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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圖書館自 2012 年積極推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起、

至 2016 年中，已於國際社會成功設立 19 個資源中心。2016 年 5 月 3

日至 5月 12日期間，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及林能山編輯隨行赴歐

洲波蘭亞捷隆大學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並辦理

「中歐漢學研究」研討會。此外，藉此機會，與波蘭華沙大學及比利

時皇家圖書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備忘錄、與波蘭

國家圖書館簽署兩館綜合性合作協議，並赴比利時根特大學辦理臺灣

漢學講座，參訪亞捷隆大學、克拉科夫圖書館、華沙大學圖書館、波

蘭國家圖書館及比利時皇家圖書館，增加雙邊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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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家圖書館為推廣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於 2011 年分別於美

國紐約、休士頓、洛杉磯成立「臺灣書院」(Taiwan Academy)，以及

2012 年開始於海外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及國家級圖書館成立「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至 2016年中總計於海外成功設立 19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本次出國主要目的是前往歐洲波蘭亞捷隆大學增設「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並辦理「中歐漢學研究」研討會，其次，藉此機會，與波蘭華

沙大學及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備

忘錄、與波蘭國家圖書館簽署兩館綜合性合作協議，並赴比利時根特

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參訪亞捷隆大學、克拉科夫圖書館、華沙大

學圖書館、波蘭國家圖書館及比利時皇家圖書館，與其重要圖書館管

理、領導階層交流相關經驗。本次出國目的簡述如下: 

一、 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並舉辦開幕儀式。 

二、 辦理「中歐漢學研究」研討會 

三、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 

四、簽署館際綜合性合作協議。 

五、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六、參觀 5個圖書館，觀摩學習其政策發展及建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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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5 月 3日(星期二) 

桃園機場搭機啟程前往波蘭。 

5 月 4日(星期三) 

 上午抵達克拉科夫。 

一、赴波蘭亞捷隆大學辦理「中歐漢學研究」研討會 

5 月 5日(星期四) 

為促進臺灣與中東歐學者的漢學研究交流，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

於 5 月 5 日抵達亞捷隆大學，與亞捷隆大學漢學系、輔仁大學華裔學

志漢學研究中心、德國奧古斯丁華裔學志(Mon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Augustin, Germany)等單位，於 5 月 5-6 日合辦「中歐漢學研

究－語言與文化、文學暨語言、宗教與哲學」研討會，邀請臺灣、波

蘭、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等中歐學者，一起討論中歐漢學家、傳

教士漢學家對漢學研究與貢獻，以及目前漢學發展現況，希望透過學

者們的對話，增加對中歐漢學研究的了解，並促進臺灣與中歐各大學

的合作與交流。 

本次研討會為期 2天共有 24篇文章發表，講者來自捷克、匈牙利、

波蘭、臺灣、英國及德國，主要會議討論歐洲漢學對大陸與臺灣的貢

獻。中歐的傳教士進入中國成為第一批漢學家，乃至其後的專業漢學

家對於中華文化的介紹其實相當豐富，此次於波蘭舉辦的系列會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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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臺灣及東歐相關研究學者、具體且多元地討論中歐漢學家、傳教士

漢學家的貢獻以及中歐傳教士漢學與專業漢學當前發展的概況。 

相關研究成果補充目前在傳教士漢學與專業漢學等相關研究領域

的缺角，此外，並提供平台，讓後續相關領域的年輕學者強化合作與

交流。此合作為臺灣與中歐漢學合作之首創，必能為未來臺灣與中歐

國家後續的合作建立良好的基礎。 

 

二、與波蘭亞捷隆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參觀其圖書館 

5 月 5日(星期四)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 5 月 5 日與波蘭亞捷隆大學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校長 Prof. Dr. hab. Wojciech Nowak

共同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並舉行中心揭牌啟用典

禮，這是國圖在波蘭設立的第一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也是在海外

設立的第 19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波蘭的漢學研究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波蘭籍耶穌會傳

教士 Michael Boym到中國傳教，並留下許多介紹中國植物、動物、地

理、中醫等著作。20 世紀初，有越來越多波蘭學者從事東方研究，尤

其是漢學研究。1933 年更成立第一個波蘭漢學中心，有些大學也成立

漢學相關系所。其中設立於 1364年的亞捷隆大學就設有東方研究所、

漢學系，提供華語教學與漢學研究相關課程，同時，也與臺灣許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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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有很多合作，包括與臺灣輔仁大學締結為姊妹校。2015 年輔大更

派出華語教師到亞捷隆大學漢學系任教，提供華語課程，提升波蘭人

對華語學習的興趣。 

此外，從 1999年迄今，有 33位波蘭的學者獲得臺灣外交部或漢學

研究中心獎學金來臺進行漢學或臺灣研究，其中有 3 位來自亞捷隆大

學中東與遠東研究所的教授(Institute of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亞捷隆大學與臺灣交流密切，且波蘭漢學研究歷史悠久，因此，今

年國圖特別選定亞捷隆大學合作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曾館長在

致詞特別表示，很高興這次能與亞捷隆大學合作，一起為推廣漢學與

臺灣研究努力。「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設立，不僅有助於增加臺灣與

波蘭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提升漢學研究能量，更是一扇很重要的國際

之窗，透過這扇窗，可以讓更多人看到臺灣出版的好書以及臺灣豐富

的漢學研究電子資源，展現臺灣推廣漢學的成果，拓展臺灣在漢學研

究的影響力。該校校長 Prof. Dr. hab. Wojciech Nowak 表示，很高

興與國圖合作建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相信對於促進波蘭與臺灣之漢

學學術交流與合作，以及對於該校東方研究所在漢學教學及研究的提

升，大有助益。 

國圖除了提供臺灣出版的 633種 741冊給亞捷隆大學的「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也提供臺灣數位典藏及電子資料庫等豐富的數位資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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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師生研究時參考。這次中心開幕典禮上，曾館長更特別贈送具有

八百年歷史的國寶級古籍復刻書《註東坡先生詩》及存世孤本雙色套

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 2種 22冊復刻書，豐富其館藏，並見證兩

館合作歷史性的一刻，為未來合作開啟契機。對亞捷隆大學的師生或

者在波蘭從事漢學、臺灣研究的研究者來說，更是很珍貴的資源，有

助於促進漢學研究的學術討論。 

典禮當天，中東歐許多漢學家、亞捷隆大學語言學院副院長 Dr hab. 

Dorota Szumska 、 東 方 研 究 所 所 長 Prof. dr hab. Barbara 

Michalak-Pikulska、日本與漢學系教授 Dr hab. Ewa Zajdler、輔仁

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黃渼渟主任、德國奧古斯丁華裔學志魏神

父及顧神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輔仁大學與會發表

論文學者專家，校內許多師生，不僅參加「中歐漢學研究－語言與文

化、文學暨語言、宗教與哲學」研討會，也都來到典禮現場，一覽《註

東坡先生詩》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國寶級復刻書作品，參觀「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的圖書與資料庫資源。該校也將國圖贈送的珍貴書

籍在圖書館一樓大廳展出，展覽的書籍主題豐富、印刷精美，吸引很

多與會者及該校師生參觀。 

 

三、與波蘭國家圖書館及華沙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參觀其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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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日(星期五) 

為加強與各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增加與國際的交流機會，並提供民

眾更多資源，5月 6日上午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與波蘭國家圖書館副

館長 Ms. Katarzyna Ślaska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曾館長特別贈送具有

八百年歷史的國寶級古籍復刻書《註東坡先生詩》與存世孤本雙色套

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復刻書以及介紹臺灣美術、戲劇、音樂、節

慶等的《臺灣文化容顏》給波蘭國家圖書館珍藏，感謝館方對這項合

作案的支持，以及館內同仁對雙方合作的努力，讓兩館的合作與交流

可以順利開展。 

波蘭國家圖書館於 1928 年成立，館藏近 1 千萬冊(件)，是波蘭最

重要的人文研究圖書館，也是主要典藏波蘭文學作品的中心。館內設

有不同主題的專室閱覽區，包括一般閱覽區、期刊室、人文類閱覽區、

科學類閱覽區、地圖閱覽區、音樂閱覽區、聲音與影像閱覽區、微卷

閱覽區、手稿室、特藏文獻閱覽區、波蘭作家專區，也有提供讀者參

考諮詢的圖書資訊學閱覽室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其中最大的閱覽區，可以容納 296 個位置，該館在古籍善

本保存及修復方面的重視及作法，令參觀的曾館長一行人留下深刻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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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館長表示，國圖積極推動與各國國家圖書館的合作交流，這

次簽署合作協議後，兩館將相互提供與波蘭、臺灣有關的出版品資源

以及交換專業人員、知識、經驗與技術。此外，兩館相似的館藏背景、

及有關數位化館藏資源與輔導公共圖書館發展經驗的基礎下，將有助

於未來兩館在文化保存、提供多媒體資訊服務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可

以提升臺灣、波蘭兩國人民對彼此文化的認識，對兩國來說是一種雙

贏的結果。 

波蘭國家圖書館致力徵集與典藏波蘭作家作品、波蘭作家聯盟

(Polish Writers Union)1944 年以來相關活動資料的部份，國家圖書

館近年也積極蒐集當代名人手稿，近年積極蒐集當代名人手稿、書信、

書畫及照片影像，並建置「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是讀者與當代文

學研究人員重要的研究史料來源。 

其次，波蘭國家圖書館設有數位圖書館「Polona」，數位化許多珍

貴的館藏資源，包括手稿、地圖、明信片、書、照片、音樂等，提供

讀者參考使用。我國國家圖書館已自製約 60個資料庫，將古籍特藏、

報紙、期刊、博碩士論文、海報、影音資料等館藏數位化，並製作數

位主題課程、電子書，生動呈現文化遺產內容。2015 年更成立數位中

心，推動近現代圖書文獻數位化工作，並積極邀請臺灣知名學者專家



 11 

授權其著作及研究成果，未來將建置電子書閱覽平台，提供大眾免費

瀏覽。 

此外，波蘭國家圖書館正在推動「全國閱讀發展五年計畫」

(National Program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2016-2020)，

希望透過強化公共圖書館、學校做為地方社會生活中心的角色、地方

教育單位的角色，改善波蘭的閱讀情況。2016 年首要工作是為公共圖

書館購買 2650萬冊(件)新書、多媒體、音樂、地圖、期刊等社會文化

相關資源。 

我國國家圖書館在協助公共圖書館發展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包

括自 2013 年起，推動為期四年的「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專案計

畫」。2015年已在臺灣北、中、南、東各區的圖書館完成設置 4所區域

資源中心及 8 所分區資源中心，並協助建立專家選書機制，輔導各中

心建立特色主題館藏。另外也輔導全國公共圖書館提供跨區借閱服

務，發揮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功能。此外，進行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

輔導訪視及教育訓練，強化全國公共圖書館服務品質，並舉辦各種閱

讀推廣活動，提升全國閱讀風氣。這些做法，波蘭國家圖書館與我國

國家圖書館都可以相互交流及分享，提升兩館的服務內容與品質。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於 5月 6日下午與波蘭華沙大學東方研究學

院院長 Prof. dr. hab. Jolanta Sierakowska-Dyndo共同簽署「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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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這是國圖建置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第 69

所合作單位。開啟未來雙方中文古籍合作長長久久的友誼，以及展現

本館持續推展臺灣國際文化交流之具體成果。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建立於 1998 年，為利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

以臺灣古籍書目為基礎建置，並陸續擴及大陸及港澳、亞洲、澳洲、

歐美等地區圖書館古籍書目，自 2012年以來，計有德國巴伐利亞邦立

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梵蒂岡圖書館、慕尼黑大學

圖書館，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比利時魯汶大學圖書

館等加入。目前由本館負責聯繫與建置之「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

庫(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2)，彙整的書目資料已

超過 65萬筆，對中文古籍書目資源共享貢獻良多，並方便使用者透過

網路查詢利用。 

今年適逢華沙大學創校 200年，該校歷年來與我國學人交流往來密

切。該校東方研究學院是波蘭重要的漢學教學及研究機構，同時典藏

中文古籍，透過此次與華沙大學東方研究學院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

錄」合作備忘錄，未來定能加強彼此間的學術對話，聯合目錄也能提

供東方研究學院漢學系師生更豐富的研究訊息。本館此次與華沙大學

東方研究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於東方研究學院長辦公室舉行，除

簽署合作備忘錄外，特別贈送國寶級古籍復刻書—元至正元年(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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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供該館典藏。

典禮結束後曾館長一行人參觀該校舉世聞名之總圖書館綠建築，參訪

過程印象深刻、獲益良多，預計讓國家圖書館正在規劃新館的計畫納

入該館獨特綠建築之元素。 

 

四、赴比利時根特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5 月 9日(星期一)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比利時根特大學合作，首度於比利時舉

辦今年歐洲地區第一場「臺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本次講座邀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羅達菲(Dafydd Fell)

教授，主講「The Use of Rap in Taiwa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臺灣政治溝通中的饒舌音樂)」。 

本次講座由根特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化系教授 Bart Dessein 主持，

並由本館曾館長代表主辦單位出席致詞。此次的合辦單位—比利時根

特大學，為國家圖書館去年在海外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合作單位之一。 

主講人羅達菲教授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政治學博士，目前為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學者、臺灣研究中心主任，同

時也是 Routledge臺灣研究系列專書的主編者，並在 2004年協助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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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臺灣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

 羅達菲教授長期關注臺灣的政治發展。本次演講聚焦於臺灣饒舌音

樂，探討饒舌音樂在臺灣政治溝通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帶來的影

響。羅達菲教授指出，過去三十年間，饒舌音樂已經發展為臺灣一種

重要的音樂樂風。此樂風在臺灣民主化之後，也出奇地常被使用在政

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中。他在演講中透過分析 5 首從

1980 年代晚期到現今的政治饒舌歌曲，顯示饒舌音樂是如何被用來不

僅對抗和諷刺公權力，也成為一種競選、爭取權力的工具，甚或被國

家拿來作為貼近年輕選民及宣揚公共政策的一種方式。本次講座吸引

許多該校學生聽講，並與主講人熱烈討論臺灣選舉及民主化過程的饒

舌音樂元素。 

演講後並由國家圖書館林能山編輯播放專為海外「臺灣漢學講座」

所特別製作的宣傳英文短片，內容著重宣傳「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

獎助」、「臺灣獎助金」及各學術機構建置之漢學電子資源，藉以鼓勵

更多優秀的外籍學者申請來臺研究，提升臺灣研究的量能。 

此行適逢該校舉辦「臺灣週(Taiwan Match-Making Event)」，有國

內臺大及政大等大學的校長及教務人員出席，進行多邊對話。講座結

束後，曾館長受邀與各界出席人員交流，介紹國圖的館藏、學術資源

特性及各項國際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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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備忘錄 

5 月 10日(星期二) 

去年國家圖書館曾館長參訪皇家圖書館 (Royal Library of 

Belgium)，針對兩館進行本館所建置之「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

之合作深入討論後，本次終於順利與該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資料庫合作備忘錄，開啟兩館中文古籍合作新頁，並展現國圖推動國

際文化交流具體成果。 

比利時皇家圖書館是比利時的國家圖書館，圖書館的歷史可以追溯

到 15 世紀勃艮第公爵時代(Les ducs de Bourgogne)，1559 年時，主

要珍藏國王菲利浦二世(Philippe II) Coudenberg 皇宮的許多文物，

因此圖書館稱為皇家圖書館。比利時國家圖書館館藏超過 600多萬件，

珍藏 1830年比利時建國以來的出版品、1501年以前的印刷品、中世紀

以來的版畫、地圖、平面圖、手稿、錢幣與獎牌等，也有許多音樂遺

產，例如著名的比利時音樂家 François-Joseph Fétis 的檔案，該館

每天中午也舉辦午餐音樂會，受到許多愛好音樂的比利時人的喜愛，

除此之外也珍藏中文古籍及清代古地圖。此次完成簽署合作備忘錄

後，該館將提供館藏中文古籍書目匯入「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可提供

研究者更豐富的書目資訊。 



 16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是本館在 1998 年，為利中文文獻資源共建

共享，以臺灣地區古籍書目為基礎建置，並陸續擴及大陸及港澳、亞

洲、澳洲、歐美等地區圖書館古籍書目，目前有 69個合作機構，共收

錄 65 萬餘筆中文古籍書目資料。自 2013 年 5 月起，將聯合目錄整合

至「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透過服務平台，提供使用者瀏覽及檢索、

以及本館古籍數位典藏各項服務。讀者也可利用行動載具等資訊設備

檢索瀏覽，提供更豐富、更方便的研究資源。 

本館此次與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於該館舉行，由

特藏部主任 Dr. Robert Nouwen 代表館長 Prof. Patrick Lefèvre 簽

署，除簽署合作備忘錄外，雙方並相互贈書，本館特別致贈具有六百

年歷史的國寶級古籍復刻書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供該館典藏，該

館則回贈 1535出版之複刻書 Het Hennessy-getijdenboek。 

 

六、參觀波蘭克拉科夫國立公共圖書館 

5 月 4日(星期三) 

波蘭克拉科夫國立公共圖書館(Wojewódzka Biblioteka Publiczna, 

英文 The Regional Public Library)設立於 1950 年，迄今已有 66 年

歷史，是法定寄存中心之一。5月 4日下午國圖曾淑賢館長與克拉科夫

國立公共圖書館館長 Mr. Jerzy Wozniakiewicz 與副館長 Ms.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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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niewska 會面交流圖書館發展經驗，並參訪該館深具特色的視障資

源中心、兒童區、商業與歐洲資訊室、外語文獻閱覽區、視聽中心、

閱覽區、展示區等空間與服務設施區域，該館充分利用空間，在走廊

上，也精心安排展示畫作、展覽，供讀者參觀瀏覽。 

克拉科夫國立公共圖書館目前館藏約 50 萬冊(件)，特色館藏包括

藝術、視障資源，並推動許多的文化與閱讀推廣計畫，例如該館自行

或與其它文化機構，與非政府組織辦理許多訓練課程、工作坊、沙龍、

文學比賽、展覽、漂書活動等。為因應不同讀者需要，館方針對不同

讀者群，包括兒童、青少年、高齡者、身心障礙者，提供不同的閱讀

推廣、教育活動。 

該館設有數位圖書館 Malopolska Digital Library，提供約 8 萬

件數位資源。網站提供讀者推薦書單及電子書、1800-1939 年的書籍、

手稿、地圖、音樂資料、舊版印刷書、期刊、搖藍本(歐洲活字印刷術

發明最初 50 年間所印刷的出版物)等文化遺產(共 52616 件)、科學與

教育相關電子書(23707件)、區域資源(克拉科夫所在省 Małopolska及

各市文史資料 22925件)、期刊與報紙(波蘭、地方期刊 30067件)、特

藏(包括影音、海報、畫作、照片、地圖等 2429 件)、檔案資源(來自

克拉科夫等地博物館、檔案中心、國家檔案館等 9475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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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日(星期三) 

清晨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搭乘飛機返臺。 

5 月 12日(星期四) 

上午抵桃園國際機場。 

 

參、心得與建議 

以政府推動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政策的核心價值基礎上，2012

年開始推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至 2016年 5月已分別橫跨

歐洲、美洲、大洋洲及亞洲的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拉脫維亞、

荷蘭、波蘭、捷克、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俄羅斯、越南及馬

來西亞 15個國家成功設置 19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此外，事先長

期規劃，同時安排與波蘭國家圖書館、華沙大學、比利時皇家圖書館

簽署合作協議與備忘錄，赴比利時根特大學辦理講座。此行共簽署 4

個合作協議與備忘錄、成立 1個資源中心、舉辦臺灣漢學講座等活動，

具體提升臺灣在世界文化體系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一、協助亞捷隆大學中文古籍書目上傳本館資料庫 

此行本館與亞捷隆大學商談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

備忘錄，該校中文古籍來自於二戰期間的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由於

歷史因素，目前由波蘭所擁有並存放於該校。有關這批珍貴的館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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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數量、書單及書目資料非常不足，但本館可以考慮在備忘錄簽署、

並經過該校同意後，將其已收錄於柏林圖書館出版品內的中文古籍書

目資料，先行打字後上傳，也可以考慮在人力與經費許可下，派遣本

館專業人員前往協助中文古籍資料整理與編目，以利日後更多寶貴資

料上傳本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或是進行古籍相關的聯合

出版等項目的合作。 

 

二、結合國外學者研究熱潮、於本館網站首頁設定相關主題文獻 

本館此行同時赴比利時根特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本次講座邀請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Dafydd Fell 教授，主講臺灣政治溝通中的饒

舌音樂，以饒舌樂切入臺灣政治發展及選舉文化，引起出席者很大的

共鳴及興趣，本館相關館藏豐富，如果以類似主題呈現資料於國圖官

網，將可吸引更多讀者使用本館相關的圖書資訊。 

 

三、合作案強化臺灣與各合作館地主國之間的學術交流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的各個合作館將獲得臺灣出版的書籍、

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研究資源。其次，國圖將以設定 IP的方式提供

合作館讀者與研究人員查詢使用國圖及國內部分知名大學、國圖書

館、研究機構建置的數位資源。再者，國圖將整理國內有關的臺灣與

漢學研究電子資源，供合作單位「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網站進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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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此中心扮演臺灣與漢學研究領域另一互動平臺，共同推展學術及專

業交流。 

 

四、豐富世界文明內涵、提升文明之間的包容性 

本次國圖於歐洲國家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以及簽署的合作協

議，我們看到這些非華人社群對於資源中心所提供的「出版品」及「數

位資源」、本館所建置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展現極高的興趣，

更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看到西方文明對華人文明的欣賞與學習，逐漸

突破傳統的文明對立，朝向文明之間的調和大步邁進。 

 

五、凝聚僑界對政府和國家的向心力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所在的海外合作國家，皆有臺灣留學生或僑

胞出席簽約儀式、啟用典禮及茶會等相關活動，例如此行簽約儀式，

剛好於該校舉辦中歐漢學會議時合併辦理，我國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之

多位學者、當地留學生對本館於該校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感到

驕傲與欣慰，並在會後與本館人員分享對建置案的肯定，「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建置案無形中提高海外僑界、留學生與學者的國家認同感與

向心力。 

 

六、國家圖書館在新世界秩序扮演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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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各領域的快速且密集的跨國交流大

舉提升，促使「圖書資訊」領域成為跨國文化交流的主要議題之一，

截至 2015 年，國家圖書館與世界 86 個國家及地區、共 604 個交換單

位，建立圖書交換關係。國圖被賦予國內唯一的出版品法定送存地位，

此舉成就其國內出版品保存與典藏最完善的機構，與國圖進行出版品

交流的單位包含各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業圖書館等。在世界

新秩序的國際結構下，此行善用本館與全球的圖書館、漢學家的關係，

為我國於歐洲成功簽署 4 個合作協議，並增設 1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與合作單位的廣大讀者分享我國內的出版品及數位化資源，提升

臺灣在世界文化體系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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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簽署之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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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照片 

 

波蘭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校長 Prof. Dr. hab. Wojciech Nowak(左)國家

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右)致詞。 

 

 

曾館長(左)與亞捷隆大學校長 Prof. Dr. hab. Wojciech Nowak(右)共同簽署「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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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館長與波蘭華沙大學東方研究學院院長 Prof. dr. hab. Jolanta 

Sierakowska-Dyndo 共同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右)與波蘭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Ms. Katarzyna Ślaska (左)

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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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約 

 

 

 
簽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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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館長與克拉科夫國立公共圖書館館長Mr. Jerzy Wozniakiewicz交換出版品與圖書

館發展經驗。 

 

 

華沙大學圖書館書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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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Bart Dessein 教授、羅達菲教授(Dafydd Fell)、曾淑賢館長 

 

 

播放國家圖書館宣傳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