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辦理「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等

活動） 

    

    

赴歐洲辦理赴歐洲辦理赴歐洲辦理赴歐洲辦理 2014201420142014「「「「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建置案建置案建置案建置案出國報告出國報告出國報告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家圖書館 

  姓名職稱：曾淑賢館長 

  林能山編輯 

  派赴國家：荷蘭、義大利、教廷、捷克、德國 

  出國期間：民國 103 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4 年 01 月 13 日 

 



 2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國家圖書館自 2012 年起積極推展「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後、

至 2014 年底，已於國際社會成功設立 12 個資源中心。2014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日期間，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及林能山編輯隨行赴

歐洲荷蘭萊頓大學、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

館，設立 3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並簽署合作備忘錄。此外，藉此

機會，積極向外推廣臺灣與漢學研究，出席世界數位圖書館夥伴會議，

與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德國慕尼黑大學及德

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簽署 4個合作協議，並參與本館另一出國案(參訪

卓越國家—專門圖書館之建築特色與管理模式。出國人員廖秀滿組

長)、總計參訪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等共 9個歐洲圖書館，增加雙邊

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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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國家圖書館為推廣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於 2011 年分別於美

國紐約、休士頓、洛杉磯成立「臺灣書院」(Taiwan Academy)，以及

2012 年開始於海外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及國家級圖書館成立「臺灣漢

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CCS)。至 2014 年底總計於海外成功設立 12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本次出國主要目的是前往歐洲荷蘭萊頓大學、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

所、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簽屬 3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

忘錄暨辦理啟用典禮，其次，相繼與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捷克科學院

亞非研究所、德國慕尼黑大學圖書館及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簽署 4

個「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再者，藉由此次出國機會，出

席「2014 世界數位圖書館夥伴會議」，並與重要圖書館管理、領導階層

交流相關經驗。本次出國目的簡述如下: 

一、出席 1個國際會議。 

二、簽署 3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設立 3 個資源中心。 

三、簽署 4個「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 

四、參觀 9個圖書館，觀摩學習圖書館的政策發展及建築規劃。 

 

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11110000 月月月月 22225555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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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晚上 10 時 05 分搭乘中華航空 CI65 班機前往泰國曼谷機

場。 

 

一一一一、、、、參訪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參訪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參訪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參訪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 

1111000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泰國曼谷機場上午8時20分搭乘航班LH0902至荷蘭阿姆斯特丹機

場，再搭車轉往萊頓大學附近，進入 Park Plaza Vondel Park 旅館。

下午 3點參訪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 (Amsterdam Public Library)，

觀摩學習圖書館空間創意設計的新概念。 

阿姆斯特丹公共圖書館(Openbare Bibliotheek Amsterdam, OBA) 

在 2012 年時，被選為荷蘭最好的圖書館。該館設有一座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及 25 個分館，中央圖書館於 1919 年設立，2007

年重新改建，是由荷蘭建築大師 Jo Coenen 所設計的綠建築，採用了

地源熱泵系統，那是一種利用地球淺層地熱資源，像是土壤、地下水、

地表水作為冷熱源，可以供暖、製冷的高效節能空調系統。 

該館是一個十層樓的建築，占地 2.8 萬平方公尺，除了設有圖書閱

覽區，也有可以容納 260 人的劇院、4間可租用的會議室、咖啡廳，在

頂樓露天陽台設有高檔餐廳，完全打破圖書館禁止飲食的傳統印象，

而 且這裡還提供 2000 個腳踏車的停車位，非常具有節能減碳的概念。 

圖書館不僅提供借書服務，也舉辦許多演講、藝術與攝影展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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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演奏等文化活動，5樓還設有廣播間，本館到訪時，剛好遇上阿姆斯

特丹廣播正在錄音，在這裡聽廣播，不只是聽到磁性的嗓音，也能看

到主持人本尊。圖書館內部裝潢走黑白時尚的極簡風，並搭配質感、

美感兼具的燈具與座椅，加上挑高的空間，讓圖書館看起來更加廣闊，

自然光線的引入也增加整個空間的亮度與舒適度，建築師更利用燈光

區隔出不同的空間，在這裡，不僅可以悠閒地看書，還能欣賞窗外阿

姆斯特丹豐富的城市美景與河岸風光。 

館內的閱讀區設有兩層的環形書櫃，部分樓層設有展示櫃，展示內

容會定期按不同的主題更換；書報區內除了提供荷蘭的書報雜誌，也

擺放英、德、 法、西班牙文等書報雜誌；整個地下一樓是專為兒童設

置的區域，這裡不只是小孩的天堂，大人在這裡也玩得不亦樂乎。喜

歡音樂的朋友，這裡也有很多影音資料， 坐在黑膠唱片圖案的椅子

上，帶著耳機，彷彿可以感受到實體音樂的溫度。  

 

二二二二、、、、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參訪荷蘭國家圖書館參訪荷蘭國家圖書館參訪荷蘭國家圖書館參訪荷蘭國家圖書館    

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上午與荷蘭萊頓大學簽屬「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暨辦理

啟用典禮。當地時間 10 月 27 日，在駐荷蘭代表處李光章代表、副代

表邱隆藤、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徐會文組長、萊頓大學區

域研究所 Hilde De Weerdt 教授等多位首長、教授及僑胞的見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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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與萊頓大學圖書館總館長 Kurt De Belder 共同

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立的合作備忘錄，並舉行啟用典禮。  

這是繼 2008 年 7 月以來，國圖與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

(Sinological Institute Library)合作簽訂「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

合作備忘錄後，更進一步就漢學研究之推廣合作建立資源平台。  

萊頓大學 1575 年成立，已經有 439 年悠久歷史。自 1890 年起，萊

頓的漢學家與歐洲其他地區的漢學家更合辦漢學期刊《通報》 

（T’oung Pao），出版迄今仍未間斷，更被視為西方世界最具權威的

三大漢學學報之一。目前萊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大約有 30 萬件漢學館

藏資料以及訂閱將近 100 件來自臺灣等亞洲地區、美國與歐洲地區的

期刊，還有很多珍貴的善本，是全荷蘭收藏漢學資源最大、最豐富的

單位。而且圖書館還是歐洲地區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漢學研究起步早，

又有影響力，不僅是荷蘭，也是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在萊頓大學與

荷蘭代表處李光章代表的支持與協助下，於是促成第 9 個「臺灣漢學

資源中心」之設立。  

曾館長在致詞時，特別感謝各界通力合作，為我們的海外漢學拓展

之旅開啟新的歷史，並表示，目前館方持續與其他各國洽談成立「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預計年底會增加到 12 個，以推廣我國學術研究成

果和出版品，增加交流機會。在揭幕典禮上，曾館長特別贈送具有 8

百年歷史的國寶級古籍復刻書《註東坡先生詩》及佛學經典《金剛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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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波羅蜜經》，希望透過贈送這兩套經典書籍，豐富萊頓大學圖書館的

館藏，並見證兩館合作歷史性的一刻，為未來合作開啟契機。  

萊頓大學圖書館總館長 Kurt De Belder 致詞時也感謝國圖捐贈國

寶古籍複刻本，以及提供臺灣漢學研究出版品與電子資源，使該校師

生及研究人員有更豐富的漢學研究參考資料。  

典禮當天，萊頓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中文古籍善本管理員 Koos 

Kuiper 為來賓介紹該館之善本書籍。館內很多中文特藏古籍是許多漢

學家捐贈的，所以都以捐贈人名字命名來紀念，例如 Van Gulik 

Collection 就是紀念高羅佩教授，主要館藏有明清時期文學、藝術、

音樂、通俗小說；館內還有 Rare and Special Books 善本書室；Go 

Collection 是收藏 19 及 20 世紀印尼華僑家庭的資料；Hulsewé 

Collection 與 KNAG Collection 則是荷蘭最早兩位漢學家 Schlegel/ 

de Greys 的藏書，主要是古代中國法律、漢代的歷史和考古學等資料；

Gützlaff Collection 主要是明代寶卷、蒙古及滿州善本書、明清孤本

等。另有地方志、叢書、1949 年以前的期刊、中文電影、影片、藝術

文化等資源。 

結束簽約與啟用典禮後，趕往位在海牙、成立於 1798 年的荷蘭皇

家圖書館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KB），也就是荷蘭的國家圖書

館，與該館交流數位資源保存與管理方式，也到館內特展室參觀。荷

蘭國圖數位保存研究負責人 Barbara Sierman、Trudie Stoutjesd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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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對來自歐亞版圖另一端的臺灣參訪團，完全不藏私地介紹該館數

位保存特色及館藏壓箱寶。  

荷蘭國圖為了保存數位出版品，做了一系列數位資源長期保存的研

究，也曾與歐洲地區 8 國的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資訊組織及出

版社等單位合作發展共同的電子出版品送存系統（Deposit System f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 後 來 還 跟 國 際 商 業 機 器 公 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合作，建立數位出版品的電子資

料庫，也以模擬策略為基礎發展出 Universal Virtual Computer 系統，

這是用一個虛擬的平臺系統，模仿舊電腦的硬體環境，讓軟體可以讀

取資料，在新的平臺呈現及重新處理舊平臺的資料。 

 

三三三三、、、、參訪荷蘭參訪荷蘭參訪荷蘭參訪荷蘭台夫特科技大學台夫特科技大學台夫特科技大學台夫特科技大學    

10101010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上午參訪荷蘭規模最大、也是世界頂尖的科技大學—台夫特科技大

學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 Delft)的圖書館。該館是

由荷蘭名建築事務所 Mecanoo 於 1998 年所設計的地標建築。該館

Liesbeth Mantel 小姐特別為本館參訪團說明規劃設計理念。圖書館位

於校園最深處，但遠遠地就可以看到一個鋼構圓錐體座落在有廣大草

坪的小山坡上，這個圓錐體就是圖書館，圖書館的主要空間則隱藏在

這個草坡底 下。圓錐塔內有 4層閱讀區，整個圖書館空間配置是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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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心大廳設計，內有開架書庫、期刊閱覽區、辦公室、研究室等，

每個空間與大廳之間大多以透明玻璃區 隔，自然光可以透過玻璃進入

館內。 

此外，圓錐體的尖錐材料也都是玻璃，不只是把外面的陽光帶進圖

書館，也引進戶外的空氣，讓室內外空氣產生對流，所以整個圖書館

空間看起來相當寬闊與明亮。館內設有 1000 個座位，其中 300 個座位

配有電腦，還有視聽區、討論區，參訪當天可是一位難求呢。 

下午於阿姆斯特丹機場搭乘 4點 55 分、班機 KL 1607，並於晚上 7

點 10 分抵達羅馬機場後，前往羅馬 Casa S. Lucia Filippini 旅館。 

 

四四四四、、、、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參訪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參訪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參訪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參訪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出席世界數位圖出席世界數位圖出席世界數位圖出席世界數位圖

書館會議書館會議書館會議書館會議    

1111000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上午 9 點抵達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

作備忘錄並參觀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中午至羅馬出席世界數位圖書館

會議。 

本館曾淑賢館長與梵蒂岡教廷圖書館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副館長 Dr. Ambrogio M. Piazzoni 於該館簽署「中文古籍

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此項簽署將開啟本館與南歐重點國家的實質

合作，提升本館與歐陸相關古籍典藏圖書館的互動，也充分展現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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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臺灣國際漢學研究文化交流的成果。教廷大使館王豫元大使亦在

場觀禮。 

簽署典禮開始，副館長 Dr. Ambrogio M. Piazzoni 首先致詞表示

簽署合作備忘錄只是啟動雙方更多合作的第一步，很高興能藉由合作

建立該館中文古籍的線上目錄。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致詞時表示對

該館館長 Msg. Cesare Pasine 及副館長 Piazzoni 對兩館合作的支持

及努力，相信梵蒂岡圖書館的中文古籍目錄的加入，將嘉惠更多研究

中文古籍的專家學者，此合作深具意義，希望兩館未來可再古籍研究

及出版上進一步合作。王大使致詞時強調很高興見證這項跨越文化和

政治藩籬的合作，並具歷史的意義，並當場邀約副館長 Piazzoni 來臺

灣參訪，藉由參訪交流，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除簽署合作備忘錄外，

本館並致贈珍貴善本館藏《太古遺 音》及《梅屋詩餘》仿真複製本予

該館典藏，副館長 Piazzoni 亦回贈該館重要老照片的圖錄。 

簽署合作備忘錄後，他特別介紹該館手抄本數位化的努力及成

果，尤其採用由美國航空太空總署發展的數位檔格式 FITS，這是一個

可以與不同系統相容的格式，對於該館珍貴文獻的最好保存及提供廣

泛使用，助益很大，他並希望雙方未來能在新技術的發展應用上有更

多的合作。該館目前已完成 8 萬種 4 千萬影幅的手抄本，可提供使用

者在網路免費利用。 

曾淑賢館長一行人並在該館東亞事務負責人余東女士的導覽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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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該館閱覽典藏環境、南懷仁的《坤輿全圖》等特藏珍善本古籍及數

位化作業的設備。  

中午 12 點前往世界數位圖書館報到並出席會議。今（2014）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2014 年世界數位圖書館合作夥伴會議（WDL 2014 

Partner Meeting）在義大利羅馬 Risorgimento 博物館舉行。 

本次會議是由 WDL 計畫推動機構—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和義大利文化資產與活動部所屬的「義大利圖書館聯合目

錄中心」（Central Institute for the Union Catalogue of Italian 

Libraries，簡稱 ICCU）共同舉辦本次會議有來自 31 個國家 43 位代表

出席，我國由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親自出席。 

10 月 29 日下午開幕式由 WDL 執行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圖書館館

長 Ismail Serageldin、義大利復興運動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Italian Risorgimento)總裁 Romano Ugolini 及義大利圖

書館聯合目錄中心主任 Rossella Caffo 分別致詞，接著由 WDL 計畫主

任 John Van Oudenaren 報告 WDL 網站新的使用者介面、網站新增的內

容及規劃、新加入的合作夥伴、網站使用統計與使用者回饋、2013 年

WDL 合作夥伴會議決 議及推薦項目之處理情形。另針對 WDL 內容主題

選擇、社群媒體應用、合作夥伴遴選、合作夥伴參與及角色等進行討

論。10 月 30 日第二天會議包括 WDL 夥伴報告參與的內容、建構數位化

流程的有效模式、決定下次會議的日期和地點等，大會並安排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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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Casanatense Library。 

WDL 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設立，會員皆為

各國重要圖書館，是一分享各國文化遺產之平台，本館為 WDL 合作館，

2008 年受邀加 入，將本館善本古籍文獻摘要及詮釋資料編製後，匯入

世界數位圖書館。截至 2013 年為止，已上傳提供 101 筆古籍善本數位

圖像、摘要與詮釋資料，類別包括 宋版書、中醫藥、天文曆法占卜預

言、明代版畫小說、佛經、兵器圖譜、畫譜等 7 類主題資料。透過網

路傳播，推廣館藏資源饒富趣味、圖像豐富生動以及具文化傳 承價值

的特藏資料，嘉惠對中華文化研究有興趣的研究人員及普羅大眾。2014

年將持續提供 6類 30 種主題資料。 

為積極參與持續了解 WDL 合作計畫推展情況，加強與各國合作單

位之交流，歷年來已多次參加合作夥伴會議，由於上傳至 WDL 平臺上

的資料品質好且具珍貴研究價值，成為合作館中的典範。與會期間熱

烈參與相關計畫持續發展的討論及交流，希望藉由更多的互動凝聚情

誼和共識，在 WDL 這個為促進不同文化資產分 享，促進全球知識流通

的平臺上，貢獻更多的努力。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上午 11:30 離開會場，下午 2 點 45 分於羅馬機場搭乘 OK 0725

班機，4 點 40 分抵達捷克布拉格機場，於下午 6 點 30 分入住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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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zidence Dlouha 旅館。 

 

五五五五、、、、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參訪捷克國家圖書館及魯迅圖書館參訪捷克國家圖書館及魯迅圖書館參訪捷克國家圖書館及魯迅圖書館參訪捷克國家圖書館及魯迅圖書館    

11110000 月月月月 3333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上午參觀捷克國家圖書館，下午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學簽屬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暨辦理啟用典禮、參觀亞非研究所

魯迅圖書館。    

捷克國圖前身是 16 世紀著名的克萊門特學院(Klementinum)，17、

18 世紀時，是歐洲很重要的高等學府。1781 年起，所有布拉格的出版

品都要存放在這，1990 年正式更名為捷克國家圖書館。館藏有 600 多

萬件，也保有 5 千冊手工訂製的中世紀書籍，是捷克歷史最悠久的圖

書館。2005 年，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記憶項目。值得一提

的是，現代文學之父—卡夫卡（Franz Kafka）也曾到這修讀德國文學、

藝術史及哲學，這裡的圖書館也曾留有他的身影呢。 

在這難得的機會，曾館長與捷克國家圖書館館長 Ing. Tomáš Böhm

在友好親切的氣氛下進行會談，討論未來合作事宜，曾館長贈送現存

最早的雙色套印金剛經復刻本給該館典藏，見證兩國圖書館的交流與

友好互動，更為未來開展互利雙贏合作關係埋下了重要的種子。Ing. 

Tomáš Böhm 館長更展現捷克人浪漫的性格，從圖書館庭院摘了一束花

送給曾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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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繼續參訪該館重要的數位化成果及特藏，副館長和館藏管理

部門主任 Mgr. Tomas Foltyn 熱情地說明該館數位化工作及成果。這

裡的手稿藏品主要來自1366年查理四世在布拉格大學第一所學院建成

時捐贈的，特藏包括很多古希臘的手稿、東方國家的手稿原件，還有

1085 年捷克國王 Vratislav 加冕典禮上所準備的維謝赫拉德法典

（Vysehrad Codex）、14 世紀出版的插圖版聖經等等。 

歷史及音樂館藏部門主任Miroslava Hejnova博士也介紹館內1837

年成立莫扎特紀念館，裡面的莫札特文獻可是捷克國圖最受歡迎的館

藏之一，這裡也常常舉辦音樂會，在這裡看著天才莫札特的文獻，耳

邊彷彿也響起了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 

下午 2點開始進行「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同時參觀魯迅圖

書館。在駐捷克代表處薛美瑜代表、捷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 Ing. 

Martin Lhotak、查理斯大學東方研究所所長兼中文系系主任羅然（Olga 

Lomová）教授等十多位教授及來自捷克境內不同漢學研究機構、漢學

家等人的見證下，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所

長 Ondrej Beránek（Director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共同簽

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立的合作備忘錄，並舉行啟用典禮。 

典禮開始，薛代表首先對「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設立表示祝賀及

肯定之意，相信來自臺灣的豐富漢學資源，將能為亞非所注入更多具

參考價值的研究能量。曾館長在致詞時，特別感謝駐捷克代表處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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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科學院的支持與協助，以及各界通力合作，為臺灣的海外漢學拓展

之旅開啟新的里程碑，未來將持續提供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和出版品，

增加交流機會。曾館長並表示捷克總統齊曼(Miloš Zeman)訪問北京時

有關中國主權問題的談話引起波瀾之際，第 10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在

捷克科學院啟用格外具有意義，相信臺灣跟捷克的實質關係會繼續穩 

固發展。 

捷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 Ing. Martin Lhotak 致詞時介紹科學院近

年重要的國際學術交流計畫，其中有多項是與臺灣的合作計畫，「臺灣

漢學資源中心」的設立，為雙邊合作關係添上新頁。查理斯大學的羅

然教授表示查理士大學跟國立臺灣大學以及多所歐洲大學簽訂合作協

議，1996 年教育部也捐贈成立榮譽訪問教授講座。1997 年的時候，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際漢學中心在查理士大學成立，支持很多

學術活動，致力發展歐洲漢學機構之間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近年東

亞國家也展開許多交流活動，TRCCS 的資源將為更多研究人員所運用，

她並強調國圖以捷克科學院作為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設置點是最佳的

選擇。亞非研究所所長 Ondřej Beránek 亦表示 TRCCS 的設立將是雙邊

未來更多學術活動的開端，臺灣優質的研究資源將奠定該所更穩實的

研究環境。 

捷克境內有三大漢學研究機構，包括位於布拉格捷克科學院亞非研

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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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士大學哲學院東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of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Charles University），以及位在奧洛

摩茲(Olomouc)的 Palacky 大學哲學院遠東教學系（Far Eastern 

Department at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Palacky University）。

捷克科學院是中、東歐地區最古老的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之一，其

中亞非研究所圖書館有超過 30 萬冊的書籍、手稿及期刊，其中約有 7

萬冊的中文書籍。我國跟捷克科學院一直以來有很多的合作，例如 1997

年迄今，總共有 13 位學人獲得我國獎助金來臺做研究，科技部也曾與

科學院簽署以計 畫為基礎的人員交流計畫（Project-based Personnel 

Exchange Program, PPP），增加雙方的交流合作。第 10 個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在捷克科學院設立，對捷克科學院以及鄰近的查理士大學等捷

克境內的漢學研究機構來說，都是很重要的研究據點。 

捷克科學院的館藏重點包括傳統中國醫藥理論、氣功與道教、佛教

思想，在揭幕典禮上，曾館長特別贈送具有八百年歷史的國寶級古籍

復刻書《註東坡先生詩》及佛學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對捷克

地區研究佛教思想的研究員來說，是很珍貴的資源。曾館長也希望透

過贈送這兩本經典書籍，豐富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的館藏，並見證

兩館合作歷史性的一刻，為未來合作開啟契機。捷克科學院並特別為

參加典禮的嘉賓導覽亞非所第二大的圖書館—魯迅圖書館。該館擁有 7

萬冊中文圖書，主要包括當代中國文學（1919-1949）、文學批評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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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等。 

此次簽約啟用典禮在色彩繽紛的深秋中充滿了溫馨傳承的氣氛，觀

禮的嘉賓中有四代同堂的漢學家，包括第一代已 93 歲的榮譽教授何德

佳博士 （Professor emeritus Vĕna Hrdlicková）、第二代82歲的Zlata 

Černá教授、第三代的羅然教授，以及第四代的 Ondřej Klimes 博士後

研究員、胡吉瑞（Jiří Hudeček）教授等，現場流動著一股學術的光

彩，令所有參與盛會的人在感動之餘，更深刻地了解到捷克在漢學研

究的深遠傳統。相信在如此具有優良傳統的環境下，TRCCS 一定能發揮

更大的助益。 

 

六六六六、、、、參訪布拉格市立圖書館參訪布拉格市立圖書館參訪布拉格市立圖書館參訪布拉格市立圖書館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    

上午參觀布拉格市立圖書館，下午廖秀滿組長返臺。曾館長一行人

來到布拉格市中心著名的舊城廣場，參訪布拉格市立圖書館總館

（Municipal Library of Prague）。在圖書館入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一個由八千多本書堆砌而成的書塔，這書塔高達 5 公尺，有個水滴狀

的入口，很多人都會從入口探頭進去看。由於書塔兩端的天花板跟地

板上都裝了鏡子，透過鏡子的反射以及投射的燈光，會讓你覺得裡面

看起來就像個無底洞，這讓人對知識的浩瀚感到震攝，也意識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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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麼渺小。這個裝置藝術真正的名字是 IDIOM，是斯洛伐克藝術家克

萊恩(Matej Kren)的作品，1995 年曾在巴西聖保羅國際當代藝術雙年

展上展出，並獲得評委會大獎。1998 年布拉格市立圖書館翻修時，就

把這個作品放在大廳，作為鎮館之寶。  

布拉格第一間公共圖書館在 1891 成立，歷經多次搬遷，1903 年終

於在現址落腳，除了這間總館之外，還有 42 個分館以及 3個行動圖書

館，即使是沒有實體圖書館的偏遠地區，圖書館也會開著書車到這些

地方，提供讀者圖書及上網服務。 

目前圖書館館藏超過 500 萬件，書、雜誌、戲劇劇本、電影影片、

音樂 CD、地圖，都可以外借。另設有音樂部、戲劇部、資訊中心、藝

術圖書館、特藏及數位部門等單位，其中，音樂部去年(2013)還舉行

120 週年慶祝活動。在這音樂氣息瀰漫的城市，圖書館裡不僅可以聽音

樂，還可以彈奏電子琴；喜歡運動的，也可以在這打虛擬高爾夫球或

網球；除了豐富的音樂、戲劇等影音及文獻資料之外，還有大約 1 萬

8,000 件 15 到 21 世紀很珍貴、稀少的歷史文獻，現陸續數位化中。圖

書館全年都會舉辦很多文化活動，2013 年就辦了 3,483 場活動，包括

演講、電影放映會、名音樂家的音樂會、戲劇表演活動等 等。 

1111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下午 4點 40 分自布拉格搭乘航班 LH 1693，於 5點 35 分抵達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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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接著乘車前往慕尼黑 Leonardo Boutique 旅館。 

 

七七七七、、、、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簽署合作協議、、、、參訪慕尼黑大學圖書館參訪慕尼黑大學圖書館參訪慕尼黑大學圖書館參訪慕尼黑大學圖書館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上午與慕尼黑大學圖書館及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分別簽屬「中文古籍

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並參觀圖書館，下午與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

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資源中心啟用典禮。 

慕尼黑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Munich Library）館長 Dr. 

Klaus-Rainer Brintzinger 及漢學研究所甯馭教授( Dr. Marc 

Nürnberger)分別與本館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並由

該館古籍部主任 Dr. Sven Kuttner 遞交本館曾淑賢館長，開啟兩館中

文古籍合作，並展現出本館推動臺灣國際文化交流具體成果。我國駐

德國代表處陳華玉大使、教育組翁勤瑛組長及慕尼黑辦事處張維達處

長也出席觀禮。 

在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對面的慕尼黑大學成立於 1472 年，以巴伐

利亞國王路易九世為名，為德國第二大大學。該校在 2007 年菁英大學

排名中名列第一，2008 年度繼續被評鑑為優秀大學，僅名列慕尼黑工

業大學之後，但仍為排名第一的人文科學大學。慕尼黑大學圖書館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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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 1573 年：校本部的中心圖書館和分屬各研究所和各學院的分館共

215 個。中心圖書館的藏書為基礎書籍、日常書籍和一定程度的專業書

籍，約 140 萬餘種，合計各研究所的藏書，共 440 萬餘冊，藏書量每

年遞增約 50,000 冊。 

該校成立有漢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inology)，致力於海南、

中國、東南亞及其相關海權問題研究。近年來亦有多位學人獲本館漢

學研究中心奬助來臺短期研究。該所圖書館中文館藏因此也頗豐富，

其中珍藏的善本古籍即有 200 餘種，多為傳教士早年攜返，內容包括：

古典小說、哲學歷史論著、戶籍族譜、詩文總集及有關海南的宋代文

獻資料等，於漢學研究相關領域極有助益。例如：南懷仁繪製《新製

儀象圖》（1674 出版）、附彩色插圖的《康熙八年四月初一日癸亥朔日

食圖》（1669 出版）等。相關 書目記錄經整理將陸續提供本館，未來

讀者可透過本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查詢利用。 

在該校圖書館珍本古籍部主任 Dr. Kuttner 及漢學研究所甯馭

(Marc Nürnberger)教授的陪同下，曾館長一行參訪了該校圖書館及漢

學研究所圖書室的設施與服務，並一覽手稿善本特藏及中文古籍典

藏。本館此次與該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外，曾館長並致贈《希古右文：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等出版品予該校圖書館珍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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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本館國寶級元至正元年(1341)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印本《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複刻書予漢學研究所圖書室典藏。 

下午 3點開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合作備忘錄簽署及啟用儀式。

在駐德國臺北代表處陳華玉大使、慕尼黑辦事處張維達處長、中文學

校校長、老師、當地華文電視台及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公共關係部門、

東方與亞洲部門等主管、慕尼黑大學教授及許多漢學家的見證下，國

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與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 Klaus Ceynowa 副館

長共同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立的合作備忘錄，並舉行啟用典

禮。 

臺灣與德國的互動關係很密切，1992 年迄今，總共有 36 位學人獲

得我國獎助金來臺做研究，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更是國圖在歐洲很重

要的合作伙伴。 2011 年 11 月，兩館館長曾會面討論圖書資訊合作範

圍，2012、2013 年副館長 Klaus Ceynowa 都曾到過臺灣，與國圖簽署

館際合作協議書及參加國圖 80 周年館慶。今年(2014)年，再度更進一

步就漢學研究之推廣合作建立資源平台。 

德國是漢學研究的重鎮，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是歐洲及

世界上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截至 2013 年，館內藏書超過 1,006 萬冊，

期刊約有 63,400 種，電子書約 100 萬 8,400 件，典藏 1911 年以前中

文古籍數量 5,311 種，更是歐陸之冠。而且還有專家從事古籍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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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維護，也很早 就開始進行數位化的工作，其中掃瞄機器人的掃描技

術就更是獨步全球，每臺掃描機器人要價超過 8 萬歐元，平均每天 8

小時可以完成 10 本書，一星期 300 本， 共 7.5 萬頁，大幅提升該館

數位化的工作效率。目前該館已經有超過 75,000 件 12 世紀的手稿、

善本與地圖等作品完成數位化，館藏共有 950 萬頁、約 400 萬張影像。 

在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與駐德國臺北代表處陳華玉大使與慕尼黑

辦事處的支持與協助下，於是促成我們在海外的第 11 個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這不僅豐富圖書館的館藏，也能提供鄰近的慕尼黑大學漢學系

所需的漢學研究資源及增加研究臺灣的興趣，更能延伸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的服務範圍，是一個三贏的結果。曾館長在致詞時，特別感謝各

界通力合作，為我們的海外漢學拓展之旅開啟新的歷史，並表示，目

前館方持續與其他各國洽談成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預計年底會增加

到 12 個，以推廣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和出版品，增加交流機會。 

國圖曾贈送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許多經典的古籍複刻書，包括《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等，這次揭幕典禮上，曾館長更特別贈送具有八百

年歷史的國寶級古籍複刻書《註東坡先生詩》及《太古遺音》等 6 種

34 冊複刻書，不僅豐富德國巴伐利亞的館藏，並見證兩館合作歷史性

的一刻，為未來合作開啟契機。本館每年亦會挑選臺灣出版的優質書

刊、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贈送臺灣漢學資源中心，這不僅提供巴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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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邦立圖書館及鄰近的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很多重要的漢學研究資源，

有助於擴大學術交流，也可以讓更多人看到臺灣出版的好書以及豐富

的漢學研究電子資源，展現臺灣推廣漢學的成果。對巴伐利亞邦立圖

書館及國圖來說，是一種雙贏的結 果。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立於該館東方及亞洲閱覽廳內，簽約儀式

在該館會議室舉行，會場特別放置兩國國旗倍感隆重，簽約完成後，

貴賓移至東方及亞洲閱覽廳內舉行揭幕儀式，代表處人員及僑胞見證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掛牌高掛於閱覽室內，皆難掩興奮之情。 

 

11111111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於慕尼黑機場搭乘航班 AZ43、下午 6點 55 分飛機前往羅馬機場轉

機，再搭乘 CI72、晚上 10 點 50 分飛回臺灣。 

 

11111111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晚上 8點 40 分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參參參參、、、、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以政府推動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政策的核心價值基礎上，國圖近

年除了持續辦理海外「臺灣書院」系列活動之外，2012 年開始推展「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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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至 2014 年底已分別橫跨歐洲、美洲及亞洲

的英國、德國、拉脫維亞、荷蘭、捷克、美國、日本、俄羅斯、越南

及馬來西亞 10 個國家成功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此外，事先長

期規劃，同時安排與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慕

尼黑大學圖書館、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及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簽署 4

個「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加上簽署 3 個「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合作備忘錄，總計，此行共簽署 7 個合作協議、成立 3 個資源

中心，具體提升臺灣在世界文化體系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一一一一、、、、國家圖書館在國家圖書館在國家圖書館在國家圖書館在新世界秩序新世界秩序新世界秩序新世界秩序扮演積極扮演積極扮演積極扮演積極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以全球化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促使「圖書資訊」成為跨國文化交

流的主要議題之一，截至 2014 年，國圖與世界 86 個國家及地區、共

607 個交換單位，建立圖書交換關係。國家圖書館被賦予國內唯一的出

版品法定送存地位，此舉成就其成為國內出版品保存與典藏最完善的

機構，與國圖進行出版品交流的單位包含各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專業圖書館等。本館本次歐洲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在世

界新秩序的國際結構下，善用本館與全球的圖書館、漢學家的關係，

為我國於歐洲成功簽署 7 個合作協議，並設立 3 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與合作單位的廣大讀者分享我國內的出版品及數位化資源，提升

臺灣在世界文化體系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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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合作案強化合作案強化合作案強化合作案強化臺灣與各合作館地主國之間的學術交流臺灣與各合作館地主國之間的學術交流臺灣與各合作館地主國之間的學術交流臺灣與各合作館地主國之間的學術交流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的各個合作館將獲得臺灣出版的書籍、

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研究資源。其次，國圖將以設定 IP 的方式提供

合作館讀者與研究人員查詢使用國圖及國內部分知名大學、國圖書

館、研究機構建置的數位資源。再者，國圖將整理國內有關的臺灣與

漢學研究電子資源，供合作單位「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網站進行連結，

讓此中心扮演臺灣與漢學研究領域另一互動平臺，共同推展學術及專

業交流。 

 

三三三三、、、、豐富世界文明內涵豐富世界文明內涵豐富世界文明內涵豐富世界文明內涵、、、、提升文明之間的包容性提升文明之間的包容性提升文明之間的包容性提升文明之間的包容性    

本次國圖於歐洲國家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以及簽屬的

合作協議，我們看到這些非華人社群對於資源中心所提供的「出版品」

及「數位資源」、本館所建置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展現極高

的興趣，更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看到西方文明對華人文明的欣賞與學

習，逐漸突破傳統的文明對立，朝向文明之間的調和大步邁進。 

 

四四四四、、、、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僑界僑界僑界僑界對政府和國家的向心力對政府和國家的向心力對政府和國家的向心力對政府和國家的向心力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所在的海外合作國家，皆有許多臺灣留

學生及僑胞定居並出席簽約儀式、啟用典禮、茶會及論壇等相關活動，

例如德國慕尼黑華語學校校長對於本館於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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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感到驕傲與欣慰，並在會後與本館人

員分享對建置案的肯定，「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案無形中提高海外

僑界及留學生的國家認同感與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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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一、簽署之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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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萊頓大學圖書館總館長 Kurt de Belder 與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簽約及互贈禮物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所在館-東亞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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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館長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所長 Ondřej Beránek 簽訂「臺灣漢學研究中心」

合作備忘錄。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啟用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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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館長與 Klaus Ceynowa 副館長共同簽署「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立的合作備忘

錄及交換禮物後，與陳華玉大使(左 2)、張維達處長(左 1))合影紀念。 

 

本館贈送國寶級古籍復刻書《註東坡先生詩》及《太古遺音》後，為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在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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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館長與慕尼黑大學圖書館締結合作，在陳華玉大使(右 2)、慕尼黑辦事處張維達

處長(右 1)的見證下，由該館古籍部主任 Dr. Sven Kuttner(左 1)代為遞交該館館

長 Dr. Klaus-Rainer Brintzinger 親筆簽署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 

 
曾館長與慕尼黑大學漢學所教授暨圖書室負責人 Marc Nürnberger 簽署「中文古

籍聯合目錄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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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館長與梵蒂岡圖書館副館長 Dr. Ambroigo M. Piazzoni 簽署中文古籍聯合

目錄合作備忘錄，駐教廷大使王豫元大使在場觀禮。 

 

簽署合作備忘錄後，本館致贈館藏《太古遺音》及《梅屋詩餘》仿真複製本予該

館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