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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料中心 

館藏叢書改編暨利用推廣計畫(第 2 期) 

The Project of Series Collection 

Re-cataloging and Promot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Center of NCCU.(II)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賡續「館藏叢書改編暨利用推廣計畫第一期」，除進

一步完成 136 種叢書 4,790 筆 7,589 冊之叢書子目編目作業之外，更側重叢

書館藏資料之利用與推廣，採用編製叢書資源示意圖方法，以收推廣之效

編製之叢書資源示意圖將放置於社資中心與圖書館網站供讀者參考。其內

容涵括叢書定義、相關類號及重要叢書、叢書資料庫、館藏重要叢書介紹、

相關博碩士論文、相關期刊文獻及相關叢書網路資源等。 

 

關鍵字：叢書、子目、叢書編目、資源示意圖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tinue “The Project of Series 

Collection Re-cataloging and Promot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Center of NCCU.(I)”. In addition to complete 136 series titles, 4,790 individual 

title, and total 7,589 volumes. Furthermore, series collection use and promotion 

are also emphasized. In order to promote series using, series pathfinders are 

placed on the websites of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Center and library as 

reference for readers. The content of pathfinders includes the definition of series, 

related call number, related databases, significant series collections introduced, 

related dissertations, related journal articles, related internet resources and so on.  

 

Keywords: Series, series in title, series cataloging, pathf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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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陳述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及服務之需要，於民國 50 年 10 月成立社會科

學資料中心〈以下稱本中心〉，與圖書館並列一級單位，同隸屬於校長。民

國 80 年起，因應資訊時代要求，本中心與中正圖書館逐漸朝向分工合作發

展，民國 81 年 12 月起，由圖書館館長兼本中心主任，使本校圖書館經營趨

於一體化。本中心館藏以研究型學術資源為主，目前典藏大量微縮資料、博

碩士論文、中外文叢書、國內外政府出版品及中外文報紙等。然本中心庋藏

之中文叢書，一直有著編目、庋藏地與開放外借等議題。 

 

本中心叢書編目方式向來都以叢書書名為編目之題名，每筆叢書書目資

料內容涵蓋所有子目，其優點為此部叢書之子目資訊都集中於同筆書目資

料，讀者可由叢書名而得知其所涵括之子目書，惟讀者卻無法以單一子目書

名做反向檢索查詢，造成有館藏卻無法利用的缺憾；早期制訂有叢書典藏政

策，依該政策將叢書分置社資中心與中正圖書館，造成讀者使用不便；叢書

的外借是否可行等諸議題。為叢書的庋藏與使用方便計，且為便於日後社資

中心朝向數位資訊中心的發展，曾於 97 學年第 2 學期提出『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資料中心館藏叢書改編暨利用推廣計畫』(第 1 期)之申請，並已於

98 年 9 月 30 日結案。第一期完成 67 種叢書 2,893 筆子目之編目作業，計

7,083 冊。為賡續子目編目作業工程，特提出第 2 期計畫，擬逐步完成所有

叢書子目的編目，並研議更能兼顧管理細緻性、保存完整性與使用便利性等

面向之措施，如叢書性質分類，選擇性數位保存，開放借閱等，期能達到「藏

用合一」的目標。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除了賡續第一期的叢書改編作業之外，並且側重於叢書的利用與推廣，

採用編製叢書資源示意圖之作法並將成果放置於社資中心與圖書館網站以

收推廣之效。 

 

第三節 研究方法、時程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搜集叢書相關研究文獻，藉以瞭解專家學者及他館

的研究成果與管理方式，做為本中心與中正圖書館的決策參考。 

(二) 實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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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社資中心館藏中文叢書且以叢書名編目者，改以叢書之每

一子目為編目單位。先行查核館藏目錄，如館內無此書目紀

錄，則連線至「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簡稱 NBINet)，查檢

有無適用之書目紀錄，如 NBINet 有適用之書目紀錄，則上傳

到本館書目資料庫並加以修改部分欄位以符合本館要求之格

式；如無，則需進行原始編目。完成子目建檔後，更換書標

並上架供讀者使用。 

2. 檢視本校中正圖書館館藏資料庫中其屬性為叢書者，將其列

入重點行銷物件，以收叢書資料庫推廣之效。 

3. 編寫館藏重要叢書(10 種)簡介，推廣之。 

4. 製作叢書資源示意圖。 

5. 將成果放置社資中心與圖書館網站供讀者參考。 

      

二、研究時程 

 

研究期限原為 98 年 11 月 1 日至 99 年 4 月 30 日止，惟因 98 年 12

月間接獲學校空間需求，社資中心近半年需以全部人力投入執行社資中

心空間釋出與館藏遷移之工作，原計畫暫無充沛人力執行，簽請同意展

延計畫結案期限至民國 99 年 10 月 31 日。 

 

項次  項目 98 
11-12 月 

99 年

1-6 月 
07 
月 

08
月  

09 
月  

10
月 

1 抄錄編目 ※ ※ ※ ※ ※ ※ 

2  原始編目 ※ ※ ※ ※ ※ ※ 

3 更換書標 ※ ※ ※ ※ ※ ※ 

4 編製叢書主題資源

示意圖 
  ※ ※ ※ ※ 

5 撰寫結案報告    ※ ※ ※ 

 

 三、步驟：以流程圖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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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編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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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示意圖之編製與推廣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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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工作成果與效益 

 

一、近程目標 

 

(一)本中心三樓叢書在完成子目分類編目之後，可賦予叢書嶄新之面貌，除

保留原有叢書編目的紀錄外，並可由叢書所涵蓋之子目 (即單冊書名)

於書目資料庫中檢索得到，讓叢書走出老舊的館舍，大大增加館藏的

使用率及能見度。 

(二)在改以叢書子目建檔與推廣使用的同時，必須重新審視叢書本身並參考

其他相關資源，有利於館員對叢書館藏的深層認識，且有助於日後對

讀者服務深度的提升。 

(三)訂定叢書推廣計畫以加強叢書的推廣與利用 

1.介紹叢書資料庫，以提高叢書資料庫的能見度。 

2.編寫館藏重要叢書(10 種)簡介，推廣之。 

3.製作叢書資源示意圖。 

4.將成果放置社資中心與圖書館網站供讀者參考。 

 

二、遠程目標 

 

以叢書子目的建檔，為社資中心成為數位化資訊中心奠基；透過各種推

廣設計以提高叢書的能見度與使用率，期望未來並能建置館藏重要中文

叢書影像全文資料庫，以邁向建造「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源

中心」，重振社資中心往日雄風。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古籍叢書的開發與利用 

 

在第 1 期結案報告中曾提及：「為使叢書發揮最大的效用，除了將

館藏叢書加以子目編目外，尚需有其他積極的作為，才能廣為人知，充

分達到圖書館五律的訴求：「每一書有其讀者」、「每一讀者有其書」、「書

是為使用而存在的」、「節省讀者的時間」及「圖書館是成長的有機體」

的最高境界。在目前的資訊時代，圖書館應積極主動地開發館藏資源，

以供讀者方便利用。叢書是社資中心的館藏特色之一，也是我國浩如煙

海的古代典籍中，刊刻數量相當龐大的一類圖書，對於研究歷代政治、

軍事、文化、科學有相當大的貢獻。叢書有助於古代文化和古籍的保存

與流傳且非其他類型資料所能及，故對於古籍叢書的開發與利用，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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戮力以赴。推廣叢書利用的作法：一是注重加強對古籍叢書目錄的介

紹，二是創造適合讀者需求的閱覽條件，建立合理的閱讀機制：由具備

古籍專業知識且熟悉館藏的館員，協助讀者使用叢書目錄，學會利用古

籍叢書。「熟悉館藏」，是做好古籍讀者工作和提高服務品質的關鍵，熟

悉和利用各種工具書，是打開古籍知識寶庫的鑰匙，勤於積累資料，是

為讀者迅速準確提供服務的有效方法。(譚秀英，1999) 

 

第二節 資源示意圖(Pathfinders) 

 

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或稱之「主題導航」（Navigation by Subject），用

以組織資訊提供讀者最佳的資訊導航；其係就選定主題之各種館藏資源，

並可擴及相關之網路資源，編輯成一完整的知識資源系列。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目前各圖書館多以數位化、網頁形式呈現資源示意圖以供大眾之

流覽與使用，謂之「網頁版資源示意圖」；是圖書館主動提供主題知識予

讀者的一種服務，達成圖書館主動提供知識支援服務之目標。(彭于軒、

柯皓仁，2008) 

 
資源示意圖臚列資源的搜尋策略順序；其也是一種書目索引，列出資

源名稱、提供地點資訊（例如索書號和館藏位置），並為使用者加以批註以

示區別。在網路科技日新月異的今日，讀者可透過連結使用各種優質網路

資源以節省摸索搜尋資訊的時間，不受時空限制的優勢讓資源示意圖再度

受到重視，並成為使用者資源利用與搜尋的策略之一。 

 

一、圖書館資源示意圖的歷史 

 

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於 1969 年首先出現於美國麻省理工學院巴克圖書

館 (The Tame Madison Barker Engineering Library at MIT)，隨即於 1970 年引

用若干新型的技術和方法，設置了「模範圖書館計畫」（The Model Library 

Program），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是當時被廣泛應用的新技術之ㄧ。（顧敏，

1984） 

根據 1983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所出版之圖書館與資訊科學辭典之解

釋，圖書館資源示意圖為：「在搜尋策略中安排的書目指引，做為各種不同

類型的圖書館資源在特定主題上的搜尋」。（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

頁 41）顧敏(1984) 在他的研究中亦指出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是一種由參考部

門負責設計、製作與執行的專題性知識推廣工作。 

 

彭于軒與柯皓仁(2008)之研究提及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是一項主動提供

知識給讀者的作業方式，圖書館利用資源示意圖提供選定主題之館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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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和指引，而網頁版資源示意圖則是指以數位化、網頁形式呈現的資

源示意圖。除了指引圖書館內的館藏資源外，也可以做為指引網際網路資

源的工具。不管何種形式的資源示意圖，都可提供豐富的資訊資源以及做

為輔助教學、研究自修之利器。 

 

二、 建置圖書館資源示意圖之目的 

 

圖書館推廣工作不只是辦活動而已，而是配合社會多種層面的不同知

識需求。（顧敏，1984）例如舉辦書展、讀書會、圖書館週活動等，只是表

徵性的手段，其目的在於推廣有關知識，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是另一種推廣

知識的服務。發展資源示意圖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使用者找到特定主題的

出版資訊以及和主題相關的標題、網站、相關索引、核心期刊名稱和網路

資源等；且提供使用者必要之資料和技術工具以指導和促進閱讀。(Wang, H., 

& Hubbard, 2004, p.618，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頁 41) 此外，

Dunsmore (2002)也在其研究中指出使用資源示意圖的理由是連結到任何格

式的優質資源、節省初期研究人員的時間、提供參考櫃檯的替代品，以及

指導圖書館學生、職員和使用者資源利用與搜尋策略。(Dunsmore, C., 2002, 

pp.137-156，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頁 41) 

 

三、圖書館資源示意圖之內涵 

 

圖書館資源示意圖提供選定主題之館藏資源的介紹和指引，多以紙本

或網頁形式呈現，經由彙集整理後，提供給使用者參考利用。目前國內大

專院校圖書館之網頁版資源示意圖的設計方式主要是依照系所將館藏加以

分類，在內容方面提供了館藏資源及網路資源之陳列，在形式上方面則以

網頁瀏覽方式呈現。 

彭于軒與柯皓仁(2008)在其研究中發現以類號範圍或類號名稱檢索圖

書館館藏查詢系統(WebPAC)時，可能造成查詢結果過多或過少之情形，例

如過多時，使用者不易篩選所需資源；過少時影響使用者對所需資源之「查

全率」(Recall)和「準確率」(Precision)。再者，每個圖書館雖因不同類型與

任務而有其獨特的服務項目與內容，然建置一個網路版資源示意圖的基本

原則和步驟是相同的，需要圖書館館員和使用者之間的密切合作。其基本

原則和步驟包括「設定服務任務」、「定義服務物件」及「界定資源範圍」。

(彭于軒、柯皓仁，2008) 

 

本研究就顧敏(1984)及彭于軒、柯皓仁 (2008)之研究，對圖書館資源

示意圖之內涵做以下之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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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敏 彭于軒、柯皓仁 

 介紹資源示意圖的目的 

 介紹資源示意圖的使用方式 

 介紹資源示意圖的服務對象 

資源示意圖的題名（主題）  

主題範圍的闡述界說 主題之定義 

代表性知識主題之文章或書籍  

指示主題之排檢情況及標目方法、主題與其他

有關主題的關連性暨層級關係 

 

指示與主題相關之經典之作或基本讀物  

標示索書號 相關圖書類號 

指示手冊、百科全書、字典中之相關主題知識

之內容 

參考書 

指示與主題相關知識之書目資料  

指示與主題相關知識之索引或摘要資料及標

示方法 

 

指示與主題相關知識之期刊 期刊 

指示與主題相關知識之研討會會議紀錄、評論

性資料 

 

指示與主題相關知識之視聽資料  

指示與主題相關知識之簡報資料  

標示與主題之適用程度  

 博碩士論文 

 資料庫 

 網路資源 

 其他資訊(包含參考館員進一部的聯絡

資訊、網頁更新日期等) 

 

綜上所述，圖書館資源示意圖之內容大同小異，惟因時代背景稍有不

同，其共通點是：蒐集相關館藏資源或網路資源時相當費時，故圖書館需

考慮人力與學科專家之配合，方能使讀者都能「按圖索驥」，節省時間與人

力並發揮館藏最大效益。 

 

四、編製圖書館資源示意圖需注意事項 

 

由於大專院校圖書館的主要服務物件為老師、學生及職員，故資源示

意圖的內容設計應配合使用者所需以達到學習之目的。國外一些學者專家

指出：資源示意圖不應該只是包羅萬象的主題參考，而是可視為圖書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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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一種地圖服務 (Steven C. H., Canfield, & Gardner, 1973, p.41，轉引自彭

于軒、柯皓仁，2008，頁 41) ；或是當成一種教學工具 (Warner A. S., 1983, 

p.151，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頁 41)；也可適當地與圖書館指導活

動合併 (Breivik, 1982，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頁 41)；資源示意

圖應該去除專門術語，確定使用者能夠瞭解 (Peterson L., & Coniglio, 1987, 

pp.223-239，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頁 41)且需設計良好、顯而易

見、易於上手使用。(Laverty, C., 1997, p.66，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2008，

頁 41)另外，Kapoun 認為資源示意圖應該是資源的介紹地圖非無遺漏的參

考書目，其格式要簡單一致(Kapoun, J.M., 1995, p.93，轉引自彭于軒、柯皓

仁，2008，頁 41)；Nuttall 與 McAbee 亦建議資源示意圖應包含線上公用目

錄。(Nuttall, H. D., & McAbee, 1997, pp.77-101，轉引自彭于軒、柯皓仁，

2008，頁 41) 

 

 

第三節 古籍叢書與資料庫 

 

本校素以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研究見長，而學術領域中最嗜愛圖書的

非人文學者莫屬，其對古老的文本有著極深的依賴，並且喜愛探討古舊的學

術議題，通常也使用年代較久或已定型的理論加以印證或尋求新的研究主

題，古籍對人文學研究者的重要性可見一斑。隨著數位化技術的進步，國內

已有諸多古籍數位化的計畫，例如「國家圖書館古籍文獻典藏數位化計畫」、

中央研究院之漢籍電子文獻計畫、國立故宮博物院「故宮善本古籍數字典藏」

計畫等。人文學者在教學及研究時都會利用古籍全文資料庫，也多肯定古籍

全文資料庫在檢索方面的便利性，可在很短的時間內查閱大量資料，節省許

多翻閱紙本的時間，引用方便，可以進行跨文本的研究等諸多優點。(吳明

德、黃文琪、陳世娟， 2006)中文古籍全文資料庫逐年增加中，目前本

館收藏的人文學領域古籍資料庫數量不少，希望能多加推廣以提高使用率，

也方便使用者的研究與教學之用。 

除此之外，本校金觀濤教授所建置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料庫」

（1830 -1930），係蒐錄1830-1930年間有關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原始文獻

的資料庫；屬具學術性的世界級資料庫，也是目前中國近現代文獻最龐大的

資料庫。金觀濤教授表示，根據資料庫關鍵字的意義分析、變遷的頻率等，

找出過去關鍵變化的實證，再配合史料分析，去尋找那個失去的觀念。在電

腦高度科技化的時代，金觀濤教授認為應該想像的是一個綜合學科的出現，

人文研究跟社會科學研究是互相流通的。透過專業領域的交叉嘗試，達成社

會科學的人文化和人文科學的社會化。通過資料庫的應用，突破了過往思想

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為分析依據的侷限，開啟以例句為中心的觀念史研

究新方法，使研究結果變為可以驗證的。(政大研發論壇，2009)由此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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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來源中，不難發現叢書占有一定程度的份量，如《小方壺齋輿地叢

鈔》、《皇朝經世文編》、《續修四庫全書》等，有此可見叢書在人文社會領域

中，亦隨著信息科技的進步而有與時俱進的研究價值。 

 

 

 

 

 

第三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改編成果 

第二期叢書改編計畫共完成 136 種叢書 4,790 筆子目之編

目作業，計 7,589 冊（詳如附錄一），連同第一期叢書改編計

畫，共完成 207 種叢書 7,101 筆子目之編目作業，計 13,861

冊。茲以《俗文學叢刊》的改編為例，說明改編前後，讀者於

使用檢索上的差異。於原始書目紀錄，讀者可用的檢索點為中

國機讀編目格式 200 欄位的書名：《俗文學叢刊》及 327 欄位

的內容註(是一整套叢書的大類名稱，如下表關鍵詞 1 所列

者)，共計 35 個檢索點，但是經過以作品為編目單位的改編以

後，每冊的作品名稱，都能被輕鬆地檢索到，而且是直接點明

所在冊次，如《目連救母》是在第 370 冊，而不是只註明「福

州平話」大類所在冊次 367‐383 的 16 冊中，需由讀者自行逐

一翻檢，使用上方便甚多。再者，若非以作品編目，讀者無可

得知大類下的時代細分及各個作品。以「福州平話」此大類而

言，其檢索點依時代細分則增加了 15 個，再依作品編目更增

加了 242個，亦即「福州平話」大類下各個時代的作品都可以

被檢索到且非常明確的註明冊次。目前，在臺灣只有本中心是

採用如此細緻的編目方式，雖說花費甚多時間與人力，但有效

提高讀者檢索資料的便利性及資料的被利用率，符合現代圖書

資訊學所追求的書目加值服務之訴求。 

 

 

 

 

 

 



14
 

 原書目紀錄的檢索點 新書目紀錄的檢索點 

書名 俗文學叢刊 

(1 個檢索點) 

俗文學叢刊 

(1 個檢索點) 

關鍵字 1 戲劇類-總類、高腔、崑

曲、滇劇、川戲、楚戲、

福州戲、潮州戲、淮戲、

贛戲、越戲、嘣嘣戲、

吹腔、粵戲、大棚班本、

影戲、灘簧、梆子、京

劇、戲劇類-補編、說唱

類-寶卷、閩南歌仔、客

家傳仔、福州平話、子

弟書、石派書、快書、

竹板書、龍舟歌、南音、

彈詞。 

(34 個檢索點) 

戲劇類-總類、高腔、崑

曲、滇劇、川戲、楚戲、

福州戲、潮州戲、淮戲、

贛戲、越戲、嘣嘣戲、

吹腔、粵戲、大棚班本、

影戲、灘簧、梆子、京

劇、戲劇類-補編、說唱

類-寶卷、閩南歌仔、客

家傳仔、福州平話、子

弟書、石派書、快書、

竹板書、龍舟歌、南音、

彈詞。 

(34 個檢索點) 

關鍵字 2  以福州平話為例說明：

檢索福州平話可得各朝

代細分之作品，且每個

時代也可以當關鍵詞用

來檢索：商代故事、周

代故事、秦代故事、漢

代故事、魏晉南北朝故

事、隋代故事、唐代故

事、五代十國故事、宋

代故事、元代故事、明

代故事、清代故事、民

國故事、朝代不明故

事、通代合集故事。 

(檢索點 15 個) 

關鍵字 3  每冊所含之作品名稱， 

均可置於 Webpac 之「關

鍵字」或「書名關鍵字」

檢索。 

367 冊  

時代：商代故事、周代

故 事 、 秦 代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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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漢代故事、

魏 晉 南 北 朝 故

事、隋代故事、

唐代故事。 

作品名稱：九更天、雙

蝴蝶、辨蘆花、

進 西 施 、 孟 姜

女、三孝記、朱

買臣、前和番、

蔡 伯 偕 、 戲 貂

蟬、馬再興、玉

蝦 蟆 、 玄 帝 昇

天、木蘭從軍。 

368 冊  

時代：唐代故事 

作品名稱：李世民遊十

殿、西遊記、金花

針、陰陽鬪、鐵坵

墳、綠牡丹、張王

府、李旦走國、何

仙姑、相勾判。 

369 冊  

時代：唐代故事 

作品名稱：二度梅、紫

玉釵、郭子儀、韓

湘子、閩都記、雙

箭緣。 

370 冊 

時代：唐代故事、五代

十國故事、宋代

故事 

作品名稱：目連救母、

平妖傳、競義婚

孤、磨房產子、金

寶爐、貍貓換太

子、包公抓妖、香

螺記、劉香女、靈

芝草、四幅錦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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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兩狀元、三冤

判、假察院、黑爐

報、不認妻、顏春

敏。 

371 冊  

時代：宋代故事 

作品名稱：開封府、五

鼠鬧東京、北俠鋤

奸、倪繼祖、攝魂

瓶、福壽金錢記、

孝婦割肝、玉花

瓶、蘇蓮芳、穆桂

英平西、雙國丈、

楊國顯失印、紅綾

襖、宋江殺惜、武

松打虎。 

372 冊 

時代：宋代故事、元代

故事 

作品名稱：自怨杯、賣

油郎、梁紅玉、精

忠傳、月台夢、紅

梅閣、沈香破洞、

彩樓配、再生緣。

373 冊 

時代：元代故事、明代

故事 

作品名稱：紫金鎖、爐

柴記、攝魂帕、白

蛇傳、金蘭鑑、白

國棟、孝悌圖、刁

南樓、玉牌百鳥

圖、玉支璣、陳美

人、畫圖緣、鄭元

和。 

374 冊 

時代：明代故事 

作品名稱：雙羅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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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接木、九節金龍

鞭、許巧珠割殿、

一日君、沈香牀、

七封書、三春夢、

貞松節伯、還羅

帕、雙冠誥、八妻

樓、玉尺記、白扇

記、金鳳釵、施必

顯。 

375 冊  

時代：明代故事 

作品名稱：馬介甫、真

珠［］、鴛鴦帕、雙

綾帕、鐵中玉、九

美奪夫、反妻為

妾、井邊會母、姊

妹易嫁、無暇替

嫁、蝴蝶玉扁釦、

麟兒報、茉莉珠

簪、五狀元、真珠

汗衫、漂紗記。 

376 冊 

時代：明代故事 

作品名稱：珠劍緣、虎

孽記、紫金扇、鄒

雷霆、氈笠記、狐

女存孤、浪子捲

蓆、還金得子、五

美緣、唐伯虎、玉

堂春、邱君備、雙

金印。 

377 冊 

時代：明代故事 

作品名稱：沈香閣、祝

琪生、剪羅衫、梅

玉配、蔡天壽、藕

絲帕、大紅袍、杜

十娘、兩宰相、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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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杯、以妹為姑、

三寶錢。 

378 冊 

時代：明代故事、清代

故事 

作品名稱：茶店案、左

公婚女、真珠塔、

周敦昌洗腿、洪塘

雙節婦、順治出

家、紅［］裙、玉

戒指、吉祥花、三

盜九龍盃、紅桃

花、王天霸招親、

八角水晶牌、打鏡

臺、雍正謀皇、征

鐵珠、訪李魁。 

379 冊 

時代：清代故事 

作品名稱：白鷺樓、楊

飛蟬、滅少林、雷

籤判、蔡世遠、警

富新書、王蓮蓮拜

香、甘國寶、柳桂

英、山海關。 

380 冊 

時代：清代故事 

作品名稱：康華瑞、八

美樓、征西藏、雙

救駕、斬香妃、芭

蕉嶺、取雙肝、平

蠻傳、龍鳳帕、羅

天大蘸、蘭花貢、

未婚潮、血冤書。 

381 冊 

時代：清代故事 

作品名稱：紅樓夢、海

棠花、香柴扇、眼

前報、箱屍案、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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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記、金鈿玉鎖

記、錢順姐投庵、

曹公判、剪刀計、

雙冤判、蘆蝦記、

斬和珅、兩交婚、

灶弟賣餅。 

382 冊 

時代：清代故事 

作品名稱：判桔客、大

田案、林君判、金

不換、四川省誌、

黑籍冤魂、紅蝴

蝶、楊乃武、烈婦

傳、沈錦堂、望荷

記、蓮花庵、採茶

奇案、新茶花、八

摺衣。 

383 冊 

時代：清代故事、民國

故事、朝代不明

故事、通代合集

故事 

作品名稱：倡門淑女、

皇帝夢、恨海瀾、

養媳恨、閻瑞生、

苦鴛鴦、施三德、

城外省誌、城內省

誌、帝王傳、白牡

丹 .紅蓮歌、梧桐

判、祝梁緣、進袈

裟.取象膽、莊子周.

王成隆、紅鸞喜.蘇

小妹、金扁扒.冤魂

井。 

(242 個檢索點) 

 

茲將以「俗文學叢刊」、「唐代故事」、「福州平話」、「目連救母」為檢索點，

分別於館員建檔及讀者公用目錄 (Webpac) 檢索的結果顯示畫面呈現如后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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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學叢刊」、「唐代故事」、「福州平話」、「目連救母」於館員建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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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學叢刊」、「唐代故事」、「福州平話」、「目連救母」於 Webpac 畫面顯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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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計畫除繼續進行叢書改編的作業外，亦側重於叢書的利用

與推廣，推廣的方式是採用資源示意圖作法，完成叢書資源示

意圖之編製，並提供本館重要叢書之連結路徑與介紹。叢書資

源示意圖將放置於社資中心與圖書館網站，以收推廣之效。本

研究編製之「圖書館叢書資源示意圖」內容詳述如后： 

 

叢書的定義（Definition）： 

 

叢書(Series)，係指彙集許多種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則、體例編輯的書，

又稱叢刊或叢刻。叢書有一「共同書名」(Collective Title)。傳統式叢書依

其體裁分為彙編與類編兩類，彙編類以其內容性質分為雜纂(凡所收書不限

一類者)、輯佚(古書已佚，後人從引用各書，輯拾其文者)、郡邑(輯一地之

著述者)、氏族(輯一姓之著述者)、獨撰(輯一人之著述者)等五目。類編類則

分為經、史、子、集等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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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類號（Related Call No.）及重要叢書： 

 

本中心中文叢書之分類法採用何日章「中國圖書十進分類法」，分為十大

部，即 0 綜合部、1 哲學部、2 宗教部、3 社會科學部、4 語言文字學部、5

自然科學部、6 應用科學部、7 藝術部、8 文學部、9 史地部。茲將各類重

要叢書及其索書號臚列如下表： 

 

0 綜合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070 118 普通論叢 文化傳播叢書 

079 422 國學 宛委別藏 

079.08 033a 國學 國學基本叢書第一集四十種 

079.08 033c 國學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079.08 183 國學 夏學叢書 

079.08 365 國學 國學集要 

079.08 674 國學 國學珍籍彙編 

079.31 217 國學 漢文大系 

079.8 763 國學 中華國學叢書 

079.86 633 國學 中國學術名著 

080 011 普通叢書 四部精要 

080 020 普通叢書 文史叢刊 

080 029  普通叢書 四部備要 

080 0295 普通叢書 中華古籍叢刊 

080 033 普通叢書 大本原式精印四部叢刊正編 

080 0333 普通叢書 景印四部善本叢刊 

080 0338 普通叢書 叢書集成三編 

080 0621 普通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080 314 普通叢書 故宮珍本叢刊 

080 422-5~17 普通叢書 四庫全書珍本(一集至別輯) 

080 886 普通叢書 叢書集成初編 

080 945 普通叢書 百部叢書集成 

080.7 117 普通叢書 中國方略叢書 

080.8 033 普通叢書 中華文史叢書 

080.8 105 普通叢書 年譜叢書 

081 029 前代叢書 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宋元明清

善本叢刊 

081 033 前代叢書 叢書集成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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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89 前代叢書 宋名家集匯刊 

081.1 198 前代叢書 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 

081.3 207 前代叢書 明清未刊稿彙編 

081.3 552 前代叢書 明代論著叢刊 

082 029 近代叢書 四部備要 

082 0621 近代叢書 四部叢刊 

082 395 近代叢書 清代稿本百種匯刊 

082 552 近代叢書 清代禁毀書叢刊 

082 0621 近代叢書 四庫禁毀書叢刊 

082.1 338 近代叢書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082 317-1 近代叢書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R082.1 966 近代叢書 續修四庫全書 

082.7 111 近代叢書 粵雅堂叢書 

083 024 現代叢書 中國文史哲資料叢刊 

083 033 現代叢書 萬有文庫薈要 

083 0564 現代叢書 玄覽堂叢書 

083 576-2 現代叢書 叢書集成新編 

083.08 003 現代叢書 人人文庫 

083.2 052 現代叢書 北京圖書館古籍珍本叢刊 

083.6 029 現代叢書 中國名著選譯叢書 

083.6 063(1)-(5) 現代叢書 國民叢書 

083.6 201 現代叢書 岫盧文庫 

086.21 728 郡邑地方叢書 金陵叢書 

086.32 023  郡邑地方叢書 臺灣叢書 

089.8 225 自著叢書 林語堂全集 

089.77 895 自著叢書 魏源全集 

089.8 909 自著叢書 羅雪堂先生全集 

089.89 448 自著叢書 張其昀先生文集 

091.2 029 經總 宋元明清十三經注疏匯要 

091.2 041 經總 十三經注疏 

091.2 103 經總 十三經直解 

091.2 772 經總 中華叢書（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

091.3 404 經總 通志堂經解 

091.31 009 經總 經學粹編 

092.08 033 易 中國古代易學叢書 

092.08 703 易 大易類聚初集 

093.08 156 書 尚書類聚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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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3 945 四書 無求備齋論語集成 

097.4 161 四書 韓國經學資料集成 

 

1 哲學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120 029 中國哲學總論 中國哲學思想要籍叢編 

121.2 5471 先秦哲學 二十世紀儒學硏究大系 

121.208 041 先秦哲學 孔子文化大全 

121.2708 945 先秦哲學 無求備齋荀子集成 

121.31 945 先秦哲學 無求備齋老子集成初編 

121.3 945-2 先秦哲學 無求備齋老列莊三子集成補編 

121.33 945 先秦哲學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 

121.418 115 先秦哲學 墨子大全 

121.67 945 先秦哲學 無求備齋韓非子集成 

 

2 宗教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220 154 佛教總論 大日本佛教全書 

220.7 1545 佛教總論 中國佛教學術論典 

220.7 597-1 佛教總論 海潮音文庫 

220.8 049 佛教總論 太虛大師全書 

220.8 072 佛教總論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20.8 1544-III 佛教總論 景印佛教大系 

220.8 4485 佛教總論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220.8 874-1 佛教總論 現代佛學大系 

221 0207 佛教經典 大乗仏典 

221 190-1 佛教經典 明版嘉興大藏經 

221 766-1~4 佛教經典 藏要 

221.08 154-2 佛教經典 佛光大藏經 

221.08 576 佛教經典 卍續藏經 

226.6 397-1 宗派 真言宗全書 

227.2 156-1~2 寺院 中國佛寺史志匯刊 

231.08 029 道藏 中華續道藏初輯 

231.08 596 道藏 道藏精華 

272.08 029-1 祠祀 全國佛剎道觀總覽 

272.08 029-2 祠祀 中國民間信仰資料彙編 

280.6 227 神話總論 世界神話傳說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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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8 763 術數總論 增補四庫未收術數類古籍大全 

294.08 423 堪與（風水） 國立北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

藂書 

 

3 社會科學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322.10927 412 行政學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文獻叢刊(清

代縉紳錄集成) 

326.82509 0291 政黨 中共重要歷史文獻資料彙編 

334.08 877 土地及資源問題 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334.69232 877 土地及資源問題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料 

337.279131 421 交通及運輸 大正期鐵道史資料 

337.279131 

421-1 

交通及運輸 明治期鐵道史資料 

348.92 4401 賦稅 國家圖書館藏曆史檔案文獻叢刊

(國家圖書館藏民國稅收稅務檔案

史料彙編) 

350.92 395 法學總論；法律學總

論 

中國史料系編 

350.931 028 法學總論；法律學總

論 

日本立法資料全集 

361.208 033 社會學各論 中國文化史叢書 

361.32 763-1 社會學各論 中國文化新論 

366.908 078 社會群體，社會團體 秘密社會叢刊 

370.3 458-1 教育學總論 岩波講座 

370.8 458 教育學總論 教育學大全集 

370.89 010-1 教育學總論 小原國芳全集 

370.931 082 教育學總論 戦後日本教育史料集成 

370.931 333-3 教育學總論 戦後日本の教育改革 

372.1 298 教育行政 共立講座 

372.5 616 教育行政 學校管理講座 

374.12 228-1 初等教育 兒童心理選集 

374.12 3385 初等教育 現代心理学ブックス小学生の心

理  

376.092 281 高等教育 太學文獻大成 

376.999 364 高等教育 書院志叢書 

377.3708 106 各種教育，教育推廣 老人教育銀髮飛揚系列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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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308 141 各種教育，教育推廣 生涯學習叢書 

380.82 274-1 軍事總論 中國軍事通史 

382.261 312 兵法；作戰 正統謀略學彙編 

382.9 161-1 兵法；作戰 中國兵學大系 

395.08 423 民俗學；各國風俗 國立北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

叢書 

396.2 904 各國風俗志 歲時習俗資料彙編  

396.31 312 各國風俗志 近代庶民生活志 

396.32 115 各國風俗志 韓國漢籍民俗叢書 

398.08 198 民族志 民族の世界史 

399.2 521 歌謠；傳說；俗諺 中國地方歌謡集成 

399.508 415 歌謠；傳說；俗諺 中國地方風物傳說 

399.508 423 歌謠；傳說；俗諺 東方故事 : 林蘭女史故事叢書 

399.52 279 歌謠；傳說；俗諺 中國的故事 

399.52 440 歌謠；傳說；俗諺 中國民間故事全集 

399.532 115 歌謠；傳說；俗諺 韓國口傳說話 

 

4 語言文字學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420 024 中國語言文字總論 中國語文硏究叢刊 

420 633 中國語言文字總論 積微居叢書 

422.08 728 訓詁，義訓 中國民俗叢書(中國方言謡諺全集)

423.133 316 字書 說文叢刊 

423.135 033 字書 說文叢刊 

424.1 945 音韻（韻書） 音韻學叢書 

424.5 103 音韻（韻書） 景印岫廬現藏罕傳善本叢刊 

 

 

6 應用科學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614 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叢書 

641.41 2937 土木工程 建築情報季刊 1999 年春季特刊

1-10(建築設計數據集) 

644.08 128 水利工程 中國水利要籍叢編 

 

7 藝術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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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1 010 篆刻；刻印 中國篆刻叢刊 

737.08 029 版畫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740.8 364 中國書畫總論 書法繪畫藝術欣賞全集 

744.07 029 書學 中國書論大系 

745 078 書法 日本名跡叢刊 

745 948 書法 敦煌書法叢刊 

746.08 028 法帖；拓本 日本名筆選 

746.08 029 法帖；拓本 中國法書選 

746.08 971 法帖；拓本 聽氷格墨寶原色法帖選 

749.9 081 畫冊 明清畫譜擷萃 

785.1 0295-I 戲劇 俗文學叢刊 

785.12 130 戲劇 國劇唱譜彙編 

785.2 052 戲劇 稀見舊版曲藝曲本叢刊 

 

8 文學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813 794 總集 諾貝爾文學獎全集 

813.08 292 總集 珍本世界名著 

813.2 320 總集 世界詩庫 

815.94 235 特種文藝 어린이세계명작선집전기 

820 0295 中國文學總論 中國文學講話 

820.8 029 中國文學總論 中國叢書（中國文學欣賞全集） 

820.8 0337 中國文學總論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分類集成 

820.8 1617 中國文學總論 中國文哲丹郎集 

820.8 633 中國文學總論 世界文庫四部要刊文學叢書 

820.9 4274 中國文學總論 中國文學史話 

820.998 219 中國文學總論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821.87 156 詩論 清詩話訪佚初編 

829 430 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批評資料彙編 

830 0295 總集 中國十大古典文學名著畫集 

830 674 總集 選學叢書 

830 825 總集 中國文學大系 

830.353 633 總集 單元式國文選刊 

830.57 576 總集 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830.6 062 總集 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830.6 128 總集 明人文集叢刊 

830.7 724 總集 乾坤正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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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 0295-III 總集 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 

830.8 089 總集 中國新文學大系 

830.8 863 總集 聯副三十年文學大系 

830.87 029 總集 中國新文藝大系 

830.9 674 總集 中國近代禦外侮文學全集 

831.08 633 詩總集 歷代詩史長編 

831.4 825 詩總集 歷代畫家詩文集 

832.1 156 辭賦及韻文總集 楚辭彙編 

833.7 633 辭總集 中國學術類編（清詞別集百卅四

種） 

834.57 430 散文總集 元代珍本文集匯刊 

835.6 225 戲曲總集 全明傳奇-中國戲劇硏究資料第一

輯 

835.7 035 戲曲總集 中國戲劇硏究資料第二輯 

844.156 461 唐及五代別集 杜詩叢刊 

848 433 民國別集 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 

848 750-1 民國別集 魯迅作品全集 

853 338 曲 六十種曲 

853.6 0337 曲 善本戲曲叢刊 

853.6 052 曲 不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 

853.6 281 曲 明清抄本孤本戲曲叢刊 

853.646 128 曲 盛明雜劇.初二三集 

853.67 441 曲 元明清傳奇五種 

856.1 035 函牘，雜著，日記 尺牘彙編 

856.6 674 函牘，雜著，日記 楹聯叢編 

857.08 0295 小說 中國傳奇 

857.08 0784 

 

小說 古本小說集成 

857.08 128 小說 中國通俗章回小說叢刊 

857.08 190 小說 明清善本小說叢刊續編 

857.08 430 小說 明清善本小說叢刊初編 

857.08 674-2 小說 中國近代小說史料續編 

857.08 7633 小說 北京圖書館藏珍本小說叢刊 

857.08 831 小說 筆記小說大觀 

857.17 219 小說 歷代筆記小說集成 

857.447 0334 小說 晚清小說大系 

857.45 029 小說 中國歷史演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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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7 761 兒童文學 增訂小學生文庫 

861.208 028 日本文學 日本文學研究資料新集 

861.308 576 日本文學 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861.37 037 日本文學 昭和文學全集 

861.3708 028 日本文學 日本近代文學大系 

862.3 081 韓國文學 現代韓國文學全集 

862.3 225 韓國文學 韓國漢學叢書（韓國漢文小說全

集） 

862.3 609 韓國文學 韓國代表問題作家全集 

862.3 609 韓國文學 韓國開化期文學叢書 : 新小說．案

小說 

868.31 440 東南亞各國文學 越南漢文小書叢刊 

873.55 410-3 英國文學 莎士比亞全集 

 

9 史地部 

類號 類別 叢書名 

905.5 020-3 史學期刊 大陸雜誌史學叢書 

911 125 世界通史 世界の歷史 

911.087 279 世界通史 改變歷史的故事 

913 863 文化史 世界文明史 

913.8 316 文化史 世界文明史 

916 335 地理總志 時代.生活叢書（世界原野奇觀） 

918 440 類志，人文地理 世界遺跡大觀 

919 113 遊記；觀光事業 世界探險史 

919.08 494 遊記；觀光事業 世界之旅叢書 

919.08 855 遊記；觀光事業 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 

920 061 中國史地總論 中國全史 

921.1108 117 中國通史 仁壽本二十六史 

921.116 704 中國通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 

921.117 904 中國通史 二十五史 

921.23 066 166 中國通史 中國古籍大觀(資治通鑒) 

921.23 066 307b 中國通史 柏楊版資治通鑒 

921.23 066-313 中國通史 教育部中華叢書(資治通鑒今注) 

922.5 703 中國斷代史 宋史資料萃編 

922.608 207 中國斷代史 明代史籍匯刊 

922.7 448-3 

922.708 128 

中國斷代史、史料 近代中國史料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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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824 438 

925.021 714 

925.45 448 

925.7 320 

922.726 949 

1970 

中國斷代史 中國方略叢書 

922.765 0295 中國斷代史 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 

922.765 070 中國斷代史 中國近代史論叢 

922.82 130 中國斷代史 中國現代史料叢書 

922.85 430-2 中國斷代史 抗日戰史 

922.932 704 中國斷代史 臺灣文獻叢刊 

925 128 史料 明清史料彙編 

925.021 029 史料 中華民國史料叢編 

925.1 945 史料 石刻史料叢書 

925.16 313 史料 明實錄 

925.17 412 史料 清實錄 

925.47 279 

925.47 279-2 

史料 國家圖書館藏曆史檔案文獻叢刊

(國家圖書館藏清代孤本內閣六部

檔案續編、清代(未刊)上諭 奏疏 

公牘 電文彙編) 

925.47 395 史料 國家圖書館藏曆史檔案文獻叢刊

(國家圖書館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

925. 8 063 史料 民國史料叢刊 

925.48 0295-I 史料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料彙編 

925.6 552 史料 明季史料集珍 

925.8 052 史料 北平地方研究叢刊 

925.8 368 史料 袁世凱史料叢刊 

927.108 029 地理方志 中國西北文獻叢書 

927.322 817 地理方志 館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 

927.327 440 地理方志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圖書設備計畫規劃主題:中國法律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 臺灣文

獻史料出版工程) 

927.32708 704 地理方志 臺灣文獻匯刊 

927.4 448 地理方志 中國邊疆史地叢書(初編) 

927.617 029 地理方志 中國西北文獻叢書(續編) 

928.1508 029 中國地理類志，人文

地理 

中國邊疆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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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4 1283 中國地理類志，人文

地理 

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 

931.308 236 日本史地 ものと人間の文化史 

931.5 005 日本史地 十五年戰爭極柲資料集 

931.5 143 日本史地 日本庶民生活史料集成 

931.57 430 日本史地 ドキュメント戰後の日本 : 新聞

ニュ-スに見る社会史大事典 

932.1 873 韓國史地 한국사(韓國史) 

932.265 430 韓國史地 韓民族獨立運動史資料集 

932.35 020 韓國史地 各司謄錄 

932.5 029 韓國史地 中韓關係史料輯要 

934.5 029 南洋群島 南洋硏究史料叢刊 

940.1 494 1976 西洋史地 西洋全史 

981 097 世界名人合傳 名人偉人傳記 

981 161 世界名人合傳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 

982.1 078 中國人物傳記 國家古風叢書 

982.26 190 中國人物傳記 明代傳記叢刊 

982.36 029 中國人物傳記 中國文學藝術家傳記 

982.27 219 中國人物傳記 清代傳記叢刊 

982.99 

576-1~576-21 

中國人物傳記 新編中國名人年譜集成 

990.2 029 古物；考古 亞洲民族考古叢刊 

 

993.2 909 銅器 三代吉金叢書初編 

994.08 576 石刻 石刻史料新編 

994.2 945 石刻 石刻史料叢書 

997.9 461-1 中國古物志 敦煌叢刊初集 

997.9 494 中國古物志 中國敦煌學百年文庫 

997.9 700 中國古物志 講座敦煌 

 

相關資料庫（Related Databases）： 

 

資料庫名稱 資料庫簡介 

中國基本古籍庫 精選上自先秦下至民國的 1 萬餘種歷

代典籍，除了提供重新輸入校對的全文

內容，另外也收錄了該典籍的一至兩個

重要版本的原文圖像，總計全文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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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字，圖像約 2 千萬頁。  

《中國基本古籍庫》根據古籍自身的特

點和現代數位內容教學的需要，參照中

國傳統的古籍分類方法和國際通行的

圖書分類學，獨創 ABC 古籍專用資料

分類法，包括 4 個子庫、20 個大類、

100 個細目，用以整理分辨歷代典籍，

使之秩序井然，便於搜尋。 

本校以參加臺灣地區聯盟方式訂購，提

供聯機至臺灣大學主機使用。 

臺灣文獻叢刊續編 (聯合百科) 廣羅「臺灣文獻叢刊」未及收錄之遺

珠，即海峽兩岸近半世紀來陸續發現之

臺灣史料，包含清領、日治、民國時期

完成之文獻著作、臺灣地區多個重量級

臺灣史研究機構/出版社之出版品，及

原藏於大陸各大學圖書館/研究單位之

珍本、孤本，後來翻印成書者，每種皆

附有文獻考證與作者簡介。共分成閩台

方志、風物、詩文、政書、公牘、事變、

海防、倭變、戰事、二二八事件、清鄭

對峙與南明史料等八大類、182 種古籍

檔案。 

四庫全書全文檢索版資料庫 1.0

版 

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為底本，收

錄經、史、子、集四部書目。內容有索

引、全文、原文圖像等光碟，透過各種

檢索功能及輔助工具檢索查閱整套四

庫全書內容。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內聯網

版 (3.0 版) 

本館已訂有四庫全書全文檢索版資料

庫，而此版資料庫與前者最大的不同在

於加強了檢索引擎的效率及功能的改

進，其中包括：  

 表格、年表及圖像標題檢索全面

化。 

 加強書簽、筆記及標點功能。 

 新增分類詞條檢索功能。 

 新增文本與原書圖像並排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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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加入其他字典，方便用戶即時

查閱。 

四部叢刊電子版 《四部叢刊》是著名學者、出版家張元

濟先生彙集多種我國古籍經典纂輯而

成。電子版除保有紙本的全部內容，並

可進行檢索、筆記、紀元換算以及簡、

繁、異體漢字相互關聯查詢。 

漢籍全文資料庫（中央研究院史

語所） 

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其中以史部

為主，經、子、集部為輔。以類別相屬，

又可略分為宗教文獻、醫藥文獻、文學

與文集、政書、類書與史料彙編等，累

計收錄歷代典籍已達 460 多種，3 億 5

千 800 萬字，內容幾乎涵括了所有重要

的典籍。 

漢籍電子文獻（中央研究院） 收錄二十五史、十三經、小說戲曲、大

正新修大藏經、臺灣文獻叢刊、文心雕

龍、佛經三論、清代經世文編、中華民

國史事日誌、新民說、姚際恒著作集、

詞話集成、新清史-本紀、樂府詩集、

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等之中文古

籍資料庫。 

漢達文庫 收錄甲骨文、竹簡帛書及金文等出土文

獻，以及先秦兩漢及魏晉南北朝等傳世

文獻，可進行全文檢索。由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開發製作，該中心

1988 年成立，其目的在於將中國古代

全部傳世及出土文獻加以校訂、整理，

並收入電腦資料庫。目前可用之內容如

下： 

1. 甲骨文:附有標準甲骨文字形

檔，收錄 13 冊《甲骨文合集釋

文》及《英國所藏甲骨集》等 7

種海外所藏甲骨卜辭資料，重新

整理、校勘，乃互聯網上最完備

之甲骨文全文檢索資料庫。 

2. 竹簡帛書:收錄出土簡帛文獻包

括《武威漢簡》、《馬王堆漢墓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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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銀雀山漢簡》、《睡虎地秦

墓竹簡》等多種，附釋文、圖像

逐簡對照顯示。 

3. 金文: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

編纂《殷周金文集成釋文》為

據，收錄 12,021 件銅器資料，

約 1 萬 8 千張拓本(包括摹本)，

約近 100 萬字器物資料說明，另

14 萬字隸定釋文，皆經研究人

員仔細校勘，並悉數輸入電腦。

4. 先秦兩漢:收錄先秦兩漢所有傳

世文獻，合共超過 9 百萬字；全

部文獻採用舊刻善本重新校勘。

5. 魏晉南北朝:收錄魏晉六朝全部

傳世文獻，合共超過 2 千 4 百萬

字；大部分文獻重新加上標點符

號，又比對不同版本，全面記錄

異文資料，資料持續更新。 

 

館藏重要紙本叢書介紹： 

         一、 民國叢書 

1. 《民國叢書》是一套專門以「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出版品

為選錄範圍之叢書，亦是近年來大陸學者編輯的一部大型叢書。由上

海書店出版，對於研究者提供不少參考上的便利，同時在保存文獻上

也有相當的貢獻。收錄中華民國時期在我國境內出版的中文圖書；酌

情選收同時期在海外出版的中文著作。所謂「中華民國時期」是指國

民黨遷台以前，存在於大陸的「中華民國」。收錄類型為「中文圖書」

或「中文著作」，翻譯類著作雖是用中文撰寫，也不在收書範圍之內。

民國時期的出版品豐富多樣，且在各學科領域中，多成為令人奉為啟

蒙或開新的代表之作，顯見這段時期著作的特殊地位。《民國叢書》所

收諸書，多為民國時期重要學者或具代表性人物之著作，例如馮友蘭、

梁啟超、胡適、梁漱溟等，提供了研究民國時期學術資料上的極大便

利。 

    2.  編排分類與出版方式是以編為單位，分編出版，共計 5 編。每編為 1 

00 冊精裝本，約含 300 種圖書。各編所收書目，或含 11 大類，或選

其中若干類不等。不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分法，改採大陸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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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國圖書館圖書分類法』，並依實際收書內容分為 11 類，依序是：

（1）哲學、宗教類；（2）社會科學總論類；（3）政治、法律、軍事類；

（4）經濟類；（5）文化、教育、體育類；（6）語言、文字類；（7）文

學類；（8）美學、藝術類；（9）歷史、地理；（10）科學技術史類；（11）

綜合類。其中以「歷史地理類」收書最多，次為「哲學宗教類」。每一

編首冊冠以序言、凡例、本編收書總目以及編委會名單。 

 3. 《民國叢書》之學術價值 

(1) 保存文獻 

民國時期的出版品尚未及善本書的年代，加以當時國家內憂外

患、社會動盪，較不受到收藏者的重視，所以散佚程度頗為嚴重，

《民國叢書》的編輯，將該時期的書籍匯為叢書形式出版，有利

於書籍的保存。 

(2) 促進流通 

民國時期典籍在各公私立圖書館的館藏不平均，且在大陸往往只

有少數圖書館收藏的較多。藉由匯為叢書的方式，可以讓更多人

閱讀到某一本、或是某一類的民國叢書。《民國叢書》能被眾多

的圖書館收藏，使得被收錄的群書，能夠有更多機會被閱讀、利

用。 

(3) 便於研究 

《民國叢書》雖然只選收了大約十分之一的民國時期出版書籍，

但是所收 1,126 種，不少屬於當時某學科或某學者的重要學術著

作，可以反映出學術發展方向。 

 

二、民國圖書籍粹叢書 

 

收錄專家精心整理之中國大陸自 1949 年後未再版過的 1911-1949 年

間出版圖書，共計 7,784 冊。 

 

三、百部叢書集成 

 

臺灣藝文印書館編印，所選 100 部叢書，與商務版《叢書集成初編》

完全相同（只另增經典集林一部，共 101 部），全書 4,000 餘子目，

由排印改為影印；各部叢書，採用線裝，分函裝訂。編者重視版本

更新，抽調和增補了一些古本、足本、校本和精刻本，訂訛正誤、

刪重補缺，並編有分類目錄和書名、作者索引。在每部叢書之前，

編有總目，總目中每種書的下面，列「說明」一項，敍述所採版本

以及整理情況，頗便查考。茲將其特色說明於後，供讀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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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部叢書，影印存真 

百部叢書集成在編印形式上作了很大的更改，把叢書集成初編的以

子目為綱，改為以叢書為綱以保持每部叢書的特點和完整，改排印

為影印最能反映版刻特徵，改平裝為線裝以保持古書的風貌。改十

進分類為四部分類，四部分類目錄和書名、作者索引，亦合為一函，

附全書以行，頗便查檢。。 

2. 增收千種、使成完璧。 

補齊《叢書集成初編》所缺之 951 種，計收書 4,093 種，2 萬卷有

餘。 

3. 更換底本，力求精善。 

百部叢書關於更換底本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下： 

(1) 採用古本 

(2) 重視足本 

(3) 選用校本 

(4) 兩本並存 

     4. 訂訛正誤，刪重補闕。 

包括：一曰改影印，二曰補缺書，三曰換底本，四曰述原委，五曰

訂書名，六曰考作者，七曰核卷次，八曰辨偽作，九曰刪複出，十

曰存剩本。 

5. 檢索方法 

(1) 每部叢書之前有總目，全書由分類目錄、書名、作者索引，檢

索工具已臻齊備。其中最具特色的兩項是幫助讀者：區分各書

的類目和選擇最佳版本。區分各書類目以及瞭解該書整理情

況，可查各部叢書前面的總目和其「說明」；選擇版本可利用

所附的分類目錄。 

(2) 每部叢書的總目，包括書名、卷數、著作者、分類總目（包括

「類」和「目」）、說明五項。「類」與「目」扼要告訴讀者

該書的類別、性質。說明一項，凡舉版本淵源、卷次參差、整

理經過以及涉及他書的情況，異同優劣的比較，都有扼要的闡

述，詳而不繁，簡而有要，對讀者瞭解該書最有幫助。 

(3) 分類目錄每書之下，都注明作者和所採的叢書。一書為數種叢

書所收，祗採用其善本、足本時，用較大的字體標明；其未採

用的叢書，用較小的字體分別之。百部叢書集成把鑒別的結論，

用大小字體標明，使讀者一望而知，是指導讀者選擇版本的快

捷方式。 

四、叢書集成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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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上海商務印書館蒐羅宋代至清代最有價值之 100 部叢書，

分類編輯而成。全套書共收集文獻約 4,100 種，約 2 萬卷，依性質可

分為普通叢書 80 部、專科叢書 12 部與地方叢書 8 部。依刻本時代

分，有宋刊 3 種、元刊 1 種、明刊 25 種、清刊 21 種，是近代最大

一部之古籍叢書。 

《叢書集成初編》內容涵蓋哲學、文學、歷史、地理、政治、

經濟、軍事、法律、藝術、宗教、考據、語言文字、圖書目錄、數

學、天文學、物理學、生物學、醫學等各領域。以「實用」及「罕

用」為選書原則。 

《叢書集成初編》之優缺點如下： 

優點 缺點 

所收專科叢書方便查檢。 無法如影印般反映刻版特徵，

保留叢書原貌。 

所選百部叢書參考價值高。 使用老式句讀法，對一般讀者

來說較費力。 

收書範圍廣泛，不限於正經正

史，具有《罕用》與《實用》兼

具特點。 

排版與影印並存，版面不一。

檢索方式創新，依王雲五所著之

中外圖書統一分類法分類，將書

依類排比，以子目為綱，不採四

部分類。 

列目缺印之書，牽涉範圍極廣。

費用節省。 版本未臻精善，例如未採用古

本例及不辨偽作例。 

全書為袖珍本，攜帶方便。 檢索方式仍有瑕疵，例如可檢

索某書或某人所著之書在何種

叢書內，卻無法由目錄得知其

印行版本及種數。 

 

 



45
 

五、 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是二十世紀初由著名學者、出版家張元濟先生彙集多 

種中國古籍經典纂輯而成。按照中國古籍經、史、子、集四部分類

方法編排，是近代著名的善本叢書，亦是商務印書館在民國時期所

出版的一部重要大型古籍叢書。其出版特點如下： 

1. 實用性：張元濟為《四部叢刊》寫下編校勘記、引據考證等鑒

別版本，並闡述各集刻藏源流，還將某字、某句出現於不同版

本之情況附於正文之後，方便讀者及研究者之使用。 

2. 重版本：由於古籍流傳中，因刻版越多，錯誤越多，故需選擇

時間最早最真之版本為母本。《四部叢刊》重版本，各書所具底

本多為涵芬樓所藏之善本書，故矛盾稱《四部叢刊》為“善本

派＂。 

3. 積極採用先進的照相影印印刷技術：此種新技術大大提高了古

籍叢書的印刷品質和效率，也直接推動了印刷技術之不斷進步。 

 

《四部叢刊》先後共輯印三次，分別以初編、續編、三編為名。

初編搜羅了國內外善本叢書，從民國 8 年至 11 年共收書 323 種（不

含二十四史），8,548 卷（四種無卷數），2,100 冊。1934 年及 1936

年《四部叢刊》續編及三編陸續出版，續編收書 81 種，1,438 卷；

三編收書 73 種，1,910 卷，各 500 冊。 

 

六、 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創始人陸費逵曾在（校印四部備要緣起）中提到吾國

學術統於四部，然而四庫著錄的書浩如煙海，坊間流傳之書籍不一

致，且善本價昂，購置不易，故中華書局將其所選擇之書彙集成《四

部備要》。矛盾稱《四部備要》為 “實用派”，其創意在追求適用性、

群眾性、完備性。 

 

1921 年，中華書局開始採用仿宋版排印《四部備要》，到 1934

年收書 351 種 2,500 冊，共計 11,305 卷。《四部備要》不僅書林獨秀，

風格特別，其選輯嚴謹，字體優美，早為藝林所共賞。 

 

《四部備要》編有《四部備要提要》，其前後共出版三種版本，

例如初版之六開本、1934 年重印之五開大本及 1935 年起改印之洋裝

本。《四部備要》分成經、史、子、集等四部，《四部備要提要》是

閱讀與檢索《四部備要》之工具書，每本書名下都記有著者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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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提要或本書略述、卷目，不但方便讀者找尋原著，瞭解源流，

是目錄學之精品，也是中國古代文獻之縮寫。 

 

七、 民國史料叢刊 

 

由張研、孫燕京主編，2009 年 8 月由大象出版社正式出版發行，

此套叢書近 60 萬頁，32 開精裝本，全書收錄民國時期史事文獻類紙

質出版物 2,194 種，計 1,127 冊，另附 1 冊《民國史料叢刊．總目提

要》，總計 1,128 冊。收編 “民國時期”（1912-1949）年之史料，分

成五大類：政治類、經濟類、社會類、史地類、文教類等。 

 

八、 近代中國史料叢刊 

 

《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為中國近代文獻的一部大型叢書，由沈雲

龍主持編纂，是研究近代歷史文化必備之叢書。全套書原計畫編纂

出版正編、續編、三編各 100 輯，然而 1987 年 10 月沈雲龍先生去

世時只完成正編及續編，第三編只編至第 20 輯，出版至第 12 輯，

其餘由著名史學家吳相湘與編輯群體於 2006 年底全部編輯完成。 

 

《近代中國史料叢刊》之正編收錄 1,007 種、精裝 1,281 冊；續

編收錄 608 種，精裝 1,087 冊；三編收錄 421 種，精裝 1,048 冊；總

計收錄文獻 2,036 種，3,416 冊，出版時間前後跨度達 40 年。沈雲龍

先生在編輯《近代中國史料叢刊》時，將民國時期的文獻做為收錄

重點之ㄧ，另外，為了保存珍貴之文獻資料和流傳，全套書全部以

影印方式出版。在中國叢書史上的地位，從其字面來看，應屬於專

代、專學類叢書，但就收書範圍來看，其內容大量涉及政治、經濟、

金融、外交、軍事、交通、教育等，故具有綜合性叢書的特徵與功

能。就學術研究價值而言，《近代中國史料叢刊》所收集之文獻數量

龐大、種類繁多、可從不同角度反映當時的歷史狀況，是近代社會、

歷史及文化研究不可或缺之原始資料。 

 

九、 俗文學叢刊 

     

民國 17 年秋天，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以下簡稱中研院

史語所) 成立「民間文藝組」，聘請劉半農(復)為主任，開始俗文學

資料的蒐集與整理工作。其蒐集範圍包括歌謠、傳說、故事、俗曲、

俗樂、諺語、謎語、歇後語、切口語、叫賣聲等。劉半農與其學生

除了徵集俗文學資料外，亦規劃加以整理與出版，例如彙編《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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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曲提要》、《車王府俗曲提要》、《全國歌謠總藏》等。 

中研院史語所於遷臺後，為方便學界使用俗文學資料，一方面

繼續徵集本土之俗文學資料，一方面進行整理工作，並於民國 62 年

至 64 年間，委託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曾永義負責主持「分類編目中

研院史語所藏俗文學資料工作小組」，將該批俗文學資料予以重新拆

線、剪裁、分裝與合訂，歷經數階段的整理，共整理出 12,000 餘件、

6 大類、136 小類、19,473 目以及俗文學 705 目、曲譜 282 目、車王

府曲本 282 目之俗文學資料。之後，新文豐出版公司認為此批俗文

學資料極具保存與研究價值，遂與中研院史語所合作，自民國 90 年

起分批出版《俗文學叢刊》。目前已出版至第五輯，共計 500 冊。中

研院史語所為面對數位化環境，方便保存與學術研究，於民國 86 年

完成原件數位影像掃瞄及電子書目回溯建檔等工作，該批書目資料

已可經由網際網路提供給學界使用。 

 

《俗文學叢刊》之內容共分為戲劇、說唱、雜曲、雜耍、徒歌、

雜著六大類。目前已出版者，計有第 1 冊至第 350 冊之「戲劇類」

及第 351 冊至第 500 冊之「說唱類」。「戲劇類」計有 8,600 目，4,500

餘種，包括戲劇總類、高腔、崑曲、滇戲、川戲、楚戲、福州戲、

潮州戲、淮戲、贛戲、越戲、嘣嘣戲、吹腔、粵戲、大棚班本、影

戲、灘簧、梆子、京劇、補編。「說唱類」計有 5,200 目，5,900 餘種。

包括寶卷、閩南歌仔、客家傳仔、福州平話、子弟書、石派書、快

書、竹板書、木魚書（龍舟歌、南音）、彈詞等。 

《俗文學叢刊》之每一劇(曲)目之前皆撰有提要，略述該劇(曲)

目之題名、相關劇名、時代背景、參考資料及提要。最後備註欄述

以該劇目之傅斯年圖書館收錄編號、版本及細目等。 

綜合上面所述可知《俗文學叢刊》內含豐富之史料文獻，是民

間的俗文學寶藏，對研究中國文學、語言、戲曲、說唱、俗曲、音

樂、民俗等均有重大之價值。 

 

 

十、萬有文庫 

 

由王雲五主持編纂匯輯多種叢書而成的大型叢書，是中國 20

世紀 20~30 年代編輯策劃的成功典範，亦是民國初年商務印書館少

數贏利的書籍之一。《萬有文庫》在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引進西方

先進文化、介紹現代自然科技知識等方面極有貢獻。 

 

第一集《萬有文庫》，內容包括各科入門小叢書 800 種，例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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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國學叢書》60 種、《國學小叢書》60 種、《新時代史地叢書》80

種、《百科小叢書》300 種、《農學小叢書》50 種、《工學小叢書》65

種、《商學小叢書》50 種、《師範小叢書》60 種、《算學小叢書》30

種、《醫學小叢書》30 種、《體育小叢書》15 種、《國學基本叢書》

及《漢譯世界名著初集》各 100 種，另附參考書 10 種，共計 1,010

種，2,000 冊。《萬有文庫》第二集於 1934 年 9 月編印，內容以《自

然科學小叢書》和《現代問題小叢書》取代了第一集中之農工商醫

等十一類叢書，並加重《國學基本叢書》及《漢譯世界名著初集》

之份量，前者由 100 種增加為 300 種，後者由 100 種增加為 150 種，

另附參考書 2 種，共計 702 種，2,000 冊。抗戰期間，王雲五考慮戰

時出版條件之艱難和讀者購買力下降等情況，遂從《萬有文庫》第

一、二集中精選部分書籍，並增編抗戰叢書，合為 1,200 冊，定名為

《萬有文庫簡編》。 

 

臺灣商務印書館是由上海商務印書館臺灣分館發展而來的，王雲五

為振興臺灣商務印書館及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萬有文庫簡編》

為依據，刪除史地、科技及現代問題等叢書，並增加了簡編未有的

圖書 220 種，編輯成《萬有文庫薈要》，共計 1,200 冊，即臺灣版之

《萬有文庫》。 

 

 

 

 

相關博碩士論文（Related Dissertations）： 

 

本校館藏有關叢書之博碩士論文 

索書號 論文名稱 作者 

1.169 8311 鮑廷博[知不足齋叢書]之硏究 蔡斐雯 

D 2.11 9009 叢書淵源與體制形成之硏究 劉寧慧 

7.11 9306 張海鵬彙刊叢書的成就 學津討原,墨海金

壺,借月山房彙鈔及其相關問題之硏究 

劉學倫 

11.11 9105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纂修硏究  蘇慧君 

11.14 7809 維根斯坦<邏輯哲學論叢>書中「圖像」問題

試析 

儲雯玲 

13.13 6303 叢書之編刋及近二十五年來編刋情形之總

結 

莊芳榮 

13.13 8614 黎庶昌、楊守敬 [古逸叢書]硏究 連一峰 

22.1641 9503 檢視民主法治叢書之性別意識型態 Inspect 郭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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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xuality  ideology of democratic and 

legal series book. 

71.111 9206 台灣書系出版之運作與功能 The Operation 

and Function of Book Series Publication in 

Taiwan.  

洪千惠 

國家圖書館館藏有關叢書之博碩士論文 

論文名稱 電子全文 作者 

明代叢書研究  郭雅雯 

張壽鏞及其《四明叢書》研究 ＊ 徐小燕 

清代鄭玄著作輯佚之研究－－以輯佚類叢書為中心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ekpS/reco

rd?r1=1&h1=0 

 

 

＊ 

吳怡青 

中華兒童叢書-健康類研究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fZUpM/re

cord?r1=1&h1=1 

 

＊ 

鄭美玲 

國立嘉義大學圖書館國學叢書區藏書微生物劣化之調查與

防治 

 蔡佳足 

「中華兒童叢書」與國家認同形塑（1965-2002）  黃瓊玟 

潘人木兒童文學作品研究—以《中華兒童叢書－文學類》作

品為例 

＊ 

 

賴碧珠 

探究《文化台灣繪本》叢書中「文化台灣」之意涵  張碧珊 

漢聲版《中國童話》叢書中神話故事的神話元素研究  邱沛樺 

眾聲喧嘩中的一種聲音－從《田園之春叢書》到故事的誕生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kstpP/recor

d?r1=1&h1=1 

 

 

＊ 

周敏煌 

 

相關期刊文獻（Related Journal Articles）： 

 

作者及篇名 刊名 卷期、出版年、頁次 館藏地 

Location 

 

何淑蘋，「民

國叢書」述論   

東方人文學

志 

2 卷 1 期，民 92 年

3 月，頁 175-201。 

總圖期刊室 

 

陳進益，《四部

備要》略論  

青雲學報 
民 92 年 6 月，頁

231-244。 

總圖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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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湛侯，《百部

叢書集成》評  

漢學研究  

 

8 卷 2 期，民 79 年

12 月，頁 423-440。 

總圖期刊室 

、國研期刊室

張俐雯，「叢

書集成初編」

及其相關叢書

考述   

東吳中文研

究集刊 

8 期，民 90 年 6 月，

頁 21-48。 

總圖期刊室 

 

趙慧芬，傅增

湘與《四部叢

刊》  

東海大學圖

書館館訊 

52 期，民 95 年 1

月，頁 20-34。  

總圖期刊室 

 

劉兆祐，實用

與善本並重的

「四部叢刊」  

國文天地 2 卷 3 期=15 期，民

75.年 8 月，頁

55-57。 

總圖期刊室 

陳金木，電子

全文資料庫與

學術研究 --以

《四部叢刊電

子全文檢索

版》為例  

明道通識論

叢 

5 期，民 97 年 11

月，頁 120-135。 

 

總圖期刊室 

黃智信，「中

國基本古籍

庫」簡介  

國文天地 23 卷 4 期=268 期，

民 96 年 9 月，頁

10-15。 

總圖期刊室 

周憲文，吳幅

員，臺灣文獻

叢刊  

書目季刊 18 卷 1 期，民 56

年 3 月，頁

265-338。 

總圖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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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幅員，臺灣

文獻叢刊續介  

臺灣銀行季

刊 

24 卷 2 期，民 62

年 06 月， 

頁 295-330。 

商圖期刊室 

王書輝，從重

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談起

（上、中、下） 

歷史月刊 246 期，民 97 年 7

月，頁 135-137

（上）。 

247 期，民 97 年 8

月，頁 

135-137（中）。 

248 期，民 97 年 9

月，頁 135-137

（下）。 

總圖期刊室 

吳哲夫，《四

庫全書》的成

書與時空環境  

故宮文物月

刊 

320 期，民 98.11， 

頁 62-70 

總圖期刊室 

孫秀玲 

，「文淵閣四

庫全書電子

版」述評  

國文天地 23 卷 4 期=268 期，

民 96 年 9 月，頁

33-39。 

總圖期刊室 

吳玉愛，文淵

閣四庫全書電

子版 ,讓中國古

籍風華再現 !  

清華圖書館

館訊 

41 期，民 89 年 3

月，頁 2。 

總圖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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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貞德，陳弱

水，中研院史

語所漢籍全文

資料庫介紹  

中國圖書館

學會會訊 

4 卷 3 期=102 期，

民 85 年 9 月，頁

4-10。 

總圖期刊室 

張啟豐，中研院

史語所《俗文學

叢刊》介紹 

文資學報 4 期，民 97 年 7 月，

頁 163-176。 

總圖期刊室 

 

相關網路資源（Related Internet Resources）： 

 

叢書名 相關網址 

中國基本

古籍庫 

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Chinese-caozuo.htm 

http://www.lib.nchu.edu.tw/lib_newsletter/datas/chinesedatas.p

df 

臺灣文獻

叢刊 

http://www.greatman.com.tw/tw.htm 

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Taiwan-journal.htm 

四庫全書 http://www.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0704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sikuquanshu.htm 

四部叢刊 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Chinese-sbck.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834.htm 

http://www.oriprobe.com/sibucongkan.html 

漢籍全文

資料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漢籍電子

文獻 

http://140.112.113.9/dbs/manual/handy.htm 

漢達文庫 http://www.chant.org/default.asp 

百部叢書

集成 

http://www.lib.nara-wu.ac.jp/hyaku.html 

http://blog.roodo.com/yeewenbooks/archives/5862535.html 

叢書集成

初編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010.htm 

四部備要 http://www.oriprobe.com/sibu_tc.html 

民國史料

叢刊 

http://www.ato-shoten.co.jp/newweb/sas/mh/10208659.php 

近代中國 http://www.docstoc.com/collection/1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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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料叢刊 

俗文學叢

刊 

http://lib.tnua.edu.tw/ct.asp?xItem=295856&ctNode=1419&mp=100 

萬有文庫 http://www.booksforest.com/thread-38106-1-1.html 

 

 

第二節 建議 

 

在製作叢書資源示意圖的同時，發現本中心的叢書館藏質量俱精，

值得推廣，然因未以子目編目，以致不利於檢索。以下是從事本研究後

之建議： 

1. 目前本中心尚需要以子目編目的中文叢書約 25,000 冊，實應持續

進行叢書子目編目，以方便檢索與利用。 

2. 維持資源示意圖與館藏現況相符狀態，有利於使用。 

3. 期望未來能建置館藏重要中文叢書影像全文資料庫，以邁向建

造「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源中心」，重振社資中心往

日雄風。  

 

附錄：第二期叢書子目編目清單   (另冊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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