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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文獻是指 1911年辛亥革命到 1949年期間出版的文獻，由於其紙

質較差，又欠缺良好的保存環境，因此海內外各藏書機構所收藏的民國文

獻均呈現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毀損現象。有鑒於此，海峽兩岸的圖書館或檔

案館紛紛展開文獻的調查及保護計畫，希望能拯救此類文獻免於在歷史的

長河中消失。本研究重點為 1911年辛亥革命到 1949年期間在大陸及臺灣

民國文獻收藏及整理情形，各項保護計畫的內容及進行方式、數位化的發

展等，期能更全面掌握相關的資料，俾提供國內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學者

專家參考利用。 

 

 

 

 

 

 

中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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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背景： 

    一般而言，民國文獻是指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49 年期間出版的文

獻，簡言之，就是中華民國時期在大陸的出版物，在大陸稱為「民國文獻」， 

「民國時期是近代中國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化轉型時期，是具有承前啟

後的歷史大時代，而民國文獻即是演繹民國歷史風采的最佳文本」，民國文

獻的歷史價值包括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兩方面。「民國時期的學者學術成就

堪比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盛況，……。民國學人以陳獨秀、胡適創辦

的《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新文化運動，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

傳》即是其中的代表作。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掃蕩了舊的

話語體系，從而建立了新的話語模式，並最終確立了我國現代新學術的範

式。由此，也湧現出一大批新學術的開山著作，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

年學術史》、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

蘭的《中國哲學史》、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侯外廬的《中國近

代啟蒙思想史》、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

會研究》等等。這些著作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第一批具有開創意義的奠

基之作，它們首開新史學、新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等等近代學術著作範例，不僅對我國近代新興學科的創建

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當今學界往往也將其視為第一手的參考

資料」。1 

    然而大陸民國文獻的館藏現狀卻存在許多令人擔憂的情況，「由於民

國時期是我國出版業由手工造紙印刷向近代機械造紙印刷的過渡時期，機

械技藝不夠純熟，印刷的紙張酸性強，保存期限短，加上長期以來各館藏

機構對民國文獻的保護觀念滯後，認識不足，保管不善，以至於海內外各

藏書機構所收藏的民國文獻均呈現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毀損現象。據 2004

年底中國國家圖書館公佈的《館藏紙質文獻酸性和保存現狀的調查與分

析》研究報告顯示，該館館藏文獻中，民國文獻的紙張 PH 值均低於 4.5，
                                                 
1王兆輝（2010）。 試論民國文獻的價值與館藏。公共圖書館。1。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PSTT201001008&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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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程度比例達到 97%，老化破損程度比例達到 96%。其他各地方公共圖

書館館藏的民國文獻的老化破損程度也基本與該館相吻合。研究報告顯示

民國時期紙張的一般壽命是 50至 100年，可見，我國民國文獻面臨的館

藏現狀令人堪憂」。2 

有鑒於此，2012年6月19日至21日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北京舉辦「中美民

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研討會」，邀請來自大陸、北美地區圖書館代表，以及

來自檔案系統和史學界專家學者約70人共聚一堂，希望促進各界對民國時

期文獻保護工作的交流與合作，進而能展開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畫。 

 

二、研究目的： 

     國家圖書館兼辦漢學研究中心 35 年，在館藏豐富的漢學研究文獻基

礎上，致力蒐羅海外漢學古籍與現代圖書文獻，旁及學位論文、期刊、報

紙、微縮資料、資料庫等，遂成為研究漢學學者極為重視的資料來源。其

中更收集或訂購許多 1911-1949 年各類型民國文獻的資料的影印本、縮印

本或資料庫，如：《申報》、《大公報》等。 

    由於民國文獻的學術價值及史料價值愈來愈受學者專家重視，因此近

年來許多調查研究、收集整理及維護保存計畫也在臺灣、大陸或海外展

開。為了瞭解國內外民國文獻收藏及整理情形，各項保護計畫的內容及進

行方式、數位化的發展等，乃以此課題進行研究，期能更全面掌握相關的

資料，俾提供國內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專家更完善、充實、全面及新

穎的研究資源服務。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文獻來源主要以海峽兩岸四地（臺

灣、大陸、香港、澳門）及國外出版有關民國文獻的資料為主，亦包含網

站上相關的資源。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1.以國內外已出版的公開文獻進行分析研究。本研究所稱的民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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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1911年辛亥革命到 1949年期間在大陸及臺灣出版的文獻。 

   2.本研究所討論的民國文獻包括已出版的圖書、期刊、報紙、日記、

年譜、電子資源及未出版的手稿本、照片、地圖、文獻、文物等各

類型資料。 

   3.本研究因研究者本身語文能力之限制，相關文獻蒐集範圍僅限以中

文和英文呈現之內容。 

  

第二章、文獻探討 

     

一、 民國文獻的價值與收藏狀況 

王兆輝在其「試論民國文獻的價值與館藏」一文中提到：「由於民國時

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轉折時期，而民國文獻正是記錄和反映民國時

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諸多方面的主要載體，且與當今社會聯

繫最為密切，其歷史文化思想價值不在傳統的珍善本古籍之下……」。他進

一步說民國文獻的重要史料價值呈現在三大方面：3 

1、全國性的公開出版物：如《政府公報》、《國民政府公報》、《外交部

公報》等為代表的民國政府機構出版物，以《大公報》、《申報》、《民國日

報》等為代表的民國報紙，以《良友》、《東方雜誌》等為代表的民國雜誌，

這些文獻流傳較廣，影響較深，具有很高的文獻史料價值 

2、散佈於全國各地的地方性的史、志、檔案、材料等：如《滿洲三省

志》、《民國上海志》等，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文獻都不同程度地反映著民

國時期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市政建設等方面

的發展變化。 

3、近代人物的一些年譜、日記及相關著述：如《蔣委員長西安半月

記——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蔣中正日記》、《蔣介石籌筆》、《拉貝日

記》等年譜類文獻, 這些文獻記敍了大量著者親身經歷的政治、軍事、外

交、社會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活動。 

 

二、 民國文獻的保護 

                                                 
3同註 1 



 

4 

 

    張鐵於「從版本學視角談民國文獻的保護」中提出對於擁有大量民國

文獻版本的圖書館來說，應該從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角度對民國文獻

的版本特徵、版本地位、版本價值及搜集整理工作中的版本意識等方面展

開探討。民國文獻的版本特徵與古籍相比，最為明顯的改變是：由雕版線

裝變為鉛印平裝；由文言文變為白話文；由無標點變為有標點，而在版權

頁(即版本記錄格式)、紙張種類、內容、價格等方面，也呈現多元的形式。

文中分析了民國文獻的版本價值包括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等方

面的珍貴價值，民國時期珍貴文獻的搶救與保護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對

於民國文獻搜集整理、研究利用，提出4項重要的版本意識：4 

1.新善本：收藏標準為思想性、歷史性和藝術性，但重在稀有罕見，

收藏範圍是從辛亥革命起至建國前這段時期的書刊資料。 

2.民國善本：參照確定古籍善本的“三性、九條”標準確定了國民善

本的具體標準。 

3.新文學善本：2003年姜德明先生提出新 文學作品“善本”的概

念，”除了重要原本和初版本、孤本、手稿本外，作家題跋本、簽名

本、親筆校訂本和引發文壇書林重大風波的書以及具有特殊裝幀藝術

價值的書等均可入善本之列。 

4.民國版珍貴地方文獻：民國版珍貴地方文獻是辛亥革命以來，採用

現代書籍裝幀形式，在版本、資料、藝術鑒賞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且

流傳稀少的地方文獻類書刊資料。 

    文末提到，據《民國時期總書目》統計，大陸地區民國時期出版的中

文圖書達10萬餘種。其中，國家圖書館收藏67萬冊、南京圖書館收藏70萬

冊、上海圖書館收藏33萬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收藏25萬冊、吉林省圖

書館收藏16萬冊、重慶圖書館收藏9.7萬冊，構成了民國文獻館藏的主體。

對於大陸地區民國文獻保護實踐情況做了重點概述。 

曾潔瑩於「 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措施芻議」文中提到:「民國文獻是

那個時代的印跡, 語言文字、政治、法律、圖書館學、歷史等各個學科都

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因此目前對於民國文獻的利用需求已經日益增

加，其需求大致有以下幾類：國家當前政策重點、社科界與史學界、出版

單位、媒體等對民國文獻的需求。由於資料的珍貴性及需求的殷切度，再

加上紙張的酸化程度相當高，因此民國文獻的搶救工作迫在眉睫。文中對

於民國文獻的保護措施提出7點建議：大力呼籲改變觀念、清家底編書目、

改善存放條件、對民國文獻實施微縮複製和數位化、盡量利用新版民國文

獻、妥善解決藏與用的矛盾、重視修復工作等。5
 

                                                 
4張鐵（2010）。 從版本學視角談民國文獻的保護。圖書館建設。5，22-25。 
5曾潔瑩（2009）。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措施芻議。全國新書目。4，4-7。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J201005009&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QGXS200908004&dbcode=CJFD&dbname=CJFD20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J201005009&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QGXS200908004&dbcode=CJFD&dbname=CJF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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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玲、普武勝在｢淺淡民國文獻的搶救與保護」一文中提到：｢民國

文獻，按照《民國時期總書目》的定義，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至1949

年9月(即民國時期)在中國出版的所有中文文獻。...民國時期出版的文獻

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文獻，其思想文化價值不在善本古籍之下... 」。但由於

民國時期的造紙狀況和現代人對民國文獻保護的意識不強，造成了民國文

獻的酸化和老化損毀狀況極為嚴重。因此加強對民國文獻的搶救與保護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則對於民國文獻的搶救與保護措施提出一些建議。6 

1. 改善書庫環境：恆溫、恆濕、防塵、防曬、防蟲等自然環境是緩慢

民國文獻急劇老化不可或缺的條件。 

2. 有針對性地制定借閱制度：複印使用的熱光源加速了紙張的老化，

加上複印時必須壓平書脊，對書籍損壞極大，儘量取消對民國文獻的複印

服務。 

3. 民國文獻的數字化：數字化可以分3個步驟，(1)整理清點分編;(2)

建立民國文獻書目數據庫;(3)建立專題文獻數據庫和全文數據庫。 

4. 修復：民國文獻修復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制定修復和質量檢查

標準，二是培養高素質的修復技術人員。 

5. 再造民國文獻：有計畫的利用現代印刷技術將部分民國文獻複製並

適量出版，俾利保持文獻原貌及傳播與利用文獻。 

6. 微縮：以新型載體保護文獻內容，透過微縮的形式代替原件的閱覽

和利用。 

7. 昂貴的"脫酸"方案：採用奈米技術對紙張進行脫酸處理，保存期限

可達幾百年。 

趙伯興、鄭春汛、謝萍「民國文獻合作保護和開發利用的研究」文中

探討民國文獻收藏分散概況，收藏的地區包括大陸地區北京國家圖書館、

地方圖書館、中國第二檔案館、臺灣國家圖書館、港澳與海外收藏單位及

個人收藏等。另對於堪憂的保護現狀，分析其原因有3點：1.保護不力、損

壞嚴重;2.認識模糊、誤把珍品當垃圾;3.經費缺乏、保護乏力。針對這些

原因提出民國文獻聯合保護對策，分別就以下3個面向提供一些建議：7 

1. 拓展民國文獻原生性保護的途徑：採用納米鍍膜技術，加固紙張強

度，但價格昂貴；安裝空調，相鄰圖書館可以合作建立民國文獻存儲庫。 

2. 拓展民國文獻的保存範圍：即使在建館歷史不悠久的圖書館中也保

存著一定數量非常珍貴的民國文獻，為了保證保存的完整性，在建立地區

聯合目錄的基礎上，透過館際協商在地區範圍內至少保存2冊文獻原件, 

並且其中有一冊能夠提供研究者閱覽使用。 

                                                 
6裴文玲、普武勝（2008）。 淺淡民國文獻的搶救與保護。當代圖書館。1，60-62。 
7趙伯興、鄭春汛、謝萍（2008）。民國文獻合作保護和開發利用的研究。圖書館研究與工作。4，73-75。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DTS200801025&dbcode=CJFD&dbname=CJFD2008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Y200804045&dbcode=CJFD&dbname=CJFD2008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DTS200801025&dbcode=CJFD&dbname=CJFD2008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Y200804045&dbcode=CJFD&dbname=CJF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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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大參與民國文獻保護館的範圍：首先對所有的民國文獻皆應採取

保護措施，非僅限於名人名著才應收藏保護;其次提高各類圖書館館長對

民國文獻”三性”的認識，提升他們參與保護民國文獻的自覺性。 

最後對於民國文獻合作儲存和開發利用提出一些建議，全面調查建立

民國文獻的資訊共用空間、發展民國文獻的特色館藏、共建民國文獻聯合

目錄。 

鄭春汛在其「民國文獻的價值與保護對策研究」一文中對於民國文獻

的珍貴性提到：「從歷史文物性角度來說，民國文獻是文物珍品…從思想學

術性來說，民國文獻含有大量學術珍品…從藝術代表性來講，民國文獻含

有大量藝術珍品…」。據《民國時期總書目》統計，民國時期出版的中文圖

書高達10餘萬種，因紙張嚴重酸化、保存條件差、修補技術滯後等原因破

損嚴重，文中提到「歷史文獻具有不可再生性，如何保護現有歷史文獻，

避免文獻斷層…」。探究造成民國文獻的保護與問題，大致可從保護觀念的

滯後及保護方法的局限兩方面分析，民國文獻在紙張和被重視程度上遠不

如古籍，而浩如煙海的民國文獻僅依靠少量幾個機構進行電子化與影印出

版，在對文獻進行微縮拍攝，必須將這些文獻拆開，或裝訂方式粗陋，進

行掃描時須用力攤開，這些方式在搶救的同時也具有破壞性，所以保護對

象的擴展與對策思考方是當務之急。除各大圖書館之外，散佈在各縣級圖

書館的民國文獻也不在少數，首先有關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從觀念上普

及民國文獻的重要性，加深群眾對民國文獻保護的認識。其次可以編制區

域聯合目錄，進行文獻普查，對本館所藏進行清點，便於上級統一管理，

使珍貴文獻得到發現與搶救。唯有突破現在的保護範圍，才能最大限度地

防止民國文獻的流失損毀。8 

 

三、 民國文獻的整理出版與數位化 

（一）民國文獻的整理出版 

    許彤在「民國文獻的修復與保護:圖書館永遠的痛——以重慶圖書館為

例」一文提到，民國文獻的修復與保護是目前世界各國各級圖書館所面臨

的共同問題，已引起圖書館界的高度重視。本文主要藉由對重慶圖書館所

藏民國文獻的破損原因和保存現狀的分析，重點從改善書庫環境、加強修

復人員的培養和修復技術的研究、有針對性地制定借閱制度、再生性保護

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議。9
 

                                                 
8鄭春汛（2008）。民國文獻的價值與保護對策研究。圖書館理論與實踐。4，40-42。 
9許彤（2010）。民國文獻的修復與保護:圖書館永遠的痛——以重慶圖書館為例。理論界。9，107-108。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SGL200804021&dbcode=CJFD&dbname=CJFD2008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LJJ201009039&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LJJ201009039&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SGL200804021&dbcode=CJFD&dbname=CJFD2008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LJJ201009039&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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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莉、嚴向東於「民國文獻的整理與開發問題研究」文中對民國文

獻的整體情況、文獻分布及特徵作了簡要介紹。其中以北京國家圖書館是

大陸國內民國文獻藏量最多，文獻類型最豐富的機構，總藏量約12 萬種88 

萬餘冊。民國時期出版的文獻就類型而言，除書刊報，還涵蓋了政府出版

物、內部書刊和報告、輿圖、手稿、日記、書信、畫報、音像製品等，內

容涉及了多個學科，但整體上社科類文獻總量要遠遠超於科技類文獻。對

民國文獻的整理和開發現狀從影印編訂出版、書目和索引編制、數字化三

種主要方式進行了梳理，最後對民國文獻的進一步整理開發提出了幾點思

考，1.轉變認識、加強保障;2. 通力協作、加強交流;3.培養人才、改進技

術;4.統籌規劃、穩步推進。10  

    劉福春於「民國文學文獻--搶救與整理」一文中轉述 2005年 2月 8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消息：「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目前中度以上破損已

達 90%以上，民國初年的文獻以百分之百破損…」，並指出因紙張酸性強，

加劇老化及脆化，加上隨著一批批老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故去，民國時期

的歷史正在消失，或者已經消失，因此文獻的搶救極為迫切。文獻的保護

與使用存在著矛盾，而搶救和整理又是另一種矛盾，「整理」也是一次的

「損壞」。近年來圖書館重視民國文獻，進行了「原生性保護」和「再生

性保護」，主要是微縮化或數字化，為民國文獻整理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1980年代是民國文學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最輝煌的時期，一大批現代文學

研究者參與這些工作，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然而，1980年代後期開始

熱情漸冷，首先遇到問題是出版困難。以《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為

例，原規劃出版 200餘種，實際出版不到 100種，有些資料已編輯完成交

付出版社，但至今未能出書，其下落令人憂心。另最大問題在於參與者減

少，大多數參與者原本重心在「研究」，所以從事民國文學文獻的收集與

整理者愈來愈少。民國文獻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在現行學術體制下，民

國文獻整理工作的學術地位很低，無法與古典文獻學的地位相比。因此，

民國文獻整理必須依賴制度的保障，建立當代文獻學科，確立研究範圍、

治學方法與獨立的學術價值。11 

 

（二）民國文獻的數位化 

 

程趁娜、馮艷艷在其「議民國文獻的數字化」一文指出，｢民國文獻處

於中國古代文獻向現代文獻轉型的特殊歷史階段，其文獻形態和文獻內容

                                                 
10陳曉莉、嚴向東（2013）。民國文獻的整理與開發問題研究。圖書館。4，94-97。 
11劉福春 (2016)。民國文學文獻--搶救與整理。國文天地。32(1)，8-12。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T201304029&dbcode=CJFD&dbname=CJFD2013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KJSJ201311089&dbcode=CJFD&dbname=CJFD2013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T201304029&dbcode=CJFD&dbname=CJF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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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但由於民國時期我國的造紙工藝...所產紙張酸性高，

耐久性差... 如果不及時搶救，民國文獻將在50到100年內將消失殆盡，因

此，民國文獻的保護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還沒有找到安全、高

效、經濟的原生性保護手段之前，數字化無疑是民國文獻再生性保護的最

佳選擇」。文中簡單闡述民國文獻數字化的方式、問題及建議：12 

1. 民國文獻的數字化：紙質載體民國文獻的數字化製作方法有兩種：

(1)利用OCR漢字識別軟體，製成文本檔案類型;(2)透過縮微影像技術與掃

描設備，製成圖像檔案。文獻數字化結合電腦技術、網路通訊技術等數字

化技術，符合了圖書館建設的大規模應用的時代需要。民國文獻的數字化

主要包括3個方面，即民國文獻組織管理的自動化、內容的數位化、傳輸平

臺的網路化。 

2.民國文獻數字化存在的問題：文獻掃描加工品質良莠不齊、文獻檢

索內容錯誤繁多、掃描時未保留書刊原貌、文獻經過掃描加工後損毀嚴重，

以上皆是數字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3. 民國文獻數字化的建議：(1)轉變文獻保護觀念，將民國文獻列入

新善本之列;(2)加強民國文獻保護研究，原生性保護與再生性保護並重;(3)

制定民國文獻數字化的統一標準;(4)資源共享，避免重複加工造成的文獻

損毀和人才浪費;(5)注重工程質量，力爭一步到位。 

李光雄在其「香港公共圖書館在古籍文獻、民國文獻資源建設與數

位化的現況與展望」一文中提到，香港公共圖書館在數位化民國文獻資

料方面，主要是集中於 1949年香港的資料，包括舊報紙、照片、地圖

等，這些資料反映當時的人文、社會、經濟等情況，提供研究者重要的

參考。市民只需利用主要分區圖書館的多媒體工作站，也可透過網路在

家瀏覽。香港的圖書館將會繼續發展數位化，工作內容包括提升多媒體

資訊系功能、繼續數位化現有館藏、推行徵集行動、加強與政府部門合

作、加強與學術機構及文化團體合作。13 

黃潘明珠於「南海明珠：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民國文獻數碼化

計劃」一文中引述龍向洋《民國時期出版概況》「北京、重慶、桂林、

香港也是現代文學出版的重要地區，出版的現代文學圖書將近五分之

ㄧ。」可見民國時期出版事業在香港發展蓬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於

2005年參與「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國際合作計劃」，直至 2009年底該計畫

完成民國書刊電子書 28萬冊。另亦參加中國大陸《民國圖書籍粹》項

                                                 
12程趁娜、馮艷艷（2013）。議民國文獻的數字化。科技視界。11，120。 
13李光雄 (2009)。香港公共圖書館在古籍文獻、民國文獻資源建設與數位化的現況與展望。澳門圖書館

暨資訊管理協會學刊。11，49-51。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KJSJ201311089&dbcode=CJFD&dbname=CJF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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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等 20餘所大學圖書

館館藏民國文獻為主要來源，精心整理中國大陸 1911-1949年期間出版

但於 1949年後未再版過的圖書目錄，並將其中具有較高學術、史料及

版本價值的圖書及遵守《著作權法》複製數十套，分藏於一些大學圖書

館，以期拯救民國文獻，有助教學與研究之用。另香港文學特藏五萬多

種，包括單行本、期刊、手稿、信札等等，其中極多具有研究價值而難

得一見的珍貴資料，亦逐步進行數位化，提供免費查閱。14 

 

第三章、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問題如下： 

    1.民國文獻收藏的情形與特色? 

    2.民國文獻整理出版的現況? 

    3.民國文獻數位化的現況? 

  

二、執行方法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及網站資訊進行國內外民國文獻收藏現況及特

色分析，分別從大陸地區、臺灣地區及海外地區綜合敘述收藏現況及整理

出版與保存的具體作為。 

 

 

第四章、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將分三個面向分別敘述，包括：臺灣地區民國文獻概述、

大陸地區民國文獻概述、海外地區民國文獻概述，同時亦挑選重要民國文

獻出版品進行簡介，俾能更全面瞭解迄今（至 2016年 9月)有關民國文獻

的整理現況。 

 

                                                 
14黃潘明珠 (2009)。南海明珠：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民國文獻數碼化計劃。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

協會學刊。11，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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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地區民國文獻收藏概述     

（一)民國文獻收藏情形 

民國 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因此有相當大一部分民國文獻隨國民

政府來到臺灣。這些民國文獻主要收藏於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中央研

究院，臺灣各地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臺大圖書館、師大圖書館、政

大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師範教育大學圖

書館等）、檔案館及軍事（如：國防部）、行政（如：法務部調查局)等軍

政機構的典藏部門等。 

    薛理桂在其「民國文獻資源建設與數位化在臺灣的發展現況」一文中

也探討臺灣各主要的民國文獻典藏單位，各種不同資料類型包括：圖書、

期刊、報紙、檔案等各種不同的載體的民國文獻資源。民國圖書、期刊與

報紙在臺灣的典藏單位包括：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大學圖

書館。在檔案部分，主要典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史館、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國國民黨史館等四個單位。臺灣近年來由國家型數

位典藏計畫，積極進行各種珍貴文獻的數位化工作，其中亦包括民國文獻

數位化，並已有具體的成果呈現。茲將臺灣民國文獻典藏重點整理如表

4-1。15
  

 

表 4-1 臺灣地區民國文獻收藏概況一覽表 

單位: 冊∕件 

編號 單位名稱 收藏特色及內容 

1 國家圖書館 1. 蒐藏 1949 年以前在大陸出版的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報 

2. 1945 至 1949 年臺灣光復初期的出版品 

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舊報紙，如民報、民聲報、公論報 

3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 1. 外交部門檔案：北洋政府外交部文件（包括：交換使領與

禮儀、交涉與訂約、國際會議、賠款與借債、法權、教案

交涉、經濟交通交涉、商務與開埠租借、西藏問題、清末

                                                 
15薛理桂 (2009)。民國文獻資源建設與數位化在臺灣的發展現況。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學刊。11，

7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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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駐美使館卷、清末民初駐比使館卷、收發電及其他） 

2. 經濟部門檔案：清末以降各中央經濟事務部會之機關檔案

（包括：農林、礦業、工商、水利、電業等） 

4 國史館 1. 國民政府檔案：1925 年 7 月至 1949 年 6 月，共計 16,942

卷，分為 21 大類，包括有關國家重大決策之制訂與各項

指令之頒布。國史館將國民政府檔案編成 7,086 卷，建置

7,086 筆目錄資料及掃描 1,134,746 頁影像圖檔，可提供查

詢。 

2. 資源委員會檔案：1939 年至 1952 年，共 27979 卷，包括

該會與國內各附屬機構往來之文件；該會駐美單位與國內

本會及附屬事業機構，或國外機構來往之信函、電報、各

種資料等，中、英、日文皆有。 

3.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1944 年至 1992 年，共計 2,095

卷。為研究臺灣土地改革極為重要之史料。 

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 臺灣總督府檔案（1895 年至 1945 年臺灣統治當局各層面

施政檔案） 

2.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1897 年至 1945 年臺灣專賣事業

檔案） 

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戰後初期全臺最重要之行政機

關檔案） 

6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1. 1890 年至 1980 年之間近代中國的珍貴史料，是研究近代

中國政治與臺灣政經發展的一手史料。 

2. 實物的收藏，如：中華民國初期的國旗—五色旗原件。 

3. 國父珍貴的手稿。 

4. 毛澤東的文件資料。 

 

（二) 民國文獻整理出版 

    民國文獻經過有系統的整理後，不論是公開出版，或是拍攝微縮資

料，或是進行數位化，都能發揮資訊交流的作用，提供研究人員便利的研

究參考資料，更是保存文獻內容的另一種選擇，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工



 

12 

 

作。惟出版、拍攝或數位化工作都相當耗時費力，又需有足夠經費挹注才

能完成。臺灣的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民黨黨史館、臺灣

省文獻史料館等機構都曾有編輯出版民國史料叢刊。如：國史館《中華民

國國民政府公報》、《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國史館現存民國人物

傳記史料彙編》15輯等。 

 

二、 大陸地區民國文獻收藏概述 

（一)民國文獻收藏情形 

1.中國國家圖書館 

  約 12萬種/88萬餘冊，包括圖書 45萬冊（件），期刊 20萬冊（件），

報紙合訂本 2萬餘冊（件）。 

2.上海圖書館 

  達百萬冊（件）。民國文獻，除了中文圖書、報紙、雜誌、家譜等書刊

形式外約 48萬冊，最具特色的莫屬外文書刊。民國時期外文圖書有日、

英、法、德、拉丁、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 10多種

語文，數量達到 50餘萬冊（件），在大陸可謂首屈一指。 

3.重慶圖書館 

  重慶圖書館的前身是國民政府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約有 20 萬冊（件），

其中抗戰時期書刊有 2.7萬多種、6萬多冊，還有孤本數千冊。重慶圖

書館在建設之初，即確定重點收集二戰期間的各類抗戰文獻，使其成為

大陸二戰時期圖書、期刊、報紙收集最齊全、藏量最多和最完整的公共

圖書館之一。2009年 11月 18日，由重慶三峽博物館和重慶圖書館聯

合向臺灣國史館和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購回的大量珍貴抗戰文獻運抵

重慶。這批民國文獻共計 65箱，包含有從 1893年至 1947年的《中華

民國史事紀要》、全套 117本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記錄》及《中

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等。 

4.南京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的前身是國民政府的中央圖書館，民國文獻的館藏豐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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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國文獻約 70萬冊（件），其中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約 40餘萬冊（件）

也是大陸目前館藏民國文獻最豐富翔實的公共圖書館之一。 

 

表 4-2 大陸地區民國文獻收藏概況一覽表 

單位: 冊∕件 

編號 單位名稱 收藏特色及內容 

1 中國國家圖書館 圖書、期刊、報紙合訂本 

2 上海圖書館 民國時期外文圖書 

3 重慶圖書館 抗戰時期書刊有 2.7萬多種、6萬多冊，還有孤

本數千冊。 

4 南京圖書館 大陸目前館藏民國文獻最豐富翔實的公共圖書

館之一。 

 

（二) 民國文獻整理出版 

1.2006年 3月，重慶圖書館獲重慶市政府專項財政經費投入 300萬元，

開始進行民國文獻數位化。至 2008年，利用掃描方式進行數位化處理，

建置電子資料庫，共收錄了民國文獻電子影像達 1,400多萬頁、2億多

字，並正式對外開放服務。至 2010年，重慶圖書館的民國書刊數位化

程度達到 90%以上。 

2.2007年 8月，中國國家圖書館成立了“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料編纂

出版委員會”，對民國文獻統一規劃整合，進行分類整理，再由國家圖

書館出版社重點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和“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

編”的形式，有計劃地陸續編纂出版。截至 2010年，出版了《（民國）

大事史料長編》、《〈文獻叢編〉全編》、《民國統計資料四種》、《民國時

期圖書出版目錄彙編》、《民國時期發行書目彙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

彙編·善本書題記》等 40餘種叢書，收錄民國文獻書目 1,000多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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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時，還建置了民國專欄數位資料庫，分別收錄民國圖書 8,172 種、

民國期刊 4,329種及民國法律文獻 8,112篇等全文影像資料。 

三、 海外地區民國文獻收藏概述 

（一)民國文獻收藏情形 

    筆者曾於去（104)年進行「美國東亞圖書館中文館藏資源之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美國著名的東亞圖書館中文館藏發展甚早，自 19世紀 60年

代即開始，有的來自官方的書刊交換，有的來自有計畫的派員至大陸蒐

集，有的是購自日本和臺灣，有的則是私人的轉讓、寄存或捐贈。也因此，

美國有多所東亞圖書館收藏豐富且具特色的民國時期出版品或重要史料

文獻、文物等。茲將收藏民國文獻的單位列表如下，並簡述其收藏特色及

內容。 

 

表 4-3 海外地區民國文獻收藏概況一覽表 

單位: 冊∕件 

編號 單位名稱 收藏特色及內容 

1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民國（1911—1949）期間的書籍約 14,000種，《緊急

時期中的中國共產黨》（莫斯科刊印本 1930），《中共中

央第二次全體會議材料》（俄）（中國問題研究院編，

莫斯科油印本 1930），都是比較稀見的藏書。 

該館收藏有 106種毛澤東在民國時期的著作或關於毛

澤東的著作、郭沫若在民國期間出版的作品約 80種、

鄧力群等編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延安解放社

1940）。16 

2 哈佛燕京圖書館 館藏民國時期文獻逾四萬種，有記載長征史實最早的

文獻《紅軍長征記》朱德簽名本，胡漢民、蔣廷黻、

魯迅、胡適等人的手稿等數十種珍貴圖書文物，其中

                                                 
16沈津 (2001)。美國主要東亞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文獻及其展望。國家圖書館館刊。90 (1)，9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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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漢民往來信函稿約 2,500多件。民國年間的收款冊、

置產簿。17 

3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 藏有抗日戰爭時期的身分證、糧票、通行證、配給券、

招貼、地圖、傳單、標語以及日本佔領下的地下報紙

等。18 

4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 12,000多種民國時期出版物，如紙馬、門神、年畫，

大批的民國名人函件及近代中國口述史資料。19 

5 康乃爾大學亞洲圖書館 1900-1949年當代文獻重印本及微縮資料20 

6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宋子文的全部個人檔案 

中共歷史文獻，國民黨歷史文獻，中國政府公開出版

的文獻、法律條規等，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資料。21 

1949年以前，民國時期的政府檔案、商貿統計年報和

各類刊物。22   

     

    另外，許多有關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文獻如《中央政治通信》等，

則散落日本或俄羅斯 

 

四、 重要民國文獻出版品選介 

1. 《民國時期總書目》 

                                                 
17同註 16 
18同註 16 
19

 About Starr Library。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上網日

期：2015年 11月 14日，檢自：http://library.columbia.edu/locations/eastasian/about.html 
20

 Wason Collection, The Asia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上網日期：2015 年 11月 15 日，

檢自：http://asia.library.cornell.edu/ac/Wason/about 
21李哲賢。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上網日期：2015年 9月 5日，檢自：

http://tsaihc.yuntech.edu.tw/data/%E5%AD%B8%E8%A1%93%E8%91%97%E4%BD%9C/%E6%96%87%E7%8D%B

B%E6%95%B8%E4%BD%8D%E5%8C%96%E5%85%B8%E8%97%8F/%E7%BE%8E%E5%9C%8B%E6%BC%A2%E5%AD%B8%E7%A

0%94%E7%A9%B6%E8%B3%87%E8%A8%8A%E7%B6%B2/01.htm 
22中央研究院。East Asia Lib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漢學研究平台。上網日期：2015年 11月 13日，檢自：http:// 

http://sinology.teldap.tw/index.php/2012-02-15-02-34-37?task=detail&acaid=59&type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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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總書目》由北京圖書館編，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6年-1997

年陸續出版。它以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重慶圖書館的館藏為基礎編

撰，收錄了 1911年至 1949年 9月間中國出版的中文圖書 124000餘種，

按學科分成 20 卷出版，基本反映了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全貌。美國的

OCLC 已與北京圖書館合作，共同建立機讀目錄資料庫。 

2.《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時期圖書總目 = Catalogue of 

books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llected i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該書由龍向洋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年出版發行，共有 4冊，

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書目叢刊第 14種。書目以哈佛燕京圖書館 USMARC著錄

為依據，分為中國經學類、哲學宗教類、歷史科學類、社會科學類、語言

文學類、美術遊藝類、自然科學類、農業工藝類、總錄書志類等 9大門類，

凡刊印的起始年為民國時期的（含連續刊印的期刊雜誌和縮微資料）均收

錄，並參考其他目錄，增補 2,000餘條。本書目附有題名索引和著者索引，

使檢索更為方便。 

3. 《國家圖書館藏民國時期抗戰圖書書目提要》 

本書收錄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 1931年“九 一八”事變前後至 1949

年 10 月間出版的反映抗日戰爭的各類文獻 8,000 餘種並依據所收文獻內

容分為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 11 大類，每類下再分設若干子目，詳

細著錄每種文獻的書名、作者、出版情況、載體形態以及簡單的內容提要

等等。收羅宏富（既包括統計資料、調查報告、年鑒、人名錄、索引等工

具類資料，又包括筆記、日記、回憶錄、訪問記等紀錄性材料；既包括正

式出版物，亦包括當時涉密的內參資料；既收錄全國性的綜合文獻，亦收

錄區域性的地方文獻；既收錄國民政府出版物，亦包括抗日根據地的珍貴

歷史文獻，還包括偽政權、偽組織出版物；既收錄本國著作，亦收錄國外

譯著）。 

4.《申報》縮印本 



 

17 

 

    《申報》是 19世紀晚期至 20世紀中期遠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中文日

報，完整記錄了晚清、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事件等。資料

庫共收錄上海版、漢口版、香港版三個版本，總計 27532 號，首尾連貫，

完整無缺，廣告及內容可全文檢索。「中國近代報刊庫」：收錄晚清和民

國時期重要刊物，包括日報、週報、月報等各類計 100種。 

6.《大公報》縮印本 

    《大公報》，是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之一，誕生於 1902年的

天津法租界，創刊至今已有過百年歷史，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是當時最具

影響力的報紙之一。現今的《大公報》的政治色彩濃厚。1949年後，在

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大公報》在香港出版發行，立場靠近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兩岸方面，該報也明顯站在中共一方。因此，《大公報》、《文

匯報》、《香港商報》、《香港經濟日報》，被稱為「四大左報」之一。
23 

 

五、 重要民國文獻資料庫選介 

1.民國圖書（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tushu） 

   「民國圖書」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將其保存的民國時期圖書進行數位化

後所建置的資料庫。每一本書除了提供書目資料外並有摘要介紹，讓使用

者更方便瞭解及內容。 

 

2.民國期刊（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qikan) 

    「民國中文期刊」是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的民國時期文獻之一。為了

有效的保護文獻、利用文獻，該館已完成館藏民國期刊的縮微膠片製作，

近年來又開展微縮片的數位掃描工作。民國中文期刊資料庫以書目資料、

                                                 
23《大公報》。維基百科。上網日期：2016 年 11 月 19 日，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5%AC%E6%8A%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A4%A7%E9%99%B8%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6%B8%AF%E6%BE%B3%E5%B7%A5%E5%A7%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AF%E5%A0%B1_(%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AF%E5%A0%B1_(%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95%86%E5%A0%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B6%93%E6%BF%9F%E6%97%A5%E5%A0%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6%B4%BE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tushu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qi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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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資料、數位物件為內容，提供簡單檢索、高級檢索、二次檢索、關聯

檢索和條件限定檢索。現提供 4,351種期刊數位影像的全文瀏覽。本資料

庫內容仍持續增加中。 

3.民國法律（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falv）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建置。收錄 1911年 10月辛亥革命後成立的湖北軍

政府時起至 1949年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歷時 38年期間制定

頒佈的大量法律、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檔。這些法律文獻從不同角度反映了

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歷史原貌，其中不乏

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史、中國革命史和中

國法制史的重要文獻源。 

5.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Taiwan eBook（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所建置。於民國 104年啟動全國性「臺灣文獻合

作數位化計畫」，邀集國內各圖書館合作參與 1911-1949年時期圖書之數

位化，以及政府單位參與政府出版品的數位化與授權；同時也進行「百人

千書齊力授權，知識成果全球分享」著作授權，邀請學者授權著作予本館

進行數位化，以保存國家重要學研成果，並免費開放利用。已完成數位化

的電子書 1萬 3,778冊，包括 1911-1949年圖書 1萬 2,178冊、政府出版

品 595冊、百人千書 1,005冊，免費開放讀者線上閱覽利用，希望藉由「臺

灣華文電子書庫」的建置，成為國際上臺灣研究之重要資源，以推廣海外

臺灣研究、促進學術外交，進而發揮臺灣研究的學術影響力。 

 

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獲致以下幾項重要的結論：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falv
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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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臺灣地區的民國文獻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民國 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

臺時攜至臺灣的，資料類型非常多元，圖書、期刊、報紙、檔案等。

主要收藏單位包括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臺灣各地圖書館（如：國家圖

書館、臺大圖書館、師大圖書館、政大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師範教育大學圖書館等）、及軍事（如：

國防部）、行政（如：法務部調查局)等軍政機構的典藏部門等。 

    2.大陸地區的民國文獻主要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重

慶圖書館及南京圖書館。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約有 12萬種/88萬

餘冊。上海圖書館，數量最多，達百萬冊（件）。最具特色的是外

文書刊。重慶圖書館約有 20萬冊，是大陸二戰時期圖書、期刊、

報紙收集最齊全、藏量最多和最完整的公共圖書館之一。南京圖書

館有民國文獻約 70萬冊（件），是大陸目前館藏民國文獻最豐富翔

實的公共圖書館之一。 

    3.海外地區民國文獻收藏以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及幾所較著名的

大學如哈佛燕京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

亞圖書館、康乃爾大學亞洲圖書館及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較為豐

富且各具特色。主要來源包括官方的書刊交換，有計畫的派員至大

陸蒐集，或是購自日本和臺灣，或是私人的轉讓、寄存或捐贈等。

日本及俄羅斯亦收藏許多有關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文獻。 

    4.民國文獻整理出版在海峽兩岸都逐漸受到重視，出版許多重要的民

國文獻出版品，如：《民國時期總書目》、《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國史館現存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

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時期圖書總目》、《國

家圖書館藏民國時期抗戰圖書書目提要》等。 

    5.民國文獻保護及數位化：由於民國文獻的紙質較差，許多都面臨脆

化及不堪利用之窘態，因此，在臺灣及大陸都已經展開許多保護或

數位化的計畫。例如將老舊的文獻拍攝成縮微資料，或是進行數位

化並建置資料庫供眾查詢。例如，重慶圖書館從九十年代就參加了

國家縮微中心對報紙的縮微保護。自2005年起，重慶市政府撥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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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館藏民國文獻的全文數位化，到了2010年已基本完成，這項工程

極大方便了讀者的借閱與查詢。接下來，重慶圖書館投入資金，對

已經縮微的報紙微捲進行數位化，便利讀者可以在電腦上查閱24。在

臺灣，民國文獻數位化工程，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科技部前身國科會

所主導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有幾個典藏機構也在此計畫

的經費支持下，完成民國文獻微縮片拍攝或數位化掃描工作。 

 

二、研究建議： 
     

    薛理桂在其「民國文獻資源建設與數位化在臺灣的發展現況」一文中

提出五項有關民國文獻資源的具體建議如下：25 

1. 共同制定文獻描述規則與Metadata格式：建議區分為圖書館小組與

檔案小組，初期先蒐集各館描述規則與Metadata格式，分別委由2個小組討

論，並完成一份兩岸四地的文獻描述規則與Metadata格式。 

2. 交換已建檔及掃描之民國文獻：兩岸四地共同合作，分享數位化成

果，擴大使用的範圍與研究成果。 

3. 共同合作建置人名與名稱權威：兩岸四地共同建置民國文獻的人名

與名稱權威檔，可避免重複建檔，且可共享成果。 

4. 建立兩岸已數位化民國文獻聯合目錄：透過聯合目錄查檢，可一次

查到所需民國文獻。 

5. 建立兩岸民國文獻館際合作機制：例如聯合參考服務、聯合館際影

印、聯合館際教學等合作機制。 

 

以上建議部分亦為本研究擬提出的建議重點，海峽兩岸四地在「中文

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平臺上，已共同進行多項的合作計畫及具體成果，

如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及中文名稱規範等。由於民國文獻記錄和反映民國時

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諸多方面，是海內外研究中國的學者專

家非常需要的研究資源。雖然海峽兩岸收藏單位都努力在進行資料的整

理、調查、出版及數位化工作，然而對研究人員來說，仍必須四處訪查或

在不同的網站間進行搜尋。如果能仿照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建置之做法，先

建立書目再進行影像的連結，或許是一項可行的合作方式。 

本研究侑於研究時間的倉促，有關臺灣及海外在民國文獻的蒐藏、整

理出版及數位化的努力成果仍無法較為詳盡的介紹及探討，擬納入下一年

                                                 
24許彤（2010）。民國文獻的修復與保護:圖書館永遠的痛——以重慶圖書館為例。理論界。9，107-108。 
25薛理桂 (2009)。民國文獻資源建設與數位化在臺灣的發展現況。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學刊。11，

75-104。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LJJ201009039&dbcode=CJFD&dbname=CJF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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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研究計畫中，俾能全面地掌握民國文獻資源典藏的現況，以利提供對

此項重要文獻有興趣的研究人員及一般民眾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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