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文獻整理與另類思維模組
—以《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兩類型文獻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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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言
《世說新語》是六朝著名志人筆記小說, 由劉義慶與袁淑等人共同編撰, 記載東

漢末年至兩晉之間, 上層社會士人言行軼聞｡ 由於世路艱困, 劉義慶轉向著書立說,
每每能顯露作者對當時高官權貴微言大義｡1)
《閱微草堂筆記》是清代著名志怪筆記小說之一, 為紀昀晚年著力創作, 以敘述

狐鬼奇怪故事為主軸, 透露當代社會人情世態, 寄所寓言｡2)因此, 這兩部小說的故
事, 頗能反映真實的人生寫照｡

* 台灣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1) [梁]沈約: 《宋書⋅列傳》(開明書店編譯所編: 《二十五史》｡ 臺北市: 開明出版社, 1934
年), 頁1567｡
2) [清]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第一二六九冊,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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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篇幅有限, 加上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繁夥《世說新語》､ 《閱微草堂筆
記》文獻, 及坊間所出版者, 故擇此處做為本篇論文研究範疇｡ 究竟該以何種思維選
擇今日的最佳版本？《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結束語: 展望21世紀之小說研究｣曾言:
2. 求實的基礎工作｡
中國古代小說在古代不為人們重視, 散佚在海外和民間的較多｡ …… 版本的考
證研究也是研究古代小說的基礎, 例如, 《三國演義》､ 《水滸傳》､ 《西遊記》､ 《紅樓
夢》等都存在版本問題, 把版本搞清楚, 才能知道作品演變發展的真實情況｡ 本世
紀以來資料工作有很大進展, 但仍是大有可為的｡ 不過, 這是難度很大的工作｡ 要
大量查閱材料, 才有可能有所發現; 版本要仔細校讀, 才有可能作出判斷｡3)
誠如作者所言, 確實是要｢把版本搞清楚, 才能知道作品演變發展的真實情況｡

近年, 筆者擔任古典小說課程, 深知欲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必須先突破古典文
學文字障礙, 否則最佳善本終究還是孤立無助的｡ 因此, 在教學經驗中, 時以華哥
多謀體科技影劇､ 明日工作室《世說新語》動漫､ 電子書等, 作為輔助教材, 除能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外, 亦試圖引發學子朝向古典小說研究的殿堂前進｡ 故而屢思, 《世
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除紙本､ 電子書之外, 如何再求創新？筆者認為, 結合數
位化科技, 指導學生作2Ｄ動畫產品, 朝視聽教材文獻開發, 應是可嘗試的方向｡
因此, 本文擬簡介作者生平與小說作品內容, 重點則放在版本和文獻整理｡ 研
究步驟, 先從外延切入, 針對下列幾方面史料作為考證及嘗試開發古典文學材料思
維模組, 並綜合剖析可預期達到的學習成效｡
第一, 藉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館藏圖書與｢善本書室｣善本, 窺探《世說新語》與
《閱微草堂筆記》的收藏類型, 指出可以讓讀者藉由不同形式､ 管道資料, 獲得哪些

學習的成效｡
第二, 藉文獻目錄類工具書､ 今人研究成果的資料記載, 檢視台灣台北國家圖
書館館藏《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的各式版本, 是否皆值得研究者來取資｡ 同
時, 對於如何在重視紙本思維之下, 亦能開發與時俱進的數位文獻, 應是研究者該
3) 齊裕焜⋅王子寬: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福州: 福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5年), 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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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新課題｡
各類型文獻經考證､ 分析之後, 紙本圖書除可轉型電子書､ 開發書籍影像､ 大
眾版視聽教材收藏之外, 筆者嘗試開發動漫教材, 再造古典文學善本史料, 當能使
典藏文獻類型趨向多元化, 以及使用者有更多學習的選擇｡

Ⅱ. 《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綜合介紹
1. 劉義慶生命地圖與《世說新語》面貌
1) 仕途興旺與沉寂
劉義慶, 為南朝宋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 其父為長沙王劉道憐, 劉裕少弟道
規無子, 遂過繼為其養子, 世襲臨川王｡ 《南史⋅宋宗世及諸王》卷十三記載: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 武帝少弟也｡ 少倜儻有大志｡ …… 無子, 以長沙
景王第二子義慶為嗣｡4)
《宋書．劉義慶傳》云:

為性簡素, 寡嗜欲, 愛好文義, 才詞雖不多, 然足為宗室之表｡ ……｡ 少善騎乘,
及長, 以世路艱難, 不復跨馬｡ 招聚文學之士, 近遠必至｡ 太尉袁淑, 文冠當時,
義慶在江州, 請為衛軍咨議參軍; 其餘吳郡陸展､ 東海何長瑜､ 鮑照等, 並為辭章
之美, 引為佐史國臣｡5)

據此可知, 劉義慶生性樸素, 熱愛文義, 招聚當時文學之士, 袁淑､ 陸展､ 何
長瑜､ 鮑照等人共研辭章, 編纂《世說新語》｡ 在政治､ 軍事上, 僅略提｢少善騎乘｣,
而後｢世路艱難, 不復跨馬｡｣可見宗室權勢明爭暗鬥, 此從寧稼雨<劉義慶的身世境
遇與《世說新語》的編纂動因>6), 也能略知一二｡
4) [唐]李延壽: 《南史⋅宋宗世及諸王》(北京: 中華書局, 1975年), 頁357-358｡
5) 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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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說新語》故事主題與文獻風貌
① 故事主題面貌
從《世說新語研究》7)､ 《《世說新語》整體研究》8)等研究得知, 《世說新語》研究在
南朝至隋唐五代已無留存, 今在日本存有唐寫本殘卷, 當為早期版本｡ 《欽定四庫全
書簡明目錄》曰:
《世說新語》三卷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本, 名《世說新書》｡ ……｡ 其書取漢至晉軼事瑣
語, 分為三十八門, 敘述名雋, 為清言之淵籔｡ 孝標所註, 徵引赅博, 多所糾正,
考證家亦取材不竭｡9)
《《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十《世說新語》與志人小說觀念的成熟｣云:

打開《世說新語》, 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時期二百多年間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可
盡收眼底｡ 從建安文人到竹林七賢, 從哲學家､ 經學家到教徒､ 詩人､ 各種文人無
不躍然紙上｡10)

同上書｢三《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品藻及其審美意義｣云:
3. 方法論的影響
魏晉及以後的文藝批評, 在方法論上受到人物品藻的影響, 更為直接｡ 所謂人
物品藻, 無論是政治性的, 還是審美性的, 都是在品評中把人物分成優劣等次｡
……由此看來, 《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品藻, 除了它自身的審美價值外, 其對中國美
學觀念的貢獻, 決不下於一部美學專著故事｡11)

6) 寧稼雨: <劉義慶的身世境遇與《世說新語》的編纂動因>(《湖北大學學報》 第27卷第1期,
2000年1月), 頁57-58｡
7) 王能憲: 《世說新語研究》(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年), 頁68-69｡
8) 張叔寧: 《《世說新語》整體研究》(南京: 南京出版社出版, 1994年), 頁9-10｡
9) [清]于敏中: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嚴靈峯編輯: 《書目類篇》｡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
限公司, 1978年), 第三冊, 頁1776｡
10) 寧稼雨: 《《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1994年), 頁
272-274｡

古典小說文獻整理與另類思維模組 35

綜上, 《世說新語》可謂記載後漢至東晉各式各樣人物的畫卷｡ 內容三卷, 從<德
行>至<仇隙>, 類分三十八(六)門｡ 人物被置於各門中, 各門孰先孰後, 有其優劣涵
義, 似乎意味著前褒後貶｡ 大抵, 人物一言一行, 實與魏晉品鑑風氣息息相關, 其
軼事瑣語, 足為談助｡
② 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文獻版本
本單元, 依據國家圖書館典藏《世說新語》全文者, 作為本文聚焦的研討對象｡
而這些全文版本, 孰優孰劣？將於｢三､ 文獻整理與另類思維模組｣單元, 旁及目錄
文獻史料､ 時人研究, 藉此一併加以評議, 論斷哪些版本值得研究者利用與研究？
分別從典藏善本類型､ 收藏書坊間出版品､ 存放電子書類型､ 收集多媒體教材､ 建
置古籍影像檢索系統等面向進行研討, 從中又可思索開發出哪些資料的面向｡

2. 紀昀生命地圖與《閱微草堂筆記》面貌
1) 仕途興旺與沉寂
紀昀, 字曉嵐, 一字春帆, 別號文達､ 茶星､ 觀弈道人､ 孤石道人等｡ 清直隸
省河間府獻縣人(今河北滄縣)｡ 生於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 卒於清仁宗嘉慶十年
(1805)｡ 曾任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國子監事等官職, 據《清史稿校註⋅列傳一百
七》記載:
紀昀, 字曉嵐, 直隸獻縣人｡ 乾隆十九年進士, 改庶吉士｡ 散館授編修｡ 再遷左
春坊左庶子｡ 京察, 授貴州都勻府知府｡ 高宗以昀學問優, 加四品銜, 留庶子｡ 尋
擢翰林院侍讀學士｡ 前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得罪, 昀為姻家, 漏言奪職, 戍烏魯木齊｡
……三十八年, 開四庫全書館, 大學士劉統勳舉昀及郎中陸錫熊為總纂｡ …… 建文
淵閣藏書, 命充直閣事｡ 累遷兵部侍郎｡ ……卒, 賜白金五百治喪, 諡文達｡12)

從此可知, 紀昀編纂《四庫全書》之前, 曾因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犯罪, 身為聯姻
關係被牽累而貶至烏魯木齊｡ 乾隆三十八年受詔編纂《四庫全書》之後, 再度受朝廷
11) 同上註, 頁83-84｡
12) 國史館校註: 《清史稿校註》(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999年), 第十一冊, 頁
9212-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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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 從此飛黃騰達｡ 紀昀的官途興旺與沉寂, 除正史､ 《獻縣志》資料可查檢外,
亦可透過《紀曉嵐全傳》13)､ 《紀昀評傳》14)等專著, 明白作者仕宦生涯｡
其學術成就, 除有《閱微草堂筆記》､ 《紀文達公遺集》等著作, 尤以受詔總纂《四
庫全書》及撰寫《四庫全書提要》, 最受世人肯定｡

2)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主題與文獻風貌
① 故事主題面貌
《閱微草堂筆記》內容是紀昀在京城､ 新疆等地, 雜記所見所聞､ 地方風土的異

聞趣事､ 山川地理的物產特質, 作為撰寫題材｡ 故事談論主題, 據《紀昀生平及其閱
微草堂筆記》共分: 命數､ 占算､ 扶乩､ 果報等二十二類｡15)並說:
又此二十二類中, 以鬼魂與狐怪二類最為多見｡ 蓋紀氏譏刺道學之旨, 關切世事
之懷, 大抵寄託於此｡ 而是書之所以勝於前人筆記, 亦正因其具有精妙之意趣｡16)

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序》云:
河間先生, 以學問文章, 負天下重望｡ 而天性孤直, 不喜以心性空談, 標榜門
戶; 亦不喜才人放誕, 詩社酒社, 誇名士風流｡ 是以退食之餘, 惟耽懷典籍, 老而
嬾於考索, 乃採掇異聞, 特作筆記, 以寄所欲言｡ 《灤陽消夏錄》等五書, 俶詭奇譎,
無所不載, 洸洋恣肆, 無所不言, 而大旨要歸於醇正, 欲使人知所勸懲……｡17)

盧錦堂與盛時彥<序>, 雖言不拘任何情事, 實是反映關心民生疾苦､ 勸善罰惡
等精妙旨意; 在其他五書之<跋>, 亦有類此說法｡

13) 楊子忱⋅李建良⋅宋益三: 《紀曉嵐全傳》(長春: 長春出版社出版, 1994年)｡
14) 周積明: 《紀昀評傳》(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4年), 頁87-88｡
15) 盧錦堂: 《紀昀生平及其閱微草堂筆記》(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4年), 頁95-96｡
16) 同上註, 頁96｡
17)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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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文獻版本
本單元, 依據國家圖書館典藏《閱微草堂筆記》全文者, 作為研討對象｡ 而這些
全文版本, 孰優孰劣？將於｢三､ 文獻整理與另類思維模組｣單元, 旁及目錄文獻史
料､ 時人研究, 藉此一併加以評議, 論斷何者值得研究者利用與研究？

Ⅲ. 文獻整理與另類思維模組
李致忠《中國古代書籍史話》云:
書籍的發展, 包括書籍自身的演變和圖書事業的發展, 都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所謂必然性, 就是規律｡ 所謂規律, 就是指書籍自身所固有的必然性的內部聯繫
和圖書事業興衰演變必然性的外部聯繫, 以及這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必然關係｡ 揭
示書籍自身演變的客觀規律, 闡述圖書事業興衰的歷史必然性, 概括它們在不同歷
史背景下所呈現的不同發展狀況, 則是中國古代書籍史所應承擔的又一任務｡18)

筆者認同, 歷代留下的圖書文獻, 實屬珍貴, 但如何作有效整理, 文獻研究者
必須擔負起這項歷史的使命｡ 同時, 不同時空下如何開展屬於今日另類書籍, 應是
中文學門與數位科技工作者, 須共同攜手來打造圖書事業的新園地｡
本章節, 除從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全文版本,
試圖依據該版刻善本進行外延考證之外, 將深入坊間出版品､ 電子書嘗試, 甚至研
討開發動漫等主軸, 集中精力深究, 期能客觀地呈現出這二部古典小說今日所見版
本具備優勢與亟需突破等課題｡

1. 《 世說新語》 與《 閱微草堂筆記》 文獻整理綜合論述
此單元, 擇以圖書館典藏善本､ 書坊出版品､ 電子書等文獻類型, 作為文獻整
理研究對象｡

18) 李致忠: 《中國古代書籍史話》(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 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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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說新語》版本類型面面觀
①選擇古籍善本文獻的指引
茲先論今日典藏《世說新語》古籍文獻情形, 可分為二大類型｡ 第一類型是標示
朝鮮(日本)版本者, 第二類型是標示中國各朝代版本者｡ 二種類型差異處, 如下析
論:
第一, 卷數之問題｡ 查考三卷本與二十卷本, 最為多見｡ 朝鮮(日本)版本皆是
出自明代版本, 如《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本, 係由明何良俊增補與王世貞刪定｡ 筆者
親自檢視每筆善本資料, 得知明代翻刻､ 增補《世說新語》最繁夥, 故有明萬曆己酉
《世說新語》三卷周氏博古堂刊本､ 明凌濛初《世說新語》六卷本､ 明萬曆間《世說新

語》八卷吳興凌濛初刊本､

明何良俊增補與王世貞刪定《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本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 二十卷本《世說新語補》最耐人尋味, 據《四庫提要子部．小說家類
一》卷一四零記載:
自明以來, 世俗所行凡二本, 一為王世貞所刊, 注文多所刪節, 殊乖其舊; 一為
袁褧所刊, 蓋即從陳本翻雕者, 雖版已刓敝, 然猶屬完書｡

上文提到｢王世貞所刊｣者,

是指王世貞將明人何良俊的《何氏語林》與《世說新

語》二書刪併而成的《世說新語補》系列; 所言｢袁褧所刊｣者, 則為袁氏嘉趣堂刻本｡
再據《世說新語研究》所言:
明代是《世說》空前盛行得時代, 各種刻本層出不窮, 保存至今, 據不完全統計,
竟有二十六種之多｡ 這主要是因何良俊撰《何氏語林》, 經王世貞､ 王世懋兄弟與劉
義慶《世說新語》刪併合刊, 大大擴充了《世說》的影響｡19)

第二, 版本之差異｡ 目前, ｢善本書室｣較早版本, 應是元至元二十四年(宋)劉
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批點的《世說新語》八卷本｡ 至於, 收藏最多部,
應是明何良俊增補與王世貞刪定《世說新語補》二十卷本, 但內容均非原書樣貌｡ 《讀
書敏求記》卷三云:
19) 王能憲: 《世說新語研究》(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年), 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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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三卷……

宋刻《世說》三卷, 劉辰翁批點刊行, 元板分為八卷｡ ……又嘗論之, 說詩至嚴滄
浪而詩亡, 論文至劉須溪而文喪｡ 此書精須溪殽亂卷帙, 妄為批點, 殆將喪斯文之
ㄧ端也歟!20)

從此二則引文得知, 明版雖存在諸多問題, 時為後人所詬病, 然仍有值得讚美
之處, 如《世說新語》三卷, 明嘉靖乙未(1535年)吳郡袁氏嘉趣堂刊本即是｡ 另舉《四
庫目略》記載:
振綺堂有影宋精抄本｡ 明嘉靖乙未袁褧刊本｡ 王世貞刊本｡ 萬曆甲辰鄭氏重刊
本｡ 萬曆己酉周氏博古堂重刊袁本｡ 明凌濛初套板八卷本｡ 明吳勉學刊六卷本｡
周氏紛欣閣刊本｡ 惜陰軒本｡ 張懋辰本｡ 乾隆二十七年黃氏刊本｡ 崇文局六卷本｡
是書所記分三十八門(按, 八當作六), 上起後漢, 下迄東晉, 皆軼事瑣語, 足為
談助｡21)

據書目文獻得知, 自宋元至明清, 《世說新語》仍不斷被刊刻發行, 從此處亦能
佐證該部小說的文學價值｡
② 評述現今出版文獻的優缺
1 收藏書坊間出版品
據｢館藏目錄查詢系統｣得知, 目前坊間出版社影印發行的《世說新語》, 從民國
初年至今日, 台灣､ 大陸､ 香港, 甚至日本, 陸續已有十餘家出版社翻印｡ 台灣地
區, 如: 世界書局､ 國立編譯館､ 藝文印書館､ 大眾書局､ 新興書局､ 廣文書局､
臺灣商務印書館､ 漢風出版社､ 臺灣古籍出版社､ 三民書局等｡ 眾多出版社翻印,
以全文本而言, 何家採用的底本是屬原刻善本？在此, 提供給研究者､ 讀者基本常
識, 可以透過書籍前面的<前言>､ <序>､ <導言>等敘述的內容, 檢視是否有交代依
據善本古籍, 以及是否經過校勘精審等手續｡ 若是使用者有文獻版本學知識, 就更
能判斷該書是否值得取資｡ 例如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前言》敘述:
20) [清]錢曾; 管庭芬⋅章鈺校證: 《讀書敏求記校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頁233-234｡
21) 楊立誠: 《四庫目略》(下)(嚴靈峯編輯: 《書目類篇》｡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年), 第十一冊, 頁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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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用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作為底本, 校以唐寫本(附影宋本後)､ 影印
金澤文庫所藏宋本(簡稱影宋本)､ 陳寶硯據傳是樓藏宋椠本所作校語(簡稱沈校本)､
明凌濛初刻批點本(簡稱凌刻本)及王先謙思賢講舍刻本(簡稱王刻本)｡ 凡此諸本
異文甚多, 各種史書及類書索引也有時出入, 只取其可以正底本的, 其明顯錯誤和
文義無甚關係的皆不錄｡22)

據此可知, 採用｢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作為底本｣, 正是前面論證善本條
件之一｡ 故欲研讀《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校箋》應是目前坊間優質出版品之一｡
2 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電子書
目前電子書資源, 可分二類型:
其一, ｢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電子資源｡ 讀者只要向該館申請帳號, 經授權就
可以線上閱讀經過授權的電子書｡ 例如: 《劉義慶社會教育思想與《世說新語》》線上
瀏覽, 2006年由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學苑音像出版社, 每本書談及教育家的
生平､ 教育事蹟､ 教育成就､ 教育思想評析, 選讀解讀､ 導讀經典作品｡ 另外,
2011年遠流出版公司《世說新語白話版》, 是屬《品人明鏡》系列, 重新以初淺白話內
容講解故事, 是屬兒童､ 青年課外讀物性質｡
其二, 製作光碟發行電子書｡ 東吳大學教務處2003年的《世說新語全文檢索》光
碟版, 是依據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作為電子書校對文本, 提供研讀者閱讀和檢索,
由許清雲與薛雅文合編, 並藉助陶家駿撰寫瀚海電腦程式運轉, 而由先得利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讓古典文獻多一種保存方式｡
3 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從｢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讓研究者､ 讀者藉此數位平台, 瀏覽歷代古籍的版刻
樣式､ 紙墨色彩､ 版印特點等, 這些珍品在觀賞時有賞心悅目之美感｡ 而《世說新
語》古籍版本較多, 雖不是每本皆有古籍影像可供查閱, 但在書名前顯示

圖

案者, 則代表該書有全文影像｡ 同時, 還適時提供此版本的相關資料, 如序跋者､
收藏印記､ 版式行款等說明｡

22) 徐震堮: 《世說新語校箋》(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社發行, 2009年), <前言>, 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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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微草堂筆記》版本類型面面觀
① 鑑別古籍善本文獻的觀點
茲先論今日典藏《閱微草堂筆記》情形, 有三種｡ 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分類廣註
閱微草堂筆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本與《續修四庫全書》本, 此三版本其間差異處如
下:
第一, 卷數之問題｡ 查考三版本中, 僅｢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分類廣註閱微草
堂筆記》分五卷, 其餘二版本皆是二十四卷本｡ 筆者親自檢驗｢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
中所附沈禹鐘<序>與上海世界書局<例言>內容, 合理判斷, 應是沈禹鐘與發行出版
者改變原書所致, 摘錄其部分內容以資證明:
沈禹鐘<序>:
余每讀其書, 輒不能釋卷, 今為詳按其全書, 重加釐訂, 逐節冠以標題, 附以圈
點, 詳其典實之所自, 庶閱者望文而生義焉｡ 吾聞香山之詩, 老嫗能解, 此書其亦
假編者手而庶幾乎｡
民國十二年立夏後一日嘉善沈禹鐘<序>23)

上海世界書局<例言>:
例言……
一 此書膾炙藝林, 喧騰已久, 故坊間梓板紛紜, 不可勝計｡ 然求其善本, 百不
得一, 且校訂時往往失檢, 舛訛滋多, 本局爰為詳加考核, 重行釐定, 逐節冠標題,
附以標點, 洵較他本為美備｡24)

從上述引證, 得知五卷本非原書卷數的編排方式, 並推斷應為符合所訂立標題
名稱而妄加刪略其作品數量編為九百則｡

故｢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分類廣註閱微

草堂筆記》內容已非原書之樣貌｡
第二, 版本之差異｡ 上述已言｢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分類廣註閱微草堂筆記》
23) [清]紀昀: 《分類廣註閱微草堂筆記》(上海: 上海世界書局, 1932年｡ 臺北台灣台北國
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 頁1｡
24) 同上註,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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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內容均非原書樣貌, 故此部分僅論述｢上海進步書局印行本｣與｢《續修四庫全
書》本｣兩種｡ 據｢上海進步書局印行本｣<閱微草堂提要>云:
文達著述不多, 自言一生精力專注《四庫全書提要》, 而以其餘力成《閱微草堂筆
記》一書｡ 雖談狐說鬼, 不脫舊時迷信之慣習, 而結構謹嚴, 論斷精切｡ 每事下一
評語, 說理之確, 衡情之當, 措詞之典雅簡賅, 能于《聊齋》外, 別樹一幟, 後有作
者難呼繼乎｡25)

此段<閱微草堂提要>, 未題名何人撰寫, 而｢閱微草堂｣26)是作者室名｡ 然五書
卷首前有署名｢觀奕道人｣27)<序>, 應是作者自號, 疑即此人所為｡ 至於,
｢《續修四庫全書》本｣情形, 書扉題名則明確指出此版本為｢《閱微草堂筆記》河間
紀氏閱微草堂原本北平盛氏望益書屋藏板｣, 其次有觀奕道人<自題>一文可驗｡
筆者將二種版本相互讎校後, 發現收錄作品數量, 僅有二則之差異, 內容也差
異甚少｡ 另依《書目類篇》28), 舉其公私目錄有記載《閱微草堂筆記》版本, 推測｢《續
修四庫全書》本｣所據原書應是《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藏｢清盛氏望益書屋刻本 翁
心存批 十冊 翁捐｣｡ ｢清盛氏望益書屋刻本｣, 即是《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所
言的清嘉慶五年本,29) 故筆者認為此版本應是最早刊行的版本, 亦是｢善本書室｣典
25) [清]紀曉嵐: 《閱微草堂筆記》(上海: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臺北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善
本書室｣藏), 頁1｡
26) 所謂｢閱微草堂｣, 依《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閱微草堂｣條下說明: ｢【閱微草堂】清直隸
獻縣人紀昀(1724－1805)的室名｡ 昀字曉嵐, 一字春帆, 晚號石雲, 乾隆十九年進士,
任《四庫全書》總纂官, 每書都作提要, 稱大手筆; ……有《遺集》(嘉慶十七年其孫樹馨刻
本)及《閱微草堂筆記》(嘉慶五年盛氏刻本)等｡ ｣
瞿冕良編著: 《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1999年), 頁506｡
27) 所謂｢觀奕道人｣, 依《紀曉嵐全傳》言: ｢紀曉嵐晚年, 對圍棋有著濃厚的興趣｡ 並且自
號觀奕道人｡ 他對兩套特別的棋子, 都是天然石料, 圓潤秀美, 是朝鮮使臣鄭思賢贈
給他的……｡｣
28) 嚴靈峯編輯: 《書目類篇》(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年)｡
29)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記載: ｢[補]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清紀昀○清嘉慶五年
北平盛氏刊本｡ ○清嘉慶二十一年北平盛氏重刊本｡ 余有一帙, 失名人藍筆評｡ ｣
[清]莫友芝撰⋅傅増湘訂補⋅傅熹年整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 中華
書局出版發行, 2009年), 頁872｡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記載: ｢[補]閱微草堂
筆記二十四卷 清紀昀○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刊本｡ ○清嘉慶二十一年北平盛氏重刊
本｡ 余有一帙, 失名人藍筆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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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較完整之善本｡ 另外, 據《書目類篇》收錄目錄書目文獻得知, 從嘉慶､ 道光至光
緒年間, 《閱微草堂筆記》持續被刊刻發行, 並以五種二十四卷本, 最為常見｡
② 考釋現今出版文獻的優缺
1 書坊出版
今日坊間《閱微草堂筆記》出版品, 有全文本與擇錄本兩類, 此處係以全文本作
為討論對象｡ 綜合考察之:
第一, 依據出版社採用版本分析｡ 目前坊間九家出版社所依據版本, 推測最早
是道光十三年本, 最常採用的則是道光十五年本｡ 道光十五年本, 尤以新興書局版
本為眾家出版社翻印時最多採用｡
第二, 從出版社｢從校刊精審程度｣方面觀察｡ 可依據出版社出版<簡介>､ <序>
等作為品質優劣評斷依據, 如重慶出版社<前言>云: ｢以上海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
觀》為底本, 參閱其他版本, 除明顯的誤字外, 沒有任何改動, 不盡之處, 望讀者指
證｡｣30)以及鳳凰出版社<出版說明>云: ｢以道光十五年刊本為底本, 加以整理｡｣31)
這二家出版社出版時, 都有經過專家整理, 應是購買､ 參考使用的優良版本｡
2 電子書版本
電子資源, 目前有二本:
其一, 2005年重慶出版社製作發行《閱微草堂筆記》, 該電子書是採用簡體字,
需求使用載體APABI Reader軟件, 即可方便閱讀電子圖｡ 筆者檢視, 此系統全文
是據重慶出版社[清]紀昀著⋅董國超標點《閱微草堂筆記》製作, 而且下載速度快速,
能節省研讀時間｡
其二, 2010年義美聯合電子商務公司製作發行《閱微草堂筆記》, 該電子書是採
用正體字, 需求使用載體PC, eReader, Smart Phone; 軟體需求是各式EPUB閱
讀器軟體, 才能閱覽｡ 筆者試閱, 此系統有時無法順利點閱全文｡
針對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的善本､ 書坊出版
[清]莫友芝撰⋅傅増湘訂補⋅傅熹年整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 中華
書局出版發行, 2009年), 頁872｡
30) [清]紀昀著⋅董國超標點: 《閱微草堂筆記》(重慶市: 重慶出版社, 1996年), <前言>,
頁8｡
31) [清]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南京市: 鳳凰出版社, 2007年), <出版說明>, 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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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電子書等文獻類型整理, 綜合說明如下:
第一, 整理各式紙本文獻類型, 為求取可靠版本｡ 《文獻學講義》提及:
講版本為了檢擇可靠的材料
讀書有｢先入為主｣的影響, 如不先加辨別, 信了錯誤的版本, 便要蒙受其害｡ 現
在出版加標點的古書對讀者確是有益的, 但標點不是完全可靠; 標點一錯, 文字的
意義也變了, 關係很大｡ 所以讀某一部書, 必須知道哪一本比較可靠, 便不致誤入
歧途｡ 還要弄清版本的源流, 以考見我國文化發展的歷史｡32)

第二, 網路資訊時代, 電子資源有助於促進自學, 參證利便, 能擴大學習領域｡
所以, ｢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電子資源, 可供教師輔助教學; ｢製作光碟發行電子書｣,
是可便利研究者快速檢索欲搜尋內容資料; ｢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是對善本實物的
呈現, 更是反映時代文化的底蘊｡
總之, 如何兼顧讀者才識､ 達到雅俗共賞, 文獻類型就必須具備多元性､ 便利
性, 方能使《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傳世久遠｡

2. 《 世說新語》 與《 閱微草堂筆記》 開發視聽文獻之思維模組
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收藏各式古籍善本, 已從紙本保存改進為利用電腦科技儲
存､ 傳播｡ 而且透過電腦科技攝製成彩色圖像, 將原本深藏圖書館的善本文獻, 賦
予新生命, 讓書籍功能性､ 使用性與方便性大大提升｡ 誠如王鵬凱<讀書宜求善本—
以《閱微草堂筆記》研究上的版本問題為例>云:
(三)呼籲各圖書館開放善本古籍的使用限制, 讓這些善本､ 孤本發揮最大的效
用｡ ……或許就在於這些圖書館認為典藏的目的是在於利用, 知識的流傳是圖館的
責任｡ 況且不只是學者方便使用, 也因為方便取得這些古籍的影本, 修版本學的
學生還可以回饋給圖書館, 讓這項成果公佈在網站供人下載, 榮耀歸諸圖書館和
學生: ｢某某人據某某圖書館藏某某本之點校本｣｡
比開放影印的限制更方便的作法是將這些古籍掃描成電子圖檔, 讓使用者可以
透過網路, 就可以來進行閱讀､ 查詢､ 下載工作｡33)
32) 王欣夫: 《文獻學講義》(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7年), 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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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鵬凱提及文獻需數位科技化的觀點, 筆者相當認同｡ 但光是作古籍掃瞄成電
子圖檔, 還是不夠完善｡ 如果能開發古籍善本與多媒體結合, 是可以讓文獻整理有
更新的局面｡ 因為, 從經驗具體觀視聽教材, 可以讓感官直接感覺事物形象和事實,
是方便讀者學習管道之一｡ 所以, 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圖書, 除保存圖書之外,
視聽科技教材的開發, 目的在於便捷讀者的取資利用, 以及有助於知識流傳與學習
成效, 值得積極作為｡
本單元, 主要就是嘗試如何活化古籍善本以提供讀者､ 研究者進行研讀, 筆者
認為除開發數位電子書､ 原文影像數位系統之外, 還可以朝向圖文與多媒體結合,
讓古籍活潑化, 為文獻類型再開出新局面｡ 因此, 筆者提出針對蔡志忠《世說新語》
動漫可改善問題之外, 並自己嘗試開發動畫｡ 藉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愛情主題作品,
以Flash軟體製作2D動畫故事, 讓古典文學走出文字藩籬, 與現代科技同步走進研
究殿堂, 使古籍文獻更平易化､ 普及化, 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1) 評價《世說新語》視聽設計理念
筆者就以蔡志忠漫畫､ 魚夫動畫開發視聽教材, 提出蔡志忠動漫設計理念建議｡
以下提出設計理念與製作的評價:
① 設計理念以輕鬆有趣立場發端
蔡志忠漫畫､ 魚夫動畫《世說新語》, 應是台灣視聽科技教材的開發首例｡ 蔡志
忠紙本漫畫, 家喻戶曉｡ 十餘年來, 再接再厲繪出不少中國著名古典文學經典, 例
如《孟子》､ 《莊子》､ 《韓非子》等數十部｡ 曾煥媛<談視聽教材>說:
二､ 視聽教材的教學價值－視聽教材在教學上的運用, 計有下列十四價值……
(四)了解容易: 視聽教材, 有的是實地考察, 實際動作, 均富證驗價值, 有的係
經過一番匠心獨運的設計重編, 便于觀察, 所以兒童對視聽教材的學習, 容易了
解, 徹底明白｡
(五)興趣濃厚: 視聽教材富有新奇與變化, 增加兒童的活動, 因此, 極易激起兒
童濃厚的興趣｡34)
33) 王鵬凱: <讀書宜求善本—以《閱微草堂筆記》研究上的版本問題為例>(《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訊》新九十九期, 2009年12月), 頁62-64｡
34) 曾煥媛: <談視聽教材>(《視聽教育雙月刊》第23卷第5期, 1982年4月),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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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 談論兒童藉助視聽教材能引發學習成效, 相當中肯｡ 筆者認為, 《世說新
語》輔助多媒體視聽工具就是如此｡ 這種設計思維, 是可以打破古典小說因受困文
字艱澀, 而導致學習興趣缺缺的困境｡ 在學習時若能利用蔡志忠漫畫､ 魚夫動畫《世
說新語》輔助多媒體視聽工具, 相信可以排除怯步於閱讀古典小說的緊張心理｡ 因
此, 蔡志忠漫畫､ 魚夫動畫《世說新語》申請核准字號, 就標示｢輔助教學類免送審｣
等字樣, 而得到相關單位的信任｡ 大抵, 平實摹寫､ 深入淺出的視聽教材, 確實能
夠引起研讀《世說新語》的興趣, 啟發學子明白劉義慶描繪各式各樣人物的用意, 是
其優點｡
② 建議兼顧質量設計教材立場
但是蔡志忠漫畫､ 魚夫動畫《世說新語》多媒體過於口語化而失去原本屬於故事
性的小說意涵, 以及描繪圖像過於卡通化已脫離故事人物特質, 似乎僅能供給兒童､
青少年觀看, 若要作為研究媒介､ 文獻保留, 恐需更加深化其製作內容｡

2) 另類《閱微草堂筆記》視聽設計理念
筆者查詢｢古籍文獻｣､ ｢多媒體影音｣二項系統, 似乎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還缺
乏《閱微草堂筆記》更具體視聽影像的建置, 因而啟發了嘗試開發另類視聽教材的思
維｡ 由於個人素以文獻領域作研究, 常常思考文獻如何科技化｡ 自從觀賞動畫《清明
上河圖》之後, 去年起即展開與本校數位系張志文同學合作, 以Flash軟體製作《閱微
草堂筆記》2D動畫故事的研究與開發｡ 以下提出幾點設計理念與製作歷程:
① 設計理念以平實摹寫角度發想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 約二千則左右｡ 談論主題, 有鬼魂､ 狐怪､ 妖魅､ 異人

等, 各式各樣內容｡ 首先, 必須擇選有趣的主題作品, 而構思應以讀者所熟悉或嚮
往的為優先｡ 因為讀者情感若能與作者產生共鳴, 閱讀時才會有心得, 故先以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愛情主題二則作品為嘗試｡ 其次, 該借助什麼電腦科技軟體, 且在

有限經費與時間內完成｡ 再三思考, 欲達到視聽果效, 利用Flash軟體製作2D動畫
最為可行｡ 最後, 必須兼顧保存文獻真實度與執行的落實, 仍需日後透過教學､ 研
究, 做為檢視設計理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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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製作歷程以視聽數位化操作法
首先, 擇選上一小節｢2.《閱微草堂筆記》版本類型面面觀｣《續修四庫全書》善本
文獻作為基礎, 並教導執行製作者張志文同學對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介紹與擇其
《灤陽消夏錄二》<有賣花老婦言>作品閱讀與文字理解力｡ 其次, 構圖意象必須宜古

宜今, 並找尋有關《閱微草堂筆記》紙本繪圖､ 網路圖片, 提供張志文同學參考, 讓
他構思圖像時有正確､ 具體方向｡ 最後, 需反覆修訂文字內容與動漫畫面之間的貼
合度, 同時為使視聲效果升級, 必須搭配聲音的呈現｡
目前, 筆者嘗試開發《閱微草堂筆記》情形, 有以下部分:
第一部份, 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二部份, 筆者自擬文字內容, 分別以三百五
十字進行相關介紹, 呈現18張2D動畫畫面｡ 茲節錄其中四張圖片如下｡

圖一
｢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介紹｣首頁設計
策劃人: 薛雅文助理教授
編校者: 孫郁婷
媒體設計者: 李志文
錄音者: 李嘉容､ 姚俊峰､ 鄭雯芳

圖十二 「閱微草堂筆記介紹 」首頁
設計

圖二
｢作者介紹｣首頁設計

圖十三作品文字: 紀昀《閱微草堂筆
記》是清代著名的筆記小說, 門人盛
時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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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作品的原文全部呈現, 以保存文獻原貌｡ 2D動畫畫面, 以作品內容
篇幅長短､ 情節高潮處, 作為2D動畫繪圖主軸, 例如《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
二》<有賣花老婦言>就以十四張圖來呈現此作品的畫面｡ 茲節錄其中四張圖片如下｡

圖一
首頁設計: 《閱微草堂筆記‧欒陽消
夏錄二》
策劃人: 薛雅文助理教授
編校者: 孫郁婷
媒體設計者: 李志文
錄音者: 李嘉容､ 姚俊峰､ 鄭雯芳

圖三
作品文字: 有賣花老婦, 京師一
宅, 進空圃, 圃故多狐

圖二
首頁設計: <有賣花老婦言>

作品文字:
家少年狎

圖四
有麗婦夜踰短垣與鄰

總之, 視聽教材能引發學習成效｡ 筆者認為《閱微草堂筆記》古典小說, 青年學
子因受困文字艱澀, 往往興趣缺缺｡ 學習時若是輔助多媒體視聽工具, 相信可以消
除其排斥心理｡ 筆者在文獻保存與科技結合過程中, 嘗試使用Flash軟體製作《閱微
草堂筆記》2D動畫故事, 從設計理念至製作歷程, 再三思索如何讓文獻資料活潑生
動, 以及兼顧引燃研讀者高度學習熱忱｡ 因此, 強調文獻保存的真實性之外, 有效
的傳播這些文獻典籍, 應納入考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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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結論
六朝《世說新語》與清代《閱微草堂筆記》, 各為一代著名筆記小說, 前者以各式
各樣人物為故事主軸, 篇幅約有一千多則, 距今已好幾千年; 後者是以雜俎類為故
事內容, 篇幅約有二千多則, 距今已好幾百年｡ 仍值得後代廣泛流傳, 因為當中有
著作者寄寓之言｡ 何況其文學之美, 小說之美, 都值得推薦給青年學子及世人閱讀｡
這二部古典小說, 從古人至今人既然如此重視, 我們豈能輕忽！無論就文獻保
存, 或文創開發, 都需要再積極投入｡
就目前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典藏《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文獻資料, 綜合
其貢獻, 具體而言如下:
1.典藏善本: 提供文獻版本學領域研究者, 可透過善本來進行研究｡ 同時, 有
保存珍貴文獻的功勞｡
2.收集今日紙本出版品: 讓一般讀者有好書可閱讀｡ 具備推動閱讀､ 傳播及教
育的作用｡
3.子書: 迎合網路資訊時代, 電子書有助於促進自學, 增廣學習領域, 亦可減
省往返查詢時間｡ 與時俱進, 有符合新潮流的精神｡
4.古籍影像檢索系統: 古籍不僅是珍貴的文物, 透過影像系統再造, 古籍除可
受到保護之外, 更可透過電腦科技傳播, 讓古籍流通不受限｡
檢視目前文獻資料, 還存有若干闕漏問題｡ 雖然說校書如掃落葉, 難以苛責,
但文獻整理者仍要有使命感, 任何古籍版本, 因流傳､ 演變, 而有層出不窮真偽問
題, 都必須經過精校､ 精審, 否則就辜負創作者原始著作美意｡ 此外, 針對台灣台
北國家圖書館典藏《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文獻資料, 建議增強處如下:
1.增加圖書影像系統數量: 雖已有視聽影像系統, 但建置古籍善本文獻還不夠
完整, 像是《閱微草堂筆記》就無法搜尋此書影像圖貌｡
2.開發影像視聽教材: 古籍蘊藏著古聖先賢智慧結晶, 由於時空轉移, 文字障
礙會造成淹沒文化的殺手｡ 除嘗試開發多媒體動畫, 藉此平實摹寫､ 深入淺出的視
聽教材, 勾起讀者閱讀､ 研究者動念以外, 如何保留原典真實性, 仍值得文獻傳播
者再省思｡
大抵, 典藏台灣台北國家圖書館內《世說新語》與《閱微草堂筆記》諸多文獻, 如

50 《中國文學硏究》⋅제49집

何俾利研究者､ 閱讀者正確､ 快速獲取知識, 除須掌握各類型文獻資料正確性之外,
更須借重現代電腦科技研發讓古籍更方便典藏､ 流傳, 使珍貴古籍不因時空而深藏
秘府, 罕見人世｡

【英文提要】
Essays and Criticism in Six Dynasties and Yuewei Cottage
Notes in Qing Dynasty are renowned notes novels. The contents
of them describe a variety of figures or involve stories of ghosts
and monsters, delivering what the authors meant to express.
From Shi shuo xin yu yan jiu by Wang Nengxian, “Shih-shuo
hsin-yü” cheng-t’i yen-chiu by Chang Shu-ning and Yuewei
caotang biji: Xu by Sheng Shiyan can we notice the high
frequency printings. When studying the editions of Essays and
Criticism and Yuewei Cottage Notes, what should a researcher
start with? In our view, one can cast the literature by
investigating the masterpieces and their authors, probing into the
editions

reserv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aiwan,

examining the ancient bibliography, and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Grounded on the historiography, one can avoid
distorte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aims to select the best editions of Essays and
Criticism and Yuewei Cottage Notes by examining the ancient
bibliography and the editions reserved a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aiwan as well as to provide the selected editions for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to appreciat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quality of editions. In addition, we attempt to develop 2D
animation of Yuewei Cottage Notes, an audiovisu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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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which depicts the content in simple language. By adding
the creative method, we hope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can be
appreciated not only in texts but also with modern technology.
Provided that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technology is workable, this new method will probably
lead to a new pedagogical situation.

【主題語】
《世說新語》､ 《閱微草堂筆記》､ 古典小說史料､ 筆記小說､ 動畫故事

Essays and Criticism, Yuewei Cottage Notes, classical novel
historiography, notes novel,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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