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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字書是我國古代字、詞典的統稱，為解釋文字形、音、義，並依特定方

式排檢的書籍。既為讀書求知的基礎、文化薪傳的憑藉，亦是工具書中

使用最頻繁者，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本論文兼採文獻分析與歷史研究

法，論述重點凡二：其一為回顧我國字書由草創至成熟所歷經的源流與

發展，並以現代眼光，重新審視且還原古代字書的工具書面貌。其二為

探討當代盛行字、詞典的類型、體例、功能特色與價值影響。最後並針

對當前中文字、詞典所面臨的因襲抄掠、同書異名、音讀分歧、部首排

檢法的標準化、互見標注、成套詞與異體字的處理等問題，試擬解決之

道。  



摘要

(英) 

The ancient China's dictionaries are generally given the name “Zi Shu” (means 

wordbook) . They give explanations of words shape, sound and meaning , 

arranging them in a logical order. Dictionaries give readers a basic word tool, they 

help to transmit culture and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book there is. A 

dictionary’s importance is beyond words. This thesis analysis both by document 

and historical methods which in expounding two important points: 1. A 

retrosp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ctionaries from its 

initial stages to the present. This includes a new look at ancient dictionaries as a 

research tool what they was form a modern preventive. 2. A look at popular 

dictionary types, general formats , special uses and value influences of the time. 

Finally , this thesis also looks at modern China's dictionaries suffering plagiarism, 

books that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but go by different names , pronunciation 

discrepancies ,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haracters' separation , cross references, and 

word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sets and those cannot , it try to find out th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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