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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 
──兼論專題目錄的編製暨序文、凡例、目次

的編寫法 
張錦郎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教授 

 

 

壹、前言 

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中，常看到大學、出

版社、雜誌社、報社、學術機構的身影。他們舉

辦學術研討會、演講會、座談會、展覽會；出版

論文集、紀念集、雜誌專號、報紙特刊等。幾十

年來，圖書館在「五四」紀念活動中，是缺席者，

是旁觀者，只能事後把這些活動成果和出版品，

編目典藏，提供研究閱覽。今年是「五四」九十

周年，國家圖書館主動出擊，在「五四」九十周

年前夕，搶先一個多月，出版《五四運動論著目

錄初稿》（以下簡稱《五四目錄》）。這一舉措

令圖書館界刮目相看，掌聲四起。說是當「五四」

九十周年的賀禮，未免過於庸俗。筆者認為它的

重要意義，至少有四點：第一，向當代人展示近

五、六十年來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第二，向

後世交出一份「五四」研究的成績單，證明我們

這一代人的勤奮用功，也給後世編藝文志的人留

下完整的文獻資料；第三，履行圖書館的職責；

第四，供讀者、用戶根據目錄，按圖索驥，檢索

資料，從事研究工作。圖書館也可藉此機會，核

對館藏，並充實館藏。 

《五四目錄》出版後，馬上有書評刊登在六

月份的《國文天地》，也表示《五四目錄》受到

高度的重視。書評撰寫人是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

獻研究所的高材生陳亦伶，文章中語多讚許，也

有鼓勵的話，如「雖非令人滿意，但軔始之功猶

不可沒」。文後提出八點建議：1. 正文前 4 篇文

章，建議當附錄；2. 正文稱為「書目資料」，有

待商榷，因為還有期刊論文、報紙論文、各種文

集的單篇論文；3. 分類類目看不出與「五四」研

究有什麼關係；4. 收錄資料的標準不一，如序文

說不收巴黎和會，但正文卻收錄這些內容的資

料，也誤收與「五四」無關的條目；5. 版面編排

問題；6. 收錄年代斷限；7. 年代的標示，有的以

民國為主，部分專書以西元為主，未統一；8. 資

料來源大部分根據資料庫，很危險。其中第 1、3、

4、8 四點見地甚高。結論說：「國家圖書館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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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最高圖書機構，何時有什麼活動，平時就應有

規畫，不應病急亂投醫。」似暗示目錄編輯稍嫌

草率。 

陳亦伶文章第 6 點建議不收 2009 年的資料，

因為「2009 年的資料卻收不到十分之一」，實際

情況是根據一一核對各筆資料的結果，根本未收

2009 年的資料，2008 年也只收 4 筆。因此，凡例

第一條，斷限應寫至 2008 年截止。其實，凡例說

斷限始自 1949 年，也不對，從 1944 年至 1948 年

每年都有收資料。 

拜讀陳亦伶的書評後，筆者自己把《五四目

錄》1,559 筆逐條看一遍，看完正文，再看正文後

的輔助索引，作者索引錯誤不多，但是看到 145

筆題名按照特殊符號排列時，大吃一驚，再看到

按照漢字筆畫排列時，題名如果有特殊符號，先

排特殊符號，再排漢字。這些都與筆者多年編排

題名索引的習慣大大不同，與所看到很多二次文

獻正文後題名索引的排列法亦不同。其中又發現

不論題名、作者、類目與分類都存在一些問題，

也漏收不少論文，連著錄專書的總頁數，十本有

九本是錯的，同時錯得很離譜等等，於是也興起

了寫一篇書評的念頭。費時一個月，終於寫完了。

將完稿時，曾將大部分稿件送請國圖舊識同仁指

正，也轉請《五四目錄》編者指教。由於編者在

正文後未寫編後記，正文前的凡例，有些編排法

又交待不清楚，不知編者編輯這本目錄的想法與

做法，深怕筆者的評論患了隔鞋騷癢的毛病，加

上自己本身就是編目錄索引起家，難免存在一些

主觀的意見或成見，敬請諸位法師、編者和讀者

指正。拙文過長，先列出大綱，便於讀者先了解

拙文的先後順序。本文大綱如下： 

壹、前言 

貳、題名 

一、題名（書名、篇名）加工 

（一）一般文章題名加工 

（二）書評題名加工 

二、同一作者同一題名的重複著錄問題 

三、著錄題名等以正文題名頁為準 

四、錯誤、錯字 

參、作者 

一、著錄錯誤的原因 

二、作者著錄錯誤舉例 

三、楊亮功著錄的缺失 

四、外國人著錄的缺失 

肆、出版社 

伍、刊名 

陸、期刊的序號 

柒、出版日期 

捌、頁數 

一、起訖頁數的錯誤 

二、總頁數的錯誤 

玖、類目與分類的商榷 

一、類目的商榷 

二、分類的商榷 

拾、漏收部分 

一、主題論文集的漏收 

二、期刊專號的漏收 

三、〈播種者胡適〉論戰相關文章的漏收 

四、收錄標準不一的漏收：專書的章節部分 

五、收錄標準不一的漏收：單篇論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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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錄標準不一的漏收：資料彙編部分 

七、個人文集的漏收 

拾壹、輔文部分 

一、作者索引 

二、題名索引 

（一）特殊符號排列法的缺失 

（二）題名索引的加工 

三、序文、凡例、目次的編寫法 

（一）序文的寫法 

（二）凡例的編寫法 

（三）目次的編法 

拾貳、結論 

貳、題名 

一、題名（書名、篇名）加工 

多年來編論著目錄者，能對題名做全面、系

統地加工，就筆者所知，只有文訊雜誌社正在編

纂中的「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根據

該目錄的編纂計畫，凡題名字義不足以顯示其內

容者，在題名後以中括號（[ ]）加注按語。對題

名含混，不能準確揭示內容，或題名中有不易被

讀者所理解的某些文字，加以說明，重點在解難

釋疑，如趙遐秋撰《蘊含著振聾發饋的思想力量》

乙長文，如不加注釋，讀者很難想像，很難理解

是在評論陳映真的作品。其他的加工方法，還有

提要、摘要和揭示篇目（或揭示目次）。 

《五四目錄》似僅對三、四筆題名中的書名

作者只有姓氏無名字者，予以加工，加上「名字」，

以中括號括之，如序號 0057，〈評介沈[松僑]著

《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兼論社

會科學與史學研究方法〉；序號 0061，〈評介丁[守

和]、殷[敘彝]合著：《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

主義的傳播》〉；序號 0063，〈評[彭明著]《五

四運動史》〉。 

其他，均未見對題名予以加工。這一部分，

擬分兩點說明，一是一般文章題名加工，二是書

評題名加工。 

（一）一般文章題名加工 

1. 序號 0041，五四運動史，林雙不，書評書目，

88期，民 69.8，頁 68。加工說明：簡介周策縱

著，楊默夫譯《五四運動史》，約近四百字，

未揭示十四章名稱。 

2. 序號 0381，前輩碩學的知見：還給五四一個真

實的歷史影象, 胡秋原、鄭學稼論評五四。加

工說明：「前輩碩學的知見」，未見於目次頁

及正文。 

3. 序號 0499，走出形式主義的迷霧：「五四」的

一點感想，杭之，中國時報，民 79.5.9，8版。

加工說明：此文後擴充改寫，篇幅達三倍有奇，

並改用這樣的副題：「韋伯理論與東亞發展」

的解析，收在杭之著《一葦集．續篇》（允晨

文化公司，1987 年）頁 247-276。又按，原文

刊登《中國時報》民 76 年，誤為 79 年。 

4. 序號 0722，關於五四運動的幾種史料，胡適

等，傳記文學，14卷 5期，民 58，頁 84-89。

加工說明：係 5 種史料，即：胡適〈紀念五四〉、

〈國父孫中山先生對五四運動的評論〉、蔡元

培〈為「五四」致北京大學學生書之一〉、蔡

元培〈為「五四」致北京大學學生書之二〉、

傅斯年〈「五四」偶談〉。 

5. 序號 0838，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中國近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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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推行委員會主編，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 75，初版，329頁。《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是一套叢書，共 35 冊，第一冊是「鴉片戰爭與

英法聯軍」，最後一冊是「復興基地建設」，

中間幾冊是「近代思潮」、「新文化運動」、

「民初政治」等。沒有注明第幾分冊，讀者如

何查找？筆者根據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圖書目

錄，找這一套叢書 35 冊的每冊頁數，未見有一

冊是 329 頁。這種目錄未免編得過於草率。 

6. 序號 0966，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圖像，金觀

濤、劉青峰，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呂芳上、張哲郎主編，臺北市：國立政

治大學文學院，民 88，頁 809-844。題名「另

一種圖像」誤為「另一個圖像」。這篇文章有

兩個表，共 10 頁，宜加按語說明：表一《新青

年》雜誌中「科學」一詞的意義分析；表二《新

青年》雜誌中「常識」一詞的意義分析。 

7. 序號 0974，五四運動與美國對於中國宣傳活動

再論。應加按語係英文論文。 

8. 序號 1074，朱執信與新文化運動，呂芳上。要

加按語，說明此文係據作者《朱執信與中國革

命》之一章，經修改而成。 

9. 序號 1252，「芻議」再議，唐德剛。題名加工，

說明「芻議」指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並說

明文後附有該文。 

除此之外，下列序號的題名，均宜加工，如： 

0256  「五四」雜感，孫陵。 
0274  「五四」一感，寒爵。 
0355  五四雜感，夏志清。 
0372  歷史的感召，胡菊人。 

0380  把話說明白了嗎？，勞榦。 
0445  五四的「八字」，高大鵬。 
0446  五四一代瑣言，梁錫華。 
0753  「五四」與「一一二二」，方東美。 
0932  毛文化，蘇曉康。 
1033  「五四」偶談，傅斯年。 
1039  民國史話：「五四」殉國三烈士，吳相湘。 
1046  「五四」遺事，域外人。 
1057  一名小出納，吳道一。 
1059  錢塘怒潮入夢來，阮毅成。 
1126  五四三巨人，夏志清。 
1129  抽象的抒情，沈從文。 
1320  煉石補天，劉紹銘。 

（二）書評題名加工 

《五四目錄》的書評條目，大部分有著錄作

者姓名，如序號 0021〈評介周策縱著《五四運動

史》〉；序號 0038〈評夏志清著《新文學的傳統》〉。

部分條目只寫姓氏，未寫名字，宜查出補上。如

序號 0049〈評介黃著《魯迅與現代中國之新文化

運動》〉，「黃著」宜寫黃[松康]著；序號 0055

〈評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林著」宜

寫林[毓生]著。 

未加姓名者，更應補上，如序號 0031〈一部

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書：《五四時代的文學》簡

介〉，宜加作者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序號 0060〈評《五四時期的現代中國文學》〉，

宜加編者 Merle Goldman。 

至於外國作者，除著錄中文姓名外，宜加外

國姓名，如序號 0056〈評介賈祖麟著「胡適與中

國文藝復興」〉，賈祖麟應加上西文姓名（Jerome 

B. Grieder）；又如序號 0020〈評傅樂詩著《丁文

江與中國科學和新文化》〉，傅樂詩應加上西文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9 期  98 年 6 月 65 

姓名（Charlotte Furth）。 

二、同一作者同一題名的重複著錄問題 

經過整整四十年，筆者對編輯專科或專題目

錄的部分想法和做法，迄未改變，其中包括對同

一作者同一題名（主要是篇名）的重複著錄，如

下列情形： 

1. 同一作者的同一題名，同時或約同時刊登在不

同的報刊，要分別一一著錄。 

2. 同一作者的同一題名，先在報刊上刊登，後又

在各種會議上宣讀，印成論文集；反之，收在

會議論文集（或不一定有印成論文集）的文章，

經修訂後又發表在報刊上，都要分別一一著錄。 

3. 刊登報刊上的翻譯文章，刊出後，經原作者修

正，再發表在報刊上，也要分別一一著錄。 

4. 早期發表的文章，勿論後來收在個人文集或各

種不同主題的論文集（如《五四研究論文集》、

《五四論集》、《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文選》等），

也要分別一一著錄。 

5. 篇幅較長的文章刊登後，又濃縮或摘錄二、三

千字發表，如錢穆的一篇同名文章，先刊登《幼

獅學誌》（共 16 頁），後又濃縮成二、三千字，

刊登《人生》（香港出版，共 6 頁），也要分

別著錄。 

6. 一部著作先在報刊上連載，後出單行本，除著

錄單行本外，對連載的報刊名稱和連載的起訖

時間，也要分別著錄。 

7. 外文著作，把全文或部分章節譯成中文，整本著

作要單獨著錄，各章節名稱亦應視同題名著錄。 

筆者主張要重複著錄的緣由，就是為了讓作

者的著作年表和著作目錄更加正確，更加完整。

舉下列四名學者為例，加以說明： 

1. 林語堂 

林語堂有一篇題名〈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

的文章，要知道最早發表的時間和刊登的報刊。 

按照《五四目錄》序號 1195，是 1968 年 5 月、

6 月刊登《大學文選》，第 17-18 期，頁 76-83（按

筆者懷疑是 17、18 期合刊，不然怎麼只有一個起

訖頁，不過又寫 5 月、6 月，又覺得不是合刊。存

查）。筆者查了《五四目錄》的「書目來源」，

有《中國文化研究目錄》（按疑為《中國文化研

究論文目錄》之誤），其中該書序號 207639、

207640，均收有這篇文章，發表的刊物，分別是

《今日世界》和《中國一周》，總期數前者是第

223、224 期，後者是 846 期。較重要的是出版時

間，前者是 1961 年 7 月，後者是 1966 年 7 月，

前者較《五四目錄》提早七年，後者較《五四目

錄》，約早二年。如果編林語堂的著作年表或著

作目錄，按照《五四目錄》的說法，是 1968 年發

表〈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就錯了。 

再看《五四目錄》序號 1188，著錄林語堂著

作《文藝欣賞（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1962

年由臺南的大眾書局出版，雖然該書未收錄在

《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乙書中，但是書中有

〈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的題名，出版日期是 1962

年，與 1961 年《今日世界》刊登該文的時間，相

當接近，這些似乎也說明編林語堂的著作目錄採

用《大學文選》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2. 林毓生 

《五四目錄》序號 0637，林毓生〈五四時代

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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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983 年收在自己的文集《思想與人物》（聯

經出版公司）。讀者不禁要問，這篇文章先前發

表在哪裡。《五四目錄》要有回答這個問題的功

能。《五四目錄》就有必要把這篇文章，最先刊

登在什麼期刊，後來是否又在什麼文集轉載，是

否有修訂等，目錄要能發揮這些作用，不然，目

錄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按這篇文章，1975 年 5 月先在《中外文學》

刊登，經作者修訂後，1976 年 5-7 月在《明報月

刊》轉載。1979 年再收入周策縱等著，周陽山主

編《五四與中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這篇

文章原為英文，由劉錚雲、徐澄琪、黃進興譯成

中文。筆者不知道這篇文章，是否還有其他書刊

轉載過，有的話也要一一著錄，讓讀者知道這篇

文章的來龍去脈。 

林毓生還有一篇文章〈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

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

四思想〉（《五四目錄》序號 0404），也有類似

的情形。此文也是收到林毓生的文集《思想與人

物》，該文在 1979 年 5 月 9-10 日即刊登《中國時

報》人間副刊，1980 年收在周玉山主編的《五四

論集》（成文出版社）。《五四目錄》這兩條目

均未收錄。 

3. 余英時 

余英時的情形剛好與上述林毓生的情況相

反。《五四目錄》序號 0961，收錄余英時在期刊

上的文章，卻漏收轉載在余英時的文集。按此文

題名〈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1999 年 5 月刊登《聯合文

學》，經作者全面修正，收在 2008 年 6 月余英時

文集《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聯經出版公司），

後者《五四目錄》並未收錄。 

然而熟悉余英時治學習慣的人都知道，余英

時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收入個人文集時，多少

會修改訂正部分文字，《五四目錄》的編者可能

不知道這些情況，未進一步檢查余英時的個人文

集，找出與序號 0961 同題名的文章，予以著錄。

最後定稿的文章，總比初刊登報刊時看法要成

熟。這也是筆者主張同一題名要重複著錄的理由。 

4. 梁實秋 

《五四目錄》序號 1272，梁實秋〈五四與文

藝〉（按題名「五四」誤寫五四）乙文，收在 1980

年出版的《五四論集》（周玉山主編，成文出版

社），文章後面寫出處選自 1964 年出版的《文學

因緣》（文星書店），《文學因緣》是梁實秋的

個人文集，大部分文章未注明出處，〈「五四」

與文藝〉是其中之一。後來發現 1959 年出版的《五

四愛國運動四十周年紀念特刊》（國立北京大學

臺灣同學會編印），也收錄這篇文章，時間較 1964

年，提早五年。1959 年很容易聯想到《自由中國》

的停刊，也聯想到以前看《雷震日記》，書中提

到擬邀梁實秋擔任《自由中國》編委，就大膽假

設〈「五四」與文藝〉乙文最早應該是刊登《自

由中國》上，知道文訊雜誌社有全套的《自由中

國》，是戴國煇教授遺孀林彩美女士贈送的，又

知道文訊雜誌社有薛化元編的《自由中國》總目

錄，乃請吳穎萍小姐代查，果然被筆者料中，這

篇文章就刊登於 1957 年 5 月第 16 卷第 9 期的《自

由中國》。 

小結這段文字，筆者的想法是〈「五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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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乙文，除《五四論集》要收錄外，《五四

愛國運動四十周年紀念特刊》、《文學因緣》兩

本文集也要收錄，尤其是最早出處的《自由中國》

更要著錄。 

《五四目錄》也有兩條目的著錄方法，跟筆

者的想法是不謀而合的。 

第一，序號 0754，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張

玉法主講，書評書目，61 期，民 67，頁 4-8。（按

序號 0754，與序號 0755，完全雷同，也都是書評

書目，61 期，民 67，頁 4-8。只是題名和責任者

項著錄有異）另一序號 0824，五四運動的時代背

景，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集（輯）, 五

四運動，張玉法主編，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民 72，頁 3-8。 

此條目〈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分別刊登《書

評書目》和《中國現代史論集》，均有重複著錄。 

第二，序號 0348，文化中國的漫漫天涯路：

五四批判與批判五四，葉啟政等出席，彭菲等紀

錄，中國時報，民 68.5.4-6，12 版。另一序號 0364，

文化中國的漫漫天涯路：年輕一代探討五四對當

代的意義，葉啟政等，五四論集，周玉山主編，

臺北市：成文出版社，民 69，頁 453-478。（按原

文有注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六十八、五、四

－六日」。 

此條目〈文化中國的漫漫天涯路〉，分別刊

登《中國時報》和《五四論集》，均有重複著錄。 

除此兩筆有重複著錄外，就筆者目前已核對

過的資料，尚未發現第 3 筆。至於未能重複著錄

的，單就下列三本五四論文集：《中國現代史論

集. 第六輯, 五四運動》、《五四論集》、《五四

與中國》，約有 50 筆，列舉如下（《五四目錄》

部分列序號、題名及作者；漏列部分則列題名、

作者、報刊名、卷期、年月日）： 

《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輯, 五四運動》 

0829，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林一新。 

未收，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林一新，中華文化

復興月刊，第 10 卷第 6 期，1977 年 6 月。 

0055，評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劉紀曜。 

未收，評介林著《中國意識的危機》，劉紀曜，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報，第 8 期，1980 年 6 月。 

0736，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黃福慶。 

未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黃福慶，中

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3 期上冊，1972 年 7 月。 

0106，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1922-1927），山本

達郎。 

未收，原題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 作者山本達郎、山本澄子，發

表於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XII, No. 

2 (Feb. 1953)。 

0107，中國民族主義與 1920 年代之反基督教運

動，羅滋。 

未收，本文原題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 

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作者羅滋

（Jessie G. Lutz），載Modern Asian Studies, 10, 

3 (1976), pp. 395-416，由馮鵬江先生譯出。 

0197，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1922-1930），

楊翠華。 

未收，非宗教教育與收回教育權運動（1922- 

1930），楊翠華，思與言，第 17 卷第 3

期，1979 年 9 月。 

1296，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的經過，黃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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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的經過，黃煥文，東

吳學報，第 3 卷第 3 期，1934 年 12 月。 

1286，五四運動與浪漫主義，李歐梵。 

未收，五四運動與浪漫主義，李歐梵，大學雜誌，

第 54 期，1972 年 5 月。 

1290，北伐前的白話文學，鄭學稼。 

未收，北伐前的白話文學，鄭學稼，東亞季刊，

第 1 卷第 1 期，1969 年 7 月。 

0198，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陶英惠。 

未收，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陶英惠，

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5 期，1976 年 6 月。 

1104，曹汝霖與五四運動，王撫洲。 

未收，曹汝霖與五四運動──《曹汝霖一生之回

憶》讀後平議，王撫洲，傳記文學，第 17

卷第 1 期，1970 年 7 月。 

《五四論集》 

1079，六十年前五四這一天，毛子水。 

未收，六十年前「五四」這一天，毛子水，中央

日報，1979 年 5 月 1 日。 

1080，對五四的回憶和感想，毛子水。 

未收，對「五四」的回憶和感想，毛子水，傳記文

學，第 34 卷第 5 期， 1979 年 5 月。 

1081，三個年代的五四，陶希聖。 

未收，三個年代的「五四」，陶希聖，中央日報，

1979 年 4 月 28 日。 

1083，五四回憶，蔣復璁。 

未收，五四回憶，蔣復璁，中央日報，1979 年 5

月 2 日。 

0043，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回顧：兼評《曹汝霖

一生之回憶》，顧沛君。 

未收，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回顧：兼評《曹汝霖

一生之回憶》，顧沛君，出版與研究，第

45 期，1979 年 5 月。 

0796，五四時代以來的思想運動，胡秋原。 

未收，五四時代以來的思想運動，胡秋原，中華雜

誌，第 16 卷第 7-10 期，1978 年 7-10 月。 

1086，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秦賢次。 

未收，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秦賢次，傳記文學，

第 34 卷第 5 期，1979 年 5 月。 

0806，五四愛國運動的歷史回顧與價值評估，沈

雲龍。 

未收，五四愛國運動的歷史回顧與價值評估，沈

雲龍，傳記文學，第 34 卷第 5 期，1979

年 5 月。 

0094，五四後胡適之「努力」政治，沉茗。 

未收，「五四」後胡適之「努力」政治，沉茗，

明報月刊，1979 年 5 月。 

0382，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劉心皇。 

未收，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劉心皇，反攻，第 423

期，1979 年 6 月。 

0370，那樣的熱情、那樣的悲壯、那樣的美：與

《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先生一席談，

胡菊人。 

未收，那樣的熱情、那樣的悲壯、那樣的美：與

《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先生一席談，

胡菊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9 年 5

月 1 日。 

0381，前輩碩學的知見：還給五四一個真實的歷

史影象, 胡秋原、鄭學稼評論五四，曾祥鐸。 

未收，還給「五四」一個真實的歷史影象──胡

秋原、鄭學稼評論「五四」，曾祥鐸，中

國時報．人間副刊，1979 年 5 月 7-8 日。 

0404，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

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林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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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林

毓生，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9 年 5 月

9-10 日。 

0195，對於學生運動的逆耳之言，夏志清。 

未收，對於學生運動的逆耳之言，夏志清，中國

時報．人間副刊，1979 年 5 月 12-13 日。 

0372，歷史的感召，胡菊人。 

未收，歷史的感召，胡菊人，中國時報．人間副

刊，1979 年 5 月 14-15 日。 

1276，天下未覺詩先覺，鄭愁予。 

未收，天下未覺詩先覺，鄭愁予，中國時報．人

間副刊，1979 年 5 月 8 日。 

1268，浪漫的五四，汪榮祖。 

未收，浪漫的五四，汪榮祖，中國時報．人間副

刊，1979 年 4 月 27 日。 

0371，周策縱談：五四的成就、五四的感召，胡菊人。 

未收，胡菊人訪周策縱，談五四的成就．五四的

感召，胡菊人，明報月刊，1979 年 5 月。 

0808，五四運動求原，林自森。 

未收，五四運動求原，林自森，自由青年，1979

年 7 月。 

0384，科學、民主、現代化：為五四六十周年寫，

金耀基。 

未收，科學、民主、現代化：為五四六十周年寫，金耀

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9年4月30日。 

0805，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李玉階。 

未收，上海學生響應五四愛國運動的經過，李玉階，

傳記文學，第 30 卷第 5 期，1977 年 5 月。 

0797，李大釗青年時期思想的轉變與政治活動，

馬建白。 

未收，李大釗青年時期思想的轉變與政治活動，

馬建白，東亞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1980

年 4 月。 

0373，五四的震盪，唐文標。 

未收，五四的震盪，唐文標，大學雜誌，第 125

期，1979 年 6 月。 

0377，五四運動與馬列運動，陳國祥。 

未收，五四運動與馬列運動，陳國祥，大學雜誌，

第 125 期，1979 年 6 月。 

1082，五四，楊亮功。 

未收，五四，楊亮功，傳記文學，第 34 卷第 5 期，

1979 年 5 月。 

《五四與中國》 

0851，五四的再認識，殷海光。 

未收，五四的再認識，殷海光，大學生活，1968

年 5 月。按殷海光選集寫新 3 卷 5 期，1968

年 5 月 15 日。 

0428，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金耀基。 

未收，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從「五四」

到「四五」的歷史轉折，金耀基，中國人

月刊，第 4 期。 

0642，陳獨秀的民主觀：紀念「五四」六十週年，

鄭學稼。 

未收，陳獨秀的民主觀──紀念「五四」六十周

年，鄭學稼，時報周刊，1979 年 5 月 6 日。 

0852，主導五四時代的新青年雜誌，陳國祥。 

未收，主導五四時代的新青年雜誌，陳國祥，時

報周刊，1979 年 5 月 6 日。 

0430，剪不斷的文化臍帶，黃武忠。 

未收，剪不斷的文化臍帶──五四運動與日據下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黃武忠，時報周刊，

1979 年 4 月 20 日。 

0848，五四歷史不容篡奪，周玉山。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9 期  98 年 6 月 70

未收，五四歷史不容篡奪！──懷五四，說真相，

周玉山，聯合報，1979 年 4 月 6 日。 

0854，史學家曲解歷史，湯晏。 

未收，史學家曲解歷史──記紐約「五四」運動

五十五周年紀念大會，湯晏，明報月刊，

第 103 期，1974 年 7 月。 

除上列 3 種論文集外，同一作者同一題名（或

相似題名），應重複著錄的還很多。如序號 0968，

殷海光〈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周

年而作〉乙文，收在《五四與學生運動》（唐山

出版社，1999 年），該文原刊登《大學生活》新

4 卷 5 期，1969 年 5 月 15 日，也要著錄。又如序

號 0987，陳以愛的博士論文〈學術與時代：整理

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後來以〈「整

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收入《五四運動八十周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五四目錄》卻未收錄。

序號 0633，賴瑞卿〈陳獨秀思想的三部曲：從虛

無主義、共產主義到民主主義〉乙文，收在《近

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時報文化出版

公司，1980 年）乙書內，該文原刊登《仙人掌雜

誌》第 2 卷第 4 號，1978 年 1 月，也要收錄。序

號 0626，周弘然〈新文化運動與民主〉乙文，收

在《幼獅學誌》，第 3 卷第 3/4 期，1964 年，該

文後又收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臺灣商務

印書館）第 22 編，也要收錄。 

三、著錄題名等以正文題名頁為準 

國人編論文目錄，常見的普遍現象，或者說是

通病，就是根據目次頁著錄題名、著譯者和起訖頁

次。這樣做是方便省事，只要翻一兩頁即可完成上

列三項的著錄工作。但，這是很危險的，危險之一：

正確性有問題，目次頁的題名與正文的題名，後者

較正確。如《五四目錄》序號 0966，題名「一種

圖像」，目次頁誤為「一個圖像」，說實在的，像

這種例子，問題不大，較嚴重的是目次頁常漏列副

題，副題有助於讀者對題名較完整地了解題旨。筆

者發現《五四目錄》都是根據目次頁抄錄題名，所

以會遺漏副題。下列 8 筆是正文篇名較正確或目次

頁遺漏副題的例子。（見表一） 

危險之二：完整性不夠，目次頁的著譯者，

與正文題名下的著譯者相比較，也是後者較完

整。常見的情形是著譯者超過三人，目次頁只列

一人，加「等」字。正文題名下則會把著譯者一

一列名。再以起訖頁來說，照目次頁著錄，如遇

到文章結束時，頁數是單數頁，偶數頁是空白，

編目錄的人一定把偶數頁也算進去，結果照目次

抄錄和據正文抄錄，起訖頁數一定相差一頁；如

果是會議論文集或某一種主題論文集，中間夾頁

會寫類似「上篇」、「下篇」，或「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等，則起訖頁數，據目次頁抄錄，

和根據正文抄錄，會相差三、四頁以上。 

小結論就是希望大家編論文目錄，還是以正

文題名為準，以目次頁為輔。偶而會有目次頁比

正文正確的例外情形，如《五四目錄》序號 0384，

金耀基的文章；序號 1270，李歐梵的文章，目次

頁有副題「為五四六十周年寫」、「五四以後的

文學反顧」，反而正文缺副題。尤其是李歐梵的

文章，題名〈浪漫之餘〉，如果不加副題「五四

以後的文學反顧」，讀者無法想像這篇文章的內

容在講些什麼。筆者編了許多年的目錄，這種情

形極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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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正文篇名較正確或目次頁遺漏副題的例子 

序號 目次頁篇名 正文篇名 

0383 從五四到四五：中華文化的蛻變過程 從五四到四五：中華文化的蛻變歷程 

0966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圖像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圖像 

0560 士大夫傳統對五四時期新青年的影響 士大夫傳統對「五四時期」新青年的影響 

0842 五四運動的潮流和點滴：訪周策縱 五四運動的潮流和點滴──周策縱先生訪談錄 

0848 五四歷史不容篡奪 五四歷史不容篡奪！──懷五四，說真相 

0430 剪不斷的文化臍帶 剪不斷的文化臍帶──五四運動與日據下台灣

新文學的發展 

0428 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 中國文化意識之變與反省──從「五四」到「四

五」的歷史轉折 

1104 曹汝霖與五四運動 曹汝霖與五四運動──「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四、錯誤、錯字 

《五四目錄》有幾則錯誤，還有些錯字。 

序號 0421，金兆著《五四廣場》是一部小說，

與「五四」無關，屬誤收。表示編者未看楊旻瑋

〈台灣出版的「五四」研究專著書目提要〉（刊

登周玉山主編《從五四到新五四》，時報文化出

版公司，1989 年，頁 683）乙長文，提要說：「《五

四廣場》一書，雖名為「五四廣場」，內容卻是

以大陸文革時期的背景為依據，以小說的手法描

述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前仆後繼控訴中共政權的故

事。」編《五四目錄》，這篇「提要」非看不可。 

序號 0751，王健壯主編《五四的信息》，仙

人掌出版社，民 66，272 頁。 

編者誤為有關「五四」的一本書，其實它是

《仙人掌雜誌》第 1 卷第 3 號，1977 年 5 月出版。

這一期有關「五四」的文章只有一篇，即〈五四

運動的闡釋與評價〉，係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第 14 章的結論，由沈文隆摘譯。 

《仙人掌雜誌》每一期封面、書背、版權頁

均有一標題，如第 1 卷第 1 號「中國的出發」，

第 2 號「鄉土與現實」，第 4 號「紮穩法治的根」

等，這些標題均非題名，有數期是專輯的名稱。

創刊號是把「中國的出發」當代發刊詞。 

序號 0199，秦孝儀主編《五四學生愛國運

動》，近代中國出版社，民 72，287 頁。序號 0818，

白慈飄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近代中國出版

社，民 71，213 頁。《五四目錄》把一本書誤為

兩本書，按這是一本連環圖畫書，秦孝儀主編，

白慈飄撰文，徐慶克繪圖，1983 年 6 月出版，書

未標示頁碼，經《文訊》胡海敏小姐代查，約 98

頁，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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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213，胡勉〈文藝復興與戰鬥：慶祝六

十二年五四文藝節〉，此文與序號 1182，均疑與

「五四」無關。記憶中，中共曾把「五四」稱為

青年節。 

序號 1434，朱嘉雯〈滿天風勢，迎向中國的

文藝復興：側寫「五四文藝雅集」〉，此文與「五

四」毫無關係。 

錯字目前發現四處如下： 

序號 0457，劉小楓〈關於「五四」一代與「五

四」一代的社會學思考札記〉。不可能有兩個「五

四」，後「五四」是「四五」之誤。 

序號 0431，題名中有「與李哲厚對話」，疑

李澤厚誤為李哲厚。 

序號 0924、0925、0926，書名《五四精神的

解咒與重宿》疑重塑誤為重宿。序號 0927，即寫

「重塑」。 

序號 0266，〈害「五四精神」幽靈〉，遺漏

二字，正確的題名是〈斲害「五四精神」的幽靈〉。

所以，頁 219 的題名索引，也是遺漏二字。 

參、作者 

一、著錄錯誤的原因 

探討「作者」著錄錯誤的原因，發現問題出

在編者不夠細心。西文翻譯著作，責任者常會寫

○○○原著，○○○、○○○同譯。如果西洋人

中譯姓氏只有兩個字，如○○原著，粗心的編者，

就會把「原」當作姓氏的一部分。《五四目錄》

序號 0765「戴克原作」就把「戴克原」當姓氏，

作者索引就出現了「戴克原」。類似的例子，發

現在去年（2008）出版的一本藏書目錄，有一本

西洋小說，翻譯者寫「林紓、魏易同譯」，意思

是林紓和魏易合譯，結果編目錄的人，把「同」

字當成名字的一部分，寫成「魏易同」。細心的

編者，發現作者索引有魏易、魏易同，就要懷疑

兩人是否同一人。如果多讀歷史，知道魏易是魏

景蒙的父親，也不會發生這種事。編目錄把作者

姓名寫錯是常有的事，去年（2008）有一本作家

作品目錄，誤把「杜衡」當姓名，「戴杜衡」當

筆名，這與編者閱歷有關，戴杜衡早期是文學理

論家，來臺後是政治評論家，逝世後政治大學李

瞻教授編有《戴杜衡先生紀念集》行世。《五四

目錄》寫錯作者姓名的還有兩人，一是把勞榦誤

為勞幹，張君勱誤為張君勵，都是很有名的人，

不應寫錯。圖書館界偶而會把兩個人的名字寫

錯，一是洪建全基金會創辦人，洪建全寫成洪健

全，一是教授兼作家尉天驄誤為尉天聰。非圖書

館界的人，常把蔣復璁誤為蔣復聰。 

補救的辦法，是平常多看傳記的文章，看《傳

記文學》和《傳記文學》每期連載的「民國人物

小傳」。 

二、作者著錄錯誤舉例 

《五四目錄》作者項著錄疏誤的地方，除上

述數人外，還有下列漏寫作者，主編寫成編輯，

多人署名只著錄一人，著譯作品未注明作者及譯

者，座談會只寫紀錄者或主持人，未寫發言人等。

茲再列舉 16 則如下： 

1. 序號 0106〈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1922-1927）〉

乙文，作者山本達郎。事實上，此文有作者二

人，漏列山本澄子，亦遺漏譯者劉妮玲。這是

一本國立大學主辦的國際會議論文集，漏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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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姓名，篇名有錯字，頁數又寫錯，對國家的

形象不好。 

2. 序號 0798《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集（輯）, 五

四運動》，作者項：張玉法，林載爵，朱雲漢，

王克文編。與事實不符，版權頁、書名頁均寫

張玉法主編，書名頁則加林載爵、朱雲漢、王

克文編輯。 

3. 國內編論文目錄，著錄座談會的責任者項時，

很多寫記錄者、整理者，或主持人，這是有待

商榷的。發言人等同作者，發言人才是主角。

如序號 0879〈啟蒙與救亡：中國時報紐約「五

四運動七十年研討會」發言紀錄〉乙文，文長

37 頁，責任者項寫：倪炎之，潘富堅，李大為；

邱源寶記錄整理，未寫發言人：余英時、張忠

棟、張灝、劉曉波、阮銘、陳其南、杜維明、

劉賓雁、王若水、范達人共 10 人之中任何一個

人的名字，是欠妥的。另有序號 0419，寫呂學

海整理，序號 1292，寫洪錦福記錄；序號 0993，

寫葉勝龍主持，郭崇美紀錄，均應加注發言人

（如楊昌年、韓廷一、陳芳明、陳慶煌、薛化

元等）。 

4. 序號 0478《海峽兩岸論五四》乙書，作者項寫

張忠棟等著。既然是兩岸學人近三十人共同參

與，只著錄一人，是明顯的欠妥。該書的封面、

書名頁、版權頁和書脊四個地方，都寫張忠棟、

包遵信等著，不知為何單單只著錄一人。 

5. 序號 0369，漏譯者（李）弘祺譯。作者索引未

列（李）弘祺。 

6. 序號 0364，作者只列葉啟政，宜加張震東、高

承恕、朱雲漢、周陽山，上列 4 人，均應編入

作者索引。 

7. 序號 0332，責任者項寫「周策縱，沈文隆譯」，

周策縱名後宜加「著」。 

8. 序號 1202，責任者項寫「夏志清，劉紹銘」，

易被誤為兩人都是作者，事實上，前者為作者，

後者為譯者。 

9. 序號 0786，作者傅樂詩宜加英文姓名：Charlotte 

Fruth。奇怪的是作者索引竟然有傅樂詩的英文

姓名。 

10. 序號 1217，趙聰撰；序號 1275，趙聰撰；序

號 1277，尹雪曼著；序號 1278，舒蘭著。「撰」、

「著」均宜刪除。 

11. 序號 0458，題名〈盱功衡過辨是非：五四的

評價〉，作者只著錄包遵信一人，未加「等」

字，此文原刊《國文天地》，後又收在《海峽

兩岸論五四》乙書。此文是 25 人集體發言紀

錄，包遵信只是其中之一。 

12. 序號 0888，題名〈春雷一聲風雲動：五四的

回顧〉，作者只著錄董俊彥一人，未加「等」

字，此文原刊《國文天地》，後又收在《海峽

兩岸論五四》乙書。此文是 19 人集體發言紀

錄，董俊彥只是其中之一。 

上述二題名著錄作者僅列兩人，實際上是 44

人。結果作者索引也只能收兩人。補救的辦法，

可考慮作者項加按語，把參加者均予以列名。 

13. 序號 0081，題名〈五四運動與中國思想〉，

作者王集叢誤為集叢，漏姓氏。 

14. 序號 1151，責任者項：汪崇屏口述，王聿鈞

訪問。疑王聿鈞是王聿均之誤。 

15. 序號 0494，作者薇娜．舒衡哲宜加英文姓名

（Vera Schwa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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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序號 0473，作者湯一方疑為湯一介，因湯一

方的題名〈五四運動的反傳統和學術自由〉，

與序號 0456，作者湯一介的題名〈五四運動

的反傳統和學術自由〉，題名完完全全雷同。 

17. 序號 0754、0755，係同一筆，誤當兩筆著錄，

宜刪其中一筆。題名採用有副題的 0755〈五

四運動的時代背景：歷史學家張玉法從四方面

分析五四和時代關係〉。責任者採用 0754，

即張玉法主講，0755 責任者程登懷改為記錄

者。出版日期採 0755：民 67.5。序號相連，

校對時即可發現係同一筆，不宜出現這種可避

免的錯誤。 

三、楊亮功著錄的缺失 

《五四目錄》著錄楊亮功的論著，共有 6 筆： 
0406  《五四》重印序  傳記文學 
0787  五四運動六十年  東方雜誌 
0816  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  傳記文學出

版社 
1067  五四一甲子  聯合報 
1082  五四  收在周玉山主編《五四論集》 
1090  讀書報國 

看到這 6 筆資料，覺得有幾點缺失：1. 《五

四》乙書，先在《傳記文學》連載，自 34 卷 5 期

至 35 卷 1 期（1979 年 5 月至 7 月）。只有連載前

三章。1982 年出版單行本，六章全收，所以才有

重印序（見序號 0406）。《五四目錄》應收錄《傳

記文學》連載的文章。2. 周玉山主編《五四論集》

乙書，收錄《五四》，應說明全書六章，只收前

三章。3. 序號 0816，著錄《五四：第一本五四運

動史料》，頁數有 503 頁，實際頁數為 205 頁，

相差近 300 頁。4. 《五四》乙書，又收在《楊亮

功先生叢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817-951，無副題「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5. 應

加按語，說明初版時編著者署名楊量工。 

四、外國人著錄的缺失 

外國人作者先列中文姓名，次列西文姓名，

西文正文先列名字，後列姓；書後索引，反之，

即姓在前，加逗點，再列名字。 

《五四目錄》合乎上述標準的只有兩筆： 

0983  舒衡哲（Vera Schwarcz） 

0984  同上 

其餘均未達到上列習慣用法。依序說明如下： 

0003  Mast, Herman  未列中文姓名 

0072  Stevens, Sarah E.  未列中文姓名 

0107  羅滋  未列英文姓名（Jessie G. Lutz） 

0365  Kagan, Richard C.  未列中文姓名 

0402  史華慈  未列英文姓名 

0474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英文名字漏

寫一字，正確的是 Benjamin I. 

0771  Schwartz, B. 正確的著錄法是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0844  史華慈  未列英文姓名 

0494  薇娜．舒衡哲  未列英文姓名，英譯名字

可省略 

0786  傅樂詩  未加英文姓名，作者西文索引卻

有英文姓名 Furth, Charlotte 

0980  Marchant, Leslie R. 未譯成中文姓名 

1422  Knight, D. Sabina  未譯成中文姓名 

《五四目錄》收 Jerome B. Grieder 3 篇論文： 
0643  五四時代的「政治」問題 
0855  胡適與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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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胡適與文學革命 

3 篇均為同一作者，第一、二篇譯為賈祖麟，

第三篇譯為葛瑞德（按中國大陸譯為格里德）。

由於未附上英文姓名，結果造成西文作者索引漏

列，也造成作者筆畫索引未能排在一起。 

為避免類似錯誤發生，著錄責任者項（著者

項）時，中文譯名後要加西文姓名，有不同中文

譯名，另做見片。如上述情形，賈祖麟和葛瑞德

採互見。 

至於第二、三篇文章，篇名和內容完全相同，

分類卻大不相同，一歸入「歷史與外交」，另一

篇歸入「語言與文字」，則是不應該發生的事。 

又，第三篇，即序號 1246，胡適與文學革命  

葛瑞德, 周陽山  仙人掌  2 卷 5 期  民 67  頁

19-30。責任者項應如下列著錄： 

葛瑞德（Jerome B. Grieder）著，周陽山譯。順便

提卷期，2 卷 5 期改為 2 卷 5 號；民 67 增 2 月，

即 67.2。 

肆、出版社 

楊旻瑋〈台灣出版的「五四」研究專書書目

提要〉乙文（收在《從五四到新五四》），收錄

陳少廷主編的三本書（其中第三本《五四目錄》

未收）： 

1. 五四運動與知識青年，環宇出版社，1973 年。 

2.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環宇出版社，1973 年。 

3. 五四運動的回憶，百傑出版社，1979 年修訂再版。 

每種書均記收錄幾篇論文，並寫出論文名稱

及其作者，表示作者看過這三本書。 

周陽山〈五四運動研究資料引介〉乙文說：

「陳少廷編，《五四運動與知識青年》，《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評價》（二書）。（臺北環宇

出版社，新版改為百傑出版社，民國 68 年）。」

周文提到的第二本書名中多出「歷史」二字。 

《五四目錄》收錄陳少廷編的下列三本書： 

1.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環宇出版社，1973

年，329 頁。 

2. 五四運動與知識青年，環宇出版社，1974 年，

313 頁。 

3.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百傑出版社，1979 年

初版，712 頁。 

根據上述楊、周二文，《五四目錄》收錄的

第一、二本書，1979 年似交給百傑出版社再版，

將來求證屬實後，再增補「百傑」版。至於是否

有第三本書，持保留態度。第一，這是論文的篇

名，不像是書名；第二，即使有此書，也不太可

能有 712 頁。後文會提到書的總頁數問題，其中

十本論文集的頁數，只有最近出版的會議論文

集，超過 712 頁。因此，第三本的存在，令人懷

疑。筆者倒是覺得《五四目錄》漏收楊旻瑋文章

中提到的《五四運動的回憶》乙書，楊文一一列

出 1 篇宣言名稱、16 篇論文及其作者、兩篇附錄

的資料，這些都可證明作者看過這本書。 

有關出版社，還有三事可談。 

其一，序號 0815《五四運動在上海》，經世

書局出版，誤為經世出版社。 

其二，序號 1116，左舜生〈五四運動與蔡元

培（1868-1940）〉乙文，收在《中國近代史話集》

（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年），頁 137-144。事實

上，這是 1966 年文星書店出版的一本書：《中國

近代史話初集》，列入文星叢刊 183 號，頁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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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37-144。《五四目錄》應加注明，讓讀者知道

這本書是先由文星書店出版的。 

其三，序號 0840《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乙

書，1935 年出版，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1974 年

香港波文書局曾加影印，共 390 頁。《五四目錄》

所收是古楓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有 596 頁，除

非是重排本？筆者懷疑是影印本，頁數 390 頁誤

為 596 頁。無論如何，《五四目錄》還是要注明

此書至少有兩種版本。 

伍、刊名 

序號 0003，刊名《現代研報》，讀者一定不

知道，沒有聽過這個刊名，按，這個刊名的全稱

是《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由中華民國史

料研究中心編印。《五四目錄》寫第 1 期，是第 1

輯才對。 

與刊名有關的，附帶提一下。《五四目錄》

凡例第一條說本書收錄臺灣出版的專書、期刊、

報紙等。事實上，至少收 7 種香港出版的期刊，

如：《民主評論》、《明報月刊》、《大學生活》、

《人生》、《今日世界》、《自由人》、《自由

報》。新加坡收錄的期刊有《讀史劄記》，由南

洋大學歷史系出版，國家圖書館有收藏這份期刊。 

當初，編《五四目錄》如果附有「收錄期刊

一覽」，就可避免發生上述的錯誤。 

陸、期刊的序號 

國內期刊出版的序號，可歸納成 3 種：卷期、

總期數、卷期和總期數並列。有的期刊不用卷期，

用卷號；不用期數，用第幾「輯」；《中研院史

語所集刊》採用第幾「本」，有時一本又出第一

分、第二分、第三分、第四分。中國大陸流行西

元紀年加期數，如 2009 年第 2 期。《五四目錄》

可能是利用各種資訊網的資料，這些資訊網對期

刊序號的著錄並未統一，加上不少期刊本身既有

卷期，又有總期數，也造成編目錄者的困擾。 

國家圖書館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對此問題的處理方法是卷期與總期數並列，筆者

想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下面提出幾點《五四目錄》處理期刊序號欠

妥的地方： 

1. 序號連接又著錄同一種期刊，一用卷期，一用

總期數： 

1221  幼獅文藝  40 卷 4 期  民 63.10 
1222  幼獅文藝  343 期     民 63.3 

都是屬於國家圖書館出版的二次文獻，期刊序

號的著錄，宜有統一的規定。 

2. 序號 1411「中央月刊文訊別冊 142 期」據當期

《文訊》封面及版權頁是如此著錄「文訊別冊

2 號（總號 142）」，又據吳穎萍主編《文訊

25 週年總目》頁 110-111 所載，就直接寫文訊

142 期。 

3. 序號 1265，把《王詩琅全集》第 6 卷（卷六），

誤為第 6 期。出版年民 69 年誤為 68 年。 

4. 序號 003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述要，

茶陵，書評書目，61、70、73 期。這種連載的

書摘，不可能第 1 期和第 2 期，中間相隔 9 期。

經查檢後，發現漏寫四期：62、63、65、67。 

柒、出版日期 

編論著目錄，著錄書刊的出版時間，專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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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著錄出版年，有的寫民國紀年，有的寫西元紀

年，或者兩者並列。期刊部分，一定要著錄月份，

週刊則要著錄幾月幾日，不能只著錄到月份。《五

四目錄》對於專書、論文集、個人文集出版日期

的著錄，有時寫民國紀年，有時寫西元紀年加民

國紀年，如《海峽兩岸紀念五四七十年論文集》，

寫民 81（序號 0924），《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寫 1980[民 69]，體例未統一。 

至於期刊部分，約收錄 700 筆左右，卻有近

130 筆，未寫月份，未免草率。 

另有序號 0798：「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輯

（《五四目錄》誤為第六集），五四運動……民

69 年（按民 70 年 12 月初版才對）」。《五四目

錄》所收約近 30 篇論文，出版年全部寫成 72 年，

相差 3 年。想不出怎麼會發生這種情事。 

捌、頁數 

一、起訖頁數的錯誤 

《五四目錄》著錄起訖頁數頗多錯誤，探討

其原因是照抄目次頁的頁碼。有時目次頁的頁碼

就印錯，如序號 0854，題名〈史學家曲解歷史〉

乙文，頁碼起頁寫「515」，正確的頁碼是「551」，

又如序號 0967，起頁 455，目次頁誤為 453。訖頁

錯誤較多，其中以相差一頁居多數（原因前文「著

錄題名等以正文題名頁為準」乙節中已提過）。 

如序號 0367，頁 619 誤為 620；序號 0372，

頁 511 誤為 512；序號 0378，頁 413 誤為 414；序

號 0384，頁 559 誤為 560 等。也有不少相差三頁

的，如序號 0223，頁 745 誤為 748；序號 0158，

頁 221 誤為 224；序號 0572，頁 307 誤為 310 等。 

為避免這些小缺點，一定要翻到書刊的正

文，找起訖頁來抄。至於轉頁可以不抄，起訖頁

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告訴讀者這篇文章的分量。

《五四目錄》序號 1160，「頁 14-30+2-6」，是表

示文章在頁 14-30，至於「+2-6」，不知代表什麼

意思，從未見過這種著錄方法。 

二、總頁數的錯誤 

10 本重要的「五四」論文集，有 9 本的總頁

數錯得離譜，茲列舉序號、書名、編者、正誤頁

數如下： 

0698  五四愛國運動四十周年紀念特刊，國立北

京大學臺灣同鄉會編，75 頁誤為 547 頁。 

0777  五四與中國，周策縱等著，711 頁誤為 426 頁。 

0775  五四研究論文集，汪榮祖編，402 頁誤為

296 頁。 

0368  五四論集，周玉山主編，712 頁誤為 138 頁。 

0798  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輯（《五四目錄》誤

為第六集）, 五四運動，張玉法、林載爵、

朱雲漢、王克文編，549 頁誤為 393 頁。 

0476  從五四到新五四，余英時、包遵信等著，

703 頁誤為 221 頁。 

0123  五四：多元的反思，李澤厚、林毓生等著，

273 頁誤為 465 頁。 

0472  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 70 周年紀念文選，

湯一介編，428 頁誤為 120 頁。 

0478  海峽兩岸論五四，張忠棟等著，232 頁誤為

486 頁。 

0964  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呂

芳上、張哲郎主編，861 頁，無誤。 

其他專書總頁數的錯誤，還有序號 0526《從五

四到河殤》，423 頁誤為 286 頁。序號 0815《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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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在上海》，249 頁誤為 233 頁。序號 0866《五

四運動史》，桂冠圖書公司，頁數 423 頁，此書在

圖書館只看到上冊，372 頁。另一本龍田出版社版

《五四運動史》（序號 0803），1980 年，703 頁。

筆者手上有一本 1981 年 1 月修訂再版的，536 頁。 

玖、類目與分類的商榷 

一、類目的商榷 

類目的作用在於「揭示具有共同屬性的一組

文獻即同類文獻」，類目有多種類型，常見的是

按等級分為基本部類、基本大類（一級類目）、

二級類目、三級類目等。（見《圖書館學百科全

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年，頁 74-75）

基本部類像經史子集，不能單獨列表；基本大類

像美國的杜威十進分類法分為 10 大類，美國國會

圖書館分類法分為 20 大類，國內的中國圖書分類

法分為 10 大類，中國大陸的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分

為 22 大類。基本大類可單獨列表，不必有二級類

目。所以《五四目錄》只有 11 類，沒有二級類目。

陳亦伶的書評，提到《五四目錄》的 11 個類目完

全是依據國家圖書館的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資

料庫的分類方式，按 11 類的類目（類名）有哲學、

宗教、科學、技術、教育、社會、文化、禮俗、

政治、經濟、外交、歷史、傳記、語言、文學、

藝術等四十餘字，幾乎完全出現在《中國圖書分

類法》、《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的一、二級

類目，難怪陳亦伶批評說「套用哪一種專科目錄

皆可」適用。類目（類名）共有 53 字，未有書名

中的「五四」或「五四運動」這幾個字，是欠妥

的。林慶彰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

分 4 大類目，第二類目是「乾嘉學術通論」，第

三類目是「乾嘉學者分論」。中國大陸寇淑慧編

《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分上下兩編，

上編是「詩經通論」，類目都會有書名的影子。 

陳亦伶更具體指出分類的類目要能看出與五

四研究的關係，在校學生能有這種看法，極為難

得、少見。接著又列舉 3 種類目，供編者參考，

即：五四運動與國父思想、五四研究相關書評、

五四時期的科學思潮。筆者也嘗試列舉十幾種類

目供參考之用：五四綜論（總論）、五四事件的

經過、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五四與新文學運動、五四與中國知識分子、五四

思想解放運動、五四與民主法治、五四與啟蒙運

動、五四的評價（含五四的回顧）、五四人物評

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文獻史料及其他。 

二、分類的商榷 

圖書分類或論文分類，理論方面存在兩個問

題，一是前文所談，要有合理的分類體系和分類

表；二是歸類是否適當。歸類就是內容性質相同

的圖書論文分類在一起。《五四目錄》有部分題

名內容與性質完全相同，甚至是連作者與題名都

是一樣的，卻未能歸類在一起，有的還歸入不同

的大類（指 11 類）。陳亦伶〈《五四運動論著目

錄初稿》評介〉乙文，亦指出序號 0322 條「五四

的歷史教訓」置於「社會與文化」類，但類似條

目亦置於「歷史與外交」類。本文另提出 11 條有

待商榷的例子，敬請讀者指教。 

1. 周策縱的同一部著作《五四運動史》，只是版

本不同，卻出現在不同的頁數，龍田出版社出

版的在 116 頁（序號 0803），桂冠圖書公司出

版的在 121 頁（序號 0866）。同樣是該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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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導言、定義，序號有的是 0776，有的是 0823，

未能排在一起。 

2. 趙聰著《五四文壇點滴》、《五四文壇泥爪》，

書名與出版社不同，內容完全相同，序號分別

是 1217、1275，相差近 60 號。 

3. 夏志清同一篇文章〈文學革命〉，序號 1202

和 1230，應緊接一起才對。 

4. 楊一峯、劉家麟、魏汝霖三人寫的篇名都是〈五

四運動真相〉，《五四目錄》楊文入「社會與

文化」類，劉、魏二文入「歷史與外交」類。

除非確知內容不同，不然筆者都會歸入同一類。 

5. 都是 Jerome B. Grieder 的著作〈胡適與文學革

命〉，譯者都是周陽山，序號 0855，歸入「歷

史與外交」，序號 1246，歸入「語言與文學」。 

6. 同一場座談會，發言人都是葉啟政等一批人，

刊登出來的題名，正題都是「文化中國的漫漫

天涯路」，序號有 0364、0348 之別。 

7. 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序號 1212），

該文的附錄（序號 1210）不應該排在該文的前面。 

8. 序號 0081，集叢〈五四運動與中國思想〉乙文，

與序號 0271，王集叢〈五四運動與中國思想問

題〉，應是同一篇文章，《五四目錄》一篇歸

入「哲學與宗教」，一篇歸入「社會與文化」，

應屬同一類。 

9. 報紙、期刊的五四專輯文章，應儘量歸入同一

類，不要打散，便於讀者檢索。如為紀念五四

一甲子，《聯合報》自 1979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4 日，刊登有關「五四」的文章，約有 20

篇，五月底以前又續登六、七篇。其中，4 月

22 日至 5 月 1 日談「我參加五四運動專輯」的

文章，有 12 篇，有 10 篇歸入「傳記與回憶」

類，回想過去的事，都可稱為回憶，陶希聖〈火

燒曹公館〉，鄭彥棻〈愛國運動在廣東〉，都

可歸入「回憶」類。 

《聯合文學》第 4 卷第 7 期「五四文學專卷」，

7 篇文章分別歸入「文學」、「傳記」、「社

會與文化」三類，似可全部歸入文學類。 

10. 中國學者陳平原的著作《觸摸歷史與進入五

四》，書名又是篇名，只是書名有副題，篇名

則無，《五四目錄》一歸入「歷史與外交」，

一入「社會與文化」。 

類似的還有左舜生的文章，書名及篇名都有

「戊戌、辛亥、五四」幾個字，分類不同（序

號 0724、0794），筆者覺得都可歸類在一起。 

11. 序號 0120，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作者龐樸；另一序號 0921，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作者羊滌生。題名相同，文章

未見，不敢確定是否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人，

應可分類在一起。 

拾、漏收部分 

一、主題論文集的漏收 

以「五四」為主題的論文集或以「五四運動」

為主題的研討會論文集，所有的論文，不論新撰、

新譯、書評或報刊已刊登過的文章，均應全部收

錄。下列論文集，經與《五四目錄》核對後，共

發現漏收 33 筆，茲將作者及題名列舉如下： 

《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漏收 3 篇 

1. 陳以愛〈「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2. 張玉法〈山東人民對巴黎和會中有關山東問題

的反應〉 



佛圖論壇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9 期  98 年 6 月 80

3. 王遠義〈宇宙革命論〉 

《五四與中國》至少漏收 10 篇 

1. 鍾玲譯〈五四運動的定義〉 

2. 鍾玲譯〈五四運動的背景和歷史意義〉 

3. 鍾玲譯〈觀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 

4. 沈文隆譯〈五四運動的闡釋和評價〉 

5. 鄒紀萬 何懿玲〈訪林毓生教授「開放心靈」的

認識與瞭解──對「五四」文化接觸的反省（按

此文原登《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8 卷第 5 期，

未收） 

6. 余英時〈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按《五四目

錄》收〈「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檢討：兼

論今後文化運動的方向〉） 

7.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

來應取的方針〉 

8. 吳文祺〈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 

9. 田烱錦〈「五四」的回憶與評議〉（按《五四

目錄》序號 1032 收〈「五四」的回憶與平議〉

乙文，原刊登《傳記文學》第 15 卷第 3 期、第

4 期，原題有副題「讀本刊『五四運動五十周

年紀念特輯』後作」） 

10. 傅樂詩著，陳弱水譯〈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按《五四目錄》序號 0786，所收篇目係《中

國時報》，1979 年 4 月 21 日） 

《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輯, 「五四運動」漏收 3 篇 

1. 林一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2. 黃福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 

3. 周陽山〈「五四運動研究資料」引介〉 

《五四研究論文集》漏收 3 篇 

1. 林載爵〈五四與台灣新文化運動〉 

2. 張朋遠〈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3. 汪榮祖〈（五四研究論文集）卷首語〉，此文

長 15 頁。 

《從五四到新五四》漏收 3 篇 

1. 楊念群〈「兩個軸心」的失落與「五四」文化

選擇──兼論民粹思潮的崛起〉 

（收 0468）刊登《中國論壇》第 28 卷第 2 期 

2. 周玉山〈魯迅與五四運動〉 

3. 余英時〈「五四」重回知識分子的懷抱〉 

《五四：多元的反思》漏收 1 篇 

陳來〈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五

四」文化思潮的反思〉 

《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 70 周年紀念文選》漏

收 4 篇 

1. 彭明〈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文化觀〉 

2. 馮友蘭〈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教育家、哲學

家蔡元培〉 

3. 包遵信〈梁漱溟論〉 

4. 龐樸〈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海峽兩岸論五四》 

《海峽兩岸論五四》是一本論文集，《五四

目錄》收錄的序號是 0478。內容分上下兩編。上

編海峽兩岸論五四，篇目有四： 

1. 春雷一聲風雲動──五四的回顧  莊萬壽、包

遵信等 

2. 盱功衡過辨是非──五四的評價  陸寶千、陳

來等 

3. 繼繼繩繩開新運──今後的展望  楊惠南、湯

一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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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訪湯志鈞教授談康有為、章太炎與五四運動  

傅武光 

下編七十年風霜──從北京到台北，是「五

四」演講及座談會的記錄，篇目有五： 

1. 五四的今昔觀  王家儉 

2. 胡適對中國傳統的評價  呂實強 

3. 從五四看海峽兩岸民主的進程  張忠棟 

4. 「七十年風霜──從北京到台北」座談會  鄭

明娳、王熙元、莊萬壽、沈松橋、廖隆盛 

5. 浪漫情思與理性建構──五四留給我們的歷史

教訓  王邦雄 

上下編 9 筆資料，《五四目錄》均未收錄，

雖然《五四目錄》收錄 3 筆與本書中雷同的篇名：

〈五四的回顧〉（序號 0888）、〈五四的評價〉

（序號 0458）、〈訪湯志鈞教授談康有為、章太

炎與五四運動〉（序號 0886），但是出處都是《國

文天地》第 4 卷第 12 期。可以這樣說，《五四目

錄》未把本書當做論文集，所以 9 筆資料都漏收。 

二、期刊專號的漏收 

期刊出版「五四」紀念專輯是常有的事，今

年（2009）《文訊》即以兩期的篇幅刊載「五四」

九十周年的文章。《五四目錄》收期刊五四專輯、

專號上的文章，漏收的情形較少。就所知僅兩篇

而已。一是〈「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

干擾──《胡適自傳》第九章〉，胡適口述，唐

德剛撰稿，刊登《傳記文學》第 34 卷第 5 期，1979

年 5 月。一是〈被放大和扭曲的五四──新一代

看五四和台灣新文化〉，作者有張恆豪、江夏、

江軍、呂葆光、蘇峰山，刊登《新文化》第 4 期，

1989 年 5 月。 

較有爭議的是《聯合文學》第 4 卷第 7 期（1988

年 5 月）出版的「五四文學專卷」。這一期的內

容只有兩部分，《五四目錄》收錄第一部分「論

五四一代的文學」的 7 篇論文（共 23 頁），未收

錄第二部分「五四一代的作品」（共 170 頁）。

第二部分收小說家、詩人、戲劇家、散文家共 24

位的作品 24 篇，每篇附有作家小傳和對選刊作品

或其他作品的評隲輯錄，這是一部分很重要的資

料，所佔篇幅有 42 頁。筆者猜想《五四目錄》未

收錄的原因，是認為這是創作，不是論文。問題

是當初《聯合文學》設計此專號是有整體規畫的，

必須兩部分並存，才能完整地呈現「五四」一代

文學的面貌，未收錄即失去當初設計者的本意。

所以，原則上筆者是贊成收錄第二部分。這裡遇

到一個難題，即題名和作者如何著錄（刊名、卷

期、出版年月、起訖頁數都沒有問題）。筆者試

擬題名如下：五四一代的作品：小說〈藥〉等，

詩〈鐵匠〉等，戲劇〈壓迫〉等，散文〈人的文

學〉等，共 24 篇。試擬作者項如下：魯迅、劉半

農、丁西林、周作人等。題名後可加按語：附作

者小傳及有關評論摘要。筆者估計，包括題名、

作者、刊名至起訖頁次，排印時不會超過四行。

《五四目錄》有的條目還排印成五行（如序號

0686、1378）。 

編目錄會遇到文章收錄與不收錄兩難的問

題，可請教專家，也可開會討論，取得共識。 

另外，《傳記文學》第 42 卷第 5 期（1983 年

5 月），刊載 3 篇有關「五四」的文章，依序是：

吳相湘〈五四親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陸

宗輿〉，楊亮功〈「五四」重印序（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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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阮毅成〈從「五四」談到「浙江新潮」〉，

《五四目錄》收錄後二篇，獨漏第一篇。可是《五

四目錄》卻收錄兩篇與「五四」人物相關的人的

文章，即〈「五四」殉國三烈士〉（序號 1039）、

〈「五四運動」的點火人〉（序號 1040），則談

「五四」親日的人物，似可考慮收錄。 

三、〈播種者胡適〉論戰相關文章的漏收 

胡適在 1962 年 2 月 24 日逝世。同年 1 月 1

日李敖在《文星》第 51 期發表〈播種者胡適〉乙

文，同年同月 25 日葉青（任卓宣）發表〈誰是新

文化底播種者〉（《政治評論》第 7 卷第 10 期），

對李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五四目錄》

收錄葉青的文章，卻未收李敖的文章，鄭學稼接

著也發表不同意李敖文章的看法〈小心求證〈播

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文星》第 52 期，1962

年 2 月 1 日）乙文，《五四目錄》也未收錄。李

敖在 1962 年 3 月 1 日的《文星》第 53 期又發表

〈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乙文，葉青和鄭學

稼兩文再撰文反駁李敖的看法，這 3 篇文章，《五

四目錄》，也未收錄。（按葉青的文章題名〈再

論誰是新文化底播種者〉，刊登《政治評論》第 8

卷第 2 期，1962 年 3 月 25 日。鄭學稼的文章題名

〈論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運動──附答李敖先

生〉刊登《文星》第 54 期，1962 年 4 月 1 日）即

使支持李敖看法的兩篇文章，《五四目錄》也未

收錄。（按這兩篇分別由田尚明（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孫德中的筆名）撰文〈談胡適在《新青年》

發表的信和文〉，刊登《文星》第 55 期，1962

年 5 月 1 日；蘇雪林撰文〈開庭「審」胡適──

胡適博士與文學革命〉，刊登《作品》第 3 卷第 4

期，1962 年 4 月 1 日） 

以上共計 8 筆資料，漏收 7 筆。 

四、收錄標準不一的漏收：專書的章節部分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出版後，臺灣曾翻譯其

中的十章（全書共十四章），周陽山主編的《五四

與中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 年）選譯六

章，《五四目錄》收第二、四、七三章，有三章未

收。周玉山主編的《五四論集》（成文出版社，1980

年）選譯四章，《五四目錄》卻一章也未收。共計

十章，選收三章，未收七章，筆者想連周氏兄弟都

不知道《五四目錄》收錄的標準何在？ 

五、收錄標準不一的漏收：單篇論文部分 

收序號 0817，「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及其
關連性 

卻未收林明德撰〈「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

的關連〉乙文，此文刊登《中研院近史所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又收

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22 編。 

收序號 0397，民初之知識份子（1912-1928） 

卻未收王聿均撰〈民初文學的趨勢〉乙文，此文

第四節討論「文學革命」及其評價。 

收序號 0734，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五
四人的悲劇型像及其分析 

卻未收與上列同一作者郭正昭撰〈王光祈與少年

中國學會（1918-1936）〉乙文，此文刊登

《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2 期，又收在《中

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22 編。 

收序號 0897，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卻未收同書《文化的道路》（紀念「五四」八十

周年）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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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序號 0954，顧維鈞〈巴黎和會的歷史真相〉，傳
記文學，第 75卷第 1-2期，1999年 7-8月。 

卻未收同一作者、同一期刊、同一主題──巴黎

和會的兩篇文章：〈巴黎和會的回憶〉（第

7 卷第 6 期，1965 年 12 月）；〈巴黎和會

的幕前與幕後〉（第 45 卷第 3-4 期）。 

六、收錄標準不一的漏收：資料彙編部分 

唐山出版社於 2000 年出版一套資料彙編，書

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紀念「五四」

八十周年》，主編者有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

編輯者有劉季倫、薛化元、潘光哲。內容是蒐集

與整理「五四」以來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資料，

材料以期刊、文集為對象，如果是「取材於個人

文集者，必儘可能索查原刊出處，相互覆校，力

求呈現文獻的原始風貌」。全書分為 9 種 10 冊，

這 9 種書名是：1. 什麼是自由主義？2. 「五四」

與學生運動。3. 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4. 文化的

道路。5. 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6. 社會改革的思

潮。7. 民主、憲政、法治（2 冊）。8. 基本自由

與人權保障。9. 自由經濟的主張。 

這一套書，《五四目錄》收 6 種，未收 1、6、

9 三種，未知編者標準何在？以第一種來說，自由

主義是「五四」以降具有影響力的思潮主義，首

冊書名標榜自由主義，是沒有理由不收錄的。再

以第 6 種《社會改革的思潮》來說，其內容包括

個人主義、婦女解放、家庭問題，以及社會的平

等等，都是「五四」以來眾所關注的焦點話題，

更應該收錄。第 9 種是在經濟的領域裡，主張自

由經濟，反對統制經濟，思考經濟自由與社會平

等的關聯，也應收錄。加上這一冊收錄全書 9 種

10 冊的總目錄和作者索引（還附有作者異名表），

可供讀者檢索全書之用。 

又，雖然《五四目錄》收錄第二種《「五四」

與學生運動》，然書中 40 篇文章中有多篇涉及「五

四」學生愛國運動，未能加以收錄，不無遺憾。 

七、個人文集的漏收 

編專題文獻目錄，文集（含個人文集、會議

論文集、主題論文集）是僅次於期刊文獻的重要

文獻源。《五四目錄》約收期刊論文 770 筆，約

佔了《五四目錄》所收 1,559 筆的一半，其次，

文集論文約 450 筆。筆者抽選身邊的韋政通和李

澤厚的文集，核對《五四目錄》，發現均有遺漏

的情事。《五四目錄》韋政通收 5 筆資料，序號

分別為 0317、0412、0639、0646、0832。筆者據

韋政通《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東大圖書公

司，1989 年）乙書，查出〈「五四」在今日的意

義〉、〈民主：播種不易，收成尤難──念「五

四」想今朝〉兩筆，是《五四目錄》漏收的。這

兩筆均分別刊載於《中國論壇》1986 年 5 月、1988

年 5 月。 

李澤厚的文章，《五四目錄》收了 3 筆，序

號分別為 0123、0441、0873。筆者據李澤厚《走

我自己的路》（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年）乙

書，查出〈「五四」回眸七十年──香港答林道

群問〉、〈啟蒙的走向──「五四」七十周年紀

念會上發言提綱〉兩筆，是《五四目錄》漏收的。

同書〈關於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討論〉乙文，也

是討論「五四」的文章，也可收錄。 

其他，像自稱「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常利

用每年的五月份，發表檢討五四運動的文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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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錄》收 9 筆，漏收〈讓我們携手從事文化的

創建──兼紀念五四〉乙文，此文收在陳鼓應編

《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此書 1969 年

出版，世界文物供應社經銷，1978 年增訂版，由

遠景出版社印行。 

據《五四目錄》作者索引，約收 20 筆左右的

作者有林毓生、余英時、周策縱、周玉山、周陽

山。他們的文集，很可能還會有《五四目錄》漏

收的情形，礙於截稿時間已到，無法核對。 

拾壹、輔文部分 

一、作者索引 

作者索引有的處理得很好，如正文出現的作

者欄位，有寫「社論」、「編輯部」、「每週評論」

等，這些並非作者，所以編作者索引時改題「大

學雜誌社論」、「中華雜誌社論」、「政治評論社論」、

「綜合月刊編輯部」、「中華雜誌每週評論」等，

這是正確的做法。不過，仍有些缺失，如： 

1. 作者姓名寫錯，勞榦誤為勞幹，張君勱誤為張

君勵，戴克誤為戴克原（按序號 0765，題名〈蔡

元培與五四運動〉乙文，責任者寫「戴克原作；

劉美德譯」，這裡有兩個錯誤：(1) 戴克是外

國人，其姓名是 William J. Duiker，「原作」係

一名詞，指譯文所根據的原文；(2) 劉德美誤

為劉美德），王聿均疑誤為王聿鈞，阮毅成疑

誤為阮毅。 

2. 本名與筆名，應做互見。如任卓宣與葉青，周

玉山與茶陵，王杏慶與南方朔。外國人 Jerome 

B. Grieder，一譯為葛瑞德（序號 1246），一譯

為賈祖麟（序號 0855），亦應做互見。 

3. 外國人中文姓名應加英文姓名，如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傅樂詩（Charlotte 

Furth），舒衡哲（Vera Schwarcz），薇娜．舒

衡哲（Vera Schwarcz），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葛瑞德（Jerome B. Grieder），羅滋

（Jessie G. Lutz）。 

4. 侯健的文章序號 1234、1235，不論題名、刊名、

卷期、起訖頁次等完全雷同，序號應併為一號。

又，金兆及其序號 0421，應取消，因其作品《五

四廣場》是小說。 

5. 姓氏筆畫算錯，薩孟武的「薩」是十八畫，疎

蕙的「疎」是十二畫，均誤排在二十二畫以上。

附帶提一下，國家圖書館編的目錄，筆畫多少

的「畫」都寫成「劃」，應改過來。筆畫是名

詞，劃是動詞，兩者是有區別的。 

6. 英文姓名部分，Schwartz, Benjamin I.誤為

Schwartz, Benjamin。 

7. 英文姓名遺漏Lutz, Jessie G.。 

8. 西文姓名應加一人：Grieder, Jerome B.  0855  

1246。 

二、題名索引 

（一）特殊符號排列法的缺失（見圖一） 

編論文目錄，正文按分類排列者居多，為方

便讀者從不同角度檢索資料，正文前備有分類總

表和詳表，正文後有各種輔助索引，其中最流行

的是作者索引、題名索引、標題索引。有獨立排

列的，也有混合排列的。作者索引多按中文、西

文（包括英文字母、拉丁字母、希臘字母）、日

文、韓文排列。中文習慣以筆畫多寡排列，少數

按照四角號碼和部首排列；中國大陸則改用漢語

拼音排列。題名索引除上列幾種排列法外，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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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開頭是阿拉伯數字的，也有集中排列的。這幾

種編法或檢索方法，編者和讀者（用戶）已習以

為常，成為慣例。 

《五四目錄》的題名索引，除保留傳統的漢字

筆畫、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排列法外，另創特殊

符號排列法。這似乎是中文索引史上的創舉。所謂

特殊符號包括兩組，一組依序是《》、〈〉、[ ]、

「」等；另一組依序是：，、（本身亦未統一，也

有依、：排序的）。其方法是把 145 筆題名開頭有

第一組符號者集中排列，照第一組順序排列，符號

相同，再照漢字筆畫排列。如第 1 筆為： 

《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序。第 6 筆為：  

《紅樓夢》與五四小說。第一種符號《》排列完畢，

改排第二種符號「」，所以第 10 筆《歌謠》

與五四新文學排列完畢後，開始排第 11 筆： 

「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 

如果第一組符號緊接著出現第二組符號，要照

第二組符號順序排，如第 14 筆、第 15 筆： 

「五四」、胡適與自由臺灣：「五四」八十三周年

紀念感言。 

「五四」：一個未完成的文化運動。接著又排沒有

第二組符號者，如第 18 筆： 

「五四」一感 

現在麻煩的問題來了，序號 1212，侯健的文

章，題名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題名沒有特

殊符號；序號 1210，也是侯健的文章，題名是：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附錄，有特殊符號。這

種情形，我們編題名索引，一定是先排沒有特殊符

號的，再排有特殊符號的，這兩筆一定排在一起，

只是上下而已。按照特殊符號排列法，先排《從文

圖一：特殊符號排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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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附錄。沒有特殊符號則按傳統

漢字筆畫排。結果是：按照特殊符號排列的，出現

在《五四目錄》第 187 頁，照漢字筆畫排列的，出

現在《五四目錄》第 222 頁，兩者相差 35 頁。類

似的情形還有： 

「五四」思想和文學（侯健） 

五四思想和文學（侯健） 

分別出現在第 188、198

頁，兩者相差 10 頁。 

「五四」雜感（孫陵） 

五四雜感（夏志清） 

分別出現在第 190、207

頁，兩者相差 17 頁。 

這樣的話，讀者找資料，

還要先記得五四、五四運動有

無加引號。 

這種排列法，也出現在漢

字筆畫排列法。如頁 217： 

紀念「五四」：發揚「愛國主義」

與「理性主義」精神 
…… 
紀念「五四」應有的認識 

紀念五四六十周年之際論詩的

新與舊 

傳統的排列法是這樣： 

紀念五四六十周年之際論詩的

新與舊 

紀念「五四」：發揚「愛國主

義」與「理性主義」精神 
…… 
紀念「五四」應有的認識 

兩相比較還是有差別的。其他，如頁 221：（見

圖二） 

從「新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 

從大共同體本位走向公民社會…… 

圖二：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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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3： 

論「探索小說」…… 

論中國意識的危機…… 

頁 235：（見圖三） 

關於[周策縱等著]《五四論集》 
…… 
關於「復古運動」：敬答袁晴

暉先生…… 

關於五四運動…… 

以上列舉的排列方法，筆

者曾請教幾位圖書館界的朋

友，他們都說這種排列法打亂

了讀者幾十年來查題名索引的

習慣，一千五百筆的小專題目

錄，都可以相差 35 頁，假使是

兩萬筆以上的目錄，那不知要

相差多少頁，不知要給讀者帶

來多少困惑和不便。 

國家圖書館是圖書館界的

火車頭，國圖索引的編法應具

示範作用，是供國人編索引的

人採用遵循的。這種特殊符號

法，館內要先有共識，館內各

單位編題名索引也要這樣編

排，還要跟圖書館界、出版界、

文獻學系的老師充分討論和溝

通，也要徵求讀者、用戶的意

見。一定要先集思廣益，不能貿然行事。 

（二）題名索引的加工 

題名索引會有題名相同排列在一起，如「五四

運動」，即有 4 筆，序號分別是 0330、0804、0857、

0896，如果讀者要找蔡清隆寫的，運氣好很快就找

到，運氣欠佳者，可能要找 4 筆。如果在題名後用

圓括號加注著譯者，讀者就不會有這種困惑。這種

題名加工，一點也不困難，但是《五四目錄》並沒

圖三：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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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做。檢查《五四目錄》，

題名索引需要加工的，至少有

36 筆。舉例如下： 

頁 195 

序號 0353  五四（周策縱） 

序號 1082  五四（楊亮功）（見

圖四） 

頁 201 

序號 0330  五四運動（蔡清隆） 

序號 0804  五四運動（包遵彭） 

序號 0857  五四運動（殷海光） 

序號 0896  五四運動（張國燾） 

頁 202 

序號 0041  五四運動史（林雙不，書介） 

序號 0803  五四運動史（周策縱原著，楊默夫編

譯，龍田出版社）。中國大陸譯成《五四運動：

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江蘇人

民出版社，1990 年。 

序號 0866  五四運動史（周策縱著，桂冠圖書公司） 

頁 203 

序號 0473  五四運動的反傳統和學術自由（湯一

方，聯合報） 

序號 0456  五四運動的反傳統與學術自由（湯一

介，聯經公司） 

（按應是同一人，核對文章即可得答案） 

頁 203 

序號 0754  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張玉法，書評

書目，第 61 期） 

序號 0824  五四運的時代背景（張玉法，中國現

代史論集） 

序號 0755  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歷史學家張玉法

從四方面分析五四和時代的關係（程登懷，書評

書目，第 61 期） 

（按序號 0754、0755 是同一篇，應合併） 

頁 203 

序號 0324  五四運動的檢討（唐湘清） 

序號 0339  五四運動的檢討（余英時） 

頁 204 

序號 0315  五四運動真相（楊一峯） 

序號 0741  五四運動真相（劉家麟） 

頁 204 

序號 0250  五四運動新評價（劉中朗） 

序號 0310  五四運動新評價（曲江） 

頁 216 

序號 0029  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評介

（周玉山） 

序號 0030  侯健著《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魏

子雲） 

圖四：序號 0353、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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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0024  侯建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評

介（馬森） 

序號 0028  侯健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評

介（于治中） 

頁 218 

序號 0855  胡適與文學革命（賈祖麟著；周陽山譯） 

序號 1246  胡適與文學革命（葛瑞德，周陽山） 

頁 222 

序號 1204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劉心皇） 

序號 1212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侯健） 

頁 223 

序號 0137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劉邦富） 

序號 1086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秦賢次） 

頁 226 

序號 0044  評介《五四論集》（傅彥） 

序號 0048  評介「五四論集」（周陽山） 

頁 226 

序號 0021  評介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謝世芬） 

序號 0054  評介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雷慧兒） 

頁 232 

序號 0765  蔡元培與五四運動（戴克著，劉德美譯） 

序號 1160  蔡元培與五四運動（高平叔） 

頁 235 

序號 0120  繼承「五四」，超越「五四」（龐樸） 

頁 236 

序號 0921  繼承「五四」、超越「五四」（羊滌生） 

三、序文、凡例、目次的編寫法 

（一）序文的寫法 

筆者是非常反對政府、文教機關出版的工具

書有兩篇序文。中央圖書館編輯兼出版的《中國

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目次頁只排印

一篇序文，內文卻出現前後任館長的兩篇序文。

其中有一篇既無頁碼，字體與另一篇序文的字體

不同。前者用楷體，後者與凡例等都是用宋體。

如果把前一篇序文撕去，並不影響全書頁碼的連

貫。此書究竟是一篇序文，還是兩篇序文，有不

同的解讀。後來《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即將

付排，出版單位陳奇祿院士寫一篇序文，文章有

一個地方與事實不符。未有編輯單位中央圖書館

館長的序文，如果有序文，一定有更多與事實出

入的地方。前幾年由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

中心出版的《台灣文化事典》，分別由前任、現

任校長各寫一篇序文，一說此書是辭典，一說此

書是百科全書，說法不一，令讀者產生困擾。同

樣的故事發生在漢學研究中心出版的多部二次文

獻的序文上，這些由中心主任（館長兼）署名發

表的序文，都說出版這些專題目錄是有規畫的，

卻從未提到什麼較完整、較具體的規畫項目，連

重點（如文史哲）都隻字未提。另一方面，從主

編者的序文中一點也看不出他們編的二次文獻是

屬於漢學研究中心的規畫項目，看到、聽到的是

編輯竣事才交給漢學研究中心校對和印刷。潘重

規教授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序文說：「……

因此鄭君（鄭阿財）將搜羅所得，自 1908 年以來

中日兩國長達八十年的論著目錄結集成冊，以供

學者採擇。承蒙國立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

心大力支持，予以出版。」《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主編林慶彰在兩頁（56 行）序文中提到漢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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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只佔一行，文字中只提到該中心相關人員

的「精神支持」四個字。如果漢學研究中心只負

責印刷和出版，建議「漢學研究中心編印」中的

「編印」二字取消，改為「出版」。因為「中心」

只有「印」未有「編」，這樣更改較符合事實。

事實上這些二次文獻的主編都是各大學的教授，

有他們的序文就夠了。 

最近看到老同事為《五四目錄》寫的序文，

感觸良深。深深覺得還是要有「傳承與創新」的

觀念。序文不妨先寫些過去為了配合時代的需

要，圖書館曾編了許多專題目錄，再寫今年適逢

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特地把五、六十年來「五四」

的研究成果彙編成目，供學界檢索參考。筆者認

為較重要的是介紹《五四目錄》的內容特點，或

精髓所在。序文最後一定要感謝編輯團隊工作的

辛勞。不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寫了近二百八十字闡

釋民主與科學的通俗理論，更不應該用更長的篇

幅評論社會現象或使用政治語言。筆者多年來一

直從事參考工具書的介紹工作，常根據序文和凡

例寫成提要（偷懶的方法）。多年的經驗累積，

發現寫序文的第一句話也要有智慧。筆者為了寫

這篇書評，看了幾十篇談論五四運動的文章，發

現文章首句的文字，與《五四目錄》序文開頭的

文字，很不一樣，雖屬小事，亦應注意。 

總之，寫序文是一門學問，也是一件嚴肅的

事。有價值的序文，應具有導讀和書評的雙重功

能。早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工具書，有的請大學

者蔡元培寫序，有人把《四庫全書總目》所收各

書的序跋彙編成書，書名《蠡測編》，1952 年華

國出版社重加排印計有 20 冊，書名改稱《四部要

籍序跋大全》。近年來已很少讀到二次文獻的序

文佳作了！ 

（二）凡例的編寫法 

日前釋自正法師命筆者再談凡例的寫法，想

必是之前在一次研討會上筆者答覆過於簡略的緣

故。今利用談《五四目錄》凡例的缺失，順便談

談二次文獻凡例的寫法。《五四目錄》的凡例，

分五部分：收錄原則、全書結構、排列及分類原

則、書目來源、書目紀錄欄位。略述各部分的缺

失如下： 

第一部分收錄原則。小缺失是同一頁重複三

次提到書目資料共收 1,559 筆，只提一次即可，接

下來可寫專書、期刊論文、報紙論文、論文集論

文、學位論文各收多少筆。如筆者以人工計算，

期刊論文約收 700 筆，報紙論文約收 230 筆，論

文集論文約收 450 筆，學位論文約收 95 筆，專書

約收 70 筆。 

第一部分較嚴重的缺失是凡例第一條「本書

收錄臺灣地區 1949 至 2009 年出版有關五四運動

的……」。有兩點錯誤，一是至少有 10 筆是 1944

年至 1948 年出版的，卻未見 2009 年的一筆資料，

這是很離譜的事；一是不單是收臺灣的出版品，

還收 8 種以上香港和新加坡出版的期刊。這兩點

與凡例第一條所說是不吻合的。 

第二部分全書結構。又分四部分：專論、書

目資料、作者索引、題名索引。專論部分說收錄

的 4 篇論文可以「為本書之導論」，導論即引論，

也具有引導的部分功能。經筆者拜讀後覺得純粹

是 4 篇學術論文，未具有引論的作用，有些地方

還出現誤導的文字。筆者會在「目次的編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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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管見，敬候指教。作者索引和題名索引同屬輔

助索引，和標題索引都是屬於檢索系統的一部

分，應加以合併。其中題名索引提到特殊符號排

列法，因未聽過這種排列法，宜加以說明，並加

舉例。 

第三部分排列及分類原則。缺失分兩點來

說：第一，未見分類原則，只見類目及分類依據。

而且，目錄是先有分類，再有排列。《五四目錄》

的排列，第一級類目（指 11 類）就全部交給電腦

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便宜行事，欠妥。部分第

一級類目，如社會與文化有 397 筆，歷史與外交

有 323 筆，語言與文學有 367 筆，均應再細分，

其他各類目也應先按性質相近者排比，再交給電

腦依年代排列。第二，有一個前提要先確定：凡

例是給讀者看的，因此，出現太多的專業化名詞，

並不妥當。這一部分只要說明分成幾類，把類目

寫出來即可，不必寫分類的依據，如係參考國家

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國

家圖書館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國家圖書

館全國新書資訊網等，均可刪除，包括「筆順係

依教育部民國 85 年出版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

順手冊》排序」，書名均可免。何況這部分有些

資訊網名稱與第四部分書目來源的第 1、2、4 項

完全雷同。 

第四部分書目來源。陳亦伶書評建議改為「資

料來源」，改名的理由，陳文說：「因為目錄主

體並非僅有專書資料，單篇論文與報紙各類型資

料皆有，所以應更名為『資料來源』較為恰當。」

並建議依照參考文獻的著錄規範，應在採用資料

庫名稱下，加注確切網址。 

以下談第二、三部分至少有 26 組（52 個）特

殊符號，包括單鉤（〈〉）和引號（「」），均可省

略。「〈〉」是篇名專用的符號，專論、書目資料、

作者索引、題名索引不能用單鉤符號。11 種類目

不能加引號。未見過二次文獻的類目加引號的。 

希望《五四目錄》的編者不必太介意以上所

講的缺失。試把成立二十幾年的漢學研究中心所

出版的二次文獻的凡例，一一複印下來，再一一

排列，加以對照和比較，很容易發現從凡例包括

的內容、類目的名稱、層次標題的序列和序號、

民國和西洋紀年的寫法、凡例文字的詳略和字體

等，哪一項不是五花八門。說實在的，一般讀者

都不會看凡例。不過四十年前包遵彭館長親口告

訴筆者說，一部工具書編得好不好，從凡例即可

略知一二。包館長也已往生四十年了，但是這句

話筆者都謹記在心，永誌不忘。 

就筆者所知，中國大陸有幾篇專門談辭書的

凡例的文章，如夏南強〈談辭書的「凡例」〉、

劉玲〈也談辭書的「凡例」〉、鄧衛華〈從「凡

例」的作用論其規範化〉等，都刊登《辭書研究》。

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似從未見過專門談二次文

獻的「凡例」寫法的文章。筆者雖然寫過三本以

上二次文獻的凡例：《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

分類索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中

文參考用書指引》等，今天對近三、四十年前的

作品，當然不滿意，其寫法還是存在一些缺失，

實在沒有資格談這個問題，為了拋磚引玉，只能

提出幾點原則性的看法： 

1. 凡例的寫法雖然無明確的規定，似亦有約定俗

成的寫法，意思是說寫凡例之前，宜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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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比較各種不同的二次文獻的凡例寫法。 

2. 凡例是寫給讀者看的，不是寫給編者（辭書則

是撰稿者）看的，文字宜簡明扼要，通俗易懂，

忌過於繁瑣和細密，亦忌用太專業化的名詞。

有書評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的凡例過

於繁瑣和細密（大意是如此，身邊缺此資料），

筆者坦承有此缺失。 

3. 二次文獻凡例的內容應包括：(1) 編輯旨趣，(2) 

收錄範圍，(3) 分類與排序，(4) 著錄項目（含

題名加工和內容注），(5) 檢索方法（輔助索

引），(6) 附錄，共六部分。就目前所見二次

文獻的凡例，有的只具備其中的幾項，少有全

部具備的，尤其是第一項，大家都忽略了。同

時寫法也有詳略的區別，今逐項陳述淺見如下： 

(1) 編輯旨趣 

二次文獻只有極少數的凡例有寫編輯旨趣

的，旨趣即宗旨和目的。漢學研究中心出版的二

次文獻，只有少數的凡例寫編輯旨趣，有的過於

簡略（如《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有的過於

冗長（如《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唯有林

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約 70 字左右，

長短適中。抄錄如下： 
經學為中國學術之根源，經學之興衰，關係整

個傳統學術之發展至鉅。為徹底了解民國以來

學者研究經學之總成績，並方便國內外漢學研

究者檢索參考，爰編輯《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香港大學楊國雄、黎樹添主編《現代論文集

文史哲論文索引》，敘例首列「旨趣與範圍」，

旨趣部分的文字言簡意賅，足資借鏡，抄錄如下： 
論文集雖不乏富有學術價值之論著，然索引之

編纂，卻未受注意，致令學者檢索是類資料，

深以為苦。圖書館目錄有論文集之著者，書名

或標題目錄，惟多未能為單篇論文編製目錄。

是篇之刊行，不僅可資學者檢索各論文集之論

文資料，藉此亦可綜覽民國以來結集之大概。 

讀者也許會問：你自己編的二次文獻的凡例

有寫編輯旨趣嗎？答案是有的。不過，《中國近

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1970 年）寫得很

簡略，不到 70 字；《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第

一冊（1982 年）則較為詳盡。今擬似野人獻曝，

將《中文參考用書指引》（1979 年）凡例第一條

抄錄如下： 
本書之編輯，旨在供給圖書館系科學生在校研

習「中文參考資料」課程時參考之用；同時為

在圖書館擔任參考工作的館員及一般大學生、

研究生、學術研究工作者等，查尋資料的線索。

其他，圖書文獻機構的採購人員，也可當做選

擇參考書的指南；出版社編印參考書，也可當

做編纂方法及體例的借鏡。 

以上列舉三則二次文獻的凡例有寫編輯旨趣

的例子，僅供參考，不具範例的作用。筆者也並

非主張每一種二次文獻的凡例均需要有編輯旨

趣，但是像《五四目錄》這種回溯性的專題目錄，

是需要有編輯旨趣。 

(2) 收錄範圍 

程千帆認為有了收錄範圍，便於讀者了解目

錄的特點和價值。並舉孫殿起《販書偶記》「略

例」為例，說明前二條都是講《販書偶記》的收

錄範圍：1. 不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除非

「卷數互異」，版本不同，2. 只收單行本，如收

叢書中的單行本，一定是初刊或抽印本。範圍等

於決定本書之價值：「是一部清代以來的著述總

目，其作用相當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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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程千帆、徐有富著《校讎廣義．目錄編》，

1998 年）筆者認為收錄範圍應包括：A. 時間，即

收錄文獻資料的起訖時間（時間斷限），B. 出版

地（如包括臺灣、日本、中國、歐美等），C. 內

容範圍：如《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說收錄的內容

包括：學者研究經學通論、周易、尚書、詩經、

三禮通論、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

羊傳、穀梁傳、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爾雅、孝經、石經等經書之相關論著。D. 載體種

類，即資料、文獻範圍，如專書、論文集、學報、

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政府出版品等，亦可寫

共收多少條（筆），各種文獻各收多少條（筆）。 

(3) 分類與排序 

先談分類問題。書評、書目、目錄、序跋等，

是集中歸入總類或綜合類，或打散歸入相關各

類，如哲學書評，入哲學類。又如古文字入考古

學或文字學；敦煌佛經卷子入敦煌學或佛教。題

名含多種主題者，有編分析款目或參照款目嗎？

凡例都要說明清楚。有的凡例列一、二級類目，

實無必要，二級類目在目次頁或分類表就會列

出，不必重複。 

至於排序，即同一類目的排列，是按作者筆

畫排，或題名筆畫排，或按出版時間先後排。每

種分類目錄的處理方法，均不相同。《中國近二

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同一類目一律按篇名

筆畫排，編《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時，接受

已故喬衍琯教授的建議，同一類目先按條目內容

相近者排比，再按篇名筆畫排序。至於哪一種較

合乎科學，不是像現在圖書館學流行的做法，完

全由電腦來主導，也應尊重讀者的想法。 

(4) 著錄項目 

著錄項目是指《五四目錄》凡例第五部分（最

後的部分）：書目紀錄欄位所列的 10 個欄位：序

號、題名、作者、書刊名、編著者、卷期冊次、

學位論文、出版項、版次、頁數。 

著錄項目宜排在「分類與排序」的前面或後

面，《五四目錄》把它排在凡例的最後部分，列

在「書目來源」之後，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臺灣和中國大陸對著錄項目存在兩大共同缺

點：一是題名、作者和起訖頁次據目次頁著錄，

非以正文的篇名、著譯者和起訖頁次為準。上述

項目正文的正確性遠高於目次頁。常見的現象是

目次頁常漏排副題。二是題名和作者從不加工或

加內容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由吳碧娟

小姐主編時，開始有部分篇名加按語，現任主編

羅金梅小姐和助理林珊如小姐，日前告知篇名加

工一直擴大著錄範圍。《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

早期只見附錄項著錄：附參考書目或書後索引而

已，未見題名加工，偶有內容注。文訊雜誌社近

編「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共收八萬

多筆資料，目錄加工進步到加提要、摘要或揭示

篇目，可說是目錄編製史上樹立了一個新的里程

碑。中國大陸編的論文目錄，著錄項目方面，還

存在一個幾十年來未見改善的缺點，即著錄卷

期、年月和起訖頁次三項，不是缺卷期，就是缺

年月，頁數只記起頁。近幾年似稍有改進。至於

中國大陸所編《中國國家書目》著錄項目之完備，

幾乎每一本書都有簡單的內容介紹，與國內所編

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相互比較，不知從

何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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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錄項目目前亟待加強的工作，就從題名和

著譯者的加工做起吧！也唯有如此，凡例的著錄

項目，才有實質上意義，凡例才具有可讀性，而

不是像在念教條。如果所有二次文獻的凡例，著

錄項目都千篇一律寫：本書著錄項目包括題名、

作者、刊名、卷期……。這樣的著錄有何意義。

讀者不看這些著錄項目，也猜得到「26:3」是第

26 卷第 3 期，「12-18」是第 12 頁至 18 頁，總不

會看成第 12 卷第 18 期。 

著錄項目未有新意，不如取消。 

(5) 檢索方法 

指正文前的分類表和正文後的輔助索引，後

者包括作者索引、題名索引和標題索引等。其中

題名索引讀者已習慣不管題名中有什麼符號都會

和題名沒有符號的混合排列。就不要再另創特殊

符號排列法。 

(6) 附錄 

主要是講收錄資料的來源。因此《五四目錄》

凡例第四部分「書目來源」，可併入於此。附錄

部分筆者的做法是列舉收錄期刊、報紙、論文集

一覽表，較特殊的是每一種期刊、報紙、論文集

都注明共收錄多少條（筆），這是前人未曾做過

的，以前是靠人工去計算，現在可交給電腦處理。

如果是收錄會議論文集，常見的排列方法是相同

的會議論文集，第七、八屆排在第三屆前面，因

為「七」、「八」筆畫較「三」少一畫，所以排

在前面。第五屆又排在第四屆前面，因為「五」

筆畫比「四」少一畫，所以第五屆排在第四屆前

面。這是不合理的。不論會議或會議論文集，一

定要照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依

序排列。 

以上三點凡例編寫原則，都是一些經驗談，

不夠周延和深入，敬請鑒諒！ 

（三）目次的編法 

目次是書刊正文前列出的篇章名目。二次文

獻的目次，基本上包括凡例、類目或分類表、輔

助索引、收錄報刊一覽表等。目次是為了讓讀者

了解全書的基本內容及排列結構。目次標示的頁

碼，大部分排印在篇章、類目和標題之後，近來

有些書刊和論文集，流行把頁碼標示在篇章、類

目和標題之前。 

《五四目錄》的目次包括七部分：序、凡例、

目次、專論、書目資料、作者索引、題名索引。目

次中又出現目次，兩者有何不同。書刊一翻到目次

頁，即看到這些書刊的目次內容，有必要再排印一

次「目次」嗎？覺得多此一舉，亦令人費解。 

書目資料所列 11 種類目名稱欠妥，前文「類

目與分類的商榷」已討論過，不再贅述。此處 11

種類目未加引號是正確的，凡例「書目資料」類

目加引號是欠妥的。目次未見各種資料的收錄一

覽，表示不是根據原始材料建檔編目，其正確性

就值得高度懷疑了。 

最後提到正文前 4 篇與五四運動相關的論

文。序文說可以「使得這本小小的目錄聲勢大

振，……如此我們也就可以放心的義無反顧，勇

往直前了」。序文未免誇大其詞，目錄正文部分

編得好，體例有創新，資料蒐集完備，聲勢自然

大振。凡例又說是可當本書之「導論」，導論即

引論，也兼有動詞「導引」的意思。筆者拜讀過

這 4 篇大作，感覺是純粹的學術論文，各自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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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學術見解，包括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學和

五四思想的變化，看不出對五四事件、五四運動

具有什麼引論的功能，有些文字反而誤導讀者。

如一篇文章說 1916 年胡適在《新青年》提出「白

話文學革命」，筆者找遍相關文獻，只發現胡適

有提到白話小說、白話詩，未見有「白話文學革

命」六字。另一篇文章說 1961 年發生第二次中西

文化論戰，然而另有學者認為 1961 年胡適的演講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按「科學發展」

該文作者誤為「發展科學」），並非引起論戰的

主因，真正的導火線是 1962 年 2 月 1 日李敖發表

的一篇文章〈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所以

第二次中西文化論戰是從 1962 年開始的。這 4 篇

論文經過筆者校對後，發現一些缺失，不能不提。 

1. 某一篇文章兩三次提到劉禾的西文著作，應順

便注明中譯本早在 2002 年即由宋偉杰等譯成

中文，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中

文書名為《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

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有這

個資訊，便於不諳英文的讀者閱讀。 

2. 《五四目錄》頁 10：「1935 年 1 月 10 日王新

命、何炳松……等 10 大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

化建設宣言〉」。頁 20：「何炳松等 10 教授

發表『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兩者「宣

言」名稱不同（按前者才對），又「宣言」有

用引號和單鉤（〈〉）的不同。又，頁 10 十位

教授姓名全列，則「等 10 大教授」的「等」字

宜刪。頁 10 所引文字，出處注明是《胡適與中

西文化》（水牛出版社，1967 年），宜引出自

《國聞周報》第 12 卷第 10 期。 

3. 頁 5，「二十一條」誤寫成「21 條」，序文寫

成「廿一條」，均欠妥。 

4. 頁 4，一寫《每週評論》，一寫《每周評論》，

宜統一。 

5. 頁 52，同一頁，一寫張君勱（對），一寫張君

勵（錯），校對不夠細心。 

陳亦伶書評認為這 4 篇論文，可當附錄。筆

者認為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宜寫一篇綜

述文獻，題名「九十年來（或五十年來）五四運

動研究綜述」，或仿照《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論文目錄（1950-2000）》乙書的代序，寫一篇「從

出版品看六十年來台灣五四運動研究」。這種綜

述文獻具有導讀的作用，與二次文獻相結合，遠

比《五四目錄》的一次文獻（指 4 篇論文）與二

次文獻相結合對讀者來說，更具有提供系統研究

成果的作用。這種二、三次文獻的結合，值得提

倡和推廣。 

拾貳、結論 

四點結論，句句都是出自肺腑之言。 

第一點結論，是略帶感傷的感言。怎麼說呢？

國家圖書館原本是國內編各類型二次文獻的中

心，惜二十年來優勢盡失。重鎮已轉移到南港的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在林慶彰教授的主

編、主持下，有規畫、高品質、多語文、文獻蒐

集最齊全、著錄項目最完備的經學目錄和專科目

錄，一部接一部出版，最新出版的是林慶彰與蔣

秋華兩教授主編的《中國經學相關研究博碩士論

文目錄》，編輯中的有《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第

四、五編；專科目錄則有《朱子學研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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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日本儒學研究書

目》等，這些書目和論文目錄，收錄資料涵蓋的

時間就長達三個世紀之長，語文則包括中、日文

和西文，文獻資料出版地點有臺灣、香港、中國

大陸、日本和歐美各國。這一長串的成績單，在

我國二次文獻編纂史上或工具書發展史，寫下了

最輝煌的一章。這些收錄文獻資料和著錄項目最

齊全的二次文獻，也受到國際漢學界、海峽對岸

學術機構和學術界人士的欽敬和佩服。加上文哲

所圖書館在館長劉春銀的領導下，也編輯出版《越

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及其《補遺》、《秦賢次

先生贈書目錄》，如虎添翼，文哲所已成為國內

目前自製率最高的二次文獻編製中心，並且是居

在遙遙領先的地位。距國家圖書館只有一條馬路

之隔的文訊雜誌社，在總編輯封德屏博士領導

下，近年來也編輯了多種突破傳統目錄的著錄方

法的二次文獻，如《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

《文訊 25 週年總目》（吳穎萍主編）。即將編輯

竣事的約有 10 大冊，收錄近九萬條（筆）的「台

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和編輯進度已超

過一年的「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暨藏品詮釋計畫」

（內容為 1910-1950 臺灣文學期刊總目次），這兩

種目錄（目次）在題名和作者的加工方面的創新，

屆時會讓圖書館界和文獻目錄學界刮目相看。這

些目錄除《文訊 25 週年總目》由文訊雜誌社出版

外，其餘由或「將由」南部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出

版。中南部幸有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在館長

釋自衍法師領導下，主編了兩巨冊的《佛教相關

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參與撰稿者還有釋自正

法師、黃惠珍小姐和筆者的老同事國內分類編目

專家陳友民先生，這兩部《彙編》資料收錄的時

間，始自 1963 年，截止於 2006 年，前後長達 43

年。這兩部《彙編》的「編例」的九點說明，都

是根據實際需要來撰寫。這兩本《彙編》有三大

特色：1. 據館內自訂自編分類表來分類，具有「量

體裁衣」的特點（引自柯平《文獻目錄學》，1998

年）；2. 提要撰寫方法增加「列舉章節法」，即

將學位論文的「章節一一列舉或加以說明」；3. 提

要的撰寫文字「簡明扼要，突出重點」（有引號

者皆出自《文獻目錄學》）。還有裝幀和內文編

排精美大方。以上所說這些做法都值得宗教界和

圖書館界的倣效和學習。 

反觀國家圖書館，多年來已交不出漂亮的成

績單，古籍索引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大型

專科目錄如《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似已成絕

響，只能出版規模較小的展覽目錄《開風氣之先

──雜誌創刊展（1945-1987）展覽圖錄》和小型

專題目錄《五四目錄》了。前者圖文並茂，每種

期刊有簡介和創刊號的彩色書影，正文前 4 篇專

文具有導論和導讀的雙重功能，頗有創意。序文

文字有「既有繼承也有創新，既有回顧也有展

望」，對我們這些退休人員來說，讀來倍感溫馨。

後者雖非跨出一大步，仍是踏出第一步。目前經

常性和綜合性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和《中

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已不出紙本，改出網路版，

筆者看過前者的網頁，覺得資訊量不足。 

以上雖然講了一些讓人洩氣和氣餒的話，但

是國家圖書館的同仁做事、服務讀者還是最賣力

的，仍有很大的潛力，希望在新館長的領導下，

大家腳踏實地，上下一條心，一定可以恢復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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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文獻的編製中心。 

第二點結論是國家圖書館要建立檢討制度。

即目錄出版後、圖書館年鑑出版後、研討會或展

覽結束後，立即召開檢討會，過程要實事求是，

不要虛應故事，連細節也要討論，如為什麼要採

用不便翻閱、書頁又容易脫落的膠裝。結論要提

出具體的改進意見。筆者較關心的事，下列問題

做了多少？ 

1. 《五四目錄》出版後，有送幾十冊給館外的學

者專家嗎？有順便附請教的書函嗎？還是只有

寄書而已。 

2. 《五四目錄》出版後，主編單位主管有向圖書

館主管會議報告，並附內部的檢討意見嗎？特

殊符號排列法，編目組和期刊文獻中心編題名

索引時，會採用嗎？ 

3. 《五四目錄》出版後，立即有書評刊登六月號

的《國文天地》，表示外界很重視此專題目錄

的出版，是可喜的現象，文章同仁有傳閱嗎？

有互相討論嗎？是否有針對疏失的部分提出檢

討意見，尤其是類目的部分，11 類的類目，與

中國圖書分類法的類目有何差異？看不出類目

與五四運動有何關係。對於窒礙難行，如請專

家共同參與有實際執行上的困難等，可以投書

《國文天地》予以說明。 

檢討的目的很簡單，就是避免疏失和錯誤再

發生、再重演，避免其他單位編目錄時重蹈覆轍。

積極的意義是藉著各方的激辯，會產生火花，產

生新的思維、新的分類構想、新的編製方法。 

第三點結論涉及館員對編目錄、對資料庫心

態調整的問題。 

筆者以前編輯大中型目錄自有一套理論根

據：是責任、是職掌、也是義務。沒有報酬，下

班後、假日照常來館或帶回家繼續編輯，不在乎

館內外圖書館界的批評，後來甚至與同仁擴大到

編圖書館大事記。當閱覽組主任後，編了近 20 種

展覽目錄，參與者有王國昭、嚴鼎忠、劉美鴻、

李曉星等，也差不多這段期間，編了 19 種小專題

目錄，包括包遵彭館長和藍乾章老師的著作目

錄。辭去主管後，開始大量接觸中國大陸的圖書

館書刊，發現中國大陸在 50 年代曾發起館員編專

題目錄運動，並編印待印、編輯中、待編的目錄

彙編。這段期間開始轉換跑道，參與臺灣文學工

具書的編寫、編審和顧問工作。寫這一段話的意

思是說館員不但要大量投入編專題目錄，還要投

入其他工具書的編輯工作，因為社會上真的有很

多人，包括教授、學者都分不清楚工具書和普通

書的區別在哪裡。如對於《台灣文化事典》的定

位，臺灣師範大學前後任校長看法不同，一說是

辭典，一說是百科全書。又有某大學文學院長說

年鑑不是工具書，綜述寫法可以不受規範化的限

制，很多助理教授寫辭典的辭條像在寫文章。退

休多年後，覺得館員的責任越來越重，編專題目

錄要當基本功，要當家常便飯，還要跨出館外，

告訴社會大眾如何編辭典、年鑑，如何寫大事記。

既然編專題目錄是館員的看家本領，就不能有太

多的疏誤。有幸在退休前認識釋自衍法師，經常

聆聽教誨，使筆者對編輯比較單調的二次文獻，

與以前相比較，有不同的體認、體會，認為有福

報的人才能擔任這種事。所以至盼同仁要好好把

握機會編好二次文獻。假如要利用資訊網，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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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核對原始文獻，著錄的文獻，要多多加工。電

腦並非萬能，還是要與人工相互配合。完全利用

資料庫來編專題目錄是很危險的，《五四目錄》

的失敗，可資證明，還是要回歸到人工與資料庫

充分合作，相輔相成，才是最佳的選擇。 

第四點，也是最後的結論。 

假設《五四目錄》由筆者來執行編輯，在資

料蒐集方面不能遺漏重要資料，如學報、學術期

刊和重要論文集（如《五四論集》，周玉山主編；

《五四與中國》，周陽山主編；《五四研究論文

集》，汪榮祖編；《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六輯, 五

四運動》，張玉法主編）。這是第一步工作。行

動開始的第一天，筆者會到書庫把分類號「628」

五四運動的三、四十種論文集全部借出來，全部

建檔，一筆一筆建檔，順便閱讀幾篇重要的論文。

這些論文如果是從報刊上轉錄的，也要一筆一筆

建檔，將來再到期刊書庫，逐一核對原始資料，

核對過程中，很容易發現原來是有副標題的，原

來是有著譯者的，原來「五四」是有引號的……

等。第二步才是利用資訊網、資料庫和紙本目錄

等，把有關「五四」的論文、文章全部列出，分

成幾部分：專書、期刊論文、報紙論文、主題論

文集論文、會議論文集論文、個人文集論文、學

位論文等，再分別依下列不同情況排列： 

1. 專書依筆畫排列，加工寫內容簡介，約在

150-200 字之間。 

2. 主題論文集、會議論文集、個人文集、學位論

文分別各依筆畫排列。這些論文集收錄的論

文，如果是轉錄自報刊或個人文集，要另外建

檔，仍要一一核對原來的期刊、報紙等，照樣

會發現漏收副題、漏收著譯者、漏抄外國人的

英文姓名等，均要補錄。 

3. 期刊要按刊名筆畫排，再按卷期排先後，每一

期所收題名仍按筆畫排。這些期刊論文仍要到

期刊書庫一一核對，該補充資料的就補充。 

4. 報紙按報名筆畫排列，再按所收題名發表的日

期先後排列，也是要核對原始的報紙。這些論

文或文章，大部分出現在《中國時報》和《聯

合報》。 

第三步是把第一步的資料併入第二步的資

料，發現重複的題名，只保留一筆。 

第四步如有餘暇，應根據重要論文和學位論

文的注釋及書後的參考文獻，補充第一步至第三

步所遺漏的論文。這些論文也要核對原始的報刊。 

以上四個步驟是筆者的做法，大部分是人工

為主，以核對原始資料為主，以電腦、資料庫為

輔。其他的分類和排序，筆者會另訂含有「五四」

的類目，部分類目有第二級類目，不會採用特殊

符號排列法，最後會有收錄資料一覽和一篇編後

記。其他有關序文、凡例等的編寫，前文已有論

及，此不贅述。關於專科目錄的編輯可參考林慶

彰教授編《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乙書，頗具實

用與參考價值，是一部編專科目錄必備的工具書。 

（拙文篇幅過長，校對費時。又，撰寫期間承吳

穎萍小姐提供資料，謹此敬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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