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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的
文獻資訊服務

報告人：耿立群
漢學研究中心聯絡組組長

2009年9月8日

海外中國學文獻研究與服務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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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簡史與組織

漢學研究中心成立於1981年，由教育部指示國家圖書
館兼辦。初名「漢學研究資料及服務中心」，嗣後為
加強本中心之學術研究功能，奉部令於1987年，更名
為「漢學研究中心」。

本中心設指導委員會，由教育部部長敦聘學界人士13
至17人組成，任期二年，負責研訂中心重要政策方針
並指導各項計畫進行。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由教育部部長
聘任，例由國家圖書館館長兼任。下設資料及聯絡二
組，分別負責資料蒐藏、資料服務、學術、出版及行
政聯絡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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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主要任務

1. 調查蒐集漢學資料

2. 提供參考研究服務

3. 報導漢學研究動態

4. 編印各種書目索引

5. 推動專題研究計畫

6. 出版漢學研究論著

7. 獎助學人來臺研究

8.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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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的文獻資訊服務

一. 編印《漢學研究通訊》和通訊電子
報

二. 漢學研究中心的收藏與閱覽服務

三. 編製漢學工具書和專題資料庫

四. 其他學術服務



3

5

一、編印《漢學研究通訊》

於1982年1月創刊，旨在報導臺灣地區漢學研究、教
學、活動、資料等項訊息，並兼及中國大陸、海外地
區漢學研究訊息。

報導內容包括：專論、研究綜述、國際漢學、漢學人
物、新書評介、資料介紹、國內外學術會議、海內外
各學術機構及學校動態等。

目前共有國內外通訊員一百餘位，定期向本刊匯報各
項漢學研究訊息。

發行對象以贈送國內外漢學學人為主，兼及圖書館及
各大學校院漢學相關研究所，遍及海內外約50個國家
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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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重要內容(一)

研究綜述：漢學研究各領域的研究概況或重要
書目

文學─六朝文學、唐宋文學、遼金文學、古典詩
詞、漢語音韻、閩語、客家方言等

史學─中國上古史、中古史、宋史、明史、史學方
法論、歷史地理學等

經學與哲學─經學史、詩經學、莊子學、韓非子、
朱子學等

其他─人類學、中國秘密宗教、四庫學、中國書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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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重要內容(二)

國際漢學：世界各國漢學概況或個別研究機構
介紹

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荷蘭、義大
利、西班牙、瑞典、挪威、俄國、日本、韓國、越南、
香港、澳洲，乃至於印度、東南亞、土耳其、捷克、斯
洛伐克、斯洛維尼亞、愛沙尼亞、保加利亞等

研究機構：台灣各研究機構介紹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學各研究所（如史語所、近史所、
民族所等），以及各大學中文、歷史、哲學等系所及研
究中心等



5

9

《漢學研究通訊》重要內容(三)

漢學人物或學人專訪：訪問或介紹國內外重要
漢學研究學者之學術成就與治學經驗

馬悅然（Goran Malmqvist）、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桀溺（Jean-
Pierre Dieny）、羅杰瑞（Jerry L. Norman）、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艾伯哈
（Wolfram Eberhard）、島田虔次等

勞榦、全漢昇、李方桂、許烺光、嚴耕望、許倬
雲、周法高、高去尋、張琨、陳榮捷、劉廣京、何
炳棣、錢存訓、郭廷以、王夢鷗、李亦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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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重要內容(四)

會議報導：廣泛蒐集國內外召開的學術研討
會，臚列主辦單位、論文發表人和篇目。

第1-27卷（1982-2008）共報導2996個研討會，平
均一年111個。

其中在台灣召開者1884個，約占63％；國外召開者
1112個，約占37％。

學界消息：由通訊員提供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之
研究計畫、學者動態、學術活動（含研討會、
演講等）、出版訊息、開設課程、碩博士名單
和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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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自2006年1月起創刊發行，於每月一日出刊，報導漢
學界即時性消息，以電子郵件主動寄發國內外相關學
者專家。為漢學界溝通訊息的互動式平臺。

內容含研討會資訊、學術活動、人事動態、出版訊
息、本中心訊息和其他事務六項主題。

消息的來源有賴本刊通訊員提供和本中心同人蒐集，
同時開放園地，讓任何人皆可透過點選「提供相關學
術訊息」來加入報導的行列。

免費訂閱，只需鍵入電子郵件信箱即可按月收到。目
前訂戶為6,700餘人，每期點閱次數持續成長，平均
達三萬七千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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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目前出刊至第45期，頗獲學界好評。

95年元月第一期「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首頁

條列式標題

學術活動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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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重要內容

研討會資訊：報導國內外即將召開研討會之時間、地
點、主辦單位、議程及徵稿啟事等。

學術活動：包括演講、展覽等，亦以預告為原則。

人事動態：含新聘、升等、獲獎、出國研究等。

出版訊息：報導國內外新近出版學報、論文集篇目及
專書。

本中心訊息：報導漢學研究中心學術活動、出版、獎
助學人動態等。

其他事務：含各系所徵人、各刊物徵稿、獎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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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內容數量統計（第1-44期）

122.516.07.833.89.927.227.6每月平
均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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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學研究中心的收藏與閱覽服務

漢學研究中心閱覽室設於國家圖書館六樓
閱覽室開放：週二至週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採集海外漢學研究資源

圖書編目

閱覽服務

編製漢學工具書

推動漢學書刊交換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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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間──
供訪問學人使用

20

典藏特色

大陸出版漢學圖書

大陸漢學研究期刊

海外國際漢學博士論文

景照海外佚存古籍

漢學電子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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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出版漢學書刊

本中心係臺灣早期少數幾個奉准蒐集大陸書刊的資料
單位之一，故收藏大陸地區出版品較為豐富完整。

館藏以史學、哲學、文學、社會科學、藝術、考古等
學術論著為主；對學術期刊及各大學學報的蒐集不遺
餘力，尤其重視連續性及完整性。

現有藏書逾14萬冊，期刊學報1,625種，報紙44種。

書刊除採購外，與中國國家圖書館、復旦大學圖書
館、南京大學圖書館、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料中
心等機構長期維持交換書刊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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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漢學博士論文

蒐集包括美國、加拿大、荷蘭、英國、日本、
香港等海外漢學博士論文。

目前收錄之紙本博士論文計一萬餘冊，並建置
有「國際漢學博士論文摘要資料庫」。

2003年起改為訂購光牒版，論文收錄於PQDD美
加地區博碩士論文數位化聯盟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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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照海外佚存古籍

本中心開辦初期（1982-89），積極調查蒐集海外佚
存古籍，景照古籍960種，計經部210種，史部381
種，子部34種，集部335種，計5800餘冊；以書影、
微捲或微捲翻製為紙本方式呈現。

蒐集來源以日本為主，少部分為英、美等地，有日本
國會圖書館、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陵
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館、芝加哥大學遠東
圖書館，英國劍橋大學圖書館等所藏。

以明代史料書、明人文集、明清地方志最為豐富，歷
年來蒐藏情形見《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書
目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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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電子資料庫

提供漢籍全文電子資料庫、文淵閣四庫全書電
子版、古今圖書集成、漢達文庫、中國期刊網
全文數據庫、超星數字圖書館、World eBook 
Library中文傳統經典著作電子書、中國歷代
石刻史料彙編資料庫、四部叢刊全文資料庫、
中國年鑑資源庫、民初國學集刊資料庫、臺灣
總督府檔案資料庫、明清臺灣資料庫臺灣文獻
叢刊、中國類書庫、永樂北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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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製漢學工具書和專題資料庫

本中心與其他學術機構合作，或委託學人編纂
各種漢學研究專題書目或索引，出版《漢學研
究中心叢刊．目錄類》，以方便研究查檢。累
計近二十種。

本中心自行編製各類漢學工具書，如《臺灣地
區漢學資源選介》、《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
佚存古籍書目初編》和《國際漢學數位資源選
介》等。

製作電子專題資料庫，置於本中心網頁，供眾
檢索利用。

26

漢學中心叢刊．目錄類

《光復以來臺灣地區出版人類學論著目錄》(黃應貴)
《近代東北區域研究資料目錄》(趙中孚)
《敦煌學研究論著目錄》(鄭阿財、朱鳳玉)
《中韓關係中文論著目錄 》(黃寬重)
《中國家庭之研究論著目錄》(李亦園、莊英章)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Western Works o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William H. Neinhauser, Jr.)
《經學研究論著目錄》(林慶彰)

《中外六朝文學研究文獻目錄(增訂本)》(洪順隆)
《中國民族學與民俗學研究論著目錄》(簡濤)
《兩漢諸子研究論著目錄》(陳麗桂)
《魏晉玄學研究論著目錄》(林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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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中心叢刊．目錄類（續）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錄》(王德毅)
《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筆名錄(增訂版)》(朱寶樑)
《經義考索引》(吳政上)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45-1992∕(Kam Louie 
& Louise Edwards)
《英譯中文新詩索引1917-1995》(汪次昕、邱冬銀)
《英譯中文詩詞曲索引：五代至清末》(汪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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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學研究數位資源選介

《國際漢學研究數位資源選介》於2004年12月編印，
2007年6月修訂再版。

擇要介紹國際漢學研究且可提供文獻資料檢索查詢之
資料庫，約250個。

依性質分為：總類、古籍整理、學術思想與哲學、宗
教、科技史、社會科學、史地、臺灣文獻、族譜與傳
記、文物與考古、語文、藝術等12類。

2007年版同時有光碟版，內容並置於本館網頁「網路
資源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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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電子專題資料庫

「專題資料庫」置於漢學研究中心網頁
（http://ccs.ncl.edu.tw），包括本中心典藏書刊
之目錄索引，及依據叢刊目錄類所建置的電子資料
庫，共計10種。

前者包括本中心典藏「書刊目錄」、「大陸期刊篇目
索引」、「國際漢學博士論文摘要」資料庫，以及
「明人文集聯合目錄」等。

後者包括「經學研究」、「兩漢諸子」、「魏晉玄
學」、「敦煌學」，及「外文期刊漢學」論著目錄資
料庫等。

使用者可經由跨資料庫檢索整合查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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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中心出版品全文資料庫

2008年底建置完成，將《漢學研究》和《漢學
研究通訊》自創刊號以來的全文影像，在取得
作者授權後上網供閱。

有「卷期瀏覽」和「簡易查詢」二種方式查
詢，提供作者、類型、篇名、關鍵詞、摘要的
全文檢索。

目前共計收錄《漢學研究》57期所有篇章共
1,095筆，及《漢學研究通訊》109期所有篇
章，共計1,272筆。授權率約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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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中心典藏大陸期刊篇目索引
資料庫

本索引資料庫為查檢漢學中心典藏的大陸期刊
篇目而設，以《中國期刊網》未收期刊及雜誌
書為主，兼收部分連續性論文集。

選錄文章以文史哲、社會科學等學術性論文為
主。

可從刊名、篇名及作者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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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文集聯合目錄及篇目索引
資料庫

本資料庫整合臺灣地區蒐藏單位，包括故宮博物院圖
書館、臺灣大學圖書館、中研院傅斯年圖書館、國家
圖書館及漢學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建置聯合目錄
及篇目索引。

資料庫提供書名、作者、版本及館藏地等檢索點，並
有瀏覽功能。各文集內容包括書名、作者、作者小
傳、版本、館藏地、卷次內容篇目等。

陸續增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及《四庫禁燬書叢
刊》中所收明人文集資料。

36

經學研究論著目錄資料庫

本資料庫內容係根據漢學研究中心1989年、1999年及
2002年出版之《經學研究論著目錄》（林慶彰主編）
紙本資料彙整而成。
資料收錄範圍涵括1912年至1997年間， 臺灣、大陸
及日本學者之研究成果，總共收錄經學研究相關專
著、期刊論文、學位論文、研討會論文、報紙論文等
59,000餘筆。
除一般檢索點外，提供分類查詢，以瀏覽方式逐級呈
現，保留原紙本分類編排之精神，便於研究者精確掌
握資訊。
兩漢諸子、魏晉玄學、敦煌學等論著目錄資料庫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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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學術服務

出版《漢學研究》

外籍學人來臺研究漢學獎助

召開國際研討會

舉辦海外漢學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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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漢學研究》

於1983年6月創刊，自第26卷（2008年）起，
由半年刊更改為季刊，每年3、6、9、12月出
版，為一文史哲綜合性漢學學報，內容包括學
術論文與書評，兼收中英文稿件。

2000-2004年連續五年榮獲行政院國科會「獎
助國內學術研究優良期刊」獎勵。在國科會各
相關學門期刊評比排序中皆名列前茅。

設有編輯委員會，採匿名審查制。稿件接受率
約30%。

40

外籍學人來臺研究漢學獎助

自1989年度起開始實施，獎助國外學者來臺研
究漢學，研究期間以三個月至一年為限，期滿
需繳交研究報告。

提供研究補助費與來回機票。每年獎助約15-20
人。至今已有近40國家300餘人獲得獎助。

不定期為訪問學人舉辦學術討論會，以加強與
本地學者的互動，去(2008)年為15位學人舉辦
14場討論會。並將演講內容置於本館網頁「遠
距學園─寰宇漢學講座」，供眾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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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國際研討會

最近五年召開者有：
數位時代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2004年12月）

東亞視域中的「中國性」與「歐洲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年9
月，與台大東亞文明中心合辦）

屈萬里先生百歲誕辰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年9月，與台大中文
系、中研院史語所合辦）

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2007年4月，與國父紀念館、
東吳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等合辦）

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年3月）

超越文本國際論壇（2008年5月、9月，2009年9月，與清大合辦）

白先勇的藝文世界（2008年9月，與台大文學院合辦）

帝國之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年1月，與台北大學歷史系合辦）

會後多集結出版論文集，列為本中心叢刊．論著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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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海外漢學書展

本中心自1985年起，每年在海外舉辦書展，以介紹推廣
本中心和臺灣的學術出版品。近三年來參與在美國及歐
洲舉辦之國際會議，並展出臺灣近三年所出版的漢學與
臺灣研究書刊。

北美洲臺灣研究學會（NATSA）第13屆年會─ 2007年6
月8-10日美國Wisconsin大學。

美國亞洲學會(AAS)第60屆年會─ 2008年4月3-6日美國
Atlanta, Georgia。
歐洲漢學學會（EACS）第17屆雙年會─ 2008年8月6-10
日瑞典隆德(Lund)大學舉行。

美國亞洲學會(AAS)第61屆年會─ 2009年3月26-29日美
國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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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聆聽，敬請指教

漢學研究中心
http://ccs.ncl.edu.tw

服務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 ccswww@ncl.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