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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文獻建檔量逾百萬筆 
                                        為我國期刊文獻中心奠下良基 
 
                                  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建檔量至今（87）年6月底 
                              為止，已超越100萬筆，為我國最大的本土性期刊文 
                              獻中心，也是本館建檔量最大的資料庫。其中共包含 
                              七種期刊資料︰1.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收錄 
                              民國59年1月迄今我國所出版的各類期刊論文篇目， 
                              共718,774筆；2.期刊論文中英文摘要，收錄民國86 
                              年1月以來發表在期刊、學報上之論文摘要，共9,310 
                              筆；3.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收錄自民國85年1月 
                              以來在我國及大陸所出版期刊之目次，計141,781筆 
                              ；4.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共收錄我國所出版 
                              期刊報紙資料6,473種；5.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錄， 
                              收錄自民國35年迄68年之文史哲學期刊、學報、報紙 
                              資料為主，計125,954筆；6.圖書館學文獻目錄，係 
                              增補民國69至75年報紙、論文集上所發表之圖書館學 
                              文獻資料，計861筆；7.國立中央圖書館同人著作目 
                              錄，蒐集同人於民國82年3月20日以前所發表之著作 
                              篇目，計6,197筆；以上資料合計1,009,350筆。而前 
                              面四種資料庫：期刊論文索引、期刊論文摘要、新到 
                              期刊目次及出版期刊指南係本館期刊股目前之建檔重 
                              點，每日皆持續建檔中，每月建檔量在12,000筆以上 
                              。後面三種資料庫：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錄、圖書館 
                              學文獻目錄，及國立中央圖書館同人著作目錄則屬回 
                              溯性質專題文獻資料，自88會計年度起，本館將視讀 
                              者利用需求性，逐步進行上網程式的設計開發，俾便 
                              各界透過最新網路科技，得以全盤掌握我國文化研究 
                              的豐碩成果。 
 
                                  本館期刊文獻建檔工作，起於民國72年5月，為 
                              建立線上「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資料庫系統」，本 
                              館特參考「中國機讀編目格式」，另行編訂「國立中 
                              央圖書館文獻分析機讀格式」，以為建檔之依據。其 
                              後無論是文獻分析機讀格式或是出版期刊指南系統建 
                              檔所本之中國機讀編目格式，都隨著網路電子資源的 
                              發展與國際化檢索的趨勢，而有更進一步的增補，建 
                              檔資料項目亦日益詳實完備。在這整整15年不間斷的 
                              建檔與核校作業中，前面10年重點在於期刊論文索引 
                              資料庫建檔。自民國82年本館順利推出「中華民國期 
                              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並獲得各界的熱烈肯定後， 
                              近五年則積極推展回溯性與專題性的建檔計畫，並配 
                              合期刊目次、期刊指南、遠距圖書服務等新系統的開 
                              發，將新出版期刊資料與報導性、休閒性期刊目次擴 
                              大收錄，歷經15年的努力終能突破百萬之數，可說甚 
                              具歷史意義。 
 



                                  展望未來的三年，配合本館資訊系統中長期發展 
                              計畫內「建立虛擬期刊文獻中心」項目的推動，期刊 
                              股除將持續進行我國各類期刊指南、期刊論文、期刊 
                              目次、期刊摘要等之建檔工作外，亦將擴大與各專業 
                              領域團體、學會、機構以及出版單位等合作，進行各 
                              主題期刊資料的總整理建檔，並積極推動影像內文合 
                              作掃描保存，以及電子全文期刊資料的搜集與授權利 
                              用的宣導，相信在更深層期刊資訊服務上必能有更全 
                              面整合性的發揮。（吳碧娟） 
 
 
                              新推出期刊論文索引WWW 版 
                              期刊利用更加便捷周延 
 
                                  國家圖書館自今（87)年6月起新推出「中華民國 
                              期刊論文索引系統WWW版」，並委由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繼續為各界提供訂閱 
                              與維護服務。原「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DOS 
                              版」係自民國82年7月開始發行，迄今已推出11次光 
                              碟更新片，資料涵括量超越70萬餘筆，儲存於3片光 
                              碟片中，軟體程式亦已發展至DOS V3.4版，功能益加 
                              完備；自86年7月起，為配合視窗檢索環境的發展， 
                              本館另開發推出「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光碟系統WIN 
                              95版」，將所有篇目資料及各館期刊館藏聯合顯示記 
                              錄整合於一片光碟片中，提供親和好用的視窗瀏覽查 
                              詢功能，部分原DOS版訂戶紛紛改用WIN95版，其利用 
                              雖仍侷限於文獻篇目之檢索以及期刊聯合館藏顯示， 
                              唯無論是DOS版或WIN95版，在各大學院校、學術、公 
                              共或專門圖書館中，多位居讀者利用率排行榜之首。 
 
                                  配合本館近年推出「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期刊 
                              股新開發「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新 
                              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以及「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 
                              系統」，率皆可透過WWW查詢介面，連結本館「核心 
                              期刊影像資料庫」，提供網路文獻傳遞服務功能。「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WWW版」亦因此應運而生。 
                              其主要特色為：1.以Web Site方式，提供國內各圖書 
                              資料單位，將「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直接建 
                              置於內部網路主機，利用Intranet方式，可避免網路 
                              塞車，速度更快，並新增內部管理功能；2.WWW人機 
                              介面，易懂易學，使用者只要安裝有WWW瀏覽軟體即 
                              可使用；3.資料更新頻率縮短為三個月以內，透過網 
                              際網路下載或派員安裝更新，取得新資料的速度加快 
                              ；4.較DOS或WIN 95版同時間可提供更多的線上使用 
                              者查詢；5.各用戶利用校園網路或PC查得期刊論文篇 
                              目後，可直接於網路上點按「複印本文」鈕，即可連 
                              結「遠距圖書服務系統」，進行線上文獻傳遞服務申 
                              請，及時閱讀或取得文獻內文影本，可說實質地擴大 
                              了各圖書館的虛擬期刊館藏。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WWW版」 採用開放 
                              式設計，具有Windows NT及Sun UNIX兩種版本，其使 
                              用授權網域等級亦有Class C組數及Class B之不同選 
                              擇。凡WWW版訂戶，在授權IP範圍內之讀者皆可免費 
                              檢索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內之各個資料庫系統。目前已 
                              有許多DOS版及WIN95版訂閱單位紛紛更新為更嶄新便 
                              捷的網路化WWW版，有興趣的圖書館不妨去電:02-299 
                              93666轉363、364，或傳真:02-29993431與工研院電 
                              通所洽詢連繫。（吳碧娟） 
 
 
                              行政院研考會訪視本館 
                              政府出版品寄存作業現況 
 
                                  依據「行政機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作業規定」， 
                              國家圖書館為國內指定完整存藏我國政府出版品的四 
                              所寄存圖書館之一，另三所為省立臺中圖書館、臺灣 
                              大學圖書館及桃園縣立文化中心。為瞭解本館政府出 
                              版品寄存作業情形，行政院研考會於本（87）年5月 
                              12日下午，由政府出版品管理處何沙崙處長領隊，偕 
                              相關人員來館訪視。訪視座談會由本館莊館長主持， 
                              並有教育部秘書室及社教司長官、臺北市政府研考會 
                              兩位代表參加；本館採訪組、編目組、交換處、閱覽 
                              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電腦室及總務組等業務相關 
                              同人共同出席參與。 
 
                                  行政院研考會於近期內計畫密集訪查國內各指定 
                              寄存圖書館之運作現況，主要係配合行之多年的「行 
                              政機關出版品管理要點」即將由新的「政府出版品管 
                              理辦法」取代。配合此舉，原屬於「管理要點」附件 
                              之寄存作業規定，亦將隨之廢止而需另訂新法。故該 
                              會全面之訪視作業將可作為新訂「政府出版品寄存圖 
                              書館作業規定」時之參考。 
 
                                  行政院研考會本次訪查的重點有五項︰1.寄存圖 
                              書館收到各機關出版品之情形；2.寄存圖書館處理政 
                              府出版品之方式；3.民眾至寄存圖書館利用政府出版 
                              品之狀況；4.寄存圖書館處理政府出版品遭遇之困難 
                              ；5.寄存圖書館對現行政府出版品寄存制度之建議。 
                              本館針對上述五項議題，由各相關單位共同撰寫現況 
                              報告，再經官書股同人彙整編製會議資料及powerpoint 
                              簡報檔案，於會中分發及播放。 
 
                                  訪視座談會先由莊館長致詞。莊館長於民國66年 
                              間曾服務於行政院研考會，受當時主任委員魏鏞先生 
                              之託，進行我國政府出版品管理制度的規劃。因此可 
                              謂是我國政府出版品管理制度的首創者。莊館長讚許 
                              行政院研考會推動政府出版品管理不遺餘力，有十足 
                              之進展，並提到在目前管理制度下，可進一步研究的 
                              課題有下列三項︰一為每年政府出版品的印行數量、 



                              實際編訂統一編號數量及寄存本館之政府出版品數量 
                              ，上述三者的確實數據為何？落差數又為多少？二為 
                              現存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制度的編碼規則邏輯性，似 
                              仍需再予討論。三為現行政府出版品中涵蓋有學校之 
                              出版品，兩者在內容性質上，確實有不同處，併屬政 
                              府出版品，是否恰當？ 
 
                                  行政院研考會何處長於致詞中表示，該會於86年 
                              6月正式成立「政府出版品管理處」，過去十餘年來 
                              因該會並無專責單位，故長久以來對政府出版品管理 
                              業務之推動，多與本館共同攜手合作完成。寄存圖書 
                              館制度和展售制度係民眾運用並掌握政府出版品的兩 
                              大管理支柱，因此擬透過全面的訪查，以作為修正寄 
                              存圖書館制度的參考。 
 
                                  在本館各相關單位簡報政府出版品的處理現況及 
                              遭遇之困難與對寄存制度之12項建議後，隨即進行意 
                              見之溝通與交流。雙方討論之議題包括政府出版品的 
                              定義與範圍、研考會新設置之「政府資訊網路系統」 
                              日後與本館原有之政府出版品目錄系統如何提供民眾 
                              運用、加強政府出版品編訂ISBN之宣導、本館將可獲 
                              得各項政府出版品兩份，以供國家文獻典藏與流通運 
                              用、建議成立「政府文獻資訊服務中心」由本館及行 
                              政院共同合作規劃等。 
 
                                  會後來訪人員至五樓政府出版品閱覽室，瞭解公 
                              報、統計類書刊讀者服務之現況，並至三樓全文影像 
                              掃描室，參觀本館進行核心期刊及政府出版品數位化 
                              並提供傳遞服務的作業流程，以及逐步邁向一電子化 
                              圖書館方向上的努力。整個訪視行程於下午4時30分 
                              圓滿結束。（蔡佩玲） 
 
 
                              美國圖書館學會年會暨書展 
                              於美國首府華盛頓舉行 
 
                                  美國圖書館學會第117屆年會（ALA）及書展於 
                              1998年6月26日至7月1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會議中心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舉行，除ALA會 
                              員約58,000人，參觀書展的人數也超過21,700人以上 
                              ，無論就圖書館學界或出版界來說，ALA年會的歷史 
                              背景、規模與盛況，都堪稱世界之最。 
 
                                  年會方面，開幕式在中國城的體育中心（MCI 
                              Center）舉行，邀請華裔作家Amy Tan演說，並有舞 
                              龍舞獅遊行。今年大會揭櫫的主題是“Global reach 
                              local touch＂，意謂Global speakers share local 
                              perspectives。透過大會此媒介，來自全球的專家學 
                              者可毗鄰而座，相互啟發思想，溝通資訊，拓展視野 
                              ，論述全球的圖書館環境及迎向21世紀地球村中，資 



                              訊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圖書館可說是我們通向世界的 
                              一個視窗。 
 
                                  大會每天安排有不同場次的論文發表會與討論會 
                              ，議題內容多元：有的討論圖書館遠距服務、圖書館 
                              與網際網路、HTML、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s）⋯⋯等，也有作家與編輯的小組討 
                              論，談論適合青少年閱讀的出版品及圖書館員和詩人 
                              的討論會，討論詩的閱讀；與會者可依自己的興趣和 
                              需要來選擇，大會也將部分討論會內容錄製成錄音帶 
                              販售。 
 
                                  華人圖書館學會（CALA）於6月27日下午舉行年 
                              度會議及會員大會，由會長于錢寧娜女士（Linna 
                              Chien Yu）主持，議題焦點是美國與亞洲圖書館的合 
                              作關係，與會者為來自中國大陸、香港、臺灣與在美 
                              國的華人學者專家，陳述亞太地區圖書館事業的現況 
                              及未來展望。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李華偉博士演講 
                              “US-China library cooperation: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中國圖書館 
                              學會理事張鼎鍾教授講述“New library/information 
                              direc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Taiwan, ROC＂。 
 
                                  書展方面，約750多個參展者1,400多個攤位，不 
                              同的展覽單位展現不同的風貌，有的充滿商機，除在 
                              攤位設計上力求新穎外，也在ALA的小型報刊Cognotes 
                              上刊登廣告，或贈送精美禮品等，竭其所能吸引過往 
                              觀眾，也有許多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專業學會 
                              參與；本館亦循往例，精選1997年國內第一版新書展 
                              出，共分8大類，464種圖書508冊，同時也準備了書 
                              展目錄、臺灣及本館的簡介和紀念品，於現場贈送來 
                              賓，布置攤位用的國家公園海報，吸引不少人士駐足 
                              ，甚至詢問海報可否贈送。由於中文圖書的展示單位 
                              只有兩個，本館攤位是最具代表性也較具規模者，因 
                              此對中文書感興趣的參觀者均會到本館攤位來，當他 
                              們獲知圖書只展不售時，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當地有 
                              中文藏書的圖書館無不要求贈書，讓人感嘆在海外中 
                              文好書的難求；也有不少外籍人士對臺灣或本館感到 
                              興趣，詢問本館的網址，更有不少參觀者希望趁此機 
                              會代為蒐集資料。此次本館未能展示網路系統實屬可 
                              惜。 
 
                                  置身會場琳瑯滿目的書海中，除了可閱讀來自全 
                              球各地的好書外，其他還有有聲書、電腦軟體及圖書 
                              館設備的展示，不僅讓人在飽覽豐富文化饗宴的同時 
                              ，體會各國對出版品的用心及展品中蘊含的背景與多 
                              元，為我們開拓了一條國際化閱讀的通路。最令人感 
                              動的是，美國教育部的用心，他們也設了攤位，印發 
                              許多倡導讀書風氣的宣傳小手冊，如“Helping your 
                              child with home＂、“Helping your child use the 



                              library＂、“Museums & learning: a guide for 
                              family visits＂⋯⋯等，用意是幫助父母如何教導 
                              孩子，從小養成良好的閱讀習慣及使用網路資源，使 
                              受教者成為學習的主控者。 
 
                                  此次參展的圖書，代表處尚未決定贈予對象，據 
                              悉可能為蒙郡公共圖書館，未能趕上贈書典禮，為此 
                              行一大憾事。書展結束後，我們走訪美國國會圖書館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葉娜博士為我們解說這 
                              個專室的經營，並幸得蔡周琳女士的引薦，觀摩到美 
                              國CIP & E-CIP的作業情形及對杜威十進分類法修訂 
                              的過程，獲益良多。 
 
                                  美國圖書館事業之發達，令人稱羨，全美圖書館 
                              共有122,369所，其中公共圖書館8,921所，大專院校 
                              圖書館3,274所，學校圖書館媒體中心有97,976所， 
                              專門圖書館9,983所，政府機關及三軍圖書館2,215所 
                              ，無論就數量、設備及經營管理方式與便民的服務都 
                              值得我們借鏡。（湯秀貞、錢月蓮） 
 
 
                              亞洲學家國際會議在荷蘭舉行 
                              國家圖書館應邀舉辦書展 
                                  首屆亞洲學家國際會議（Internation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ICAS）於1998年6月25至28日在 
                              荷蘭諾威克豪的琉玟赫斯特會議中心（Leeuwenhorst 
                              Congress Centrum, Noordwijkerhout, Netherlands） 
                              舉行。 
 
                                  本次會議由荷蘭萊頓大學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主辦，美國亞洲研究 
                              學會、歐洲科學基金會及六個主要的歐洲亞洲研究學 
                              會協辦。與會人員包括自美國、歐洲各國及世界各地 
                              研究亞洲問題專家、學者約八百餘人，可謂盛況空前。 
 
                                  會議籌備初期決定以橫越大西洋為研討主題，歐 
                              、美學者以非亞洲人身分來研究亞洲問題，但常會產 
                              生不同見解；因此希望藉此會議讓歐洲及美國的學者 
                              共聚一堂，研究討論；但籌備期間，歐美地區以外的 
                              學者都表示有興趣參與，因此遂成為世界各地研究亞 
                              洲問題的學者講壇。 
 
                                  配合會議召開期間，國家圖書館與萊頓大學漢學 
                              研究院圖書館於該院圖書館合辦書展，展期為1998年 
                              6月24至30日。由國家圖書館精選臺灣新近出版的各 
                              類書刊，包括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 
                              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第1-7輯共228冊，國立中央 
                              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的《六十七兩采風圖合卷》等約 
                              四百餘冊。書展期間參觀者眾，包括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林澄枝主任委員等一行十多人，比利時臺北經 



                              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方勝雄組長、臺灣同學會學生一 
                              行20多人及各國教授、學者等共二百多人。參觀後， 
                              大家對臺灣出版的書刊，內容豐富、印刷精美，均留 
                              下深刻印象，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展後全部書刊贈送 
                              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荷蘭萊頓大學漢學研 
                              究院圖書館吳榮子館長） 
 
 
                              慶祝館慶漢學研究中心舉辦 
                              中國家庭及其倫理研討會 
 
                                  為慶祝國家圖書館65周年館慶，漢學研究中心與 
                              施合鄭民俗文化基金會聯合舉辦以「中國家庭及其倫 
                              理」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邀請兩岸三地相關領域的 
                              學者專家，分別從人類學、社會學、心理學及歷史學 
                              等學者專家的角度，探討家族或家庭在傳統與現代的 
                              中國社會中如何延續與發展。 
 
                                  會議於民國87年4月21日至23日在國家圖書館國 
                              際會議廳舉行，共有百餘位學者專家與會。 
 
                                  本研討會渥蒙行政院劉兆玄副院長蒞臨致辭。會 
                              中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楊國樞副院長蒞會發表專題演講 
                              ，題名為「從父子軸家庭倫理到夫妻軸家庭倫理」， 
                              分別就家庭與家庭生活的變遷、家庭成員關係的屬性 
                              、父子軸家庭與夫妻軸家庭、從父子軸家庭變向夫妻 
                              軸家庭、混合型家庭的困境、家庭類型與家庭倫理進 
                              行析論，為此次研討會揭開序幕。 
 
                                  接著展開3天9個場次的會議，就23篇論文進行研 
                              討，其論文篇名如下（依發表場次為序）： 
                              劉家和  儒家孝道與家庭倫理的社會化 
                              閻鴻中  東漢時代家庭倫理的思想淵源 
                              謝繼昌  中國家庭的文化與功能 
                              柳立言  從法律糾紛看宋代的家庭倫理──父母vs子女 
                              王銘銘  家庭危機與公共權力──臺北縣石碇鄉生活 
                                      史研究筆記 
                              朱  謙  中國大陸與臺灣家庭關係之比較分析 
                              張小軍  宗族的整合與家庭的建構 
                              賴惠敏  清朝父權對婦女婚姻的影響 
                              閻雲翔  家庭政治中的金錢與道義──北方農村分家 
                                      模式的人類學分析 
                              陳惠馨  從法律面談中國婦女在家庭地位之變遷 
                              熊秉真  誰人之子──中國家庭與歷史脈絡中的兒童 
                                      定位問題 
                              盧蕙馨  「家庭宗教化」與「宗教家庭化」──佛教 
                                      女性的信仰實踐 
                              呂玉瑕、伊慶春  社會變遷中婦女就業與家庭地位 
                                      ──以家務分工為例 
                              李銀河  婦女與家庭 



                              鍾  年  中國傳統家庭的人生角色──以幾種女性角 
                                      色為例 
                              林火旺  自由社會倫理體系中家庭的定位 
                              黃麗莉  從陰陽辯證思維談中國家庭的人際倫理 
                              錢  杭  農村家庭的結構變動與當代宗族的轉型── 
                                      以浙江省平陽縣為例 
                              潘允康  「家本位」與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 
                              高丙中  從人生意義的設計看家族文化的復興 
                              李沛良  現代化下的香港家庭網路 
                              陳祥水  屏南村的人口與家庭結構 
                              謝國興  從家族企業到企業家族──以佳和集團為例 
                                  研討會最後由中央研究院李亦園院士主持綜合討 
                              論，東華大學族群關係研究所喬健教授、北京師範大 
                              學歷史所劉家和教授及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人類學系 
                              閻雲翔教授分別擔任引言人，進行最後討論。會議在 
                              閉幕式後圓滿結束。（李素娟） 
 
 
                              漢學研究中心於北京舉辦 
                              第二次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 
 
                                民國85年漢學研究中心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舉辦「兩岸古籍整理學術研討會（1996）」，首次結 
                              合兩岸古籍整理學者對中國古籍整理研究工作進行交 
                              流，兩岸學者分別就長期以來各自發展古籍整理的成 
                              果互換心得，會議中兩岸學者建議日後將繼續定期舉 
                              辦此項會議，並落實兩岸交流與合作計畫。兩年後， 
                              在大陸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積極籌備 
                              與漢學研究中心共同推動，及北京大學的參與協辦， 
                              於今（87）年5月11至13日在北京五洲大酒店國際會 
                              議廳召開兩岸古籍整理學術研究研討會。主辦單位顧 
                              及古籍整理涉及與其他研究之間的關係，最後以「古 
                              籍整理與傳統文化研究學術討論會」為本次會議的名 
                              稱，使討論的範圍擴大，內容更為豐富。 
 
                                本次會議兩岸學者共有52位出席，3天11個場次 
                              的會議共發表論文48篇，其中臺灣與會學者計25位， 
                              提出論文18篇。綜合會議論文的內容性質，大體可分 
                              為中國古籍與文獻的現況、古籍電子化所面臨的問題 
                              、古籍校讀心得及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之關係等四項 
                              議題。本館三位同人出席並皆發表論文，分別是特藏 
                              組盧錦堂主任發表〈《善本書志初稿》編撰工作述要 
                              〉、漢學研究中心資料組劉顯叔組長發表〈論裴頠及 
                              其《崇有論》解讀二題〉、漢學研究中心張璉編輯發 
                              表〈海外佚存古籍的源流與史料價值──兼談漢學研 
                              究中心所藏景照佚存古籍〉。本次會議由漢學研究中 
                              心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教司黃碧端司長擔任臺 
                              灣與會學者領隊，會中主持開幕與閉幕式，黃司長對 
                              於兩岸古籍整理工作與未來合作多予支持與肯定。 
 



                                會議結束後，臺灣與會學者至北京大學參觀，並 
                              在即將落成的北大圖書館前舉行贈書儀式，我方以本 
                              館善本書微捲一百捲及其他出版品做為北大建校一百 
                              周年之賀禮。（張 璉） 
 
 
                              觀韜鵬海  論劍台陽 
                              中國武俠小說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武俠小說一向以獨具一格的思想情感、題材 
                              、術語，闡揚行俠仗義的精神，讚美濟弱扶貧的行為 
                              。淡江大學中文系、東吳大學中文系與漢學研究中心 
                              為弘揚武俠小說之學，特別邀集學術界、文學界、出 
                              版界菁英，舉辦「中國武俠小說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邀請兩岸三地及美、日、韓等國專精此一課題的學 
                              者專家撰提論文，分別從比較文學、社會學、神話、 
                              小說類型、作品結構、人物情感、武俠小說與社會等 
                              觀點進行討論，期望對於武俠小說的經典之作，作更 
                              深刻的詮釋及廣泛的探討。研討會共有學者專家百餘 
                              位與會。 
 
                                  此次研討會於民國87年5月28、29日兩天假國家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行。除會議外，並舉辦「武俠與 
                              文學」展覽，展出的內容有：1.武俠小說的新舊版本 
                              ；2.武俠評論；3.武俠漫畫；4.武俠多媒體──電影 
                              、電視、電動遊戲；5.武俠兵器；6.武俠道術等等。 
                              將與武俠小說相關的動、靜態文獻作一完整的串聯與 
                              呈現，全面地揭示武俠小說與社會、文化的互動。 
 
                                  為期2天的會議，分成6個場次，就16篇論文進行 
                              研討，其論文篇名如下（依發表場次為序）： 
                              曾昭旭  論金庸書中的愛情──以《射鵰》、《神鵰》 
                                      為中心 
                              羅賢淑  試論金庸筆下的黃蓉與趙敏 
                              王  立  武俠小說復仇模式及其對傳統的超越 
                              顧史考  「自成一家」──略談金庸的《神鵰俠侶》 
                              鄭志明  金庸武俠小說中的道教思想 
                              翁文信  從副刊連載看武俠的文學活動 
                              嚴家炎  文化生態平衡與武俠小說命運 
                              彭  毅  金庸著作中的神話女性之美 
                              方  瑜  試論《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啟蒙遍歷與神 
                                      話書寫 
                              楊晉龍  《孟子》在司馬翎武俠小說中的應用及其意義 
                              林保淳  蒙塵的明珠──司馬翎的武俠小說 
                              李寅浩  談談武俠小說之源──《史記》刺客遊俠兩 
                                      列傳的意義 
                              岡崎由美  「劍客」與「俠客」──中日兩國武俠小 
                                        說比較 
                              葉洪生  武俠小說創作論初探 
                              龔鵬程  少年俠客行 



                              范銘如  武俠小說──一種性別的文類？ 
 
                                  最後並以「武俠小說的回顧與前瞻」作為此次研 
                              討會的綜合座談會，分別從武俠小說創作者現身說法 
                              ，說明創作的歷程；談武俠小說的流播；武俠小說在 
                              媒體上的傳播；武俠小說的社會評價；及武俠小說的 
                              創新與出路等等。會議在熱切地討論聲中圓滿落幕。 
                              （李素娟） 
 
 
                              □新近出版品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臺北市：國家圖書館，民 
                              國87年6月初版。3冊，ISBN 957-678-237-6（一套： 
                              精裝），定價新臺幣1,750元。 
 
                                  藏書志是我國目錄學的一種體制，自清乾嘉以來 
                              ，逐漸成為目錄學的主流，代表作品包括錢遵王的《 
                              讀書敏求記》以及彭元瑞的《天祿琳瑯書目正續編》 
                              ，其內容舉凡一部書的版式行款、刻工、避諱字、刻 
                              書牌記、序跋題記、收藏的印記、遞藏的源流、紙墨 
                              字體都予以詳細的記敘。這些記載主要以書的外形為 
                              對象，有助於版本的考訂鑑別。 
 
                                  民國83年本館進行「第二階段古籍整編計畫」， 
                              以撰寫館藏善本書志為工作目標，經部、史部皆已完 
                              成並出版，本年6月繼續出版子部，共3冊，收錄善本 
                              3,414部，各篇書志的內容包括：書名、卷數、冊數 
                              、版本、書號、編著者生平簡歷、版匡尺寸、版式行 
                              款、刻工、避諱、殘缺卷頁、卷端、書簽、牌記、序 
                              跋、凡例、卷目、圖像、點校、題跋、剜改塗飾、裝 
                              訂、藏印及各家書目著錄情形等。故本善本書志兼具 
                              有藏書志以及解題目錄指引的性質。 
 
                                  書志的內容除了上述項目外，另有一二特色，包 
                              括：1.引用其他資料說明本書重要，例如清乾隆間鈔 
                              本《唐開元占經》，引今人江曉原《天學真原》一書 
                              之說以見此書在天文學研究的史料價值(書號6460)。 
                              2.提要勾玄以見本書之價值，例如明正德丙子葉溥福 
                              州刊本《草木子》，書志說「卷中多元代故實，甚具 
                              史料價值，可供治元史之參考。」(書號7368)又如明 
                              刊寶顏堂秘笈本《清暑筆談》所附的《焚椒錄》，書 
                              志說「為現存遼朝僅有的文學作品⋯⋯實乃關係一代 
                              興亡之文獻。」(書號7397) 
 
                                  本書內容依類編排，若知道某一善本的類目或書 
                              號，可逕行翻檢；若知道一書的書名或編著者名稱， 
                              也可利用書後所附索引查詢，都頗方便。另本書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