不等於文獻學，我個人始終認為將

古籍文獻數位化亦不等同於文獻學的現代化。文獻學的現代化，其

意義應在銜接與推廣二條途徑。而且這兩者，應是互為表裡的。 

    所有的古籍文獻，包括禁、毀、偽、汰等，就現代的眼光來說，

都是史料。所謂銜接，就是應要設法將這些成為史料的古代文獻和

現代文獻之間的隔閡消除，讓二千年來的智慧財產可以和現代文獻

一樣供人便利的運用。只要有便利的方法可以運用，古人的智慧財

產就可以順利的推廣到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 

    舉例來說，把古籍數位化是目前做得最廣的一件事。僅管古籍

文獻的數位化並不等同於文獻學的現代化，但是將古籍數位化的確

是銜接的第一步。可是如果只停滯在這一步上，數位化之後的古籍

仍然只能供給文史工作者運用，而不能推廣。例如現在廣泛運用的

《四庫全書》全文檢索版，我們如果鍵入的是在古籍中比較常見的

辭語，那麼出現的檢索成果往往是上千條甚至是數千條。別說是一

般人，就連專業領域的學者都難以駕馭這樣的資料。 

    這裡又牽涉到了辭語和主題的問題。我們現在使用的檢索功

能，大多數是用所謂的「關鍵辭」來檢索，使用「主題」檢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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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還十分有限。只要是用「關鍵辭」來檢索的，其結果必然是找到

一大堆與我們想要的主題完全不合的辭語。我們除了耗時耗力的去

過濾外，別無他法。例如說，「傷春」是一個時常在文學中出現的

主題，可是如果我們鍵入「傷春」兩字，檢索所得往往只是許多含

有這兩個字的句子，而且還包括了這兩個字分屬上下句的無用資料

在內；至於我們真正想要得到的資料，如果沒有這兩個字連綴出

現，那是在檢索中找不到的。 

    還有文言文的問題。文言文對於現代人來說始終是一個關卡，

我們不能把古籍的運用只設定在學者身上，否則龐大的古籍只能被

有限的運用。其實現代早已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市

面上不斷出現古籍的白話譯本、白話重寫本，以及白話註解本。但

是問題還是出在銜接上。僅管許多白話本古籍在網路上可以檢索得

到，可是數量還是有限，還是不能推廣所有的古籍文獻。目前的資

訊程式中有中翻英、中翻日等系統，但是似乎還沒有文言、白話之

間的翻譯系統，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始終存在，文言文所撰寫的古文

獻，仍是不能融入學者以外的全民文化中。 

    類似這樣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會使中國二千年來的古籍在現

代只能有低使用率，而不能像是其他現代資訊一樣的走入全民的生

活中，這是十分值得去注意的事。 

    實際操作的方法也許很多，但是尚待思考。有些技術上的問

題，或許也不是文史工作者所能克服的。本文的討論範疇不在提出

具體的操作方案，而是提出一個趨勢性的觀念，即文獻在現代社會

中已走到分為知識的取得與資料的取得兩部份，而且資料已成為生

活中的一項必需品，知識則成為一種專業。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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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獻和現代資訊成為對立的局面，我們應找尋一套互屬

的、融合的方法，使古代文獻和現代資訊可以銜接並且推廣運用。 

五、結語 

當前的資訊世界，像是處在戰國時代一樣，不但情況一日數

變，而各種不同的資訊紛至沓來，使人應接不暇。新興的資訊發展

得越快速，資訊化的人口就越多，而古籍文獻相對的與現代人的距

離也就越加拉大。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不難看到，年輕一代的中國人似乎離古典

中國越來越遠，除了一些被簡單化之後的傳統思想，以及一些粗淺

的古典文學之外，年輕人幾乎都已融入資訊世界中，靠檢索找資

料，並且全面接收現代化的訊息。教育的普及，使每一個人都是「讀

書人」，但是「常時低頭誦經史」的情景已不復見。 

如何讓古代文獻與現代資訊接軌，是我們這個時代文獻研究者

的使命。當前海峽兩岸已經有很多人在努力著，也完成了不少的工

作。例如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它包

含整部二十五史、整部阮刻十三經、超過兩千萬字的臺灣史料、一

千萬字的大正藏以及其他典籍，合計字數一億三千四百萬字，並以

每年至少一千萬字的速率，持續成長」；17又如中國大陸的「讀秀

圖書搜索」網站，就宣稱「收錄中文圖書 190 餘萬種，為目前全世

界最完整的中文圖書資料庫，獨家提供圖書的目錄章節檢索及部分

                                                 
  參見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libserv/aslib/special/special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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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試讀」等。18固然，這些資料庫是否能長期保存與使用，還頗

受到質疑，例如於 2005 年 9 月 24 至 25 日，在中國西安市西北大

學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中，19華中師範大學

的張三夕教授發表一篇題為＜漢語古籍電子文獻書目提要三則＞

的論文，提到了目前電子文獻沒有聯合目錄，沒有提要等問題；同

時也思考到是否有此需要、如何建立標準格式，在網站上已然消失

的檢索式的電子文獻算不算數等問題。開放討論時，也有學者提出

版本升級、盜版、更新前的版本、網路版……應如何處理等問題。

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些龐大的資料庫，的確給所有的中文使用者提

供了極大的福祉。 

可是我們在使用這些龐大的資料庫時，還是無法完全排除上文

所提到的銜接問題。例如上文所舉例的主題式的檢索，以及文言白

話對譯等，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不但無法有效的過濾資訊，同時

也無法推廣到全民的生活中。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才

能以冗長的時間去逐步完成。這其中還有一些方法上的問題，例如

主題式的檢索，是不是應該先依不同文體如詩、詞、古文、小說等

單獨去整理出主題，再漸漸整合；以及文言白話對譯，在技術上是

否有困難等等，甚至許多我們目前還設想不到的其他方案，都是當

前我們應該思考的方向。用什麼方法都還是其次的事，重要的是我

                                                 
  參見網站 http://www.duxiu.com/login.jsp 

  由西北大學文學院與淡江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此次會議因經費不足

而未出版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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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有一種銜接和推廣的基本態度，用以融合古代文獻與現代資

訊。 

古典文獻的研究者當然不能完全放棄「整理國故」的事業，但

是在這個資訊化的世代中，更應思考如何與現代資訊相融，而不是

自絕於資訊世界之外。儘管我們面對的是過去的文獻，但是它們與

現代並不是對立的。兩者之間只是類型不同，書寫語言不同，範疇

不同，如此而已。 

除此之外，建構對文獻認知與解讀的方法，也是一項重要的工

作。對於大量運用文獻的文史工作者而言，如何掌握文獻的本質意

義，是進行專業研究的奠基工作。我們在做文獻研究前，除了要先

給文獻一個學術上的定位之外，還應要對文獻編撰者的原始作意、

其文獻所呈現的表象，及表象與其本質意義上的差距，讀者可以解

讀的方向等，都應有所認知，才能再做進一步的深度學術研究。而

這些認知，如果有文獻解讀的理論作為依據，則我們或許對於某些

文獻可以破除傳統上一貫的觀點，進而建構新的詮釋角度。也就是

說，我們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新學術環境中，也應該建構起文獻解讀

的新經驗，以便創造出新的研究視角及新的詮釋方法。因而，嘗試

建構文獻學的理論，也是當前的一項重要的新工作。 

經過前人長期的累積，我們已經建構出許多處理文獻的經驗法

則與規律。但是這些過去的經驗法則與規律是否能面對當前新興文

獻發展的新經驗，則尚需檢驗與思考。所謂新經驗，是在文獻學的

理論中，不斷更新經驗，隨時調整我們面對文獻的心態與方法。以

目前的情勢來看，未來的發展實不可預估，數年或數十年後，必有

更新的文獻處理方法問世，我們不能困在以往的經驗法則中，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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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經驗的觀念不斷更新。目前我們能做的，是掌握古今文化背景

的不同、承認古今文獻岐異的存在，並且找出古今相融的方法，如

此才能使中國故有的文獻傳承下去。 

第二節 定義與範疇 

文獻的研究，應要由對個體式文獻本體的整理與詮釋，進展到

總體式的文獻整合研究。也就是說，文獻研究不能停留在個體文獻

的探索上，而應要進一步的建立起一個研究體系，使文獻研能轉變

成為一門能被稱為「文獻學」的正式學科。 

    這是一種研究範式的轉變。以往我們所做的所謂文獻研究，大

多只是在做文獻的圈點、翻譯、重新出版，或是作文獻的數位化等

文獻整理的實務工作。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這些工作的價值，甚至十

分敬佩做這些基礎工作的學者，但是如果把文獻研究的工作只停留

在此，就無法使文獻研究進展成一個獨立的學科。我認為文獻的整

理只是文獻學門中的一部份，它定位在三個文獻研究領域之中的一

項，但不是全部。可是以往時常就將此直接視為文獻學，成為文獻

學的研究範式。如今，我以為應將文獻研究的範式轉變，由文獻整

理實務、文獻學史、文獻學理論三個文獻學研究領域，共同構成一

種新的研究範式，以便由此三個研究領域組成一個較為健全的文獻

學科。 

    我們當然可以自由的從其中選擇一部份做為研究對象，可是必

須要先明瞭我們不能以部份代替全體，應是在一個完整的大架構下



．中國文獻學理論．  

．22． 

做定位的或選擇性的研究，而不是以為整理文獻典籍就等於是文獻

學。因此我認為這是一種研究範式的轉變。在此概念下，為文獻及

文獻學下定義，並劃定研究範疇，即為必要之事。 

一、文獻的定義 

幾乎所有談到「文獻」兩字的著作，都會引用到《論語．八佾》

中孔子所說的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吾能徵之矣！」作為「文獻」定

義或範疇的根源。這段話中所謂的「文獻」兩字是什麼意思，有很

多說法，最常被採用的是朱子《四書集注》中所說的：「文，典籍

也；獻，賢也。」也就是說，所謂的「獻」，指的是賢人的說辭，

是口述性質的。與已經形成文字記錄的「文」是有所區別的。 

可是由實際的情況來看，古代所謂的「獻」，只能短暫的存在。

停留在賢人口述階段的是「獻」，一旦被記錄下來，書寫在典籍之

中，就成了「文」。因此，若朱子所說的確就是孔子的原意，則所

謂「獻」，只是在古代傳播方式簡略的時代，孔子認為對耆宿的訪

談，是蒐集資料與知識的一個重要途徑。可是口述資料，在考證上

畢竟是無所憑藉的。它如果沒有被記錄，則在歷史上即不存在；而

它一旦被寫入典籍之中，其真實性亦無可考。除非我們有其他相互

可印證的證據，否則我們只能採信典籍中的口述歷史。因此，一旦

所謂的「獻」變成了「文」以後，即失去了再分辨「文」與「獻」

的意義，所有的「獻」也都變成了「文」。於是，「文獻」等於只有

一個意義，即典籍或其他載體中所有的文字或任何符號記錄，都可

謂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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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時至今日，由於載體的變化，使文獻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

異，「文」與「獻」又可以恢復到其原始的定義。「文」，可以單指

以文字或任何符號所呈現者，而「獻」，則可以指一切的影音記錄。

古時候說完即無憑據、被記載下來後即往往被視為實然史實的口述

歷史，現在都可以用電腦等影音設備保留下來，不但有憑有據，而

且不必形諸文字亦可保存。 

這其中有一個值得引發我們思考的問題：如果沒有文字的、立

體的圖像算是「獻」，那麼平面的紙本圖像算是「文」還是「獻」？

如果是在沒有電腦等影音設備的古代，平面圖像當然是「文」的一

種，但是到了影音時代，沒有文字的圖像檔，到底該算是「文」，

還是要將它與錄音檔、影像檔歸為一類，視它為「獻」？它似乎是

介於兩者之間，又似乎使人無法歸類。 

其實，這就是由載體不同所引發的困惑。如果是由電腦等影音

設備所錄製下來的聲音或影像，就等同於古代的「獻」，那麼電腦

中存放的文字檔是否算是圖像？它仍然是「文」嗎？在從前紙本的

時代，放在紙本中的文字及圖像都算是「文」，為何載體改變以後，

概念就模糊了呢？ 

所以，當今固然可以依照古代的定義去分立「文」與「獻」，

但是一方面界線不明，另一方面，實在也無此必要。因為現代所有

的資料形態都是可以轉換的，紙本資料可以輸進電腦，而電腦中的

文字及圖像資料，除了影片之外，都以轉換成紙本資料。如此說來，

再去分別「文」與「獻」，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因此，所謂「文獻」，

我們只要給它一個統合的定義即可。那麼，何謂「文獻」？我認為，

給「文獻」最寬廣的定義，才能在研究其理論及發展史時取得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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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研究空間。 

    目前對「文獻」定義討論得最詳盡的，應屬王宏理先生。王宏

理在《古文獻學新論》中，曾修訂《中國大百科全書》對「文獻」

所下的定義。《中國大百科全書》將「文獻」定義為：「記錄有知識

和信息的一切載體」，而王宏理將之修訂為「一切載體所記錄的知

識和信息」。20雖然只是調動了一下次序，但是對「文獻」的認知

上有極大的意義。 

依照《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說法，「文獻」指的就是「載體」

了。文獻學的確是可以研究載體，但是文獻不應該直接被稱之為載

體。因為載體只是一種工具，例如龜甲、竹帛、紙張、書籍、光碟

片等，它們上面載有信息和知識，但是它們本身只是硬體，不能直

接稱之為文獻。因此，可供研究的軟體，即在載體上可以呈現知識

信息的符號，包括文字、圖像、影像、聲音等，才能稱之為文獻。

我們時常會指著一本書說：「這部文獻……」等等，其實這個說法

是很含混的。書籍，是載體，是一個物件，是一個「文物」；而「文

獻」，則應該指的是書籍的內容。所以王宏理認為： 

文獻是書，是文字材料；而文物是物，二者屬不同學科範疇。

但問題是，它們雖屬不同學科，而從不同研究角度，卻可是

同一事物。我們如今確認為文獻的有甲骨竹簡縑帛等，但其

中哪一件不同時又是文物？ 

                                                 
  王宏理．《古文獻學新論》。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此處所述，詳見該書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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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僅管「文獻與文物有交叉關係」，然而「二者是不宜混用的」。

21所以，依王宏理的說法，所謂「文獻」，著眼點不在載體，而是

任何載體所記錄的知識。也就是說，屬於內容的「文獻」，要明確

的和屬於載體的物件分別開來。例如說，鐘鼎彝器上的文字或圖案

是文獻，鐘鼎彝器是文獻的載體，可是不能說鐘鼎彝器本身是文

獻。由此而論，王宏理重新所下的定義，無疑是較為合理的。 

然而，在文字的指涉上，王宏理的定義有被簡化成「文獻即知

識」的可能。所以王宏理又曾對此作過更進一步的解釋： 

「知識」是從思想裡產生的。知識通過「語言」，「物化」（即

通過某種方式手段訴諸載體）為「文字」。但僅言文字，雖和

過去所下定義中用「文字資料」相應，但又將無視於現代載

體，故不僅僅認為是文字。
22 

這段陳述，固然已經將「文獻」的特定意義呈現出來，但是由於這

段將抽象知識「物化」為具體文字的說明過程並不書寫在定義中，

所以還是會有產生疑慮的可能性。而且，我認為文獻的構成，除了

要有一個載體去承載它以外，同時還要有一個「載錄」的過程。經

過「載錄」，具體的「文獻」才能呈現。 

例如真人現場演出的歌唱及舞蹈，其活動本身不能稱之為文

獻，我們更不能直接稱演出者為文獻。但是如果經過載錄，變成由

光碟片承載的影像記錄，則此影像記錄即為文獻。再則，所有的影、

                                                 
  王著第一章，頁 10。 

  王著第一章，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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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器物，其中影像部分可以獨立存在而不需轉化；如果我們對於

紙本、具體的文字有迷思，則聲音記錄（談話的部分）可以隨時轉

化成紙本；而器物則早已經可以轉化成圖像。例如明代劉績撰《三

禮圖說》，即是將禮器繪製在紙本上，成為紙本文獻。所有的器物

等，如果經由攝影或繪製轉化成紙本後，因為有紙本為載體，我們

就可以視為圖像文獻，但是轉化為紙本文獻前的器物的本身，則不

可直接視為文獻。 

所以，舉凡書寫、繪製、雕刻、攝製等行為，都是將抽象的信

息和知識具體化載錄的過程，龜甲、竹帛、紙張、器物、光碟等，

則是承載這些文獻的載體。而所謂「文獻」，則是指記載這些信息

或知識的文字；至於圖像、影音等任何其他形式的文獻資料，本文

則以「符號」一詞來統括。 

那麼，什麼叫做信息和知識呢？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只是單純

的資料，是為信息；如果是有思想、學理可供討論、分析者，即為

知識。其實，信息和知識的定義在此並不重要，重點應是：我們視

為文獻的文字或符號，是否皆是有意義的。 

然則，是否有意義，其定義是與時推移的，是流動性的。例如

雜誌中的八卦報導、商品廣告等，對當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是看

後即棄，是沒有知識性的信息。可是百年之後，它們卻是研究社會

現象的重要知識性史料。王宏理也有相同的說法： 

世上並未有無歷史價值的文獻。不要說一本完整的古籍，就

是一紙破爛的文句不通的借條，對經濟史研究者來說，同樣

是一件可資研究某歷史時期借貸關係的難得材料。如果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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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一千年前一張滿篇錯別字的學生檢討書，不就對考察研

究一千年前學校管理制度有了重大突破嗎？
23 

所以，原本沒價值的，因為時間和立場的不同，可以變得有價值。

而信息與知識是否有別，在歷史的發展中，有時根本就無從分辨。

因此，我們實在沒有必要為「何謂有意義的文字與符號」去下定義，

這本就是一件與時推移的事，只要堪加利用的文獻，都是有意義的

文獻。 

綜合上述，我們在「文獻」的定義中，應要呈現出三項不同的

概念：其一，載體不等同於文獻；其次，要經過載錄的過程，將文

字或其他任何符號記載於載體上；最後，這些被載錄的文字或符

號，是要具有信息功能或知識性的。據此，我認為「文獻」的定義，

應是：一切載體所載錄的，可以呈現信息和知識的任何文字或符

號，均稱之為文獻。 

 二、文獻學的研究範疇 

以文獻為對象的研究學科，即為文獻學。上文曾經述及，「文

獻」可以從寬認定，但是「文獻學」則應從嚴定義。 

誠如王宏理所說：「世上並未有無歷史價值的文獻」。然則，文

獻就包天包地，渺渺無邊界了。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當然不可能

也漫無目標的去做研究，甚至把任何出自於典籍的研究都稱之為文

獻學。所以，相對的，我們要把「文獻學」的研究範疇縮小，定出

帶有排斥律的狹義認知領域，使其他學科不能混入文獻學，也使文

                                                 
  王著第一章，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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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學不與其他學科相混，這樣才能使文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因此，並不是以任何一項「文獻」作為對象的研究，都可以泛稱之

為「文獻學」。例如：以《杜工部集》為主要對象來研究杜甫的詩

作，雖然《杜工部集》是一部「文獻」，但是這樣的研究是詩領域

的，不是文獻學領域的。 

 我們又應釐清，我們現在作「文獻學」研究，則限於較狹義

的文獻定義上，即專指知識性的文獻。其他無法納入某一種文獻類

型、屬於信息性的文獻，雖是廣義文獻的範疇，可是不可納入文獻

學的討論。例如我們在談印刷術時，會提到隋代有一個「家有惡狗」

的紙條是用印刷術製成的，這絕對是文獻，但是它最多只能提供一

則信息：隋朝人已經養狗看家；再提供一則資料，即隋代已有簡單

的印刷術的可能。24前者是信息，不是知識。後者可以算研究印刷

術的重要資料，但是它本身也不是知識。「印刷術」雖是構成文獻

的重要技術，但「印刷術」本身並不是文獻。又例如，上文引述王

宏理所舉的「學生檢討書」的例子，這是信息，還不能構成知識。

如果有一天類似的量足夠了，成為一份可以對比的檔案，可以作分

析研究了，它才進階為可成為一種文獻類型的「資料」，此時，才

能進一步研究其所包含的「知識」；否則在此之前，它只是信息，

只是「資料」，還不能進入文獻學的研究範疇之中。 

                                                 
  原件是一個紙條，上印「家有惡狗，行人慎之」。時間為高昌國延昌

三十四年，即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這裡面有很多待討論的問

題，在此從略。可以參考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漢市：武漢

大學出版社，1994 年）等與印刷術相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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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做文獻學研究時，對象應是有系統、有組織的知

識記錄。主要指的當然就是書籍，或是有知識價值的「資料」，否

則無限上綱，便沒有範疇；沒有範疇，根本就無法從事研究的。 

    所謂書籍，當然包括簡冊和卷軸，這和書本式的「書籍」，只

是形制和材料有別而已。而所謂「有知識價值的資料」，意指屬於

某一種文獻類型，只要經過人為加工處理，即可成為日後編輯成書

籍並進而可據以研究，以構成知識者，例如書信、檔案、公牘文件、

各種書契等。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分別「資料」和進入知識領域，可供

討論的「文獻」之間有何差別。宋蕭楚撰《春秋辨疑》卷一，＜春

秋魯史舊章辨＞條說：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

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

不可以為史法，必舉年時月日而後紀事。然事事而繫云甲乙，

則煩而無統，于是又度其事之輕重大小，其大者，若繫國之

重者則日，其次則月，又其次則時。此皆因舊史之文也。然

史之紀事必須本末略具，使讀者可辨，非如今春秋之簡也。

案仲尼讀史至楚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

之言。」觀今《春秋》書曰：「丁亥，楚子入陳。」使舊史之

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其終不縣陳也。仲尼讀晉志，

見趙宣子弑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觀今《春秋》書

曰：「晉趙盾弑其君。」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

知盾之奔未出竟也……又案汲冢《紀年》書稱：「周襄王會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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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于河陽。」今只書「天王狩于河陽」。（按蕭楚原註：《紀年》

疑即晉史。）由是知未修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

仲尼得以據其實而筆削之，非魯史之舊章也。
25 

蕭楚之說是否無誤，此處可暫不討論。重點是蕭楚提出一個資料與

知識系統的觀念，頗可作為「文獻學」研究範疇的一個佐證。如蕭

楚的推論，諸國史書可能原不似《春秋》般的簡略，而是有較詳細

的紀事，是「辭有本末」的。但是，如果諸國史書果如蕭楚所推斷

的，只是編年式的史料，則諸國史只是一份沒有史學觀念灌注其中

的資料庫。孔子因這些客觀資料性質的史料，以其個人的史觀「辨

事善惡」，並且「據其實而筆削之」，撰成《春秋》一書，使之成為

有價值意義的系統化知識，於是這些史料，就因為經過了人為的處

理，而形成了具有知識價值的、可納入「文獻學」研究範疇的對象。

諸國史書固然是經過人為的編撰，但是因為是原始史料，我們無從

考辨其中是否經過揀擇，所以只能視之為一份資料。但是經過孔子

的筆削，就是人為加工處的過程，即產生了學術意義。文獻學要探

討的，就是這個過程，以及經過這個過程後所產生的文獻，有何學

術上的意義。 

其實，我們可以把問題單純化。文獻是一個大範疇的領域。但

是文獻學，主要研究的就是各種形式的書籍和資料，其中又以書籍

為絕大部份之研究對象。畢竟，文獻學理論就是在研究文獻如何呈

                                                 
  據家藏清刊《通志堂經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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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知識，以及我們用什麼方法來解讀文獻中所載錄的知識。如果一

直糾結在文獻或文獻學的定義上，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怎樣的文獻才能進入文獻學的研究範疇呢？我認為是要

經過人為編撰、甚或是人為處理過的文獻，才能成為文獻學的研究

對象。而創作型的文獻，則不納入文獻學的討論。例如文人創作的

詩、詞、小說、戲劇的原創作品，研究它們是文學領域的工作，不

是文獻學的範疇。但是如果這些創作經由後人取捨編輯，或是作其

他的人為處理，由於過程中有抉擇，有價值觀的展現，可以構成知

識體系，則又可納入文獻學的研究範疇。 

張舜徽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一書中，將文獻分為著作、編述、

鈔纂三大類。26張舜徽先生將「作」和「述」分得很清楚，認為兩

者是「不容混淆的」。所謂的「著作」，就是上文所說的創作型文獻，

包括了文學作品的創作及學術性的著作等，皆是具有原創性的文

獻。其他屬於「編述」及「鈔纂」的文獻，即是上文所說的經過人

為加工處理過的文獻。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本文將簡明的統稱之為

「編撰」。唯有經過編撰，文獻由資料轉換成內涵知識的過程才能

呈現。而文獻學要探究的，就是這個過程；以及經由對這個轉換過

程的了解，進而解讀文獻的意涵。 

在文獻學的研究範疇內，如前所述，以一個學科的立場而言，

它應該包括了文獻整理實務、文獻學史、以及文獻學理論三個研究

領域。根據上述的文獻學理論的範疇而言，這三個領域，一定是要

                                                 
  台北市：木鐸出版社，民國 72 年 7 月，頁 32。按原書為 1982 年開封

市中州書畫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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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人為加工過的文獻，是要經過人為的、有意識的操作去處理過

的文獻才能屬之。 

文獻實務，如標點、斷句、注解、分章、翻譯，甚至重新彙集

編纂成新的叢書，以及數位化運用等等，這些都是有意識的，經過

人為處理過的文獻。這些工作，建立了價值判斷，呈現了整理者的

學術認知，所以屬於文獻學。甚至於這些實務工作，也可以產生與

文獻學領域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陳垣於 1931 年時因為校訂《元

典章》，因而撰成《校勘學釋例》一書，27即是著名的例子。 

文獻實務工作的範疇比較大，在抉擇對象上並沒有特定的限

制。至於文獻學史，則應有其特定的範疇。所謂文獻學史，並不是

中國所有各類型文獻的簡介，而應是討論在時代環境的影響下，各

類型的文獻如何產生、如何編撰、為何編撰，以及如何衍生相關文

獻等問題。它不包括創作型的文獻，而是以經過人為因素整理過後

的文獻為主要討論對象。也就是說，如果只是創作型的作品，就不

是文獻學史要研究的對象；可是如果這些創作型的作品被編輯成

書，有其編輯體例及取捨標準，則這部被編輯而成的書籍即是文獻

學史的研究對象。所以就其內容而言，文獻學史其實就是中國歷代

文獻整理實務的歷史。由於在做文獻整理時，會牽涉到體例的問

題，所以文獻學史又包括了各種不同類型文獻發生的肇因及其體例

的討論。舉例而言，個人文集及總集在魏晉以後出現，成為一個文

                                                 
  此書版本甚多，在台灣即有中華書局本（無出版年月）等。案校勘學

為文獻學研究的基本工具性學科之一，說詳見本書第二章＜方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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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編撰的範例，因此文獻學史除了要討論集部文獻的發展之外，還

應該要說明集部書的體例。也就是說，文獻學史的討論，其實就是

各種不同體例的文獻如何發生、其編撰體例為何、以及其流變為何

的發展史。而此處所謂的體例，是跨越經、史、子、集的分類的。

例如集注的體例，集注經書和集注文集，其體例是雷同的。所以文

獻學史的討論範疇，是以體例為宗的。 

據此，則文獻學史的討論內容，除了文獻發展的歷史之外，還

有一個很重要的學術議題，即文獻發展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獻，

如同文學或思想一般，不會無緣無故的出現。或有其歷史因素，如

編年體的問世；或有其學術體例上的因素，如紀事本末體的問世。

而文獻在問世之後，又有衍變及詮釋上的問題。衍變是與時俱進

的，而詮釋又是與各個不同時代的學術文化背景有關。因此，文獻

獻學史又可以說是一門整合型的研究領域，只不過它討論對象，是

以文獻本體為主。 

綜合而言，文獻學史的範疇，是以時間為縱軸，以文獻體例為

宗，討論文獻產生的學術文化背景、體例、衍變、取材、詮釋等議

題的研究項目。它是文獻學研究中的一環，它不止是在談「編輯」

而已，而是以更宏觀的角度，把文獻放在時代學術文化的環境下，

思考文獻如何呈現知識，以及如何建構知識。藉由探討前人如何編

撰、如何整理文獻，提供一個詮釋文獻的途徑，並與文獻學理論，

共同構成一門獨立的文獻學學科。 

在文獻學史的大概念下，也可以獨立出專類文獻的討論，例如

方志文獻、地圖文獻、農業文獻等。由於專類文獻的討論，也不出

學術文化背景、體例、衍變、取材、詮釋等內容，所以基本上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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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文獻學史，為其分支領域，只是局限在以某一種類型的文獻

為討論對象而已。 

而最後做為一切文獻討論原則及依據的，則是文獻學理論。文

獻學理論絕對是一門後設性的學科，它歸納文獻構成及詮釋的原

理，除了方法論之外，再分別從外在結構及內在學理兩條途徑，建

構起屬於文獻編寫的理論系統。其目的，在於幫助文獻的解讀者能

夠找到詮釋文獻的路徑及解讀方法。 

文獻學理論的討論對象，如前所述，仍是以人為處理過的文獻

為主，但是亦不排除系列發展的原創型文獻。例如《西遊記》一書，

在成書之先，已先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成書以後又續有《西

遊原旨》、《西遊釋厄傳》等等系列性的作品。這些作品若獨立來看，

只是對前人著作有所取材的創作；但是如果我們將之整合成一個系

列，則其間的取捨變化皆顯而可見。這些變化，當然各有其時代環

境的肇因，亦有其學術文化的理念在內，於是就構成了可以論述及

詮釋的空間，當然就可以納入文獻學理論的討論範疇之中。 

文獻學理論，是對文獻構成原理及文獻詮釋角度的歸納，但不

可否認的，它不可能歸納出放諸四海皆準的鐵則。畢竟，我們只能

根據作者編撰的文獻去歸納理論，而不是作者根據理論去編撰文

獻。例外雖不能免，但大原則與大方向仍能掌握，這就是本書建構

文獻學理論的基本態度。 

三、結語 

文獻學是一門審視文獻發生原理及發展規律，並藉此原理與規

律詮釋典籍文獻的學科。它透過各種研究方法，企圖讓使用文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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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夠對文獻有正確的認知，進而能正確的使用各種文獻。其中，

由於編撰型態的文獻必定有編者的主觀意識摻合於內，所以經過人

為加工過後的編撰型態的文獻，更是文獻學主要的研究對象。 

目前流通的許多以「文獻學」為書名的著作，或是把文獻學工

具性的學科當成了文獻學來看待，或是只介紹各種文獻的編撰體

例，即將之視為「文獻學」，這是很值得商榷的事。文獻學的研究，

應該是一種宏觀的解讀方法，是一種學術整合的工作。文獻只是一

堆文字及符號，這堆文字及符號一定要附加在某種研究方法或學術

理念上，其意義才能彰顯，才能形成「文獻學」。 

但是前人的著作仍是意義重大。由前人不斷累積的成果，我們

可以發現對文獻的客觀陳述已經發展到極細緻精詳的地步。許多

「文獻學」的著作，逐步歸納出文獻的不同類型，以及從編輯體例

的角度去詮釋了文獻的意涵。我們也因此可以相對的思考，文獻是

否還有主動陳述的空間？我們除了根據已存在的文獻現象去做追

述式的解釋之外，是否還能往還原的概念去思考？ 

文獻現象大多可由文獻的取材和編撰體例客觀的呈現出來，這

也是我們時常用以陳述的途徑。但是我們在考察文獻結構時，又可

以從準文本的序跋裡看到撰寫者主動陳述文獻編撰理念的現象。這

使我們思考到：還原到文獻編撰者當初的時代背景，以及最初的編

撰理念，站在原作者的立場去思考他們想要呈現什麼，不想要呈現

什麼，藉以探討如何詮釋文獻的本質，是有其可能性的。想要建構

文獻學理論的構想，就是由此出發的。 

    同時，如果想要建構一個新的學科，探討其方法與範疇，並架

構出最基本的理論內涵，是不可或缺之事。本書即擬以「文獻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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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討論範疇，試著提出一些可以成為「理論」的觀點，希冀能

為建構完整的「文獻學」學科作一點基礎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