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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珍藏豐富古籍文獻，甚受海內外典藏機構及

學界重視。身為古籍收藏重鎮，為增進本館同仁於古籍保存及運用之視野，故積

極參與古籍典藏、維護、出版、研究等主題相關之研習或學術研討會議。 

今年適逢中國近代著名出版家、藏書家、教育家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周年，

也是其所主持的「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周年，在大陸北京、上海等地都舉辦了

各式紀念活動，上海圖書館（以下簡稱上圖）亦特於10月31日在該館舉辦

「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及「菊香書林—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

文獻精品展」，筆者出席研討會並參觀文獻精品展覽。 

另為考察可供本館未來建設南館，設置「圖書博物館」、「圖書文獻保存

修復實驗中心」之參考，於11月1日至11月4日併入由陳素槿主任及許世瑩組員執

行的「重要古籍典藏與修護單位參訪活動」計畫，加入參訪上海、南京及揚州等

地重要圖書館及博物館之行程。本報告將以紀錄「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

研討會」及「菊香書林—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精品展」為主，並擇要

介紹所參訪圖書館在古籍修復相關的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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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今年適逢中國著名出版家、藏書家、版本學家、教育家張元濟先生誕辰150

周年，也是其所領導的「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周年，在大陸北京、上海、浙江

海鹽等地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上海圖書館特於10月31日在該館舉

辦舉辦「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及「菊香書林—上海圖書館藏

張元濟文獻精品展」，筆者出席研討會並參觀文獻精品展覽。 

  因為古籍的搜購搶救，本館與張元濟先生亦有一段淵源關係。本館前身國

立中央圖書館於1933年在南京成立籌備處，1940-1941年抗戰期間為搶救古籍，由

當時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先生和上海幾位有識人士組成「文獻保存同志

會」，進行秘密蒐購，因而獲得大量江南著名藏書家的善本古籍，館藏善本圖書

質量日漸豐富。當時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先生雖早曾聲明「不與於辦事之列」，

但對搶救古籍的收書情況，仍多有諮詢及協助。 

  為增進本館同仁於古籍保存、運用及學術研究之視野，故積極參與古籍典藏、

維護、出版、研究等主題相關之研習、研討會議。此行參加本學術會議，得以對

張元濟先生從讀書、愛書並編書、譯書、訪書、藏書、著書，在教育文化出版事

業的卓著成就及貢獻，有更深刻的瞭解與認識，並對日後館藏古籍如何於出版、

研究、教育、推廣等業務之運用，有莫大啟發和助益，收獲良多。 

    另於執行「重要古籍典藏與修護單位參訪活動」計畫中，參訪中國上海、南京

及揚州之重要圖書館及博物館，包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南京圖書

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揚州雙博物館（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等，參訪重點包括： 

一、 古籍修復與保存：此項重點係針對參訪圖書館就古籍之典藏環境、修復

方式及保存設備與操作、修復人才培育等進行了解。 

二、 館藏展示與特色：此項重點，係針對參訪圖書館及博物館之展館建築特

色、軟硬體設備、古籍（書畫）之常設展覽與臨時特展規劃、互動式展

覽設計方式等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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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簡介  

  「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於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圖書館（以

下簡稱上圖）舉行，主辦單位除上圖外，上海文史研究館及商務印書館亦為共同

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則包括中國近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國家書

店出版社及上海古籍出版社。 

    會議開幕式於上午9時開始．由上圖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主持，並邀請 

上圖副館長周德明先生、商務印書館百年資源部主任張稷女士及上海文史研究館

副館長沈飛德先生分別致詞。 

  會上特別邀請張元濟先生嫡孫張人鳳先生及來自海內外60餘位專家學者，就

三大主題：「張元濟與古籍出版整理」、「張元濟的古籍保護實踐」、「上海圖

書館藏張氏文獻研究」相關內容，進行研討和報告，發表論文計22篇。 

 

  
「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

會」開幕式,上圖副館長周德明致詞 

研討會議現場 

 

參、會議內容 

  「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分三個場次進行會議論文發表及

研討： 

第一場次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2時，發表以下8篇論文 

主持人：陳先行先生（上圖研究館員） 

1.柳和城(張元濟研究學者) 

  《百衲本二十四史》：現代古籍整理的典範 

2.盧雪燕(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見與張元濟先生相關的兩紙書籍夾片兼述所見古籍夾片 

3.周武(上海社科院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 

  張元濟與《國藏善本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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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馮坤(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院博士後) 

  涵芬樓舊藏《莊子》校本與《四部叢刊》所附《莊子札記》 

5.鄧昉(上圖館員) 

  《四部叢刊》溯源－上圖館藏《四部舉要說略》簡釋 

6.李志茗(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張元濟與《四庫全書》影印 

7.李國慶(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 

  讀「印行四部叢刊」有感 

8.陳福康(上海外語大學教授) 

  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中的一對忘年之交－紀念張元濟與鄭振鐸 

  
柳和城先生發表論文:《百衲本二十四

史》：現代古籍整理的典範 

周武先生發表論文:張元濟與《國藏善

本叢刊》 

  
盧雪燕女士發表論文: 台北故宮博物

院所見與張元濟先生相關的兩紙書籍

夾片兼述所見古籍夾片 

鄧昕女士發表論文:《四部叢刊》溯源

－上圖館藏《四部舉要說略》簡釋 

 

第二場次時間：下午1時至3時，發表以下8篇論文 

主持人：周武(上海社科院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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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先行（上圖研究館員） 

  《涵芬樓燼餘書錄》及其版本之我見 

2.鄒振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元濟與漢文西學文獻收集與整理 

3.曹培根（常熟理工學院教授） 

  張元濟與瞿啟甲的友情及書事交往 

4.欒偉平（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博士） 

 夏增佑與嚴譯名著出版之關係（以張元濟、嚴復致夏增佑信札為中心） 

5.胡堅（上圖副研究館員） 

 《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述論 

6.吳建偉（上圖副研究館員） 

  上圖館藏陳三立致張元濟函札三通簡釋 

7.陳雷（上圖館員） 

 張元濟致潘景鎮信札釋讀 

8.沈從文（上圖館員） 

 丁文江藏札中與商務印書館交往之點滴 

  
陳先行先生發表論文:《涵芬樓燼餘書

錄》及其版本之我見 

鄒振懷先生發表論文: 張元濟與漢文

西學文獻收集與整理 

  
胡堅先生發表論文:《校訂元明雜劇事

往來信札》述論 

在會場與陳先行老師及南京書館陳立

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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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發表6篇論文並舉行閉幕式 

主持人：鄒振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1.陳東輝（浙江大學教授） 

  1928秋張元濟日本訪書考 

2.丁唯涵 (上海博物館) 

  皕宋樓藏書東渡前後張元濟諸事 

3.陳穎（上海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張元濟委托黃炎培查檢滿鐵大連圖書館地方志始末 

4.沈秋燕（嘉興圖書館館員） 

 張元濟對續輯《槜李文系》的貢獻 

5.劉洁（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典藏博物館展覽部博士） 

  張元濟與國家圖書館早期館藏收藏 

6.路澤武（上海寶山區圖書館館員） 

 試論張元濟在中國圖書館現代化轉型中的作用 

以上22篇論文，經由不同研究視野、角度，或採用不同文獻內容，共同探討張元

濟先生在古籍保護實踐、出版整理、教育文化等多面向的貢獻。大部分論文已收

入《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及研究》一書中（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2017年10月初版）。 

 

肆、展覽介紹 

  此次紀念活動，除了學術會議的召開，另於上圖第一展廳舉辦「菊香書林—

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精品展」，共展示了精選的書信及文獻資料107件，展

期自10月30日至11月8日。 

  展覽開幕式上，並有多種與張元濟相關的出版品配合舉辦新書發表，包括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涉園圖咏》，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張元濟九十歲生日紀念冊》、《涵芬樓燼

餘書錄》、《校訂孤本元明雜劇往來信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圖

書館藏張元濟往來信札》、《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古籍題跋真迹》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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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香書林—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

獻精品展」入口 

展場觀眾看展情形 

    上圖收藏豐富的張元濟相關文獻，其來源為接收合眾圖書館、上海歷史文獻

圖書館舊藏，還有張元濟本人及其後人的捐贈，以及上圖多年來於各方蒐訪徵集

的近代名人檔案、文化名人手稿尺牘等，經加以整理後發現了上千封張元濟的往

來書信，從這些文獻資料中，特別精選107件展品，向觀眾呈現張元濟先生在譯

書、印書、藏書、著書以及社會交往5個面向的第一手文獻。 

1.藏書—從涉園到合眾 

 張元濟生於藏書世家，其家藏人稱海塩張氏涉園。20世紀初圖書館事業開始萌

芽發展，1904年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成立圖書室，定名涵芬樓，1926年改名東

方圖書館，向大眾開放閱覽，後毀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49年張元濟又

於上海籌建合眾圖書館，並將所藏涉園藏書寄放圖書館供眾閱覽，後改為永久

捐贈，所捐涉園藏書共有935部，3,793冊，其中張氏先人著述和海鹽鄉邦遺著

尤具特色，不乏珍稀版本，最後這批書存藏於上海圖書館。所選展品皆先後為

涉園、涵芬樓及東方圖書館、合眾圖書館收藏之古籍，如《張文圃先生涉園圖

跋》、《涉園圖咏手卷》等。 

  
《涉園圖咏手卷》 清張柯輯,張元濟

續輯 

《張文圃先生涉園圖跋》不分卷 清張

廷東撰 清光緒六年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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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譯書—南洋公學譯書院 

  1899年3月，在李鴻章的推薦下，盛宣懷聘請張元濟為南洋公學譯書院工作， 

 張元濟主持譯書工作後，利用他本身的人脈關係，向院外著名通曉西學的翻 

 譯界人士約稿，院外人士的著譯稿件，不僅和教學有關，也和當時的社會思 

潮有關，使著譯選本的題材更多元且開闊，也提高了譯書院的著譯水平。上圖

於整理所藏「盛宣懷檔案」中，發現了張元濟致盛宣懷40餘封書信及文稿，在

展出的《南洋公學譯書院己亥年總報告冊》中，張元濟所述其所擔任職務為「總

校兼代辦院事」，釐清了以往所說「院長」、「主事」之誤，對研究張元濟生

平有重要價值。 

  

《南洋公學譯書院己亥年總報告冊》中，張元濟所述其所擔任職務為「總 

 校兼代辦院事」 

3.印書—商務印書館 

  張元濟與多位文化名人的往來信札原件，也是此次展覽的亮點之一。比如四角

號碼發明者、時任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雲五於1929年致張元濟的信函。在信

中王雲五向董事長張元濟回報有關當時商務印書館的八大問題：教科書生意問

題、整理舊書問題、割裱影印舊書辦法、百科全書校改人手問題、《辭源》增

補發排問題等。又比如張元濟寫給時任東南大學校長、原商務印書館職員蔣維

喬的信。張元濟對蔣維喬主持編輯的《四部叢刊》很為重視，所以密切關注著

同行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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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五致張元濟函部分（1929.8.19） 張元濟致蔣維喬函部分（1926.9.12） 

 

4.著書—館藏張元濟書稿 

張元濟藏書、印書也著書，其著述頗豐，古籍研究著作有：《涵芬樓燼餘書錄》、

《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校史隨筆》、《張元濟書札》、

《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及《張元濟日記》等。展品中可見《張元濟日記》，

是其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期間，為處理館務，記載的工作日記；另如《涵芬樓燼

餘書錄》，是其於一.二八事變後編撰的一部版本目錄學著作，1951年由上海

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為修改稿本，是商務排印出版所據底本，保留了印本成

書過程的原始樣貌，有其不可忽略的版本價值。 

  
《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10冊,現藏於上海圖書館 

 

5.會友—社會交往 

  張元濟因家世及主持商務印書館工作之故，社會交往廣濶，與政界、學界、文

化界名人多有來往，因而產生了巨量的往來書札，後經由各種途徑，這些書札

多收存於上海圖書館。 



10 

  

  
嚴復致張元濟函(1901年9月18日) 張元濟致葉景葵函(1941年 4月 16日) 

 

伍、參訪紀要 

一、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 

1.簡介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現由文科館、理科館、醫科館、張江館、江灣館及古籍部

（國家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組成，而因應此次參訪主題，本館拜訪該館古籍部。

據參訪提供資料，該館藏線裝古籍約40萬冊、3萬餘種，其中善本書7,000餘種，

近6萬冊，內有宋元明刻本1,000餘種，抄本、稿本近2,000種，清刻孤本、稀

見本、精本、批校本3,000餘種。其中詩經類圖書、清人文集、彈詞唱本、古

錢幣書和方志收藏較系統。 

2.古籍修復與保存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位於該校光華樓西主樓其中2層，其中5樓對外開 

放閱覽服務、6樓作為行政區及古籍修復區。目前該館古籍保存上，有專案購 

置天然樟木櫃藏書防蟲，惟於溫濕度並未特別控制處理。此外，該館配置3位 

人力負責古籍修復作業，其中2位為正式人員，惟爾後亦將逐步採委外修復方 

式辦理。 

3.古籍加值與利用 

  為強化古籍運用，該館近年著手進行古籍數位化作業，並建置「「館藏古籍稿

抄本數字化資源」資料庫，供讀者現場查閱，未開放線上查詢。據該館表示，

現已完成影像掃描60萬頁以上，係採人力委外方式（掃描機器為館方所有），

以每日700頁（1人）之進度辦理。此外，該館亦與出版商合作出版館藏，如近

期複製「凌煙閣功臣圖」一書並贈予本館。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medical/index.htm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main/list/522-1-20.htm
http://www.library.fudan.edu.cn/lzjts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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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人員與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

部同仁進行座談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同仁進行

古籍修復作業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數位掃描

機器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閱覽區 

 

二、南京圖書館 

1.簡介 

  南京圖書館為江蘇省省級圖書館、國家一級圖書館，於2002年動工建新館，2006 

年11月落成，2007年全面對外開放。建築面積約7.8萬平方米，設計總高41.1

米，藏書容量1,200萬冊，地下局部2層，地上9層，截至2015年底，南京圖書

館收藏各種文獻資料共計1,092萬餘冊，其中古籍160萬冊，包括善本14萬冊，

民國文獻70萬冊。館藏中不乏唐代寫本，遼代寫經，宋、元、明、清歷代寫印

珍本等。藏書總量僅次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是中國第三大圖書

館。 

2.古籍保存與修復 

南京圖書館因典藏豐富的古籍文獻，對於古籍保存維護及修復相關事宜，皆按

照國家公布的各項標準施作。該館古籍典藏書庫位於5樓，書櫃採用密集式電

動移動櫃架型式，可有效利用整體典藏空間。因材質為鋼製品，故改良訂製將

置書層板改為木製，如此古籍置放典藏的接觸面則為木板而非鋼板，大環境亦

控制溫濕度典藏標準，溫度：16 ℃～22 ℃、相對濕度：45 %～60%，消防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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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則為氣體式滅火設備。 

南京圖書館修復中心位於5樓的古籍修復館內，總面積達1000平方米，整個空 

間非常寬敞，區域劃分為修復工作區、設備實驗區、展示交流培訓區及一專為

貯藏修復用紙的專室紙庫。在設備實驗區備置了高倍數顯微鏡，可觀察分析紙

張紋理結構，另備低氧除蟲及冷凍除蟲設備，為古籍圖書文獻清潔整理除蟲之

用，另有實驗桌台、大型水槽等；在修復工作區設置了3張大型裱褙桌及一整

面裱褙牆，及10餘張工作桌；展示交流培訓區設計為研習上課的空間，可辦理

相關古籍修復研習培訓課程，及人員相互交流的場域；紙庫則專為貯存各種修

復用紙的空間，紙庫前並設計一展示台，擺放庫內部分修復用紙紙樣，並加以

標注說明紙張編號、類別、品名、產地、規格、年代等資訊內容，修復時可方

便找到適合的用紙。目前人員配置有專職修復人員15人，以老帶新，傳承經驗。 

南京圖書館為省級圖書館，亦是「江蘇省古籍保護中心」掛牌所在，除了負責

本館的古籍保護、修復、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等工作亦要執行全省古籍普

查、建立全省古籍聯合目錄及全省古籍保護業務指導及培訓等工作。在古籍修

復培訓人員方面，與「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合作，定期舉辦「古籍

修復專業技術培訓班」，並對全省古籍收藏單位進行相關業務指導；另與學校

修復科系合作，如金陵科技學院、南京技術學院等聯合辦學，從基礎培養專業

的修復人才，進而延申可運用於推行古籍修復的勞務派遣人力，將實務與學界

人才結合，解決專業修復人力不足的問題。 

  

本館參訪人員與南京圖書館同仁進行

交流座談 

南京圖書館修復中心位於5樓的古籍修

復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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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工作區的大張工作桌 高倍率顯微鏡可觀察紙張紋理 

  
低氧除蟲設備 修復人員正進行修復作業 

  
紙庫為貯存各種修復用紙的專室空間 書櫃採用密集式電動移動櫃架型式 

 

三、南京大學圖書館 

1.簡介 

南京大學有兩個校區圖書館：鼓樓校區圖書館（位於南京市鼓樓區漢口路22

號）、仙林校區杜厦圖書館（位於南京棲霞區仙林大學城仙林大道163號 ），

此次參訪的是南京大學仙林校區杜厦圖書館。該館由天津校友杜廈捐資新建，

於2009年9月落成啟用，地下一層，地上建築5層，總面積約53,000平方米，每

層約10,000平方米，全館採用大流通、大閱覽的服務模式，目前藏書量約492

萬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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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亦典藏有豐富的古籍線裝書，主要來源於原中央大學及金陵大學圖書

館，數量達38萬多冊，其中善本近3千餘種，3萬餘冊。內容則以地方史志、明

清別集為多。古代地方志特藏是其館藏特色，約有4,300多種，4萬多冊。 

 

  
本館參訪人員致贈禮品並與史梅副館

長及陳紅主任合影 

本館參訪人員與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

人員合影 

  
圖書館空間開闊 

 

參訪人員參觀展覽 

  
南京大學第12屆讀書節於大廳辦辦理

古籍《文選》文獻展 

大廳另一展覽-書之印象：倪建明藏書

票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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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籍保存與修復 

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位於4樓，設有古籍閱覽室、書庫及古籍修復中心。古籍閱 

覽室內坐位寬敞，採用木製仿古傢俱，風格典雅一致，部分書櫃為樟木櫃，用

以典藏古籍線裝書。閱覽室內收藏有古籍線裝書、大型影印古籍叢書、新修方

志、文史資料、碑帖、字畫、西文古籍、部分民國圖書等。 

古籍修復中心離閱覽室及書庫不遠，亦在同一樓層，方便提調要修復的古籍圖

書。目前由邱曉剛教授主持修復中心，邱老師的專業為「紙漿修復技術的研究」。

修復中心內有邱老師自己改良設計的大水槽，可用以清洗大件藏品，將要修復

清洗的藏品置於可升降的網狀板上，清洗完成後直接將板拉起進行後續處理或

晾乾；另有淨水設備用以過濾水中雜質，便於調製裱糊等之用，亦備有抽氣罩

等設備，室內空間雖不大，但修復設施齊全。邱老師亦以其專業研究製作紙漿，

並應用在修補古籍上，現場也展示已修復完成的圖書。 

對古籍修復人才的培養，南京大學於2001年起，即與南京圖書館、南京莫愁職

業學校聯合開設了3年制中專圖書修復專業，於2004年又聯合開設5年制高職，

修復中心每年都接受該校的學生實習，透過實務操作的指導，能逐漸提高專業

修復能力，為日後古籍文獻修復人才的培育，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邱老師也以其紙漿修復技術專業，定期辦理相關修復工作坊，如於2017年6-7

月才辦理的「南京大學圖書館薪火文獻修復中心文獻修復工作坊」，由邱老師

主持，講述紙漿修復技術及理論實踐相結合，並在邱老師的指導下實踐紙漿修

復技術。 

 

  
古籍閱覽室坐位寬敞舒適 樟木書櫃用以典藏古籍線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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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人員參訪修復中心與邱曉剛老師合

影 

邱老師講解大水槽上方可升降網板的

作用 

  
修復中心之淨水設備 

 

修復中心之抽氣罩內存放製作好之紙

漿 

  
修復人員進行修復作業 邱老師展示其修復完成之圖書 

 

陸、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1.「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 

此行出席參加「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學術研討會」並參觀「菊香書林—

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精品展」，在研討會議上聆聽各專家學者

發表論文，各有專精，亦有不同面向的啟發觀點，收穫良多。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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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上圖，結合其他研究單位辦理此次活動，無論研討會的聯繫安排、

展覽的選件佈置、圖錄的文字說明、設計編排等，皆具備了極高水準，既符

合大眾觀賞的需求，亦達到提供再深入研究的資料資訊功能。另配合出版多

種新書，在展覽開幕式首發，也增加了整體活動的力度、廣度及深度，對向

一位在文化事業、古籍保護、傳承，奉獻一生心力的文化事業工作者致敬，

規劃了一個全面性的紀念活動，可感受其真誠的用心與努力；並得以對張元

濟先生從讀書、愛書並編書、譯書、訪書、藏書、著書，在教育文化出版事

業的卓著成就及貢獻，有更深刻的瞭解與認識，並對日後館藏古籍如何於出

版、研究、教育、推廣等業務之運用，有莫大啟發和助益，收獲良多。 

 

 2. 參訪上海復旦、南圖、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修復 

(1)訂定古籍保存及修復相關作業標準，使有依據可循 

由中央訂定公布各項標準如：「古級定級標準」、「古籍特藏破損定級標準」

及「古籍修復技術與質量要求」等，如此，古籍典藏單位可依據標準，對古

籍加以定級管理，從事修復作業時，亦可依循所訂標準，考量適合的施作方

法或修復方式，對古籍的修復有較客觀的評斷標準。 

(2)提供經費改善及提升整體環境設備 

中國大陸因經濟起飛，全國各重點圖書館、修復單位等，皆獲得充裕經費蓋

新館，或升級改造修復室，各種新式設備配合實驗室等級規劃，圖書館近年

來各項硬體設備亦快速改善，古籍保存修復領域各項工作大幅度躍進， 

(3)有計劃辦理技職訓練及人才培育 

中國國家圖書館綜管全國古籍保存及修復工作，每年定期於各省級古籍保護

中心及重點古籍保護單位，舉辦相關人員修復專業技能訓練，以提昇各地方

圖書館或古籍保存單位修復人員的知識及技術水準；並跨界與技職學校或相

關科系合作，有計劃進行基礎人才培育，精進人員技藝並可逐漸解決修復人

才不足的問題。 

(4)重視整體古籍保存修復工作，推動專案保護計畫 

大陸因古籍的數量龐大，且古籍修復一直是國家文化的重點工作，國務院辦

公室自2007年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畫」，重點工作包括：對古籍收藏和保

護狀況進行全面普查，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各古籍數位資源庫，實現

古籍分級管理和保護，命名「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完成古籍書庫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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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建設，加強古籍修復工作基礎實驗研究工作，進一步加強古籍的整理、

出版和研究利用等。對整體古籍保存修復有長遠計劃，推行以來已漸見成效，

雖仍有人才和技術傳承的問題，相較整體大環境優於我們許多。 

 

二、建議 

1. 本館典藏古籍文獻及名人手稿資料，亦不時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議，近年來

已突破人力及經費的限制，結合相關學術團體共同辦理，完成多次高水準的

研討會議。或可再結合文化事業或專業出版單位參與，共同籌劃出版具學術

水準的出版品，使學術會議呈現更豐富的內容。 

2. 名人手稿是本館近年來大力徵集的重點館藏，因資料類型多元複雜，分類整

理費工費時，雖亦時常舉辦大小展覽，限於人力無法對文本有更多的探討及

研究，如何透過長期規劃，與學界或文化界合作，針對館藏名人手稿作一系

列的整理出版，可作為日後努力達成的目標。 

3. 國內古物典藏單位多有修復人力不足的狀況，應設法與學界、業界合作並爭

取進用專業修復志工，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4. 持續與大陸相關修復單位進行交流、參訪或合作，大陸在修復設備、人才培

育及修復技術上不斷提昇，本館典藏豐富珍貴古籍文獻，為精進古籍修復技

術，應與中國大陸圖書圖館及文化機構持續保持交流互訪，以利彼此技術切

磋進步。 

5. 因為時代、環境的變化，修復觀念已不只是單純的紙質修復，應包含與修復

相關所需的物理性或科學性的實驗測試，所以需要更多方面的專業人才，或

具備基礎科學的學科背景，才可應付日漸複雜化的修復技術應用。本館南館

將建置「圖書文獻保存及修復實驗中心」，除了增置相關科學儀器及修復實

驗設備外，將需要複合型的專業修復人力，或可參考南京圖書館及南京大學

圖書館的經驗，屆時可與南部設有文物保護修復相關科系的學校，建立建教

合作的關係，提供設備、場所及修復資料，與學界共同進行研究和實驗，且

致力於文獻預防保護觀念的推廣，進而培育學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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