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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史辭典擬定體例的方法 
張晏瑞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生 

【摘要】體例是編者擬定作為編纂辭典時的依據，在辭典編纂前，編纂者依照辭典的主題及編纂目

的，針對讀者需求，共同擬定一個統一全書格式和釋文程式，使辭典的內容和形式成為一個整體，

並且避免錯誤，確保質量，加快編纂速度的技術手冊，編纂人員都必須依此手冊來編纂辭典。許多

人將體例與凡例混為一談，是因為對體例的認識不清。前者是對內的規範，後者是對外的解說，兩

者均由編者擬定，只是針對的對象不同，而編寫的方式和內容有所差異。本文從辭書學的角度，對

辭典的總體設計加以定義、介紹和分析。 

關鍵詞：專科辭典；辭書學；辭典編纂；體例；凡例 

 

 

一、前言 

編纂辭典是一種經驗傳承的工作，在編纂的

過程當中，會發現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與

避免，透過經驗的傳承，可以少走許多冤枉路，

而且辭典的質量也渴望逐漸獲得提高。辭典的編

纂，在中國大陸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如：辭書研

究所；有專職的編纂機構，如：上海辭書出版社；

有專精的研究社群，如：中國辭書學會；有專業

的雜誌，如：《辭書研究》雜誌。在這種完整的

架構底下，辭典編纂的經驗能夠獲得傳承，編纂

的成果也能夠獲得檢討。這些經驗和檢討，已經

形成一門「辭書學」的學問。目前臺灣尚無專門

的刊物、社群、研究機構、出版社，甚至對辭典

的編纂，也不甚重視。各大圖書館對辭書學相關

著作的館藏並不豐富，以辭書學核心期刊《辭書

研究》為例，就筆者所知，各大圖書館館藏均不

全，目前僅張錦郎先生有完整的收藏。可見臺灣

對辭書學研究的風氣並不興盛。此外，大部分辭

典的出版，在坊間一般出版社的負責下，不但視

為一般書籍的方式編輯，在出版上也欠缺系統性

的發展；出版之後，也甚少有書評對它加以批評、

檢討。因此，缺乏辭典編纂事業發展的動力。 

在辭書學中，編纂辭典前必須先擬好體例，

已成為一種共識。《辭書編纂記事》一書中提到：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沒有體例，不能編辭

典（除非是粗製濫造的辭典）。沒有好的體例，

不能編成好的辭典。」（註 1）目前，臺灣編纂的

辭典相當多，但對於體例的認識卻很模糊。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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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體例就是凡例，更有人抱持著「體例取消論」

（註 2）的觀點，認為完全不需要事先編纂體例。 

本文擬透過對辭典「體例」定義的重新詮釋，

以及釐清體例與凡例的不同，再分析體例在辭典

編纂上的功用，作為辭典編纂前應先擬定體例的

提倡，進一步說明擬定體例時應把握的原則，及

擬定體例時應包含的項目。由於辭典編纂的主題

不同，體例的擬定也會有所改變，本文僅就概念

加以討論，擇要舉例，希望透過辭書學的角度來

分析辭典的總體設計，促使讀者進一步了解體例

及其重要性，進而收到相關議題討論的成效。 

二、何謂辭典的「體例」 

辭典的編纂流程一般是：選題、擬定體例、

選詞立目、編寫詞條、審稿、改稿、定稿。一本

辭典在確定好題目之後，接下來就進入了具體的

編纂流程。編纂流程的第一步，就是擬定「體例」。 

何謂「體例」？從一般的角度來看，體例是

著作的編寫格式或文章的組織形式。從辭書學的

角度來看，陳炳超認為：「辭書的體例是辭典編

纂工作中具體細則，是指導辭書編寫、審稿和加

工的一系列工作規範。」（註 3）胡名揚認為：「事

先規定好的統一的編寫格式，它的根本目的是要

保證一部辭典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能夠和諧

一致，真正成為一個整體。」（註 4）鄭述譜在〈辭

書體例漫議〉中認為：「體例不僅是對辭典外部

格式的規定，而且是對辭典內部構架的設計，體

例也是一種技術操作規程，體例還是辭典編者自

行設計的、在特定條件下向讀者傳遞信息用的一

種特殊語言。」（註 5）透過前述學者的看法，可

以歸納出辭典的體例是辭典的編者在編纂前事先

擬定好的，必須規定辭典全書的格式和詞條釋文

的程式，讓編者在編寫、審稿時有一個能夠依據

的詳細標準。而編寫的目的就是要統一辭典內容

收錄的標準和整體形式的完整。 

在辭典的評論當中，時常可見「體例混亂」

的用語。在 2003 年，中國大陸曾經針對辭典作了

一次專項品質檢查，總共查出了 19 種不合格的辭

典，歸納主要存在的問題可分為胡編亂造、抄襲

剽竊、虛假宣傳三類。胡編亂造一類主要表現在

體例混亂、收錄詞目隨意不規範、內容解釋錯誤

等的辭典。這些辭典普遍存在有「體例混亂」、

「條目選擇與安排混亂」、「思想性、知識性及

其他常識等內容方面差錯較多」、「條目編寫不

規範」的情形。（註 6）由此可見，胡編亂造的辭

典，是沒有統一的內容和形式，且差錯較多的。

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編纂時未遵從體例，或是體

例擬得不妥，也有可能是未擬定體例。辭典是由

「詞條」所組成的，每個詞條都是一個獨立、完

整的個體，詞條內容彼此的關聯性很小，要將這

些獨立的詞條組合成有系統的書，一個統一的規

範自然是需要的。 

此外，辭典的編纂往往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完

成，而是由許多編纂者撰寫詞條而成的。撰稿者

在撰稿時，對詞條資料揀擇、內容撰寫的標準不

一，即使是同一個撰稿者，在撰寫同類型詞條時，

也會有不同的標準。再加上撰稿者之外，還有審

稿人員，如果沒有體例作依據，撰稿者之間，審

稿人員之間，以及撰稿者與審稿人員之間，便難

以達成共識。而撰稿與審稿兩個階段，如果所持

的標準不一，審稿、改稿之間，將耗費大量的時

間，完成定稿之後的詞條，也沒有所謂的統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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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成書之後的辭典，即便是不想胡編亂造，也

難保不被劃為胡編亂造了。 

若從讀者的角度來看，辭典最重要的功能是

能夠迅速便捷的提供最重要的資訊。「迅速便捷」

涉及辭典輔文中索引的編纂，但辭典本身的內容

如果沒有統一的標準，選詞缺乏邏輯、收錄不全

面，立目過於標新立異，釋文不夠精簡，內容沒

有重點，或是讀者無法理解，那麼即使提供再好

的索引方式，也很難滿足讀者的需求。 

綜合以上所說，辭典的體例應為：辭典編纂

前，編纂者依照辭典的選題及編纂的目的，針對讀

者的需求，共同擬定一個統一全書格式和釋文程

式，使辭典的內容和形式成為一個整體，並且避免

錯誤，確保質量，加快編纂速度的技術章程，如同

法律一般，所有編纂人員都必須共同恪守。 

三、體例與凡例之間 

一般來說，辭典在書前的輔文中，多含有「凡

例」的設置。凡例一般來說是介紹該辭典的收詞

情況、詞條的排列方式、釋義的原則、引徵資料

的方式、檢索方法……等說明。例如：《宗教大

辭典》的凡例分七條為：收詞狀況、排序方式、

一詞多義的釋義方式、歷史紀年的方式、譯名翻

譯的原則、引用資料版本、索引及對照表。（註 7）

這些項目，基本上已經對辭典的體例作了大略的

介紹，很多人會因此以為「凡例」即是「體例」。 

《現代漢語詞典》對「凡例」的解釋是：「書

前關於本書體例的說明。」夏南強認為凡例是：

「介紹全書內容特色、編排方法，是引導讀者瞭

解該書、使用該書的橋樑。讀者瞭解、使用辭書，

常常是從辭書的凡例入手的。」（註 8）可見凡例

是針對讀者了解辭典體例所設計的，與針對編者

所設計的「體例」不同。針對兩者間的不同，劉

玲認為：「對編者而言，體例越細越好，越具體

越好；但是對讀者來說，寫在凡例裡的體例則是

越簡明越好；也就是說，給編者的體例和給讀者

的凡例應該是有區別的。」（註 9）由此可知，體

例與凡例之間，所服務的對象不同，撰稿者在編

纂過程中必須遵守的格式和原則，在凡例中不加

以說明，也不會影響讀者的查閱，但是在體例中

若不加以說明，則會影響撰稿者編寫詞條的方

式。這與工程師製造電子產品的《技術手冊》和

使用者操作產品的《使用方法》不同，其間的道

理是一樣的。 

體例與凡例之間，雖然存在著設計對象的不

同，但是兩者之間，仍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鄭

述譜認為：「必須重視閱讀和理解任何一部辭書

的『凡例』或『使用說明』，因為這是編者對本

書體例的具體介紹。」（註 10）由上述可知，體

例是編者擬定作為編纂辭典時的依據，凡例是編

者對於該辭典編纂的介紹。前者是對內的規範，

後者是對外的解說，兩者均由編者擬定，只是針

對的對象不同，而編寫的方式和內容有所差異。 

四、擬定辭典體例的原則 

辭典體例是規範辭典編纂的章程，體例擬定

的妥善與否，影響了辭典編纂的進度和品質。在

擬定體例時，必須把握以下幾點原則： 

（一）注意辭典類型 

辭典可分為語文辭典、專科辭典、綜合百科

辭典。雖然三者都是辭典類工具書，但在內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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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仍有許多不同。例如：專科辭典對注音的要

求便不及語文辭典；在收詞方面的要求，語文辭

典就不能像專科辭典般收錄大量專有名詞，必須

針對語言學的固定詞組，按照使用者的習慣收錄

常用的「熟語」。 

此外，專科辭典又可分為學科辭典、術語辭

典、專名、專書、專題……等各種不同類別的辭

典。這些辭典在體例的編纂上，雖然有很多相同

之處，但也有若干不同的地方，如：選詞立目、

釋文撰寫……等，因此在編纂體例時，必須針對

辭典類型加以注意。 

（二）掌握體例語言原則 

在辭典的編纂過程當中，所有參與者都必須

嚴格遵守體例規定，從選詞立目、釋文程式到標

點符號，都必須統一規定。這樣才能使數十人或

是數百人合作編纂的辭典，如出一人之手。因此，

在體例的擬定上，必須要針對辭典的範疇、性質、

特徵，作出明確的規範，不能有模糊的空間。楊

寶林認為：「設計體例時不能對各種可預料到的

問題作出條文式的嚴格規範，那麼所編出的條目

一定是五花八門、各寫各的。」（註 11）因此體

例的語言必須把握二元對立的原則，精準使用可

以／不可以、必須／不必、悉、均……等的體例

語言。鄭述譜先生認為體例的語言原則便是：「把

條目詞的種種不同範疇、不同性質的特徵都歸納

成為正與負或有與無的對立，作出標記的就是有

某一特徵，反之則是無。」（註 12） 

（三）約定俗成儘量從簡 

一般來說，辭典提供的資訊越多，體例的要

求也越複雜。但體例要是擬得太過複雜，不但會

增加編纂者的負擔，對讀者來說也未必是件好

事。因此，對於一些政府已經有所規範的體例，

應該儘量以此作為依據。例如：標點符號的使用，

可以採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所編的《重訂標

點符號手冊》；量詞的使用，可以採用教育部國

語推行委員會編的《常用量詞手冊》。對此，鄭

述譜先生認為：「已經約定俗成的東西，要儘量

採用。國家有關部門在辭書體例標準化方面已作

出一些規定，這是所有詞典都應該遵守的。……

即使大型辭典，也不應把體例搞得過於複雜，不

然，編者讀者都可能被搞得昏昏然，那就背離了

初衷，適得其反了。」（註 13） 

（四）保持更新但不輕易變動 

體例擬定完成之後，儘管看起來全面、周到，

但並未實際經過詞條撰寫的試驗，難免有不妥之

處。因此，體例擬定完成之後，試寫樣稿的過程是

必須的。楊寶林就說：「樣稿的試寫是不可或缺的

一個步驟。」（註 14）樣稿試寫時，若發現問題，

必須儘早加以修改。體例的修改，不是個人加以片

面決定，而是將體例的問題及個人的意見提交編委

會，再由編委會統一討論修訂後，通知全體編寫人

員。實際執行後，若有發現問題，也必須要儘早的

提出討論。例如：1989年版的《辭海》，在編纂的

過程中，便發現有「釋文用語」不統一的問題。針

對這個問題，辭海編輯部另外擬定了《辭海統一用

語舉例》作為體例補充，這個補充的體例對一物多

名的詞語，作了詳細的規定。 

五、擬定辭典體例的內容 

大多數的辭典在開始編纂前，會將編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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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成冊，供工作人員或其他讀者參考。張錦郎

先生認為，除了編纂計畫之外，辭典的「體例」

也應該裝訂成冊，發給編纂人員，人手一本。甚

至可以將「編纂計畫」與「體例」合訂為一本「工

作手冊」發行，除供編纂人員隨時參閱外，還可

以在成書之前先作一種宣傳的效果。（註 15） 

一般來說，辭典體例的具體架構必須具備：

辭典類型、辭典架構、辭典釋文、編輯規格、插

圖，五個部分。 

（一）辭典類型 

在辭典選題確定後，要設計辭典的總體架構

前，必須針對辭典的類型作討論。確定讀者對象，

辭典性質及辭典規模。這三部分的擬定，影響了

後續辭典總體架構的設計。 

1. 讀者對象的確立 

辭典服務的對象是讀者，因此在辭典編纂

前，必須針對讀者的對象作規範。一般來說，辭

典服務的對象通常是十分廣泛的。這些廣泛的讀

者當中，利用該辭典最頻繁的，便是主要讀者，

其他則為一般讀者。確立讀者對象便是要確立主

要讀者的範圍，站在讀者的立場編辭典。楊祖希

認為：「『讀者立場』，是指在不違反辭書編纂

客觀規律的前提下，要從方便讀者和僅可能滿足

主要讀者對象的需要出發。」（註 16）對專科辭

典來說，主要讀者的對象是特定的，以《中國古

典小說大辭典》為例，在編例中提到：「為了適

應海內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需要，滿足廣大讀

者從各方面認識古典小說的要求，特編纂本辭

典。」（註 17）由此可知，主要讀者對象應該是

對中國古典小說有興趣，這些人可能包括古典文

學研究者、大學院校師生、出版社或與古典小說

相關的工作從業人員。文史專科辭典讀者對象的

擬定，便是針對文史學科有興趣的相關人士開始

加以擴充。 

2. 辭典性質的確立 

辭典依性質不同可分為語文辭典、專科辭

典、百科辭典。對大型專科辭典來說，性質上有

點等同於百科辭典，因此辭典性質可概分為語文

辭典、專科辭典兩種。專科辭典在收詞上是以具

有學科知識體系概念的術語為主，因此專科辭典

的詞條往往是不可分割的主題。此外，在釋文上

專科辭典的釋文必須具有 5W 1H 的延展特性，

即：what、who、where、when、why、how；在釋

義上，僅限於專科語詞的專科義而不涉及語詞的

派生義。在確定辭典性質之後，還要視辭典在學

科中的層次，決定收詞的範圍。以宗教辭典為例，

陸海龍認為宗教辭典在學科中位居第一層次，在

收詞的範圍必須要廣，須包括各大宗教，這種性

質的辭典一般稱為綜合性的宗教辭典。因此在收

詞上有別於第二層次以下的基督教辭典、佛教辭

典、伊斯蘭教辭典。（註 18）文史專科辭典在擬

定體例上，也要依照辭典的選題，對他的性質和

在學科中的層次加以規範。 

3. 辭典規模的確立 

辭典的規模可以分為大型、中型、小型三種。

從所收詞條來分，專科辭典收詞在一千條上下的

屬於小型，兩千到一萬條的屬於中型，萬條以上

的屬於大型。從字數來分，一千萬字以上的屬於

大型辭典，一百萬到一千萬字之間的屬中型辭

典，一百萬字以下的屬小型辭典。對於辭典的規

模大小，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例如：陸福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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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辭典 200 萬字以上的屬大型，50 萬～200

萬字的屬中型，50萬字以下的屬小型。」（註 19）

陸海龍認為：「綜合性的中型專科辭典，收辭一

般在 6000～10000 條之間……，總篇幅在 120 萬

～250 萬字之間」（註 20）可見辭典規模的界線

是很模糊的。 

一般來說，大型辭典主要是展現學科研究的

實力，具有權威性，主要服務的對象範圍較小，

多為專業領域人士，如：《中國歷史大辭典》收

詞 67154 條。中型辭典是專科辭典編纂的主力，

它容納了一定的知識含量，編纂銷售容易，服務

的讀者群最廣，上至專家學者案頭參考，下到入

門初學隨時查找，如：《臺灣歷史辭典》收詞 4656

條，近 300萬字，或《世界歷史辭典》收詞 7000

條，221萬字。小型辭典主要功能是普及知識，並

且提供專業人員即時參考，服務的讀者也十分廣

泛，但以非本行讀者為主，如：《中國社會科學

家辭典》收詞 938 條，即針對中等文化水平以上

的社會科學愛好者、大專師生及社會科學工作者

使用的工具書。 

（二）辭典架構 

辭典架構主要是依據辭典類型中所設定的辭

典性質、規模及讀者對象，針對辭典的收詞範圍、

收詞原則、詞目定名、詞目分級作規範。透過架

構的規範，將使辭典所收錄的各個詞條形成一個

系統，反映專科辭典的學科體系。 

1. 收詞原則 

由於專科辭典的收詞必須反映辭典的學科體

系，因此在收詞上要特別注意不能超越學科範

圍，同時必須兼顧詞目的穩定性，對於尚未確定

的詞目，暫不收錄。 

此外，辭典收詞須對學科及分支學科，逐級

檢收。學科基本詞均應收錄，衍生詞則視辭典規

模逐級儘量收入。對於分支學科的收詞情形，陸

海龍認為辭典學科的層次越低，收詞的廣度就越

小（越專），辭典學科的層次越高，收詞廣度則

越高（越泛）。他舉《宗教辭典》收基督教人物

470條，而《基督教人名辭典》至少收 3000條為

例，前者僅收一、二流人物，後者則收至三、四

流人物，證明後者的收詞較前者為專。（註 21）

在《史記辭典》與《史記人名辭典》的詞條收錄

中，也有相同的現象。 

為了兼顧辭典收詞的完整、邏輯性，對於相

對應、成套的詞目，不能遺漏。例如：《臺灣歷

史辭典》收錄國家重大工程「十大建設」的細目

「北迴鐵路」、「臺中港」、「中山高速公路」、

「蘇澳港」、「中正國際機場」、「中國造船廠」、

「核一廠」、「中國鋼鐵廠」，但漏收了「鐵路

電氣化」、「石油化學工廠」兩項，對於該辭典

的收詞留有遺珠之憾。 

2. 收詞範圍 

專科辭典的收詞，一般來說，必須依據學科

體系來分類，並收錄相關的專業術語、學說、流

派。此外，對於人物、機構、團體、會議、著作、

法律……等詞目是否收錄，也必須依據辭典的性

質加以規範。例如：《臺灣文學辭典》的編例中

便規定，收詞的內容範圍包含：人物、著作、報

刊、文學獎、文學會議、文學社團及流派、文學

教育及文學研究機構、文學出版社、文學事件／

運動／思潮／論爭、名詞／術語和其他等 11 部

分。（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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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體例在各類詞目的收錄上，也必須加

以規範。例如，在人物條收錄上，體例必須考量

是否收錄人物條、在世人物收不收、若收在世人

物，要收到哪種程度。徐福榮認為：「除了詞典

書名對中、外、古、今作了限制之外，體例中應

對中外古今的本學科的知名學者，作出收與不收

或收錄原則的規定。」（註 23）至於該收到何種

程度，他認為應該「因書制宜」。又例如：在法

規的收錄上，體例必須對現行法律收不收作規

範。《臺灣歷史辭典》在編纂的過程當中，便曾

因未對此作規範，而面臨「部分經濟類法令現在

仍在執行者是否應該收錄」（註 24）的問題。 

文史專科辭典在規範收詞範圍時，必須特別

針對存廢、生死，這種絕對分立的情形作規範，

以確保收詞的完整。 

3. 詞目定名 

詞目定名主要的目的是在防止別名取代正名

的問題，並且方便讀者查閱，並兼顧辭典整體的

規範。因此，在一詞多名的情況下，必須全部收

錄，並規定出一個名稱作為正條，其餘名稱作為

參見條。 

作為正條的詞目，必須儘量以權威文獻或是

經過審定的詞為主。在名詞術語上，有主名、別

名，全名、略名之分，必須以主名、全名為正條，

別名、略名為參見條。以人名為例，以本名作為

正條，別名、字號、筆名作參見條。但須保持彈

性，一般來說，若民間早已約定俗成的，可以用

別名作為正條，本名作參見條，例如：孔子、魯

迅、關公……等。 

對於外文譯名的詞目，必須在譯名之後標注

原文。在漢譯名的選定，必須根據各語種的譯名

手冊來對照翻譯，以為定名。但若有約定俗成的

譯名，也可作為正條採用，或作為參見條。若無

譯名手冊可對照翻譯，可參考權威性的工具書的

譯名來翻譯。 

4. 詞目分級 

詞目分級就是將辭典所收的詞目加以分級。

一般分為四級，學科基本詞為一級詞目、衍生詞

為二、三級詞目、參見條為四級詞目。若為大型

辭典，可以依照學科的層次、概念大小、內容繁

簡，分為特級、甲、乙、丙、參見，共五級。分

完等級後，還必須針對辭典的規模加以設定字

數。徐福榮認為：「一般中型專科辭典，特級條

目字數可在 1000 字左右，甲級條目字數可在

500-800字，乙級條目字數 200-500字，丙級條目

字數 100-300字，丁級條目字數 10-20字（均為參

見條、從條）。」（註 25）《大辭海》編例中對

於條目的分級和字數，根據其內容繁簡和重要程

度，共規定了五級，特級 400 字以上、甲級

200-400、乙級 100-200、丙級 20-100、丁級為參

見條。對於字數，《大辭海》認為除了特級和甲

級的字數須從嚴掌握外，字數的規定只是大致，

可視實際需要加以增減。（註 26） 

詞目分級的目的，是要讓撰稿人在撰稿時預

先對字數心裡有底，減少重複收錄的知識或文

字。在辭典編纂上，可以事先預估字數，提高編

纂速度。對辭典內容來說，也有擴大詞條的收錄，

以及增加辭典資訊含量的好處。有些辭典在編纂

前未對詞目加以分級，會有收詞缺乏邏輯、濫收、

漏收、無參見條、字數無法事先統計、釋文內容

多重複等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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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辭典釋文 

辭典釋文主要是針對釋義時的態度、用語，

以及釋義的內容、範圍、次序加以規範。一般可

分為「釋義原則」及「釋文程式」。 

1. 釋義原則 

釋義原則主要是對詞條的釋義用語加以規

範，目的是在增加釋文的正確性、穩定性、客觀

性，減少釋文的主觀性、批判性、頌揚性。一般

對釋義原則的規定，主要是要求撰稿者在撰寫釋

文時，必須符合辭書體的規範，不可預測未來，

以及不使用主觀、情緒性、價值判斷的語句。徐

福榮認為：「釋義原則是保證釋義內容質量的基

本要求。」（註 27）他認為辭典釋義應該達到：

反映研究成果、體現正確觀點、符合法律規定、

對於尚未定論的各種學說需如實反映、引用權威

資料、言語精練、成對的詞目要互相統一照應、

釋義內容要緊扣詞目等原則。（註 28） 

辭典有別於一般的書籍，在釋文的撰寫上，

也與一般的文體不同。闡述辭典的釋文，應以「辭

書體」的方式來呈現。徐慶凱認為：「編纂辭書，

辭書體是非用不可的，這樣才能實現形式與內容

的統一，否則就會顯得格格不入，降低辭書的質

量。」（註 29）對於辭書體他認為應該有 8個要

求：(1) 開門見山、開宗明義；(2) 客觀陳述，不

主觀批判；(3) 不引申議論；(4) 按體例行文，不

自行其是；(5) 文字儘量淺顯；(6) 注意穩定性；

(7) 語言樸實；(8) 力求精練。（註 30） 

如果釋文的撰寫沒有把握辭書體的要求，便

容易發生釋文過於冗長、釋文內容不穩定、行文

風格迥異的問題。以《臺灣歷史辭典》為例，該

辭典釋文多以創作文章的方式撰寫，加上各人行

文風格不同，部分詞條釋文甚至以淺近的文言文

行文。此外，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一條中，

還有「2004 年遷館至永和後將改為國立臺灣圖書

館」（註 31）的預測性文句。然該館至今仍稱為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且遷館至「中和」

而非「永和」。由此可見，辭典的體例在釋義原

則上，必須作好規範和要求。 

2. 釋文程式 

釋文程式包含了「釋義範圍」和「編寫順序」

兩種規範，它是選擇材料、組織材料的方法。透

過釋文程式的規定，可以控制釋義的深淺、詳略、

內容、次序、……等結構性的問題。 

釋義範圍主要在規定詞條釋文的廣度和深

度，必須依據讀者對象、辭典性質、規模來設定。

例如：規定詞條釋文應該包含以下項目──別

稱、定義、基本介紹、來源、演變、基本介紹外

更深入的介紹，至於深入介紹要深入到哪種程

度，則視辭典的規模來決定。 

釋文程式則是根據釋義範圍，對範圍內的資

料加以排定次序，讓撰稿者在撰稿時，能有依據

的標準，使多人撰寫彼此互不相關的詞條，能夠

維持整體性，且如出一人之手。 

不同類型的辭典對釋文程式的設定均有不

同，本文以《大辭海》及《臺灣文學辭典》人物

詞條的釋文程式為例。在《大辭海編例》中對人

物條的設定是：(1) 生卒年和外國人的原名括注緊

接在詞目之後，不空格；(2) 頭銜；(3) 字號；(4) 

籍貫；(5) 主要學歷和經歷；(6) 主要成就或思想

學說；(7) 主要著作。（註 32）在〈臺灣文學辭

典編例〉中對人物條的著錄項目為：姓名（或作

家常用筆名）、生卒年、作家類型、筆名、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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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字、號、性別（男不標示）、籍貫（出

生地、祖籍）（註 33）、學歷、經歷（含所編的

刊物、叢書）、得獎記錄或其他榮譽、貢獻（成

就）、處女作品、成名作品、代表作品（對作品

儘量注明其出版社和初版時間，以便查閱）、著

作書目（翻譯書目、編校書目）、人物頭像、撰

稿者署名（重要作家加參考文獻）。（註 34）由

此可見，辭典釋文程式的設計，會隨著辭典的性

質、類別、規模而有所不同，編纂者必須在編纂

前加以擬定，以作為編纂時的依據。 

透過釋文程式的設計，除了使分工完成的辭

典具有整體性外，由於標準明確，還可以提高審

稿時對釋文良窳的掌握，加快審稿和校對的動作。 

（四）編輯規格 

編輯規格主要是針對辭典釋文在撰寫時，「格

式」方面的規定。主要可以分為一般規格、技術

規格兩部分。 

1. 一般規格 

一般規格主要是對辭典的撰稿格式作規定，

例如：撰稿用紙的規定、撰稿的版面格式、釋文

開頭不必重複詞頭、列舉項目的表示方法、引用

資料出處的著錄格式等。 

若體例未對這些項目加以規範，撰稿者便無

所依從，以列舉項目的表示方法為例，《臺灣歷

史辭典》在「鄭成功告示」條中，對於告示列舉

了 8條，該書共用了 4種表現方式：「一、……。

二、……。三、……。」（頁 1244）；「(1) ……，

(2) ……，(3) ……，」（頁 369）；「(1) ……；

(2) ……；(3) ……；」（頁 165）；「(1) ……。

(2) ……。(3) ……。」（頁 703）。 

此外，在「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詞條

中，就有兩種不同的列舉方式，如：「包括 5項：

(1) ……； (2) ……； (3) ……； (4) ……；

(5) ……。」及「則有 6項：(1) ……。(2) ……。

(3) ……。(4) ……。(5) ……。(6) ……。」（頁

722）。一個作者撰寫的詞條中，就有列舉項目表

現方式不同的情形，更遑論眾多作者所撰寫的各

個詞條呢！可見透過撰稿格式的規定，對全書整

體性來說，能夠對格式加以統一。 

2. 技術規格 

除了格式的設定外，辭典還必須針對性質的

不同，對歷史紀年、古今地名、異體詞、別稱、

參見、數字、量和單位、標點符號、「等」字的

用法作出規範。 

技術規格的規範，為了減少辭典體例的複

雜，因此若政府訂有共通規範者，可依共通規範

為主，再加以修改。例如：標點符號的規範可以

依據教育部的《重訂標點符號手冊》再加以修訂。

如：書名號改為雙括「《》」……等。 

（五）插圖 

在專科辭典的釋文當中，透過文字的描述，

即使敘述再詳細，也比不上一張圖片具體。因此，

如能在釋文中佐以圖片，不僅可以讓使用者有更

具體的了解，對於釋文的內涵也能夠產生擴大訊

息含量的作用。插圖體例主要在配圖原則、圖名、

圖注三方面作規範。 

圖片選用的原則應以主題明顯的圖片為主，

圖片內容必須與詞條內容一致，對於人物詞條，

或詞條內容十分形象化者，要儘可能的配圖。以

人物詞條為例，配圖必須兼顧讀者對人物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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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選用較具代表性的照片，例如：《臺灣歷史

辭典》在「謝東閔」詞條的配圖上，選用他大學

時期的照片，此時他尚未為人所熟知，無法讓讀

者獲得實際需要的認識，也無法輔助釋文。因此，

應選用他當選副總統的照片為宜。 

圖名是插圖畫面內容的簡要說明，必須與插

圖內容相符合，並且與詞目相呼應。對於圖名的

表述應以簡潔明瞭為準則，不用修飾語。 

圖注則是對插圖某部位的說明，可在圖片上

用箭號或序號表示，再加以說明。 

透過對插圖體例的規範，可以使辭典插圖規

範化，更可使插圖的選用符合讀者需求，達到輔

助釋文的目的。 

六、結語 

辭典編纂體例的擬定，是一部辭典的總體設

計。編纂團隊必須依照體例，來維持辭典的完整

性，確保辭典成書的品質。辭典擬定體例的複雜

程度，隨著辭典規模成正比。體例內容的擬定，

也會隨著辭典的讀者對象、性質、規模而有所不

同，但擬定體例的原則和結構是不變的。體例對

辭典編纂的助益，除了維護辭典整體性之外，還

有擴大收詞數量、增加知識的收錄、加快編纂速

度的功用，可以使辭典編得既快且好。 

目前臺灣地區編纂的專科辭典不少，但在編

纂前甚少聽聞有擬定體例的，例如：《臺灣歷史

辭典》可以說是近年來文史專科辭典中較令人矚

目的作品，但在編纂前亦無體例的擬定。而《臺

灣文學辭典》是臺灣少數有擬定體例的專科辭

典，但目前僅有網路試用版，未見紙本形式出版。

中國大陸對於辭書學研究的著作，從 80 年代以

來，專書至少有數十部，相關論文數百篇，其中

討論體例的論文不少，凡是著名工具書的編纂，

沒有不擬定體例的。可見，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

對於辭典體例的認識與重視存在著差異。 

本文希望透過對辭典體例定義的重新詮釋和

分析，引起辭典編纂者對體例的思考和重視，進

而提倡辭典體例的擬定和研究的風氣。未來在辭

典體例的研究上，可以針對各種不同主題辭典的

收詞範圍、釋文程式、編輯規格等方面作專項深

入的探討、分析，還可探討擬定體例對辭典編纂

的影響，更進一步可發展以辭典體例為基礎的辭

典評論。透過辭典評論機制的建立，對臺灣的辭

典編纂水準作進一步的提升。 

【附註】 
註 1：徐慶凱，周明鑑，秦振庭，《辭書編纂紀事》，（北

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初版），頁 2。 

註 2：認為體例只是雕蟲小技，沒有體例照樣可以編出辭

書，體例方面的問題不會影響辭書的質量。（楊祖

希，《專科辭典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

年 8月，頁 89。） 

註 3：陳炳超，《辭書編纂學概論》，（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1991年，初版），頁 319。 

註 4：胡名揚，《詞典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1982年，初版），頁 172。 

註 5：鄭述譜，〈辭書體例漫議〉，《外語學刊》，1998

年第 4期，頁 81。 

註 6：參見舒聞，〈2003辭書專項質量檢查情況表明市場

偽劣辭書呈現三大特點〉，《中國辭書論集》第 7

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初

版），頁 386-387。 

註 7：參見任繼愈主編，《宗教大辭典》，（上海：上海

辭書出版社，1998年，初版），凡例。 

註 8：夏南強，〈談辭書的凡例〉，《辭書研究》，2002

年第 2期，頁 64-65。 

註 9：劉玲，〈也談辭書的“凡例＂〉，《辭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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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 1期，頁 88。 

註 10：鄭述譜，〈談談辭書體例〉，《辭書研究》，2001

年第 3期，頁 144。 

註 11：楊寶林，〈淺談辭書編輯的體例意識〉，《辭書研

究》，2006年第 4期，頁 145。 

註 12：同註 5，頁 83。 

註 13：同上註。 

註 14：同註 11，頁 145。 

註 15：筆者按：此看法已與張錦郎先生當面確認。 

註 16：楊祖希，〈辭書的總體設計〉，《辭書編纂經驗薈

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初版），

頁 29。 

註 17：劉葉秋，〈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編例〉，《明清小

說研究》，1994年第 4期，頁 229。 

註 18：參見陸海龍，〈試論中型宗教專科辭典的總體設

計〉，《中國辭書學文集》，（北京：外語教學

與研究出版社，2000年，初版），頁 275。 

註 19：陸福慶，〈辭典的收詞問題〉，《辭書編纂經驗薈

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年），頁

71。 

註 20：同註 18，頁 276。 

註 21：同註 18，頁 276-277。 

註 22：張錦郎，〈臺灣文學辭典編例〉（未出版）。 

註 23：徐福榮，〈專科辭典的編纂體例〉，《辭書編纂經

驗薈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頁 240。 

註 24：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序》，（臺

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初版），頁 1。 

註 25：同註 23，頁 242。 

註 26：《大辭海編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內部

資料），頁 21-22。 

註 27：同註 23，頁 243。 

註 28：同上註。 

註 29：徐慶凱，〈辭書體的八個要求〉，《辭書研究》，

2006年第 4期，頁 1。 

註 30：同上註，頁 1。 

註 31：同註 24，頁 121。 

註 32：同註 26，頁 23。 

註 33：筆者按：與張先生討論後，認為籍貫部分應該修訂

為先寫祖籍再寫出生地。 

註 34：同註 22。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第三場研討］ 

 
▲主持人楊美華教授（中），發表人張晏瑞先生（左）、范嘉倩小姐（右）（編輯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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