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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冊介紹 

 關於《漢雲平台》索引系統 

這是一套以漢學內容為文本，並透過數位人文技術，以鳥瞰式系統提

供檢索服務。內容收錄分成三個面向，包含類書、東亞史料集錦與十三

經與諸子別集等逐步收錄與上線。目前已上線的內容為三大官修類書，

依序為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與古今圖書集成。 

《藝文類聚》是唐高祖李淵下令編修的類書，給事中歐陽詢主編，其

他參與人員還有秘書丞令令狐德棻、侍中陳叔達、太子詹事裴矩、詹事

府主簿趙弘智、齊王府文學袁朗等十餘人。武德七年（624 年）成書。《藝

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氏六帖》合稱「唐代四大類書」。

《藝文類聚》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類書之一，徵引古籍 1431 種，保存了唐

代以前大量的詩文歌賦等珍貴文學作品，其中許多篇章早已失傳。此書

100卷，分 46部，設 727個子目，全書約百餘萬言。分類按目編次，故

事在前，均注出處。所引詩文，均注時代。 

《太平御覽》初名《 太平類編》、《太平編類》，後改名為《太平御覽》。

是北宋時期編寫的一部類書，是保存了五代以前文獻最多的一部類書。

《太平御覽》與《太平廣記》、《 文苑英華》以及《冊府元龜》合稱為「宋

匯部四大書」。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類書類。北宋初年，宋太宗趙光義於

太平興國二年（公元 977 年）命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編修，至太平

興國八年十二月（984 年）書成，共六年。《宋會要》載，《太平御覽》是

以《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書為藍本進行編撰的。

書名中的「太平」取自年號「太平興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謂「書

成之後，太宗日覽三卷，一歲而讀周，故賜是名也。」同時編纂的類書，

還有《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凡 1000 卷，為宋代最大的類書之一，索

引經使圖書，凡一千六百九十餘種，今不傳者十之七八，徵引賅博，足

資考證。全書分五十五門，名次是：天部、時序部、地部、皇王部、偏

霸部、皇親部、州郡部、居處部、封建部、職官部、兵部、人事部、逸

民部、宗親部、禮儀部、樂部、文部、學部、治道部、刑法部、釋部、

道部、儀式部、服章部、服用部、方術部、疾病部、工藝部、器物部、

雜物部、舟部、車部、奉使部、四夷部、珍寶部、布帛部、資產部、百

穀部、飲食部、火部、休徵部、咎徵部、神鬼部、妖異部、獸部、羽族

部、鱗介部、蟲豸部、木部、竹部、果部、菜茹部、香部、藥部、百卉

部。各部下又分類，共 5363 類（算上附表則有 5426 類），類下又有子目，

大小類目共計約五千四百七十四類。雖多轉引類書，不能一一出自原本，

而蒐羅浩博，足資考證古籍軼文。宋太宗趙光義曾表示：「此書千卷，朕

欲一年讀遍。」命人日進三卷，備「乙夜之覽」，趙光義感嘆道：「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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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古今圖書集成》是現存最大的類書，為清康熙時期翰林院陳夢雷根

據「協一堂」藏書和自己家藏典籍一萬五千餘卷進行編輯，從 1701 年到

1705年耗時五年「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編成的大型類書。全書共有一

萬卷，分歷象、方輿、明論、博物、理學、經濟等 6編，每編再分若干

典，共 32典，每典又分若干部，一共 6190部，每部酌情收錄彙考、總

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項，內容繁多，

分類明晰，收錄完整，以一書貫串古今，包羅萬象。陳夢雷在《松鶴山

房集》卷二「進匯編啟」自評到：「凡在六合之內，鉅細畢舉，其在十三

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刪一二」。《古今圖

書集成》收錄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獻資料。內容無所不包，凡舉天

文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倫理、科舉教育、文化藝術、音樂

舞蹈、琴棋詩畫、宗教神話、禽蟲草木、農桑漁牧、醫藥偏方、油鹽茶

酒、木陶舟車等各種領域，並有六千多幅精美圖表解析，具有極高的實

用史料價值，被中外譽為「康熙百科全書」。 

    本系統以三大類書為出發點，重新解構文本內容，有別於其他搜尋

引擎，透過簡潔的操作介面，讓使用者可以藉由典部分類和全文檢索，

快速取得資訊，並透過詳細的「後分類」，獲得精準的史料檢索，完成研

究工作： 

  

 可查閱索引資料的總筆數、簡目、數位版資料及原文圖像。 

 可依朝代、出處、作者、典、部等多種主題進行索引的後分類 

 後分類的結果可再進行更細緻的分類檢索，利於使用者找到最符

合的資料。 

 五種主題的後分類，可針對搜尋關鍵字進行，縱向時間性的溯源

整理和橫向空間性的主題分類。 

 將三套類書數位化，方便使用者快速且全面性的搜尋每一個條目

和字句。 

 

    因此本系統不僅是將三套鉅細靡遺的類書電子化，更藉由結構化的

資訊系統，協助使用者快速取用豐富的內容，並能從龐雜的脈絡中挖掘

未被發現的歷史寶藏，激發研究的興趣方向與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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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冊目標 

    這本手冊將為您簡介如何使用《漢雲平台》電子資料庫的檢索，讓

您快速掌握資料庫的使用方式與特色。 

 

第一單元  基本介紹 

簡單說明《漢雲平台》索引的分類方式，了解本系統如何使用的根基，

接著簡介系統，以及如何開始使用《漢雲平台》資料庫。 

 

第二單元  瀏覽功能 

這個單元，您將學習如何使用《漢雲平台》，進行簡目和全文的搜索。 

 

第三單元  檢索功能 

在這個單元，您將學習如何透過《漢雲平台》的索引功能，利用關鍵字，

快速找尋感興趣的文章主題，並透過《漢雲平台》的引文機制，拓展您

所選取關鍵字的脈絡視野。 

 

第四單元  類書對應查詢 

在這個單元，您將了解如何透過類書對應查詢功能，梳理出不同類書中，

對相同條目的知識分類，是否隨著時代的演進有所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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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基本介紹 

一、系統說明 

瀏覽器：建議使用 IE 7.0 以上的版本進行瀏覽，以利網頁正常運作及

呈現。 

1. 登入位置 

使用者登入網址 http://www.sino-cloud.com.tw 

 

 

2. 主畫面與網站 

 
主畫面功能區塊依序為使用者資訊、檢索功能、瀏覽功能。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2-29266006   E-mail：service@airiti.com  

第二單元 瀏覽功能 

 

一、內文數位化瀏覽 

  將條目全文數位化，方便使用者將史料作瀏覽和剪裁。 

 

 

二、類似詞條顯示 

點選數字後，底下展現在平台中，其他類似的詞條與其所分部的出處及分

類。 

 

 

 

 

 

 

(二)內文數位化瀏覽 
(一)原文圖像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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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檢索功能 

一、 檢索方式 

 

1. 關鍵字檢索 

將您想找的關鍵詞輸入查詢欄位內，資料庫將會對全平台，或是選定

的其中一部類書，進行所有全文字詞的查詢。另外還有針對書名查詢

的檢索方式。 

 

 

2. 進階檢索 

進階檢索提供四種更精準的搜尋方式。 

全文綴詞分析：可讓使用者對系統的文件進行「關鍵詞的前後綴詞」

分析。舉例說明： 

（一）欲查詢《古今圖書集成》中「ＸＸ之亂」出現的情形，在全文

綴詞分析的關鍵詞欄位鍵入「之亂」，並在左綴字數加「２」。 

 

（二）查詢結果會呈現 XX 之亂的詞條，並顯示條目數(有此詞彙的詞

條數)與出現次數，可點選後，依所點選的詞彙進行檢索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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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定檢索範圍還可至「出處」或「作者」。如限定檢索出處「唐

書」中出現的關鍵詞「之亂」的史料。 

 

 

3. 分類檢索 

以《古今圖書集成》為例，目錄頁將 6 大編細分成 32個典目的一級分

類。根據曆象、方與、明倫、博物、理學、經濟等主題，指引使用者

根據有興趣的內容延伸探究。 

 

 

每個典目下又分若干部，共有 6117 部可供檢索。 

 

 

 

 

 

 

6 大彙編分類 

32 個典目分類 

全《古今圖書集成》共有 6117 部細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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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以簡目和條列摘要顯示，可再依四種欄目的「後分類」，進行

更精確的史料選擇。 

 
1. 後分類檢索 

使用「檢索後分類」，系統將依據查詢結果再進行組織與分類，當關鍵

字資料量過於龐大時，使用者可依後分類進行更精確的結果查詢，快

速取得相關資料，將依據「文獻」「朝代」、「出處」、「作者」，四種後

分類將搜尋結果更細緻的分化，方便使用者獲得更精準的搜尋結果。

以中國至聖先師「孔子」為檢索範例： 

 

 「朝代」分類： 

朝代分類將搜索結果依照年代的不同分類，並標記出各朝代的條目

數量。搜尋「孔子」，得知在「朝代」分類項下，「孔子」簡目共橫

跨 22個朝代並有 8463 個檢索條目，其中朝代不明的有 3568 個。 

 

檢索筆數 

簡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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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後分類檢索「孔

子」搜尋結果。 

◎共橫跨 22個朝代 

◎如「宋」朝代，出現「孔

子」的文獻筆數，有 825

筆。 

 

◎「朝代」時間不明者，

統一至最上方，以「孔

子」檢索為例，共有 356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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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處」分類： 

 

出處分類將依照各個書籍來源分類，並將書籍包含筆數標出，同

時也劃分出檢索結果的最大宗分類。 

  

◎「出處」後分類檢索「孔

子」搜尋結果。 

◎共有1215個不同的典籍

出處。 

◎最大宗的分類在「詩詞

曲賦」中。 

◎如典籍「家語」包含孔

子詞條的簡目，共 49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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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分類： 

作者分類將檢索結果依據可考的作者作品按數量多寡依序排列。 

 

  

◎「作者」後分類檢索「孔

子」搜尋結果。 

◎共有 809個不同的資料

可考作者。 

 

◎以司馬遷為例，在平台

中的收錄作品，一共出

現 260個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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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分類下的「再分類」： 

每個搜尋結果都可以再次進入做更細緻的分類，如關鍵字「孔子」

點選「朝代：宋」，系統會依據 825 個搜尋結果筆數，再次進行分

類，如「出處」共有 125個書籍涉及，其中「朱子全書」共有 82

個條目。以此類推每個關鍵字都可以做到最細緻的類份，方便使

用者檢索到最精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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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類書對應查詢功能 

一、 功能頁面 

 

二、 查詢功能 

1. 選擇比對來源類書、部、分部、細部，可只選部後按下查詢 

 

以《藝文類聚》天部為例：顯示《藝文類聚》天部共有 518 條目，

其中 318 條目在《太平御覽》也有相似條目。餘 200 條在《太平

御覽》中無相似條目。 

2. 對應條目圖 

 

以水道匯流圖的方式，來呈現在《藝文類聚》天部中的條目，且

同時出現在《太平御覽》中的條目，對應分類與筆數各為何。 

若有任何作業上的問題，或有意願參閱及訂購， 

歡迎洽詢華藝數位客服中心 02-229266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