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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之編製： 
以《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暨《補遺》為例 

劉春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審兼圖書館主任 

【摘要】中研院中國文哲所於民國 89年 5月至 93年 12月間，分別編印《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

暨《補遺》二套越南漢喃古籍與社會民俗文獻目錄，除提供漢文學界查索越法二地 6 個圖書館之漢

喃文獻工具書外，也建置完成「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及提供網路檢索服務，這是以漢文

版目錄揭露越南古籍文獻的神秘樣貌，它解決過去學者囿限於法文及越文不熟稔而難以查閱原文目

錄之困難。另外，越南是一受漢文化影響最深及最廣的國度，在其歷代之佛學、儒學、儒教及科舉

制度等傳播與發展下，刊行了不少漢喃文古籍，現已成為域外漢籍的研究對象之一。本文緣依此淺

論古籍提要編製之相關問題。內容包括引言、域外漢籍之研究、提要之撰寫工作及必備之內容、古

籍提要之編製──以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為例及結語等五部分。 

關鍵詞：提要；越南漢喃文獻；古籍書目；書目提要；域外漢籍 

 

 

一、引言 

為便於漢文學界利用存藏於越南及法國兩地

的越南漢喃文古籍與地方文獻，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自民國 89 年 5 月起特進行一項為期近

5 年的「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目錄提要」編譯計畫，

分二階段執行。在第一階段，首先以委託計畫方

式，與中國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王小盾教授

及越南漢喃研究院陳義教授合作，完成原由越南

漢喃研究院與法國遠東學院於 1993年合作編印之

越法文版《越南漢喃遺產書目》之漢譯初稿；接

著，依專家學者審查建議，繼續委請越法二地學

者，分別進行漢譯書目及提要初稿之查核補正工

作，及由本所著手開發及建置「越南漢喃古籍文

獻目錄資料庫系統」。再次，將查核補正後之漢

譯漢喃古籍之機讀目錄資料經過仔細校對後，於

民國 91 年 12 月自資料庫系統中輯出漢文版目

錄，並以《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為書名出版。

此一漢文版目錄，可以說是現在存藏於越法二國 6

個圖書館所藏之漢喃文古籍 5,023 種的聯合目錄。 

該套《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漢文版目錄，

係將原越法文版 DI SẢN HÁN NÔM VIỆ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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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Ư MỤC ĐỀ YẾU=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 NÔM（《越南漢喃遺產書目》）所收錄

之古籍文獻目錄，由王小盾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團

隊全部漢譯並參酌相關之漢喃書目整編立目後，

再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重新分類及撰寫

提要，本所並依現代編目規則將漢譯漢喃古籍目

錄轉檔成為「中國機讀目錄格式」之書目記錄，

同時據以建置完成「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

統」，提供學界網路檢索服務。 

越南漢喃研究院又於 2002 年底出版《越南漢

喃遺產書目＝DI SẢN HÁN NÔM VIỆT NAM : thư 

mục đề yếu = 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 

NÔM》之越文版《補遺》二冊，其原書名為《越

南漢喃遺產書目補遺＝DI SẢN HÁN NÔM VIỆT 

NAM : thư mục đề yếu : Bổ di I Quyển Thượng, 

Quyển Hạ》，收錄該院圖書館典藏的漢喃文地方

文獻。此一《補遺》目錄的漢譯版重編工作，即

為本所「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目錄提要」編譯計畫

第二階段之主要工作，係以研究計畫方式，向本

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提出申請，經該中心審

查後同意核撥經費補助，於 2003 至 2004 年，與

越南漢喃研究院陳義教授團隊合作，分二年執

行，也是分項完成漢譯稿及書目資料庫建置工

作。《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補遺》一套即為此

項研究計畫之成果，除了編印書本式目錄供學者

使用外，並已轉錄入本所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

資料庫系統」，並於 2005 年 12 月底提供網路檢

索服務。（註 1） 

二、域外漢籍之研究 

在中國古籍版本學上所稱之「域外漢籍」，

是指古代中國周邊受漢文化深刻影響的日本、琉

球、韓國、越南等國家以漢文撰寫、翻刻及刊行

的書籍。域外漢籍從形式上看，可分為刊本及寫

本二類。（註 2）依據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張

伯偉先生的看法，域外漢籍是存在中國之外或域

外人士用漢文撰寫的各類典籍，包括以下三方

面：(1) 歷史上域外人士用漢文書寫的典籍，及歐

美傳教士用漢字書寫的著作；(2) 中國典籍的域外

刊本或抄本；(3) 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典籍。（註 3）

域外漢籍從內容上看，它涵括了傳統的四部之

學，如《韓國經學資料集成》、《韓國史書叢刊》、

《韓國儒學資料集成》、《韓國文集叢刊》、《韓

國歷代文集叢書》，即屬韓國之經史子集代表文

獻。另如在前述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中

收錄了 5,023 筆漢喃古籍目錄，其中漢文版 3,729

筆、喃文書 794 筆及中國書重抄重印本 500 筆。 

全球各地有關域外漢籍之研究，係自 1980 年

代起在各國各地紛紛展開，如聯合報國學館自

1986 年起所舉辦之「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研討

會」，至 1995 年，共計舉辦了 10 次。而南京大

學則於 2000 年正式成立了「域外漢籍研究所」，

這是全球首設之專門研究機構，目前已出版《域

外漢籍研究集刊》、《域外漢籍研究叢書》，該

所係有系統的針對域外漢籍的傳布、文獻整理、

文化交流、研究領域及對漢文化之意義等面向進

行研究與學術交流。 

筆者曾參與編製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

及《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補遺》，是屬於域外

越南漢籍目錄的基礎整理工作，主要是提供漢文

界對於受漢文化影響最深遠國度所存藏之漢喃古

籍與地方文獻的一項參考工具書。漢喃古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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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 4 類之典籍：(1) 從中國傳播到越南的漢

文古籍，包括越南的重抄重印本；(2) 產生於越南

本土的漢喃古籍；(3) 產生於越南但流傳至越南本

土以外的漢喃古籍；(4) 在中國或越南域外重抄重

印重編的漢喃古籍。（註 4）前述這二套目錄所收

錄之漢喃古籍及社會民俗文獻，係存藏於現名為

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暨

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等 5 個單位，大致涵

括了前述之四類漢喃典籍。 

漢文典籍向越南傳播之歷史悠久，雖然其規

模及數量皆未如日本與韓國，但漢籍傳播卻直接

影響了漢文化向越南傳播的深度與廣度，尤其是

使用漢字書寫、儒學、儒教與科舉制度等方面。

臺灣地區學者在 1980 年代，因應法國陳慶浩教授

所提出的漢文化整體研究看法，分別於 1987 年與

1992 年由法越臺三地學者整理編印了《越南漢文

小說叢刊》第一、二輯，此一叢書係由法國遠東

學院出版、臺灣學生書局印行。近十餘年來，臺

灣地區則有更多的學術單位及學者投身於越南的

漢喃古籍文獻研究。 

三、提要之撰寫工作及必備之內容 

中國目錄學之歷史悠久，而且發展相當完

備，尤其是珍善本與古籍文獻目錄方面。在過去

「目錄」一詞，「目」是指篇卷的名稱，「錄」

是關於一書的內容梗概、作者生平事蹟、校勘經

過、評價等簡要之文字說明，又稱「敘錄」或「書

錄」，即以簡明扼要的文字揭示圖書概貌。（註 5）

而提要更是中國目錄學的一項優良傳統，其中又

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最完整之經典著稱。 

「提要」一詞常用於古籍文獻目錄，現代目錄

學則有以「內容簡介」、「內容提要」或「摘要」

等稱之。事實上提要與摘要是有其異同的，容後再

述之。提要是一種簡明扼要地解釋文獻題意，介紹

作者生平學術思想及揭示文獻內容和評價學術得

失的方法。在古代或稱之為解題、敘錄、志、考等。

提要在我國目錄學與學術史上均佔有極為重要的

地位。依據楊薇在〈論傳統書目提要的建構與特徵〉

一文，提要內容應包括以下 8 項：(1) 書名、卷數、

撰者；(2) 作者簡介；(3) 著述緣起；(4) 書名解釋；

(5) 內容簡介；(6) 學術源流；(7) 優劣得失；(8) 版

本情況。（註 6）中國目錄學之提要具有「辨章學

術，考鏡源流」的作用。 

依陳垣編著之《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所

述之一段話「作者每列舉一書的書名以後，其解

題部分基本上包括：(1) 諸家目錄所記載的異名、

略名；(2) 作者小傳（著重在學術思想方面）；(3) 

歷代諸家目錄所著錄的卷數有何出入，辨別哪是

殘本，哪是善本等；(4) 本書有多少版本，各種版

本的優劣及其遞嬗關係；(5) 本書之主旨、內容和

體制（包括作書的宗趣、作書的體例及篇目，賅

括的時代等）；(6) 本書之特色（或得失）；(7) 本

書在學術上的利用；及(8) 前人著錄訂誤等若干部

分」。（註 7）古代提要有三種體例，即敘錄體、

傳錄體及輯錄體，本文僅提及，不擬詳述。 

另依據潘淑蘭之〈怎樣撰寫古籍提要〉一文

所述之古籍提要的格式，其結構大體有 6 項：(1) 

書名，一般取自一部書正文卷端；(2) 著者的身

世，包括其姓名、生卒年、別名、字號、籍貫、

身分、仕履、主要事蹟、著述、師承、主要學術

與藝術思想、作品風格、流派等；(3) 著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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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著作有目錄，可將其當作參考資料，撰寫其

內容梗概，如果著作沒有目錄，則翻閱全書，撮

其要撰寫梗概；(4) 評價著作特徵，包括書之體

例、學術價值（或藝術價值）；(5) 該著作有哪些

版本；(6) 有關該著作之研討論著等。（註 8） 

再依李蘇華之〈試論提要在文獻編目中的重

要作用〉一文所提及目錄學大師姚名達引述劉向

校書之原則，就圖書內容的角度出發，將提要撰

寫工作可歸納為 8 項：(1) 著錄書名與篇目；(2) 敘

述讎校之原委；(3) 介紹著者生平與思想；(4) 說

明書名之含義、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5) 辨別

書之真偽；(6) 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7) 敘述

學術之源流；(8) 判定書之價值。（註 9） 

在林慶彰與筆者合著之《讀書報告寫作指引》

一書第 6 章中，林慶彰教授對(1) 提要之起源、定

義、意義、作用及應具備之內容；(2) 提要／摘要

之定義；(3) 提要／摘要的功能與作用；(4) 提要

應具備的內容等有詳細的敘述，有興趣者，請自

行參考。以下僅就引述該章之提要應具備的內

容，以供比較及參考。古人強調治學應從目錄入

手，提要則不但有目錄又有內容大要。要充實學

識，要了解一代學術的內容和興衰，應多讀多參

考提要的著作。 

提要到底要寫些什麼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每一本提要書或單篇的提要，應該都有該寫的內

容規範，祇不過沒有列出標題而已。《四部備要

書目提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 8 月

臺 3 版）所收各書的提要，如果該書已收入《四

庫全書》，《四部備要書目提要》中各提要，就

標著者小傳、四庫提要、卷目三項；如果該書為

《四庫全書》所未收，提要則標著者小傳、本書

略述、卷目三項。這是明顯標出提要之項目的例

子，但根據各家提要專著來考察，提要應寫的項

目可能還更多。茲將提要所應具備的內容，包括

版本資料、作者簡介、傳本演變、內容概述、內

容篇目、內容評價、流傳版本及參考文獻 8 項，

分別敘述如下： 

1. 版本資料：為現代的著作作提要，版本資料方

面，祇需記錄書名、作（譯）、出版地、出版

者、頁數、出版年月、版次等就可以。但是為

古書作提要，版本資料可能要更多，至少在版

式方面應記載版框的長寬、單欄或雙欄、每半

頁大字幾行幾字有否小字、書口是黑口、白口，

魚尾是單魚尾或雙魚尾、版心下的刻工姓名、

朝代、何地刻本、序跋、藏書印及刻字。當然

各書的情況不同，應記的事項也有異，隨時可

以增訂，對於一本古書，各典藏的圖書館往往

都編有善本書志，除非該書志的記錄有誤，否

則直接引錄即可。有些提要作者，以為這是善

本書志的事，直接查善本書志即可，而不寫入

提要中。 

2. 作者簡介：不論是為古書或現代著作作提要，

最好都應有作者簡介。作者簡介可長、可短。

不論長短，資料一定要可靠。大體記其姓名、

里籍、字號、生卒年、生平事蹟、著作等。《四

庫全書總目》可能為了節省篇幅，作者簡介都

相當短；但有些提要把作者的簡介作比較詳細

的介紹，如張舜徽編《中國史學名著題解》（北

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 年 2 月）一書中各

書的作者，長的有數百字之多。 

3. 傳本演變：為古書作提要，除要註明所用的版

本外，也應對該書的流傳演變，略作敘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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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開始流傳時幾卷，後來變成幾卷，何時亡

佚，何時何人有輯本等，都應有所交代。當然

並不是每一本書都有如此複雜的版本源流，沒

有這些問題的可以不記。 

4. 內容概述：是指將被寫提要之書的內容作敘

述。由於每本書的內容各有不同，提要的內容

也很難作規範。大概來說，有將全書內容作綜

合敘述者，也有逐章敘述其內容者。不論是綜

合性敘述其內容，或分章節敘述，最重要的是

要能把該書內容的特點，用最簡潔扼要的文章

表達出來。 

5. 內容篇目：有時為了讓讀者了解全書的卷目、

章節或篇目，有些提要會把它們列出來。如《四

部備要書目提要》每篇提要都有「卷目」一項，

就是這個用意。從羅列出來的卷目，可知略知

收錄了哪些文體，各文體數量的多寡。另外，

有些論文集，如果篇目不會太多，也將所收的

篇名列出，該書的內容如何也就一目了然，如

果篇目太多無法全部列出來，也應說明收多少

篇，大概的類別如何。 

6. 內容評價：提要不僅敘述其內容，對該書在該

學科有何重要價值也應有所論述。讀者往往根

據提要的評價決定要不要參考此書。作評價可

長可短，但一定要客觀公正，才不會誤導讀者。 

7. 流傳版本：有些提要為了讓讀者知道該書有多

少種傳本，各傳本間的關係及優劣，在提要之

末往往會敘述該書的傳本。如《中國史學名著

題解》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版本敘述。 

8. 參考文獻：有些提要書在每篇提要都附有參考

文獻，讀者可以根據這些參考文獻重新覆按，

或根據指引，得到更多的資料。讀者可以根據

這些參考文獻找到更多的資料。（註 10） 

另從日本、韓國、美國及歐洲等地已出版的

域外漢籍目錄或善本書目提要，亦可歸納出各目

錄提要所載錄的內容項目，各有異同。如日本所

出版之數十種漢籍目錄之提要內容有冊數、板

式、印記、批校、序跋及疑義考證或考訂（含作

者、依託、偽述、刊刻時間及著作性質分辨）等

項。再有，以沈津之《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

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99 年 2 月出版）為例，

其每一書之提要在敘述書名卷冊、板式行款、藏

書印記、題記序跋、刻工書鋪、作者生平、書籍

特色要旨及學術源流。而田濤主編之《法蘭西學

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2002 年 1

月出版）一書為例，其每一書之提要敘述書名卷

冊、板式行款、作者生平、書籍特色要旨、學術

淵源、典藏地及相關書籍資料等。（註 11）與前

述之各家提要應具備之項目，都有其雷同及小異

之處。事實上，提要或摘要之內容會因撰寫之文

獻對象而差異頗大，請自行斟酌後為之。提要與

摘要之異同，亦可依其背景、對象、二次文獻、

原始文獻替代品、快速反映資訊、著眼點、主客

體因素、語言表述方式、結構及功能區分之，撰

寫時請留意之。 

四、古籍提要之編製──以越南漢喃古籍

文獻為例 

1.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註 12） 

原《越南漢喃遺產書目》收錄存藏於越、法

兩國各圖書館的原漢文、喃文古文獻及部分中國

書重抄重印本。該目錄重新漢譯及整編時，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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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以下二種目錄以確定每筆古籍文獻目錄及提要

資料之正確性，即越南國家圖書館於 1977 年編成

的《漢喃書目》及漢喃研究院圖書館古籍索書目，

故該目錄之內容相當於以上三種目錄的混合重

編。該目錄係先依《越南漢喃遺產書目》確定書

籍單元，即把具有獨立內容、曾經單獨流行的圖

書視為一個書籍單元。凡內容大體相同、具有共

同來源而抄印形式不同的圖書，視為同一書籍單

元的不同版本。凡合抄幾種內容、具幾個獨立書

名的圖書，若各內容之間的關係是主次關係，則

視為一個書籍單元，以次要內容為附載；若其間

關係是並列關係，則以內容聯繫較緊密者為幾種

書籍的合抄，以內容聯繫較鬆散者為幾種書籍的

合訂。凡合訂之書，則各立為單元。依前述立目

原則，該目錄共計有 5,023 筆漢譯書目記錄。 

該目錄以每一書籍單元立一目錄款目，並撰

寫一則提要，每一目錄款目對書籍的介紹，包括

以下幾方面：(1) 書名，其又名、別名，書名及其

別名的越南文譯名；文獻產生在法屬時代，以法

文或現代越南文為名，今亦尊重書籍原貌，先列

其法文或越南文原名，再於括號內註明漢文譯

名。(2) 書的性質，書的作者或編者，書籍年代及

與之相關的序跋年代；(3) 書的版本，各本的篇幅

和版式；(4) 書的主要內容，其附載書或合抄之書

的內容。除以上四項外，該書也列出每一書籍在

《越南漢喃遺產書目》中的編號，以便核查。在

提要中所稱「原目」，即指《越南漢喃遺產書目》。

凡原目漏載之書，該目錄列出該書的收藏地，或

其在漢喃研究院等圖書館的館藏編號。 

該目錄依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傳統，係由王小

盾教授將全部書籍單元進行四部分類。即先區分

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每一大類下依其實際

藏書，再分中類及小目，全部 5,023 筆記錄，共計

有易、書、詩等 50 個中類，以及通制、儀制、職

官等 60 個小目，各類之古籍文獻收錄情形，請詳

見該目錄。 

該目錄於各類目之下，先依古籍文獻之版本

區分為「漢文書」、「喃文書」及「中國書重抄

重印本」三項排序，以顯示越南古籍與中國古籍

的關係與區別。各類目之下的書目款目，大致按

古籍誕生的年代順序排列，同時亦酌情考慮古籍

印行與抄謄的時代、古籍間的淵源關係等因素。

若無法判別年代者，則置於各類目之末。 

該目錄之每筆書目款目，包括書目記錄及提

要二部分，書目記錄部分著錄書目序號、漢譯書

名、又名、越南文書名（簡化之拉丁字母形式）、

編撰者、版本、頁數及版式等項。提要部分著錄

書籍的編纂情形、卷數、性質、內容、版本抄印、

成書年代及存藏情形等，原目編號，存藏圖書館

之館藏編號，方便使用者按圖索驥之參考。該目

錄分為二冊，上冊為目錄正文、下冊為索引。上

冊內容為書影、序、編序、編譯序、凡例、「《越

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收錄資料統計表」及目錄

正文；下冊為漢文書名、越南文（含法文）書名

及漢文作者三種索引，以供讀者查檢之用。凡在

每一筆書目款目中出現的書名與作者，均可查

檢。《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每一書目款目，

說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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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9 --該目錄之序號 

 平西實錄 二卷＝Binh Tay Thuc Luc --漢文書名卷數、越南文書名及編纂 

   今存官版印本一種、抄本二種  --版本敘述 

   54 頁抄本，高 32 公分，寬 22 公分，乃據印

本重抄；52 頁抄本，高 28.5 公分，寬 16.6 公分

--提要：包括多種資料之附註說明 
----附註 1：說明版本之抄印及其版式規格 

   官修越南史，奉鄭之命編纂，二卷 ----附註 2：編纂情形及卷數說明 

   其中印本藏於巴黎，73 頁，與《平興實錄》、

《平寧實錄》合訂，印於鄭主時代 
----附註 3：說明古籍存藏、合刊合訂及成書

年代 
   參見《平興實錄》條 ----附註 4：參見關係說明 

   此書敘景興十年（1749）至十二年（1751）
阮名芳於山西起義並遭平定之事 

----附註 5：內容大要概述 

   原目編為 259 號 ----附註 6：原越法文版流水序號 

   漢文書 ----附註 7：漢文、喃文或重抄重印 

   VHv.2939（抄本，52 頁） 
  Paris SA.HM.2107（印本，73 頁） 

----附註 8：原存藏地之館藏編號及版本，存
藏地代碼。 

   Paris SA.HM.2211（抄本，54 頁）  

 

2. 《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目錄提要補遺》（註 13） 

原《越南漢喃遺產書目補遺》越文版，分為二

冊（上冊為編序與正文，下冊包括正文與神號、地

名二種索引），係收錄在越南中北部 20 餘省級所

屬各村莊所發現的神敕、神蹟、俗例、地簿、古紙

及社誌 6 大類漢喃文地方文獻，為進行越南社會研

究的重要民俗素材，現在存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

書館，共計 2,280 冊。其中神敕類，共 411 冊，收

錄越南歷朝對各村莊所奉事諸神加以褒封的敕

文。神蹟類，共 568 冊，收錄乂安省以北之 22 個

省級行政單位所屬各村莊的神祇功蹟記錄。俗例

類，共 647 冊，收錄乂安省以北 18 個省級行政單

位所屬各村莊的規約（包括例、俗、俗例、券及券

約等種類）。地簿類，共 526 冊，彙集了乂安省以

北 22 個省級行政單位所屬各村莊的地籍。古紙

類，共 21 冊，彙集了興安、寧平、山西、諒山及

福安 5 省境內之古字紙。社誌類，共 107 冊，收錄

法國遠東學院對自慶合省以北 27 個省級行政單位

所屬各村莊進行考查的檔案彙集。 

該目錄之編輯，係先依越文版《越南漢喃遺

產書目補遺》之每類地方文獻單元，進行漢譯目

錄整編，在轉入本所「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

系統」後，再輯印成目錄正文與輔助索引。每一

種地方文獻的書目款目，包括書目記錄及提要二

部分，其中書目記錄部分，著錄該地方文獻之漢

文書名＝越文書名、著者、版本、高廣尺寸等項；

提要部分，主要是該地方文獻之內容敘述、語文

別（分為漢文、喃文、漢喃文、漢越文及越法漢

文五種）及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的館藏編號（分

為神敕 AD、神蹟 AE、俗例 AF、地簿 AG、古紙

AH 及社誌 AJ）。《越南漢喃古籍文獻目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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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遺》之每一書目款目，詳細說明於下： 

 
 0001 --該目錄之序號 

 北江省洽和縣錦袍總各社神敕＝Bac Giang 

Tinh Hiep Hoa Hyuen Cam Bao Tong Cac Xa 
Than Sac 

--漢文書名、越南文書名及編纂 

   今存抄本一種 --版本敘述 

   16 頁；高 32 公分 x 寬 22.5 公分 --高廣尺寸：說明頁數及其版式 

   北江省洽和縣錦袍總二社諸神的敕封，內含

錦袍社神敕 9 頁，關於卻敵當江……大王的二

道敕文，頒於景興（1740-1786）年間；錦川

社神敕 5 頁，關於貴明……大王的二道敕文，

頒於景興（1740-1786）年間  

--提要：內容大要敘述 

   附有一篇《順天承運皇上制曰》制文，撰於

永盛五年（1709） 
----附註 1：說明附錄之內容 

   漢文書 ----附註 2：說明該書內容文字，為漢文、喃文、
漢喃文、越漢文或越法漢文。 

   AD.a14/1 ----附註 3：存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之館
藏編號 

 

五、結語 

由前面的各項敘述中，可以深刻知悉無論是

古籍或是現代文獻，提要或摘要是資料查檢時的

要項，它可以發揮提綱挈領的功用，讓讀者在很

短的時間內選擇所需參考之精要文獻，無論是在

書本式書目提要抑或是在書目資料庫系統中。因

為提要是古籍或文獻的精華，讀者無論是閱讀敘

述型、推薦型或羅列型的提要，都能在短時間內

做出是否繼續閱讀全文之抉擇。 

由網路版的中文期刊全文資料庫查檢結果顯

示，近十餘年來兩岸有關提要或摘要之文獻產出

量明顯減少，這可能是受到圖書資訊學核心課程

變更、現代編目規則及目錄學、文獻學之專業教

育與訓練等影響，圖書館員或是專業學門人員，

都缺乏撰寫提要或摘要之歷練，這是應該力求改

進的，尤其是在網路資源與出版量驟增的年代，

應有更多專業人士從事摘要或提要的編撰工作。

但撰寫時，務請留意有關論文撰寫及摘要撰寫之

國際或本國標準。由於筆者個人在古籍文獻、目

錄學及域外漢籍等分面之專業知識囿限及倉促間

成稿，容或有舛誤，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附註】 
註 1：依該套書上冊之「凡例」（pp. xliii-xliv）節錄及修

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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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陳正宏，〈域外漢籍及其版本鑑定概說〉，《中國

典籍與文化》，2005年 1期，頁 14。 

註 3：徐雁平記錄整理，〈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張

伯偉談域外漢籍研究〉（取自 http://www.gmw.cn/ 

02blogs/2004-12/07/content_362828.htm）（96 年 4

月 18日查詢） 

張伯偉，〈談域外漢籍研究答客問〉，《南京大學

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6年第

1期，頁 139-144。 

註 4：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 7月），頁 19。（域外漢籍研究

叢書／張伯偉主編） 

註 5：彭斐章，《目錄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年 7月），頁 127-131。 

註 6：同上註。 

註 7：陳方，〈試論提要〉，《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

年 2期，頁 47。 

註 8：潘淑蘭，〈怎樣撰寫古籍提要〉，《圖書館學研究》，

1996年 6期，頁 68。 

註 9：李蘇華，〈試論提要在文獻編目中的重要作用〉，

《嘉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98年 4期，頁

104。 

註 10：林慶彰，劉春銀，《讀書報告寫作指引》，（再版，

臺北：萬卷樓，2005年 6月），頁 147-157。 

註 11：馮曉庭，〈域外漢籍的檢索與利用〉，在林慶彰主

編，《學術資料的檢索與利用》，（臺北：萬卷樓，

民 92年 3月），頁 27-36。 

註 12：同註 1。 

註 13：依該套書上冊之「凡例」（pp.viii-xv）節錄及修正

而成。 

 

 

【訊息】 
新書書訊 

《魚趁鮮，人趁早：明宗上人走過台灣佛教六十年》 
監修：釋悟因  採訪與編著：釋見豪、釋自衎 

出版者：香光書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96 年 10 月初版 

ISBN 978-957-8397-28-6（平裝） 

這是一本佛教比丘尼的傳記，全書記載台灣女眾出家人從早

期的齋姑到受戒比丘尼；自耕苦修到參與社會的教育、慈善、文

化，是戰後台灣佛教歷史中不可忽視的一頁。 

明宗法師是悟因法師的剃度師父，以其走來的七十年歲月，

呈現了一位尼師如何參與、見證了六十年來台灣佛教與社會的發

展，及其吃苦耐勞的精神護持新竹靈隱寺的訴訟、阻擋政府對宗教不合理法令的制定，並

創立了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透過本書可以瞭解一位比丘尼真實可貴的修行步履。 

流通處：臺灣學生書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98 號 TEL：02-2363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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