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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正史在中國史部目錄學與歷史學的研究領域中，向來佔有重要的地位。

從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範疇來看，正史是史籍分類的類目之一，在各官修

和私撰的目錄著作中，史部設置正史一類的仍佔多數；而在這些目錄著

作中，大部分也都將正史列在史部的第一順位，由此可知正史在史部目

錄的重要性。而利用歷代各家目錄對正史類史籍的著錄情形作直接的整

理與比較，除了能瞭解當時正史類史籍的成長、散佚與流傳外，更能溯

源析流地考據正史的形成與發展沿革。 另一方面，就歷史學的領域而

言，正史係指《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籍，從歷代累積而成的正

史，迄今共有 25 部。二十五史一向為治史者視為必讀的典籍，因為中



國每一朝代的歷史，遠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到明代為止，都可透過相對

應的正史有系統的揭示出來。所以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而言，正史是

必須憑藉參考的史料，舉凡歷代的人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

面的課題，均可由正史的記載來瞭解與探索。 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法與

歷史研究法。參考資料為二十五史、中國目錄學專論、中國史學史專

論、期刊論文等文獻，探討正史的起源及其形成的理念演變；論述正史

的內容範圍、著述的動機與成書的經過；考據各官修、私撰目錄對於正

史類史籍的著錄與傳世情形；最後分析與討論正史對後世的影響。  

摘要

(英) 

The Official History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bibliography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 Official History is one of the classified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history bibliography officially or private catalogues, the Official 

History has been placed in the first position, too.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Official 

History is important in the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By using the past dynasties’ 

catalogues in comparison and arrangement wi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history 

bibliography, we not only can understand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in its 

growth, lost, and path at that time, but also to trace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Official History refers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Han Shu and other chi chuan t’i historical records. Through the past 

dynasties’, 25 parts have been accumulated. The 25 dynastic histories are must 

need for researchers of history. It revealed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y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legend’s era to Ming dynasty. So the Official History is 

a neede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people who research history. We can understand 

and explore human affairs,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other topics 

through the Official History. The thesis employed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reference resources used are the 25 dynastic histories, 

the monograph of the Chinese bibliography, the treatis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other periodical papers. This thesis will try to find out the origin of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how its idea was developed; discuss its content, author’s motive and 

process of writing; textual research of different catalogues about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its hand down to generations; the last part of this thesis will be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how Official History affect the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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