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5 年第 4 期（民國 105 年 11 月）　31

︻
館
務
報
導
︼

摘　要

回顧中華民國史，民國38年（1949年）以前

在大陸之北洋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堪稱變革

最激烈的歷史時期。此時期所產生的各類書刊文

獻客觀的反映與紀錄了民國政治、軍事、外交、

經濟、教育、思想文化、宗教各方面的內容，具

有很高的研究利用價值。因時局的變遷，這些書

刊一部分於民國38年以後輾轉來到臺灣，分布各

民初經笥尋寶— 
國家圖書館民國以來書刊（民國38年以前）
館藏概況

陳德漢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助理編輯

地之圖書文獻典藏機構中。本館來臺之初民國書

刊極少，後經過多年之徵集已達6萬5千餘冊。本

文描述民國書刊館藏概況，以作為典藏機構民國

書刊館藏發展之回顧及讀者服務之參考。

一、民國書刊在臺灣典藏分布概況

依據民國時期總書目之統計，民國元年至

民國38年期間所出版之圖書至少在12萬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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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所產生的各類書刊文獻客觀的反映與紀錄

了民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思想文

化、宗教各方面的內容，具有很高的研究利用價

值。

臺灣本地一些圖書館，民國34年臺灣光復至

民國38年期間，因歷史及館藏政策因素，間有蒐

購上海等地民國時期出版品。民國38年大陸政權

易手後，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在大陸的公私機

構及大陸人士隨政府遷臺，各自帶來一些藏書，

其中民國書刊佔了一部分。隨著時間之推移及得

到社會各界的捐贈，各圖書館積累了一些民國圖

書館藏，其中以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圖書館、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臺北科技大

學、法務部調查局、孫逸仙博士圖書館等書刊數

量較多。

二、國家圖書館民國以來（38年以前） 

書刊館藏發展

    國家圖書館之前身國立中央圖書館（簡稱

央圖）於民國22年（1933）成立於南京，成立之

初即開始實施圖書呈繳制，徵集當時國內的出版

品，但呈繳率低，未幾抗日戰爭爆發，央圖輾轉

遷至重慶，成立分館。央圖於重慶時期共蒐集抗

戰期間圖書有27,710 種，期刊2,839，報紙220種，

並附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該批書籍勝利後未帶

回南京，而留給國立羅斯福總統圖書館籌備處

（後納入今重慶圖書館）（蔡盛琦，「赴重慶蒐

集抗戰史料札記」（國史館出國報告，2013）。

勝利還都後甫四年又轉進臺灣，至民國43年才在

臺北復館。復館之初民國38年以前圖書僅有從南

京遷臺時帶來之中文普通圖書兩千冊。其後歷經

行政院圖書室、內政部、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情報

資料中心、國防部、國防部情報局、空軍官校筧

橋圖書館、烏拉圭中國國際圖書館、法務部調查

局等機構，及社會各界人士如嚴靈峯、袁孝俊、

柏陽、陳紀瀅、陳寒光、王玉琦、王仁宗等之捐

贈，館藏增加甚多。其中以烏拉圭中國國際圖書

館之民國書刊4萬餘冊佔最多，空軍軍官學校（筧

橋圖書館）民國書刊館藏約4千冊次之。

除了捐贈為館藏主要來源外，近十年來本

館也編列經費從臺灣各地舊書店蒐購館闕民國圖

書，十年來採購近二千冊。104年起，本館與各地

圖書館進行民國以來書刊數位化合作，以永久保

存利用。本館以捐贈、採購、數位化等途徑發展

館藏，至105年10月底為止，館藏民國以來書刊

（38年以前）已逾6.5萬餘冊。以叢書、線裝書、

地方志、平裝書、期刊、公報、統計為主。

三、國家圖書館民國以來書刊館藏概析

民國以來書刊圖書館館藏6萬5千餘冊，大致

可分為叢書（套書）、函裝線裝書、平裝書、期

刊、公報、統計等類，其中以平裝書約2.1萬冊、

叢書逾1.1萬冊、函裝線裝書約6,000餘冊，地方

7658冊，期刊10,732冊，公報9千餘冊。

（一）叢書（套書）

館藏以叢書為名之民國時期印製及影印叢書

共58種10,842冊。大部頭者如《四部叢刊》2,038

冊、《四部備要》1, 533冊、《四庫全書珍本初

集》1,991冊。中型套書如《筆記小說大觀》502

冊、《知不足齋叢書》240冊、《說部叢書》217

冊、《津逮秘書》200冊、《古今說部叢書》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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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學津討原》190冊、《守山閣叢書》180

冊、《墨海金壺》160冊、《適園叢書》152冊、

《宛委別藏》150冊、《玄覽堂叢書》120冊、

《借月山房彙鈔》120冊、《續金華叢書》120

冊、《抱經堂叢書》100冊。

百冊以下叢書有《翠琅軒叢書》80冊、《國

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70冊、《文淵樓叢書》

60冊、《岱南閣叢書》60冊、《四明叢書》60

冊、《士禮居黃氏叢書》40冊、《古書叢刊》40

冊、《三怡堂叢書》40冊、《顏李叢書》32冊、

《佚存叢書》30冊、《散曲叢刊》30冊、《天祿

琳瑯叢書》20冊、《江都汪氏叢書》20冊、《蘇

齋叢書》20冊、《榆園叢刊》18冊、《安徽叢

書》16冊。

當代藏書家劉承幹刻印之叢書有《嘉業堂

叢書》163冊、《吳興叢書》153冊、《求恕齋叢

書》71冊、《留餘堂叢書》12冊。另有名畫家黃

賓虹編輯之《美術叢書》136冊。

（二）函裝線裝書（非叢書類）

館藏民國時期函裝普通線裝書共505種6,300

餘冊。其中大半數為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文

明書局、世界書局、進步書局、大東書局、掃葉

山房、醫學書局等幾家民國初年老牌大書局所包

辦，其餘半數函裝線裝書由各個民間之小書坊、

書肆及私人集資出版，如錦章書局、著易堂、右

文社、茂記、章福記、校經山房、貝葉山房、廣

雅、廣益、鴻文書局等。

大小書局出版之線裝書種類繁雜，包括經、

史、子、集、方志、文藝用書、醫書等，以石

印或排印為主，多則10餘函裝百餘冊，少則1函

1冊。如《張文襄公文集》20函、《說文解字詁

林》14函、《籌辦夷務始末》14函、《清史列

傳》10函、《飲冰室文集》10函。

（三）地方志

地方志就是記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地方志在

許多不同研究領域都被視為珍貴的學術資料，它

的內容不僅描述各地區的疆域、氣候、山川、物

產等地理資料，也涵蓋人文歷史方面的記載，如

戶口、人物、賦稅、藝文等。民國地方志可分為

省志、縣志兩類，本館館藏省志共11種658冊、縣

志819種7,000餘冊，大多為臺灣其他圖書館所無。

館藏省志包括山東省、陜西省、廣西省、雲南

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湖北省、江西

省、四川省、熱河省。以地區言，屬於華北之縣

志約占全部縣志之三分之一；以單一省份言，四

川省共有91縣縣志為最多。

（四）平裝書

館藏1949年以前所出版之民國平裝書藏約2萬

1千餘冊。以出版社言，上海地區之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正中書局、開

明書局等五大書局之出版品共1萬1,061冊。館藏商

務出版品之數量又佔五大書局之半，其綜合性平

裝叢書《萬有文庫》館藏即有782種。

上述五大書局外，其餘南京、重慶、北平、

廣州、長沙、杭州、武漢等各地百餘家規模較小

的出版社之圖書共計1萬餘冊。包括專門出版醫學

圖書者如醫學書局、三三醫社；專門出版法律類

圖書者如法學編譯社；出版社會科學譯著者如神

州國光社；出版佛書之佛學書局；出版文學圖書

為主者有作家書屋、創造社、新月書局、北新書

局、生活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泰東書局、水

沬書局、現代書局、晨光書局、良友圖書印刷公

司、文明書局等。以學科言，文史及社會科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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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數量最多，館藏民初以來新文學團體之作品

不少，重要作家如郁達夫、田漢、張資平(以上創

造社成員) ；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

王統照、許地山(文學研究會)；聞一多、胡適、梁

實秋(新月派) ；魯迅、茅盾、老舍，巴金、郭沫

若、丁玲、張天翼(左翼作家聯盟) ；其他還有如沈

從文、蕭紅、張恨水、冰心等文藝名家。戲劇類

圖書逾120種，陳白塵、吳祖光、李健吾、曹禺、

袁俊等劇作名家之劇本外，另有數十種劇本來自

於中共內部與統治區域所出版。

（五）期刊

民國時代雜誌期刊出版事業十分發達，雜

誌期刊種類繁多，有綜合性、文藝性、學術性、

政治性等類型。本館館藏民國時代期刊共641種

10,732冊，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有《新青年》

《東方雜誌》、《婦女雜誌》、《滑稽林》、

《快樂雜誌》、《餘興》、《小說旬報》、《南

武學報》、《大公報》、《小說季報》等。五四

新文化運動之後雜誌期刊尤其興盛，如《教育

雜誌》、《小說月報》、（以上由商務編印）、

《兒童畫報》、《良友畫報》、《小朋友畫

報》、《創造月刊》、《創造季刊》、《教與

學》、《論語》、《文學週報》、《莽原》、

《人間世》、《譯文》、《獨立評論》、《外交

月報》、《外交週報》、《外交評論》、《國聞

週報》等館藏期數較多。就類型言，以社會科學

類及藝文類較多。

（六）公報、統計、報告等政府出版品

館藏民國時期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公報、統

計約1萬餘冊。中央政府層級之公報包括行政、

司法、立法、考試、監察等五院公報，時間多為

民國26年以前。部會級公報則包括《外交部公

報》、《交通公報》、《教育公報》、《財政公

報》、《審計公報》、《司法行政報》、《實業

公報》、《農業公報》、《海軍公報》、《建設

公報》、《建設委員會公報》、《鐵道公報》、

《商標公報》及偽政府之《政府公報》、《軍政

公報》等種。

各公報中較早期者有北洋政府時其之《商標

公報》、《交通公報》、《教育公報》、《軍政

府公報》4種，其中以《商標公報》最有價值且特

殊，它創刊於1924年9月12日，係由當時北京政府

所轄北京農商部所屬商標局發行。由這份公報，

可查出當時外商在中國境內的商業活動、商業項

目，目前臺灣只有這一套《商標公報》共輯51

期，已成為研究中國商標法沿革、登記制度、規

章等唯一參考史料。

地方政府公報包括河北、河南、山東、安

徽、陜西、察哈爾、湖北、江蘇、江西、四川、

廣東、廣西、雲南等省公報。直轄市、特別市則

有上海、南京、北平、北京、天津、武漢、廣州

等市公報。

（七）民國書刊數位化合作    

民國以來書刊（1911-1949年）紀錄著我國歷

史文化、人文地理、藝術文學、社會、政治、經

濟等各面向資料，極具學術研究價值。鑑於國內

多數圖書文獻典藏空間環境缺乏完善的溫溼度恆

溫控制，圖書材質為化學紙漿紙容易酸化破損，

本館為達成保存文化與弘揚學術之任務，於104年

成立「數位中心」，以數位形式備份保存民國以

來書刊與特藏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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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4年至今已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國史館等數位化合作，陸續進行掃描作

業。截至今年9月底，已完成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家

族譜文獻124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730冊，國

立臺灣大學1,385 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73

冊、國立臺灣圖書館312冊、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125冊，國史館111冊。另連江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文化處與金門縣政府也將加入合作，就其地方特

色文獻進行數位化合作。105年建置「臺灣華文電

子書庫」，透過本資料庫提供開放取用，使得全

國各圖書館等文獻典藏單位之1911年至1949年出版

品，得以數位形式供全球讀者利用。

四、結　語

1911年至1949年，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發展之

時期，雖然年頭不長，但卻破舊立新及社會激烈

動盪、天翻地覆的三十幾年，也孕育著改變中國

歷史命運的巨大力量。這期間，傳統線裝書依然

存在，尚未退出歷史舞台。同時又有西方學說大

量湧進，各種思潮和學派交鋒和交融，文化菁英

輩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可以重筆描繪的一段歷

史。期間所出版之圖書至少在12萬種以上，客觀

的反映與紀錄了民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

教育、思想文化、宗教各方面的內容，是極珍貴

的文化資產。

國家圖書館肩負保存國家圖書文獻之重責，

自然責無旁貸多方徵集保存民國以來書刊（38

年以前）。館藏此一時期書刊至今已逾6萬5千餘

冊，甚且與臺灣各地圖書館進行數位化合作以永

久保存利用。105年建置「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使民國以來書刊，得以數位形式供全球讀者利

用，成為國際上臺灣研究之重要資源，以推廣海

外研究、促進學術外交，進而發揮臺灣研究的學

術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