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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序 

本書作者趙飛鵬，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主要研究

領域，為版本學、目錄學、中國古代書史、中國古代藏書文化、中

國佛教文獻等。從就讀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起，便對中國古典

文獻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以《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一文，獲得

碩士學位。隨後，考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曾選修本人講授

之《版本學研究》及《目錄學研究》，對此一領域之探討更加深入，

興趣更加濃厚。在王叔岷教授與本人指導之下，於民國八十四年六

月，以《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箋證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獲

得博士學位。從此，飛鵬繼續在文獻學方面努力耕耘，除了下了許

多工夫之外，功力亦不斷提昇，先後發表了不少學術性的論文，其

中包括對歷代藏書家及藏書史、古籍整理、目錄學、版本學、校讎

學及佛教文獻等的研究，曾發表於兩岸重要的學術性期刊，並多次

參加學術研討會。從民國八十七年起，連續申請到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頗有成果。在古典文獻學上，已有優異的表現，值得鼓勵與

讚許。 

本書係作者近年來發表之學術論文專書，研究主題環繞「文獻

學之跨界研究」而進行。並將十五篇論文，按「文獻典藏與傳播研

究」、「文獻學與文獻研究」、「文獻學與經典詮釋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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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學與佛教研究」四個子題加以統整編排，突顯出本書所包含的「傳

統文獻學研究」與「文獻學創新研究」兩大部分。本書各篇研究方

法意識明確，且各具有代表性。作者提出新的視角與新的理論。誠

如作者前言所述，確有開啟「科際整合」及「跨界研究」的作用。

整體而言，本書深具學術價值，足供相關學者參考。 

最後，期望飛鵬在此領域，不辭辛勞，繼續努力。相信不久的

將來，將會有更豐碩的成果。 

 
        潘美月 

     謹識於國⽴臺灣⼤學中國⽂學系 

           民國⼀百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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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論 

一、前  言 

即使在當代的文化語境裡，「文獻學」無疑仍然是一門既古老

而又重要的學科。
1
說它古老，如果以孔子（B.C.551～B.C.479）指

出古書中文字的錯誤，為後人開示校勘的重要原則來看，
2
文獻學

的發展至少已經超過 2500 年了。說它重要，可以再以孔子為例，

《論語‧八佾》云： 

 

⼦⽈：「夏禮，吾能⾔之，杞不⾜徵也；殷禮，吾能⾔之，

                                                 
1  本書所稱的「古⽂獻學」、「圖書⽂獻學」與「⽂獻學」三詞的意涵相同，

為⾏⽂簡便並避免爭議，謹先附註於此。 
2  《春秋‧公⽺傳‧昭公⼗⼆年》：「⼗有⼆年春（B.C.530），⿑⾼偃帥

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陽⽣也。⼦⽈：我乃知之矣。」何休

《解詁》：「⼦，謂孔⼦。乃，乃是歲也。時孔⼦年⼆⼗三，具知其事，

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誤為于，陽在，⽣刊滅缺。」先

師 王叔岷先⽣《校讎學‧探原》云：「據此所啟⽰者有三例：⼀、聯想

之誤。『公誤為伯』，因公聯想及伯⽽致誤也。⼆、形誤。于與⼦形極相

近，故『⼦誤為于』。三、誤脫。『陽在，⽣刊滅闕。』即誤脫也。」（臺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研究所專刊之三⼗七，1995 年訂補本），⾴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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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不⾜徵也，⽂獻不⾜故也。⾜，則吾能徵之矣！」
3 

 

說明大聖如孔子，也必須依賴文獻證據來證明古代的禮制，不能徒

託空言，文獻學的重要不言可喻。歷代著名的文史學者，在學術研

究上有重要貢獻，無不具備紮實的文獻學基礎。劉兆祐先生曾指出： 

 

從事學術研究最主要的⽬的，就是希望能獲致創⾒；⽽創⾒

之獲得，是要以豐富的⽂獻為基礎。 

 

並以司馬遷作《史記》為例，其撰寫過程中曾徵引文獻數十種，因

而奠定《史記》的崇高地位。
4
這種情況，直到近現代，依然如此。

例如杜維運教授（1928～2012）《史學方法論》一書，其中第九章

〈史料析論〉、第十章〈史料考證〉，所討論的對象雖然是史料，

而其所運用的觀念與方法仍然屬於文獻學範疇。
5 

任何一門學術，都有其發展傳統，也可以說是代表了這門學術

的基礎訓練。從事學術研究，基礎訓練是必不可缺的。文獻學也是

一樣，其傳統研究的範疇，離不開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

等。如王欣夫（1901～1966）《文獻學講義》一書，將文獻學的研

究範圍集中於目錄、版本、校讎（校勘）三者，認為這三者是「認

                                                 
3  《四書章句集注》（臺北：漢京⽂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年景印清‧吳志

忠覆宋刻本），⾴ 155。 
4  劉兆祐《⽂獻學》（臺北：三民書局 2007 年），⾴ 7。 
5  杜維運《史學⽅法論》（臺北：三民書局 2005 年增訂新版），⾴ 141-192。 



敘 論  3 

識、運用、處理、接受文獻的方法」。
6
又如張舜徽（1911～1992）

《中國文獻學》，將版本、目錄、校勘三者列為「整理古代文獻的

基礎知識」。
7
比較晚近的著作，如洪湛侯《文獻學》，將文獻學

分為「形體編」、「方法編」、「歷史編」、「理論編」四個部分，

而前述的目錄、版本、校勘加上辨偽、輯佚、編纂等歸屬於「方法

編」。
8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其第五章為「文獻的版本」，第

六章為「文獻的校勘」，第七章為「文獻目錄」，第八章為「文獻

的輯佚與辨偽」，仍然包含了這幾個重要部分。
9
至於如王宏理《古

文獻學新論》，看法比較特殊，其第六章為「校勘學」，第七章為

「文獻目錄學」，第八章為「輯佚、抄纂、綴合」，上述的版本、

辨偽則合併到第五章成為「鑒定學」，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 

 

過去學者寫這部分的內容，多⽤「版本鑒定」或「辨偽」之

類語詞，現在想來⽤詞應更全⾯些。這與過去有什麼區別

呢？⼀、鑒別對象不只是版本；⼆、鑒別也不只「辨偽」⼀

⽅⾯。
10 

 

換言之，作者是將版本學、辨偽學的功能僅限於「鑒定」，其說是 

                                                 
6  王欣夫《⽂獻學講義》（臺北：⽂史哲出版社 1987 年），⾴ 6。 
7  張舜徽《中國⽂獻學》（臺北：⽊鐸出版社 1983 年），⾴ 53-157。 
8  此書原名《中國⽂獻學新編》，1994 年杭州⼤學出版社出版，後由臺北

藝⽂印書館於 1996 年出版繁體字本。引⽂⾒藝⽂版⾴ 1-3。 
9  杜澤遜《⽂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 2001 年），⾴ 130-271。 
10  王宏理《古⽂獻學新論》（廣州：中⼭⼤學出版社 2008 年），⾴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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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妥當，值得商榷。此處僅是指出其古文獻學研究的範疇，仍然不

能缺少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等方面。 

然而，在研究傳統延續的同時，時代環境變遷的外部因素與學

術發展「新變求生」的內部要求，卻促使當代的文獻學研究者不得

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文獻學這樣一門古老而又重要的學科，在

現代的學術語境當中，應該如何煥發出新的生命光彩？」也就是

說：除了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之外，文獻學還可以研究

什麼？面對時代的新局面，文獻學界的回應，大致有兩個方向：一

個是在傳世文獻中，努力尋找新材料；另一個就是結合文獻學與其

他學科的理念，開拓新題材。前者可以舉目前在文獻學界、文學界

正蔚為風氣的「域外漢籍研究」為代表，後者則是筆者近十多年來

從事文獻學研究時所關懷的主題。 

「域外漢籍」是指「存在於中國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漢文（主要

是古漢文）撰寫的各類典籍。」
11
由於中國文化很早就傳播於世界

各地，古代漢籍也隨著文化傳播而存藏於各個國家。對於域外漢籍

的蒐集典藏始於 19 世紀，而真正聚焦研究則是近 20 多年的事。南

京大學文學院於 2002 年 2 月設立「域外漢籍研究所」，可說是此

一風氣的代表，迄今該研究所已出版之相關研究成果有：《域外漢

籍研究集刊》、《域外漢籍資料叢書》、《域外漢籍研究叢書》等，

而海峽兩岸有關域外漢籍的學術研討會亦不時舉辦，對於域外漢籍

的研究風潮可說是還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 

                                                 
11  參⾒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發刊辭〉（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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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結合文獻學與其他學科的理念，開拓新題材」，是指借

鏡於社會科學領域的「科際整合」概念，也就是「跨界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y）。「跨界研究」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新的觀

念，以往稱之為「科際整合」，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如

法律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
12
近年來則逐漸進入人文學

科的研究視域，開發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領域，如文學社會學、文學

心理學、文本與圖像、物質文化研究等等。近年來筆者關心的議題

即是文獻學的「跨界研究」，在文獻學研究領域中尚屬探索性的研

究方向。 

本書名為《文獻學之傳承與探新》，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表

明本書裡的文章包含「傳統文獻學研究」與「文獻學的跨學科研究」

兩大部分；當然前者必然是後者的根基，也是筆者從未離開的研究

場域。二是表達筆者探索新方向，嘗試「從文獻學研究通向跨領域

整合研究」的努力。這本書所呈現的，即是筆者開發新的研究課題

的一系列試驗成果；對文獻學研究的同道朋友而言，也不妨看做是

值得大家共同關心的一個方向。書中各篇論文多少都提出了新視角

或新結論，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二、文獻典藏與傳播研究 

筆者近年來在傳統文獻學研究的課題，一方面延續「藏書文化」 

                                                 
12  參⾒傅偉勳〈論科際整合的探索理念及其具體實現〉，收⼊《從創造的詮

釋學到⼤乘佛學》（臺北：東⼤圖書公司 1990 年），⾴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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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另一方面主要關注於「類書」這種古文獻體裁，尤其是類

書的功能與影響。同時由於筆者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就已經注意

到域外漢籍的重要性，多年來也相當關心域外漢籍的研究狀況，因

此也涉及了「和刻本」的問題，並旁及書籍傳播、流通等主題。現

將筆者在文獻典藏與傳播研究方面的成果簡述如下： 

（⼀）〈趙宗建及其舊⼭樓藏書〉 

清末私人藏書之巨擘，羣推瞿、楊、丁、陸四家，以規模言，

此四家固足以當大家之名，然就個別文獻之珍貴而論，四家之外，

未嘗無人。常熟趙宗建之「舊山樓」，葉鞠裳《藏書紀事詩》卷七

歸之於「小藏家」之列，蓋緣未睹其全貌。抗戰期間，明鈔本《古

今雜劇》流出，震動學界，舊山樓之名，方顯於世。本文爰考察現

存資料，略述趙氏藏書之原委，以凸顯其重要性。研究結論指出：

趙宗建既非學者，也沒有留下專門著作或千古文章，但是經由其珍

重呵護、妥善收藏的《孤本元明雜劇》得以流傳到今天，提供廣大

學術研究者運用，就如同歷代以來所有知名的、不知名的藏書家一

樣，為保存古代文獻貢獻了自己一生的歲月，然後一棒一棒傳遞下

去。身為後學，承其遺澤，我們實在應該對這群默默付出的人，致

以崇高謝意！而趙氏「舊山樓」，正是這個接力隊伍中值得注意的

一個。 

（⼆）〈從《天中記》論中國古代類書之知識性質〉 

類書的編輯，起於曹魏，本來是為了文學用途，便於查考陳言

故實，以為撰文賦詩之用。然而因為類書中保存大量已經失傳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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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的古代圖書文獻資料，因而成為後人輯佚與校勘的寶庫。宋代

開始，已經有學者運用類書中的資料進行古籍的校勘訓釋，到了明

代，此風未替。陳耀文因批判楊慎（升庵）而著名，其所編類書《天

中記》則以博洽聞。到底類書與治學之間有何種關係？歷代公私大

量編纂類書之動機何在？類書的知識性質為何？均有待深入研

究。本文即試圖以陳耀文及其《天中記》、《正楊》為線索，加以

比對，提出個人的看法。本文觀察的結論是：古代文人學者的知識

豐富，不完全是依靠博聞強記，而是有備無患─「類書」應該就

是他們的秘密武器。經過抄撮資料，編成類書的紮實過程，任何人

都有條件成為詩人或學者。正所謂「以我搜輯之勤，袪人繙檢之

劇」，而恰好明代的陳耀文同時留下了《天中記》與《正楊》兩部

書，使我們有機會透過比對資料，真正發現類書與治學的關係。同

時對於類書的知識性質，我們也應該修正原來的看法，不能把類書

只是當成資料集或工具書，必要時翻查一下；而是將類書（尤其是

重要的、好的幾部）做為可以從頭到尾認真閱讀的書籍，以擴大知

識的基礎。 

（三）〈傳播與回流—「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 

文化研究學者有所謂「回流」之理論，也就是說：任何兩個文

化體系之間的交往互動，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如同波浪的

前進，必然有「傳播」與「回流」的現象。中、日兩國之間的書籍

流通，也可以藉此加以說明。中、日兩國一水之隔，自古以來交流

就甚為頻繁。隋唐以後，日本因實行「大化革新」，遣唐僧與留學

生源源不絕前來中國讀書、求經，中國古籍也從此大量傳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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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書籍輸入的速度，顯然無法全然滿足日本社會對於學習中國文

字、文化的大量需求，於是日本人開始自行翻印中國書籍。這就是

「和刻本」產生的背景。所謂「和刻本」，又稱為「日本刻本」，

是指古代日本以中國歷代之寫本或刻本為底本，加以翻刻或重刊之

書籍。「和刻本」漢籍的價值與功用有四：一、保存了在中土早已

失傳的中國古籍。二、在日本刊印的和刻本構成了中國古籍的又一

個版刻系統。三、大量異本的出現足資校勘所需。四、是中日兩國

古代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證物。本文並延伸論述，以楊守敬編印《古

逸叢書》的成就為例，說明和刻本漢籍對中、日兩國書籍文化交流

的貢獻。 

（四）⼆⼗世紀中國藏書史之研究與著作述評 

「藏書史」研究是由傳統的目錄學與版本學中分支出來的新興

學科，從二十世紀初以降，已經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本文嘗試

將這些研究成果分類，加以評述，藉以反映百年來藏書史研究的發

展軌跡，並提出藏書史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供學界參考。本文研

究發現：海峽兩岸學術界對中國藏書史的研究，可說是各有千秋。

大致來說，臺灣方面著重「個別藏書家生平考察、學術思想分析」；

大陸方面則因相關資料較多，著重於「藏書史的整體客觀描述、藏

書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如果從全體研究成果的「數量」上來看，

大陸學者似有超過臺灣學者的情形，其中原因，應當和兩岸的學術

風尚與大環境走向有關。至於藏書史研究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約

有以下兩項：（一）藏書史與文獻學其他部門的結合；（二）由藏

書史進一步建構「藏書文化」的研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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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學與文學研究 

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文學」（literature）一辭，本來就包含

了「文獻」的意義在內，文學研究也就是文獻研究。
13
中國古代也

有類似的看法，《論語‧先進》載有「孔門四科」：「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14
其中「文學」一詞的意義，邢昺〈疏〉說

是：「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意即泛指一切的學問。

可知文學研究的基礎與文獻學是一樣的，都是以「文本」（text）

為出發點。本書中從文獻學角度研究文學問題的篇章有如下 4 篇： 

（⼀）〈歐陽脩與宋代⽂獻學〉 

時代風尚，對於文人學士之思潮與創作自必有所影響。另一方

面，個別士大夫的生活中也反映了群體行為的特徵，致力於古代文

獻的典藏、編纂、整理。這種時代與個人交互影響而形成的文獻學

風，可以對觀察、理解宋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一個新的角度。本文

即嘗試以北宋大文豪歐陽脩（1007～1072）做為例證，說明這個觀

察的角度。宋人特重文獻是普遍風氣，而宋人重視古籍的蒐集、整

理、註釋與刊行，也直接影響了宋代文學的發展。宋詩特色的形成，

可說與宋代的文獻學風有密切關係。歐陽脩是集政治家、古文家、

                                                 
13  陳⽂忠主編《⽂學理論》（合肥：安徽⼤學出版社 2002 年），⾴ 23-24。 
14  《論語‧先進》（臺北：新⽂豐出版公司 1978 年景印清‧嘉慶⼆⼗年阮

元刻《⼗三經注疏》本），⾴ 96。「四科」之說即⾒於邢〈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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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詞人於一身的人物，同時他也是藏書家、文獻學家，是宋代

復古運動的領袖。歐陽脩一方面繼承了宋初以來重視文獻的風尚，

身體力行的整理韓愈詩文集，也因此奠定宋詩發展的新方向。 

（⼆）〈詩⼈與類書—以⿈庭堅之詩學為例〉 

在中國文獻學的研究範疇裡，類書是極其重要的材料，舉凡古

籍的訓釋、校勘、輯佚，無不問津於此。不過推究編纂類書的原始

目的，卻是為了文學用途，也就是便於查考陳言故實，以為撰文賦

詩之用。唐代詩人有自編類書的作法，宋代詩人無不以唐人為典

範，自然也會繼承了這個傳統。又江西詩派與文獻學習、閱讀的關

係 密切，反映在詩歌的創作也 明顯。本文即是回到類書的原始

目的為立場，探討宋代詩人黃庭堅（1045～1105），在詩歌創作過

程中與類書的關聯。本文舉出直接、間接多項證據，說明黃庭堅之

詩學理論與詩歌創作，都與類書的編纂運用有很大關係，對於了解

江西詩派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三）〈陸游之藏書及其⽂學〉 

在中國文學史上，陸游（1125～1210）是以他豐富多產的詩歌

創作以及貫徹其間的愛國精神著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陸游也是

南宋的一大藏書家，其藏書、愛書的情懷，明顯影響其詩歌創作的

特色。前人評論宋詩特色，往往以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所提出的

論斷：「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作為討論基礎。

然而對於宋詩為何具有這些特色，卻未能充分說明。近代學術界對

於宋詩的各種問題，已經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宋詩特色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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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超越前人的深入論證以及比較研究。在宋代文化方面，學界研

究也已經論定：宋代文化是以「知性反省」為其特徵。宋人普遍重

視文獻的蒐集與整理，正是知性文化的表徵。因此，宋詩與宋代文

獻之間的關係，頗值得繼續探討。本文從藏書文化的角度，對陸游

的詩歌創作進行闡述，也是目前為止，學術界從未有人注意到的。 

（四）〈葉昌熾與清代宋詩⾵尚—論《藏書紀事詩》的

⽂學意義〉 

清末葉昌熾（1849～1917）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79）出版《藏

書紀事詩》六卷本，可視為中國學人全面且有系統的研究藏書史的

開始。《藏書紀事詩》雖然記述的是藏書家的故實，但是其採用的

體裁是詩—「七言絕句」，所以它也兼有文學的性質，這一點過

去學界很少觸及，因此筆者認為頗值得深入探討。首先，《藏書紀

事詩》的體裁，可推源於《詩經》以來的「敘事詩」傳統。「詠史

詩」則是《藏書紀事詩》的第二個淵源。如果再以詩歌創作的風格

特質分析，「藏書紀事詩」無寧是直接繼承宋詩的。葉昌熾自通籍

以後，入京供職，交遊更廣，不但治學的眼界日寬，與當時宋詩派

的健將如陳三立、沈曾植等也有接觸的機會。《藏書紀事詩》之以

詩的形式評論藏書家，還有一個啟發，就是源出於「論詩絕句」之

類。在晚清這樣的詩史氛圍裡，「藏書紀事詩」的形成無寧是極其

自然的。本文並根據宋詩的特色，進一步分析《藏書紀事詩》在文

學成就上與宋詩的承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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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學與經典詮釋研究 

文獻學除了文獻的形式問題之外，文獻內容的解讀，應該也包 

括在文獻學的範疇之中，這個部分可以特別稱為「經典詮釋」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經典詮釋」的理念來自於西方學術

界 20 世紀中葉以後頗為風行的「詮釋學」（Hermeneutics）思想。

詮釋學源自於中古時期宗教改革時，學者對教會獨斷解釋《聖經》

方法的批判，主張應該由《聖經》的文字本身來理解《聖經》原義。

經過 19、20 世紀眾多學人的努力，詮釋學已經超出神學範疇，形

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並對哲學、文學、社會學、藝術學甚至法律學

等學科產生深遠的影響。
15
詮釋學的目的，開始於一種對「文本」

（text）的理解態度，詮釋學是一種「掌握和理解文本所試圖說的

東西」的學科。因為文本的每一次閱讀都發生在特定的個體、傳統

或一個活生生的思潮中，從而所謂的理解和詮釋似乎總是與「詮釋

者」的環境與個人條件息息相關而造成理解與詮釋的歧異。因此「詮

釋學是一門關於理解、翻譯和解釋的學科，或者更正確地說，它是

一門關於理解、翻譯和解釋的技藝。」所謂「技藝」是指詮釋時採

用的方法與態度。針對前述的歧異，也有人説：「詮釋學是一門消

除誤會的學問。」 

                                                 
15  關於詮釋學的內容及發展概況，參考下列書籍：帕瑪 Richard E. Palmer 著，

嚴平譯《詮釋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1997 年）；嚴平編選，鄧安慶

等譯《伽達默爾集》（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7 年）；洪漢⿍主編《理解

與解釋—詮釋學經典⽂選》（北京：東⽅出版社 2001 年）；潘德榮《詮

釋學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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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對於詮釋學的定義如何調整，必須承認：詮釋學的對象離

不開「文本」，而「文本」本身的問題也是千頭萬緒的。例如「文

本的正確性」是詮釋的基礎，因此「校勘」是必經的手續。在西方，

校勘學的歷史也是源遠流長，不亞於中國。胡適先生（1891～1962）

曾指出： 

 

西洋印書術起於⼗五世紀，⽐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

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歐洲名

著往往譯成各國⽂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歐洲很

早就有⼤學與圖書館，古本的保存⽐較容易，校書的⼈借⽤

古本也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

⼀種不可少的⼯具，⽽不成為⼀⼆傑出的⼈的專⾨事業。這

是三⾧。
16 

 

西方詮釋學的發展，可說是建立在這一校勘的傳統基礎之上。可見

從西方的觀點來說，文獻學也是與經典的解讀、詮釋分不開的。本

書中以文獻學結合詮釋學理論研究相關問題的篇章如下： 

（⼀）〈全祖望「以⽬錄詮釋《易》學」考論—⽬錄與

經典詮釋〉 

目錄學是中國古典文獻學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組成學科。目錄學 

                                                 
16  胡適〈校勘學⽅法論〉，收⼊王國良、王秋桂主編《中國圖書⽂獻學論集》

（臺北：明⽂書局 1986 年），⾴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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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學術史中一向被賦予「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也就

意謂著「目錄」的本身就代表某種觀念或想法。全祖望 （1705～

1755），字紹衣，號謝山，鄞縣人。為清代前期重要學者，其經學、

史學與文學皆見稱於一時。本文旨在透過現存全氏有關易學的著

作，分析其易學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全氏之易學思想主要是以

「目錄學」的著作形式表現出來的。如其《讀易別錄》三篇，首先

辨明古代目錄學著作中易學一派，由於分派蕪亂，異說雜出，許多

五行、蓍龜、神仙之說亦混淆入易學經傳章句之範圍，需要加以簡

別。又批評朱彝尊《經義考》因不明此理，也不免「不審舊史之例」

而有亂經之虞。其次則重申圖緯之學，認為「圖緯之學，皆以老莊

為體，老莊之學，皆以圖緯為用。」歸結以邵康節為集大成者。下

篇則專錄蓍龜一派之著作，做為簡別的結果。全祖望之學問本以史

學見長，為浙東學派之翹楚，其論易亦以治史之方法為基礎，可說

是其易學特色。筆者認為全祖望研究易學的方式，在傳統「象數

易」、「數術易」、「義理易」三派之外，為易學研究開闢了一條

新的可能途徑，或許可以稱之為「文獻易」。 

（⼆）〈《讀書雜志》運⽤類書校釋先秦諸⼦古籍述評—

校勘與經典詮釋〉 

類書之編輯，蓋始於曹魏，本來是為了文學用途，便於查考陳

言故實，以為撰文賦詩之用。然而因為類書中保存大量已經失傳或

是罕見的古代圖書文獻資料，於是成為後人輯佚與校勘的寶庫。王

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讀書雜志》是清人重要的考據成果，被喻為

「郅為精博，凡舉一誼，皆確鑿不刊」（本於孫詒讓〈札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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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即嘗試以其中校釋諸子的部分為例，探討王氏父子對於類書

的運用情況，並進一步指出其得失，及分析運用類書校釋古籍時必

須注意的限制。本文研究發現：古代類書是重要的文獻資源，對於

校釋古籍貢獻甚大。但是因流傳久遠，其中的問題也很多，不能完

全盲從。王氏父子在校釋古籍時，雖然喜歡引用類書的資料，做為

佐證，但是他們的態度是謹慎的，客觀的。除類書之外，一定儘量

徵引更多的證據，單文孤證的情況是很少的。加以王念孫校勘經驗

豐富，推理精密，雖然當時或因缺乏直接證據，不得已而引用類書

為證，往往後來發現新資料，卻證明王氏的意見是對的。 

（三）〈清儒「因聲求義」校釋古籍⽅法述論—訓詁與

經典詮釋〉 

清代考據學，以小學（語言文字學）之成就 為傑出，而考求

古音古義尤所擅長。清人因聲韻知識進步，推而用於訓詁，多循「因

聲以求義」之方法，故凡遇古籍字義解釋未通者，輒以同音通假說

之。此法之運用雖多所創獲，然亦偶有不當者，蓋聲近義通，雖為

古字詞訓釋法之一端，然究非全部，執此而例一切文義，難免扞格

難通之處。本文以《荀子‧勸學》之「強自取柱」一句，王引之（1766

～1834）釋「柱」為「祝」為討論案例，試論清人「因聲求義」說

在古籍訓解方面之效力與局限，並嘗試說明傳統訓詁學未來與詮釋

學融合之理由與可能性。本文研究發現：漢字的「聲義關係」是相

對而非絕對的，清人許多「因聲求義」的言論將聲義關係講成好像

是絕對的，而且試圖用來解釋所有古籍中的字義問題，自然難免失

當之處。訓詁學與詮釋學雖然是兩種不同的學問，卻有相同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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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如何正確解釋（經典）語言文字的意義。」訓詁學未來發展

的方向，應該是嘗試與詮釋學接軌，吸收詮釋學對意義探尋的各種

觀念、分析與批判，轉而豐富訓詁學的理論部分，開出訓詁學新的

花朵。 

（四）〈屈萬⾥先⽣「以民俗解經」之經典詮釋理論初探〉 

屈萬里先生（1907～1979）為當代重要學者，治學範疇廣闊，

舉凡經學、史學、古文字學、圖書文獻學皆有專書行世，影響深遠。

而其關於民俗文獻研究及運用民俗資料以解經之詮釋方法，亦有卓

見，則似未經學界言及。本文試圖以《屈萬里先生文存》所見之資

料，梳理屈先生研究及運用民俗學以解經之成果，敬申景仰前賢，

發潛闡幽之意。本文研究發現：（一）、屈先生之所以注意到民俗

資料對解經的重要性，一方面可能和其喜歡研究《易經》有關，另

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民初學風的影響。（二）、從屈先生解讀經典引

用的民俗來看，很多是與「避忌」有關的習俗。如同音字的避忌、

動物鳴叫的避忌等。這可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民俗與原始巫術的關

係，甚至於經典與巫術的關係。經由本文的研究可知，運用民俗資

料以解經（或各種古書）的方法，自近代以來，就不絕如縷，雖然

不是解經方法中的主流，卻也存在一種值得擴大取材範圍、儘量加

以運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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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獻學與佛教研究 

佛教自西元一世紀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人的思想、文化、文

學、藝術各方面都產生廣泛的影響，逐漸成文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

之一。自南北朝以後，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學家幾沒有不受到佛教

影響的（即使反對佛教也是一種影響）。從文獻學的角度研究佛教

史問題，尚屬嶄新的嘗試。本書收入三篇筆者近年來的研究成果，

藉以展現初步研究的創獲： 

（⼀）〈試論五代佛教與藏書⽂化之交涉—兼論江正與

李後主之傳說〉 

江正其人不見於《五代史》及《宋史》等正史，只有幾種宋人

筆記載其事，稱其年少時，偽裝成出家人，投身南唐宮廷，以佛法

之說鬆懈李煜，導致南唐亡國。歸宋後，因其藏書頗豐而知名一時。

清末葉昌熾撰《藏書紀事詩》，採宋人之說，將其列入藏書家之林。

筆者因見其事涉及藏書史與佛教史，且與李後主有關，引發研究之

興味。於是歷考有關文獻，細繹其事，試圖探索其真相並詮釋其意

義，做為研治佛教史與藏書史學者之參考。本文研究認為：有關江

正與李後主的傳說，應是確有其事，江正乃是師法前人之故智，取

富貴於新朝。然而因其人其事正史失載，後人有感於其事跡之詭

密，遂將各傳說彙集而成，載於筆記之中。 

（⼆）〈禪宗典籍的整理與宋詩宗⾵—以《碧巖錄》為

中⼼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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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從南北朝傳入中國，發展到宋代以後，成為中國佛教的代

表宗派。唐末至北宋的禪宗，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從「不立文

字」演變成「不離文字」，也就是「文字禪」的出現。文字禪建立

與發展的基礎在於公案、語錄等禪宗文獻。本文嘗試從文獻整理的

角度，觀察宋代禪籍的流行，對於文字禪以及宋詩發展的影響。而

宋代禪籍之中，又以《碧巖錄》為 重要，因此本文即以《碧巖錄》

的整理與傳播為討論之範例。據筆者的研究，可得到如下結論：一、

禪宗的文獻傳統，至宋代形成新的經典。二、文字禪影響宋詩的「知

性思維」特色，與宋代文獻整理的風氣密不可分。 

（三）元代雙⾊印本《⾦剛經》相關問題考述 

中國禪宗自六祖惠能以來，就大力提倡《金剛經》的誦讀修持，

也因此使得《金剛經》成為民間信仰中 受歡迎的經典之一。臺北

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刻雙色印本《金剛經》，是現存年代 早的、也

是舉世唯一的一部雙色印本佛經。目前學術界對於此海內孤本雙色

印本《金剛經》之研究，多集中於其在文獻學、版本學及印刷史上

的重要意義。本文則以此經為線索，結合元代禪宗在江南一代的傳

播史實，說明此書的出世絕非偶然，而是元代禪宗盛行之下的必然

產物。並且找出本經註解者無聞思聰禪師的生平，填補以往研究的

空白。進一步並試圖說明此雙色印本《金剛經》的可能來源。本文

的研究徑路乃是結合了佛教史與印刷史的觀點，也是文獻學跨學科

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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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筆者自從 1982 年夏季，考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就讀，

開始專注學習目錄學、版本學等學科，從事古文獻學相關研究，迄

今恰已三十年了。一路走來，主要的研究範疇是以歷代藏書家生平

及學術活動為中心，所延伸出來的有關古文獻方面的各項問題。涉

及的學科多樣，諸如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圖書史、藏書文化、

文獻整理等，發表研究成果的數量雖不甚多，然而「力求創新、開

發新課題」，要求每一篇論文都要有一些新意，則是筆者一直努力

不懈的方向。1995 年自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隔年應

聘到臺南的成功大學中文系任教。期間在系上擔任的課程，除了版

本學、目錄學之外，還因為原來任課的資深教授退休，一時找不到

繼任人選，而受命承乏，教了多年的訓詁學。以往的學科分類當中，

訓詁學是屬於「小學」（即語言文字學）的，和古文獻學似乎關係

不大。然而在這幾年一面從事訓詁學的教學，一面繼續古文獻學研

究的過程裡，卻促使我在原有的教學與研究之外，開始思考訓詁學

與古文獻學的關係。 

2006 年 8 月，筆者自成功大學回到母校臺灣大學中文系服務，

不久就接受同仁邀約，參加了一個由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執行的研究

計畫：「當代經典詮釋多元整合學程」，並負責執行其中一個子計

畫：「中國佛教典籍與文化」。這個計畫由 2007 年 9 月開始，到

2009 年 7 月結束。兩年的執行期間，筆者除了在大學部開設了兩

門新課程：「中國典籍與文化」與「中國佛教典籍概論」之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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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邀請專家學者來校演講，總共辦了六場，另外也分別發表了三篇

相關研究論文，成果尚可謂之豐碩。更重要的，對筆者個人而言，

也打開了另一扇學術研究的門戶，也就是「由文獻學研究走向經典

詮釋研究」。這個發展正符合了筆者多年來開發新課題的努力，而

且對於前述古文獻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融攝關係，更有了較為清楚

的概念。 

本書的寫作，經歷了好幾個年頭，其中少部分篇章曾經分別在

學術刊物或學術研討會中發表過，此次集結成書時做了一定程度的

增刪改訂。承蒙淡江大學中文系陳仕華教授的推薦，由臺灣學生書

局出版，綆短汲深，書中錯誤之處一定不少，還請學術先進、博雅

君子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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