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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重慶)」 

短期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摘 要 

 

本案為「潘思源先生獎助本館專業人員專題研究案」之「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

與播遷之研究（南京、重慶）」之重慶部分。本案在分工方面由廖箴編輯負責南

京建館時期之探討，並於104年4月15至22日赴實地進行田野調查；黃文德編輯負

責重慶時期之研究，並於104年9月15日至20日赴重慶、白沙(江津區) 進行田野調

查。此案提出赴重慶考察係針對抗戰前後國立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前身）

於重慶設館期間與播遷過程、分支典藏等活動進行調查，希望就此一遷徙過程，

配合本館館史文獻與實地勘查，重新審視這段歷史，一方面確認相關辦公廳舍、

藏書書庫、閱覽室之位置，同時確認各階段播遷時間，以提供未來館史研究之參

考，藉此澄清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不足徵之疏漏，同時提供未來研究者考訂論證

之引述。此行赴重慶  6  天進行移地研究。經過4天調查，確認館史文獻之內容應

以更嚴謹的角度去檢視其記載之正確性與合理性。另一方面，透過實地踏查，亦

有助於發掘新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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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家圖書館原名國立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1933 年 1 月，教育部指派

蔣復璁先生為國立圖書館籌備委員，3 月制定籌備處組織大綱，4 月 8 日又正式

派蔣復璁先生為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1936 年 9 月 6 日，央圖開放閱覽，

轟動一時。至 1937 年，這個攸關中華民國與民族存亡的一年，央圖除了必須在

戰時籌備建館，更須追隨國民政府自南京遷往重慶大後方。由於 1937 年 8 月 15

日南京遭遇日軍空襲前，政府對於各機關疏散與撤離並未全面性獲得有計畫協助，

央圖亦未接獲任何指示。因此，在日軍空襲後，央圖僅將重要圖書封存 262 箱，

運送南京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房妥藏，至 11 月始奉令西遷，提出重要圖書

130 箱，運送下關輪埠；11 月 23 日押運圖書至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館專科學

校，另設辦事處於積玉橋基督教美國聖公會聖安得烈堂(位於今日武昌和平大道)。

一個月後，在耶誕節前夕 2 周，南京淪陷，籌備處留存在南京之財産全部遭損，

遂再奉教育部令將機關遷移長沙。此後，根據本館相關館史出版品的紀錄，央圖

籌備處曾歷經多次遷徙，包括 1938 年遷至岳陽、宜昌，最後到重慶，並在白沙

與宜賓設置疏散典藏書庫或閱覽室。直到 1945 年 8 月，抗戰勝利，還都南京。

翌年 6 月 24 日南京央圖始正式重新開放民眾閱覽。 

今年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 70 週年，本館同仁黃文德編輯與廖箴編輯希望

就此一遷徙過程，配合本館館史文獻與實地勘查，重新審視這段歷史，一方面確

認相關辦公廳舍、藏書書庫、閱覽室之位置，同時確認各階段播遷時間，以提供

未來館史研究之參考。兩人遂向本館「潘思源先生獎助本館專業人員專題研究案：

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南京、重慶）」提出出國研究案。在分工

方面由廖箴編輯負責南京建館時期之探討，並於 104 年 4 月 15 至 22 日赴實地進

行田野調查；黃文德編輯負責重慶時期之研究，並於 9 月 15 日至 20 日赴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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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江津區) 進行田野調查。 

本研究計畫擬透過大陸與臺灣兩地機構檔案，採取田野調查法、歷史分析

法、歷史變遷研究與典範研究交互運用，在參考資料方面，除運用近人著作，並

參考國家圖書館與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年鑑為基礎，以歷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過程與結果。此次赴重慶之目的有二： 

一、運用史料、老地圖、實地考察，以建構央圖播遷大後方期間各典藏地點與閱

覽狀況。 

二、以檔案資料，探索中央圖書館在戰時聚散、徵集之圖書文物分佈典藏概況，

從館史瞭解館藏中華文物傳播之艱辛。 

三、由在重慶所收集的資料，以建構館史之風貌，俾供後世學者參考之用。 

 

貳、過程 

 

此次赴重慶移地研究共計6日，按照原計畫規劃的時程，共參訪重慶圖書館、

重慶市檔案館，同時配合相關文獻紀錄考察，前往江津區白沙鎮與渝中區尋找本

館相關可能存留歷史遺跡，並參觀三峽博物館。詳細行程及過程說明如下： 

 

 時間 行程 

9 月 15 日（二）  抵達重慶   

9 月 16 日（三）  重慶圖書館參訪、查閱資料 

9 月 17 日（四）  重慶檔案館查閱資料 

9 月 18 日（五）  前往重慶江津區白沙鎮進行田野調查 

9 月 19 日（六） 
前往重慶渝中區進行田野調查、參觀三峽博

物館 

9 月 20 日（日）  搭機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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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慶圖書館 

 

重慶圖書館與本館淵源甚深。1945 年，國民政府爲紀念美國總統羅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促進世界和平，創設聯合國之貢獻，决

定在重慶設立國立羅斯福圖書館。該館設籌備委員會，由教育部聘請張群、朱家

驊、王世杰、陳立夫、胡適、傅斯年、蔣夢麟、蔣復璁、嚴文郁等 20 餘人爲委

員。抗戰時期央圖在重慶兩浮支路口之分館館舍、閱覽設備，戰後悉數贈送當地

成立國立羅斯福圖書館。該館由籌備處委員嚴文郁兼任秘書，實際負責籌建工作。

昔該館組織條例未獲立院通過，在大陸陷落前，一直以籌備處之組織，處理業務。

1949 年 11 月 30 日共軍入渝之後，國立羅斯福圖書館更名為「國立西南人民圖

書館」。1955 年 5 月，中共又將原國立西南人民圖書館、原重慶市人民圖書館、

原重慶市北碚區圖書館三館合併，組成「重慶市圖書館」。1987 年，重慶市圖書

館更名為「重慶圖書館」。昔日央圖館舍自 1947 年使用至 2007 年，因建築老舊，

自 2007 年 3 月 1 日起，舊館舍閉館，進行搬遷與整建。2008 年 4 月 8 日，改為

重慶市少年兒童圖書館，館舍地址位於今重慶市渝中區長江一路 11 號。 

目前重慶圖書館新館位於重慶沙坪壩區鳳天大道 106 號。就本次研究之重點

而言，該館典藏與計畫相關之資料主要集中在民國初期書刊與地方文獻，包括重

慶地方文獻閱覽室：位於該館四樓，典藏重慶政治、經濟、文化相關資料 8000

餘種；民國文獻閱覽室：位於該館五樓，藏有 1911-1949 年的圖書 7 萬餘種、報

刊 6000 餘種，以及少量 1949 年後再版的民國文獻等。目前該館已陸續完成超過

75%館藏民國文獻期刊與圖書數位化，並於館內設資料庫開放供公眾申請利用，

除瀏覽外並可付費列印，十分便利。另外，此行也參觀該館古籍閱覽室與相關古

籍保存設施。本次參訪蒙該館任競館長、特藏文獻中心袁佳虹副主任協助，瞭解

該館典藏與相關利用方式同時就兩岸有關央圖在大後方期間活動，進行交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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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後將以下與計畫相關之重要書刊列印攜回臺灣： 

 

表 1、訪問重慶圖書館所得與館史研究計畫相關資料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木印部出版目錄 1934

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會組織條例 中央週報 61 期 1929

國立中央圖書館概況 社會教育季刊 第一卷第四期 1943

國立中央圖書館暫行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學觚 1:5 1936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藏善本書志 圖書月刊 3:3-4 1944

國立中央圖書館辦理出版品國際交換辦法 國立山西大學校刊 4:8 1947

評國立中央圖書館的組織條例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15:5 1941

國立中央圖書館白沙民眾閱覽概況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15:4 1941

中央圖書館蔣館長出國考察 教育通訊 5:11 1948

中央圖書館贈書祕魯國立圖書館 教育通訊 4:6 1947

三民主義青年團中央圖部舉辦三十三年文藝創選徵稿 江津青年 3:5 1944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 圖書季刊 8:1-2 1947

中央圖書館半年來國際交換 教育通訊 4:2 1947

評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景印四庫全書未刊北草目 國聞周報 10:36 1933

國立中央圖書館使命 教育與社會 3:1-2 1933

由本會呈請教育部速重速籌辦中央圖書館案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年會報告 1929 

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工作近況 圖書季刊 2:2 1940

國進中央圖書館概況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 1:3 1947

 

二、重慶市檔案館 

 

就重慶市檔案館而言，該館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天梨路曬光坪 56 號，地理

位置與重慶圖書館約 5 分鐘車程。該館樓上另有沙坪壩區檔案局，典藏主要以

1949 年以後檔案，故與本計畫關係不大。本館同仁鄭秀梅主任與唐申蓉助理編

輯 102 年 11 月曾參訪重慶檔案館，並取得部分館史相關檔案複印紙本。該館再

利用政策係依據中國大陸官方頒定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各級國家檔案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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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檔案辦法》等法律法規的有關規定。典藏檔案包括重慶市經濟、科學、技術、

文化等類檔案。臺灣民眾與研究者持臺胞證等證件，填寫申請閱覽表格，敘明利

用檔案目的、範圍，經該館同意即可查閱開放檔案，程序簡單，惟在檔案複印方

面則嚴格每人每天列印額度不得超過 10 頁。 

本次利用該館，資料多仰賴謄打輸入，取得資料包括國立中央圖書館生活補

助清冊；關於免繳政治部央圖航委會使用重慶市立初中兩浮支路及大田灣地皮稅

的呈、指令、訓令；央圖等機構核撥重慶市核辦；關於重慶市財政局辦理中央圖

書館土地徵收及召開地價會議報告；關於中央圖書館收買及租用李孟凡市中校等

土地；填平新館門口糞坑；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侍衛長俞濟時；關於報送清除中央

圖書館垃圾情形；央圖舉辦軍事教育各種模型圖表；重慶辦事處啟用；四川省立

教育學院錢應鈺實習；四川省立教育學院派程劍烈實習；關於舊書木板價格過高；

關於報送舊書攤調查表；關於查明舊書木板時價給重慶善成堂書局；派員將依圖

書籍轉運至上清寺聚興村 22 號；關於在兩浮支路中央圖書館左側籌建陪都體育

場；四川省立川東師範學校書畫展覽等檔案。 

閱讀相關檔案後，除了有助於比對抗戰結束前後本館人員異動狀況、館舍購

置、館務經營、文化推廣，更重要的是透過新發現資料，幫助我們尋找到央圖在

重慶鄰近館舍、辦事處、典藏書庫的分布。 

 

三、三峽博物館  (重慶博物館) 

 

該館前身為重慶博物館，位於重慶渝中區人民路236號。本次訪問重慶期間，

因該館規劃「巴蜀的怒吼」特展，內容有關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抗戰時期文化

機構疏散，以及重慶城區發展，因此在重慶圖書館館員譚小華先生的陪同下參觀

三峽博物館相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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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的怒吼」展覽共展出抗戰歷史圖片約 320 張，抗戰文物約 300 件（套）。

展覽內容分七個單元：民族危難 救亡興起；國共合作 團結抗戰；川軍請纓 不

辱使命；愈炸愈強 同仇敵愾；生產建設 支援前線；承續國脈 文化先鋒；共慶

勝利 共載記憶。該展覽在策展主軸思維雖與我方立場略有不同，但展場展示的

重慶市街廓圖與民初地圖，對於本次參訪重慶，尋找館舍位置卻提供一個寶貴的

資料來源。 

四、尋訪重慶地區央圖館舍與分支機構史蹟 

經前往重慶圖書館、重慶檔案館，同時比對本館典藏館史文獻後，歸納整理

出 1937 年至 1945 年期間，館舍、典藏書庫、國際交換處、民眾閱覽室相關紀事

並以編年按月方式列舉如下，以提供後續於渝中區、江津區踏查館舍位置之依

據： 

 
表 2 國立中央圖書館 1937 至 1946 年館舍與典藏地點紀事簡表 

 

時間 重要記事 

1937/8/15 日機空襲南京，本日起暫停開放閱覽 

1937/8/31 本館封存重要圖書 262 箱，運藏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房妥藏。 

1937/9/9 本館暫遷中央路高門樓 32 號之 2 辦公。 

1937/11/18 本處奉令西遷漢口，是晚向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庫內提出重要圖書 130 箱，連送下關

輪埠。翌日員工攜帶輕便行李，隨同圖書乘江順輪離京。 

1937/11/23 本館員工押運圖書至武昌，暫借私立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寄存，另設辦事處

於積玉橋聖安得烈堂。12 月 13 日 

1937/12/15 奉命遷移長沙。28 日圖書抵岳陽，隨行者職員 12 人，工役 2 人。翌年 1 月 3 日復

奉命遷川。 

1938/1/8 本館改雇新國民輪由岳陽直駛宜昌，借白衣庵街 27 號聖公會為辦事處，兼儲圖書

於教堂內。 

1938/1/26 本館奉令應即遷往成都，聯合在成都各大學及文化機關辦理圖書事宜，另電國立四

川大學撥借房屋及電四川省教育廳協助進行。 

1938/2/4 本館圖書由宜昌起運入川。12 日抵重慶。 

1938/2/13 租定重慶上清寺聚興村 18 號民房為本館兼辦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後又

租借 22 號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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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2/17 派員押運書籍，由民生公司輪船裝載上駛，以中途擱淺修理，至 3 月 l 日始抵達宜

賓。 

1938/2/20 本館借重慶川東師範大禮堂樓房作辦事處(書籍仍暫存宜賓，留員保管)。 

1938/5/1 成立參考閱覽室，將中西文參考書籍自宜運渝。 

1938/5/14 勘定重慶兩浮支路新市街第一苗圃，為本館建立分館基地。 

1938/9/4 分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於昆明螺峰街 88 號。 

1938/10/1 重慶分館工程開工，預定至 29 年 2 日竣工。 

1938/12/2 教育部令本館向重慶市外遷移，並將原駐地址保留備用。 

1938/12/8 派員往屏山、江津兩處覓訪合於儲藏圖書之屋宇(本館由京移出之重要圖書 130 箱，

假宜賓商會天星橋倉庫暫時寄存)。 

1939/1/25 本館由南京攜出西書百餘箱，經派員覓定金沙江上游距宜賓二十餘里之天池，前四

川省立農林學校舊址，運往妥藏。 

1939/3/1 因重慶頻遭日機侵襲，本館奉令疏散至市郊各縣鎮，參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 

1939/3/12 覓定江津縣屬之白沙，設民眾閱覽室。 

1939/3/13 開始押運書籍，分批疏散至江津縣屬白沙鎮鄉間，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仍駐於重慶，

以便承轉國際交換書件。 

1939/3/20 本日起改租離白沙鎮四里之鄉間上松林鄧姓民房辦公。 

1939/7/1 本館在白沙鎮借用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新建屋宇，設立本館白沙民眾閱

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8 月 17 正式啟用。 

1939/9/9 重慶兩浮支路第 47 號發生火災，本館建築中之分館新廈亦遭波及，毀損約五分之

一，損失三萬四千餘元，原定本年底完工之計劃遂不克實現。 

1939/12/14 白沙上松林本館設立西文參考閱覽室，陳列西文書 1,200 冊、西文雜誌 160 種及西

報 10 份。 

1941/1/1 1 月中旬重慶分館之建築完成。2 月 1 日開放閱覽 

1941/12/1 購買重慶兩浮支路李孟凡地皮及租用市中地皮為建築宿舍基地。 

1941/12/8 日機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2/1/1 白沙兒童閱覽室停辦，將設備移渝，2 月在渝分館繼續開放閱覽。 

1942/1/13 本館向重慶市社會局租用市立中學基地。 

1942/7/8 本館大觀山民眾閱覽室停辦，，圖書移渝，房舍由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

收回(此屋即本館所辦白沙民眾閱覽室，本館於 7 月 10 日將該閱覽室遷至中興路 78

號繼續開放閱覽)。 

1942/12/9 教育部指示本館總館暫緩遷回重慶。 

1943/1/18 本館白沙民眾閱覽室恢復開放 

1943/2/1 本館租借四川大學教授刁群鶴江津縣白沙鎮樓房兩幢，作為辦公及職員宿舍。 

1944/3/20 本館白沙民眾閱覽室因房租劇增，經呈教育部准予停閉該室。 

1944/7/17 本館將白沙民眾閱覽室閱覽應用器具暨書籍等件保留一部分，移贈四川平民教育促

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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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2/1 重慶分館停辦兒童閱覽室。 

1945/9/15 本館首批人員由渝搭輪駛京，察視成賢街館舍。 

1945/9/17 接收封存位於南京山西路的澤存書庫，本館派閱覽組主任陸華深代表出席參加教育

善後復員會議。 

1945/9/28 本館接收封存南京成賢街 48 號之舊有館址。 

1946/5/1 本館遷返首都。 

1946/5/9 本館編纂[抗戰以來圖書選目]、[普通圖書館設備舉要]及[修正圖書館規程]均由教育

部印行。 

1946/5/10 本館與社會服務處合辦新街口閱覽室，本日正式開放閱覽。 

1946/5/18 本館接收陳群私人在南京設立之澤存書庫，改為北城閱覽室，本日正式開放。 

1946/6/24 南京總館閱覽室正式開放，設有普通閱覽室、參考室、期刊室、日報處及出納處。

1946/8/1 本館重慶辦事處於本日正式成立。 

1946/8/26 本館重慶館務自復員還都改設重慶辦事處，因將原有館廈及所存不需運京之圖書器

具一併移贈國立羅斯福圖書館。 

資料來源：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與重慶市檔案館相關文獻。 
 
 

二、渝中區本館相關遺跡與位置考察 

根據館史文獻紀錄，1938 年 2 月 4 日，本館職員由宜昌將部分書籍起運後，

於 12 日抵重慶後，首先租用上清寺聚興村民房 18 號，後又租借 22 號民房，作

爲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同時借用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禮堂樓房作辦事處，

但書籍初期仍留在宜賓。 

為何國際交換處與央圖籌備處辦事處不在同一處呢 ? 國際出版品交換處成

立源於 1928 年，依「大學院令」，改隸國立中央研究院。1934 年，復直轄於教

育部，但因圖書交換，仍與中研院互動密切。有趣的是，中央究院物理研究人員

所約略同時自上海抵達當地，根據美國學者費正清(J. K Fairbank)的回憶，22 號民

房亦為中研院總辦事處宿舍：「高級知識份子生活在落難狀態中，被褥、鍋盆瓢

勺、孩子、橘子和談話喧鬧聲亂成一團」，物質環境極為艱困。擁有歷史淵源的

兩單位合署辦公，亦不無可能。上清寺聚興村 18 號或 22 號都在後來興建的兩浮

支路(兩路口)央圖重慶分館附近。可惜該處目前已無相關抗戰時期相關遺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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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另原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禮堂，抗戰時期位於通遠門外，石馬岡。目前已改

為勞動人民文化宮，地址位於重慶市渝中區中山二路 174 號。在 1938 年 12 月 2

日教育部訓令本館離開重慶疏散至白沙鎮前，此處仍為名義上之辦公處。 

1940 年底，央圖基於發展學術與研究需求，同時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亦爲

西南文化薈萃之地，故有建立分館之必要性。於是館方向中英庚款董事會申請將

原南京建館之建築經費先行墊付，再加上教育部與四川教育廳補助少許經費，遂

於 1941 年元月完成兩路口重慶分館館舍施工，2 月初正式開放，此即後來之國立

羅斯福圖書館館舍，今重慶市渝中區長江一路 11 號。 

1940 至 1941 年期間，蔣復璁先生由渝赴港與葉恭綽面商，央圖奉命搜購淪

陷區善本事宜，同時採購上海及香港兩地積藏書籍，成立「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

進行工作。其相關所得珍貴善本古籍，或許是考量日軍對於重慶之空襲危機，加

上運輸不易，因此書籍仍暫存位於宜賓。 

 

三、昆明、宜賓相關文獻位置考察 

在辦公廳遷往江津區白沙鎮前，央圖除了重慶渝中區以外，其典藏至少三處，

包括國際交換處分處昆明辦事處、宜賓商會天星橋倉庫，以及位於天池壩的宜賓

縣縣立第六行政區農林實驗學校舊址。 

1938 年 12 月 2 日，教育部令央圖向重慶市外疏散，原駐地址保留備用。當

時本館已開始進行兩浮支路分館興建，另外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於昆

明螺峰街 88 號。當時央圖已在宜賓商會天星橋倉庫藏有圖書 130 箱，故職員令

前往屏山、江津兩處覓訪適合儲藏圖書之地點。後又於金沙江上游距宜賓二十餘

里之天池壩宜賓縣縣立第六行政區農林實驗學校舊址典藏本館由南京攜出西書

百餘箱，運往妥藏。館史文獻將此校名稱誤作為四川省立農林學校。但實際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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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年，四川省政府始頒布行政命令，將宜賓縣立初級農作科職業學校、縣立

初級工業職業學校、縣立第六行政區農林實驗學校等合併，成立四川省宜賓高級

農業職業學校，校址設在宜賓天池壩(  今宜賓西郊新村)，由省教育廳管轄。 

四、白沙相關文獻位置考察 

1939 年 3 月初，因重慶市區頻遭日機侵襲，央圖奉令疏散至市郊各縣鎮，參

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至 3 月 12 日，央圖覓定江津縣屬之白沙，設民眾閱覽室，

翌日開始押運書籍，分批疏散至江津縣屬白沙鎮鄉間，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仍駐於

重慶，以便承轉國際交換書件。本次考察蒙重慶圖書館袁家虹主任、江津圖書館

張宏館長，以及當地文化工作站協助，透過實地調查與文獻互證，掌握當時在白

沙疏散與新設的央圖單位有四處，包括： 

1. 租用上松林鄧氏祠堂(或稱鄧家大院)作為辦公處所，目前地址仍為白沙

鎮高屋村上松林溜馬崗鄧家大院。該建築建於清末，四合院布局，為典

型中西合璧建築。抗戰時期曾作為軍政部學兵總隊砲兵第二團第三營駐

地。該建築同時獲列抗戰遺址。 

2. 借用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新建房舍，設立央圖館白沙民眾閱

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8 月 17 正式啟用，目前無法獲知其地點。 

3. 高屋村書庫，租用三重堂王姓民房存放原有裝箱之書籍，現無遺蹟保留。 

4. 國立女子師範學院，典藏部分圖書，後於 1946 年捐贈與該校。目前該校

無任何遺蹟保留。 

2012 年位於三峽水庫後端的江津當時有近 90%街道被淹，高洪水位歷時長達 79

個小時，創歷史記錄，絕大多數史蹟皆為洪水所沖散。經求正當地館員，前述史

蹟除鄧家大院外，多已毀於洪患，或無法探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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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一). 此次移地研究，透過檔案、文獻與歷史場景的比對，對於研究具有相當大的

幫助，不僅釐清有關館史記載謬誤的問題，同時經由觀摩展覽，更能感受當

年圖書館前輩與先賢護持國家文獻的苦心與毅力。 

(二). 中國大陸地方圖書館對於 1949 以前的圖書文獻與報刊禁忌已逐漸朝向開放

與重視的路線前進。 

(三). 對於近代文獻大陸已有不少圖書館進行數位化甚至 OCR 全文建置，相較之

下，臺灣對於該時期的文獻仍未達到重視的程度。大陸圖書館對於民國初年

早期文獻處理的政策與做法，部分可供參考與學習。 

(四). 目前有關國立中央圖書館之文獻仍以本館典藏最為大宗，本次前往重慶圖書

館與檔案館雖有尋覓到部分本館未有之檔案與文獻，但就史料所能呈現的格

局、議題與觀點的多樣性，則更顯示本館典藏之獨特性、重要性與無可替代。 

 

二、建議 

(一). 依政府現行規定，赴大陸地區應於返國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出國報告，時程

太過緊湊，對於出國人員相當不便。建議主管單位應考慮延長赴大陸地區出

國報告繳交期程，俾便出國人員能妥善整理相關資料進行報告。 

(二). 中國大陸地方政府對於文化與圖書事業投資挹注規模已超越臺灣同等級單

位，甚至高過臺灣國立等級圖書館。兩岸文化長期投資失衡，非僅不利於臺

灣自身文化能量的累積，對文化活動如無持續資源挹注，則雙方在文化實力

之競爭差距將持續擴大。 

(三). 本次「移地研究」為民間NGO贊助，如能長期發展固然將有助於鞏固臺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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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員研究圖書館史之優勢，但政府亦應持續挹注資源，鼓勵青年研究者/

圖書館員與相關領域研究者接觸，建立長期性的網絡互動關係。 

肆、附錄 

重慶圖書館特藏文獻中心修裱室 

 

參觀重慶市古籍保護中心/重慶圖書館

特藏文獻中心 

重慶市將鄧家大院列為抗戰遺址群 

 
本館於抗戰時期白沙之辦公處 

鄧家大院 

 
本館於抗戰時期白沙之辦公處 

鄧家大院入口  白沙鎮郊區之影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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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檔案館 

原羅斯福圖書館外觀 

原羅斯福圖書館之館舍之一 

 

由羅斯福圖書館之館舍往菜園壩眺望 

疑原上清寺聚興村 18號至 22號本館國

際交換處與中央研究院所在 

 

疑原上清寺聚興村 18 號至 22 號本館國

際交換處與中央研究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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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原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禮堂 

 

疑原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禮堂 

三峽博物館藏  標示本館位置  但無國立中央圖書館全銜之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