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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東京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報告 

 
摘  要 

 
配合政府在海外推展「臺灣書院」，國家圖書館自民國 100 年起，

每年在海外辦理 6-7 場「臺灣漢學講座」。104 年皆選擇近年本館建置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合作單位進行。 

104 年 11 月 27 日在日本東京大學舉辦的「臺灣漢學講座」，首

度以小型學術討論會的方式舉行，以「如何以 GIS 研究中國」為主題，

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范毅軍教授主講「中國研究時

空資訊的整合」，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研究員張志雲博士主講「開

港通商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1870-1881）」，並由東京大學總

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主持，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水島司教授擔任評

論人。 

此行順便參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駒場校區圖書館和博

物館，東洋文庫等，並觀察國家圖書館在東京大學所設「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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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東京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報告 
 

一、目	 	 的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自民國 100 年起，配合政府推動「臺灣書院」，

積極加強國際學術文化交流，以向海外傳布「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除了

在紐約、洛杉磯、休士頓三處「臺灣書院」海外據點設立「漢學書房」，陳列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優良出版品供閱覽參考外，每年在海外舉辦 6-7 場「臺灣漢

學講座」，邀請知名學者演講。自 101 年起，並搭配舉辦古籍文獻展。同時，本

館也開始展開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建置計畫，選擇全球重要圖書館或漢學

研究機構合作，由本館贈送臺灣學術書刊，雙方共同推動學術活動。 

    由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規劃的「臺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係為了向海外推廣臺灣學術研究和學術資源上的成果，邀請優秀學者

赴國外演講。104 年共邀請 7 位學者演講 9 場。舉辦地點遍布歐洲、亞洲和大洋

洲，皆選擇本館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合作機構共同主辦，藉此深化雙方

的學術交流。舉辦地點包括英國牛津大學（6 月 17 日）、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

究所（6 月 22 日）、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7 月 13 日）和拉曼大學（7 月 15 日）、

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8 月 24 日）、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8 月 27 日）、日本

東京大學（11 月 27 日）、澳洲國立大學（12 月 14 日）。分別邀請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張隆志副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Paul R. Katz）教授、中

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教授（演講 2 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胡曉真所長

（演講 2 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范毅軍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張

志雲研究員，以及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人文語言學院雷金慶（Kam Louie）教授

演講。 

    其中 11 月 27 日在日本東京大學舉辦的「臺灣漢學講座」，首度以小型學術

討論會的方式舉行，以「如何以 GIS 研究中國」為主題，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范毅軍教授主講「中國研究時空資訊的整合」，以及上海交通

大學歷史系研究員張志雲博士主講「開港通商以及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

（1870-1881）」，並由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主持，人文社會系研

究科水島司教授擔任評論人。本館派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耿立群

前往辦理。 

二、籌劃經過 

民國 103 年 12 月，本館在日本東京大學設置了「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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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簡稱 TRCCS），於 12 月 10 日由本館曾淑賢

館長與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古田元夫館長，代表雙方簽訂合作備忘錄，並舉行正

式的啟用典禮。當時雙方即談及可在次年合作舉辦「臺灣漢學講座」，且可嘗試

以小型討論會的方式，邀請二位以上的學者，共同研討某一議題。 

民國 103 年 12 月底，當教育部核定「漢學研究中心 104 年維運計畫」後，

本館隨即召開跨組室「臺灣書院工作會議」，在曾館長主持下，由漢學研究中心、

特藏文獻組、國際合作組等單位主管與承辦同仁參加，大約每 1-2 個月召開一次，

共同訂定方向，規劃活動細節，討論進度並解決問題。 

在工作會議決定 104 年臺灣漢學講座將以東京大學為合辦機構之一後，本館

漢學研究中心就與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連繫相關細節。在

他的建議下，將此場講座的主題訂為「如何利用 GIS 研究中國」，臺灣方面由本

館邀請范毅軍、張志雲兩位學者主講，而日本方面，則由川島真教授主持，另搭

配水島司教授評論。本次講座選定之主題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或稱「空間資訊科學」，是目前人文學界最為炙手可熱的研究主題之一，其應用

廣泛見於歷史學、社會學、文學等眾多人文學科之研究成果。而臺灣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長期以來在此領域的開發與

貢獻，早已享譽國際，范毅軍教授正為該中心的執行長，而張志雲博士也曾在中

研院做博士後研究的兩年期間，學習 GIS，並以之運用在其海關研究上。 

漢學研究中心於是洽邀范、張二位主講人，請他們擇定講題，提供中、英文

摘要，並與東京大學商議決定講座舉辦的時間、地點。之後漢學研究中心開始展

開宣傳工作，製作海報檔和新聞稿（海報檔請見附錄一），以電子郵件廣發當地

相關研究機構、圖書館和學者，在「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刊布訊息，同時亦請

合辦單位東京大學、我駐外代表處共同宣傳。最後準備各式文宣品、紀念品等，

連同 102 年設計製作的「臺灣漢學講座」三款大小不一的布條，事先郵寄至東京

大學駒場校區，以備活動時運用。 

三、過	 	 程	

民國 104 年由漢學研究中心規劃的第七場「臺灣漢學講座」，於 11 月 27 日

下午 2-5 時，假東京大學駒場校區 18 號館一樓視聽教室（Media-Labo 2）舉辦。 

11 月 27 日中午，我和合辦單位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及其學生新田龍希博士

等，在會場見面，檢視會場環境和設備，並著手布置。新田博士已將本館事先寄

至該校的相關用品，包括「臺灣漢學講座」布條和發放給聽眾的紀念品、文宣品

等帶至會場，並印妥講座議程和演講內容中、英文摘要，準備分發給聽眾。 

下午 2 時，「臺灣漢學講座」開始，由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擔任主持人，邀

請東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堀浩一教授，以及我駐日代表處教育組林世英組長蒞臨

致詞。堀浩一教授致詞時特別感謝本館在東京大學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他說：「圖書館是人與人的連結，人與資料的連結，以及資料與資料的連結」，而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是另一種型態的連結。林世英組長以中文致詞，並由川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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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授翻譯為日文。林組長提及，本館在去（2014）年 12 月甫於東京大學成立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今年就來到此地辦理「臺灣漢學講座」，進一步拓展雙方

的關係，意義重大，他更期盼臺灣與日本更多學校有所交流。會場門口有我駐日

代表處沈斯淳代表致贈的高架花籃，顯示其對此活動的重視。 

接著川島真教授安排了成田健太郎先生介紹該校與本館的合作與交流現

況，成田健太郎博士係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特任研究員，在亞洲研究圖書館上廣

倫理財團寄付研究部門（U-PARL），目前負責該校「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業務。

他以中、日文雙聲帶，透過本館和東京大學的網頁，首先介紹本館與東京大學合

作建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簽約過程，以及本館在世界各地的「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其後詳細說明本館每年贈送該校優質的圖書資料，皆已在東京大學圖

書館系統登記處理，並於駒場校區圖書館設專架陳列。除了紙本圖書外，他亦逐

一介紹本館提供該校「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利用的幾個數據庫之查檢使用方式，

包括「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古籍與特藏

文獻資源系統」和「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等，並提及另有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立臺灣圖書館之資料庫，皆透過本館徵集，開放給該校使用，這些也都

在東京大學數據庫檢索系統（GACoS: Gateway to Academic Contents System）上

呈現。最後他談到東京大學本鄉校區總圖書館正進行改建計畫，在改建完成的新

圖書館四樓將籌設亞洲研究圖書館，屆時「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也將遷移至本鄉

校區之亞洲研究圖書館。 

 

然後進入此場「臺灣漢學講座」的核心部分，由兩位主講人以「如何利用

GIS 研究中國」為主題進行演講。第一位是范毅軍教授，以英文主講「中國研究

時空資訊的整合」（Integration of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for China Studies）。

范教授係美國史丹佛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

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以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亦為亞洲歷史地理資訊

學會會長，專治明清社會經濟史。他在演講中揭示，晚近包含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RS（Remote Sensing）

等方法、技術與理念的空間資訊技術，以最符合人類思考模式的方式，將各種不

同類型、不同時空的資料，以數位方式做最有效的處理、整合與應用，進而可多

面向的展現其意涵與價值。將之應用於與中國有關之各種議題，特別是中國歷史

方面的研究，相當程度上可擴大其各種議題探索的可能性與有效性。 

他以長期以來致力於空間資訊技術研發與積累的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中心

為例，說明該中心如何針對中國與臺灣，研發建置 2D、3D 以致於 4D 的中國研

究時空平台，同時也廣泛的蒐集各種空間基礎資料如地圖、航空照片等，並予以

加值處理及做各種有效的應用。該中心建置有「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CCT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和「臺灣歷史文化地圖」（THCTS, 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以前者為例 ，它係以譚其驤的《中國歷

史地圖》為底本，加上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一些地方志、航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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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成一數位地圖資料庫，且從古至今，一層一層的堆疊，可清楚快速的呈現

中國歷代疆域或首都變遷、中國文化遺址分布，以及黃河流域河道變化等等，對

歷史研究有莫大的助益和方便性。 

范教授進一步以他個人研究河北商業貿易網利用 GIS 的經驗為例證，他利

用目前傳世的清代河北村圖《青縣村圖》、《深州村圖》，運用 GIS 工具，遂迅速

形成各村落間貿易市集網絡圖，而集散中心亦一目瞭然地清楚呈現，就此分析比

較青縣和深州的市集形態（跨區趕集或就近趕集）、市集規模和影響範圍等。最

後他強調，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中心成員廣泛地與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合作，共同

探討與發展有效的研究支援模式，從而積極促進學術界各種跨領域整合研究的具

體實踐。目前具體成果包括城市史（如唐代長安）、經濟史（如清代糧價）、文學

史（如唐代詩人行吟地圖）、商周青銅器、媽祖廟、臺灣考古遺址……等，皆不

乏應用成功的案例。 

 

第二位講者是張志雲博士，他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歷

史學博士，曾於 2011-13 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研究員；研究專長包括中外關係史、帝國主義與

殖民主義史、中國海關史，及歷史地理資訊系統。本次講座以「開港通商以及外

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1870-1881）」（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and the 

Foreign Expansion in China, 1870-1881: The Spatio-Temporal Presentation b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為題，以英文演講，內容如下：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自 1859 年依照各地海關的《貿易季表》中的貨物進出

口數據，開始編輯《貿易年表》。總稅務司署在 1870 年開始擴大調查統計的範圍，

並於 1873 年正式成立造冊處。1860 年代中國海關的貿易統計數據中不標準化的

情況被徹底改正，自 1870 年開始，該數據翔實地反映當時外國公司和商人在中

國條約口岸的商業活動和勢力範圍，也開始逐年比較中國海關的四大關稅：一、

進口稅；二、出口稅；三、子口稅；和四、洋藥稅。換言之，在 1882 年《貿易

報表》和《貿易報告》編之一冊之前，1870 年至 1881 年的《貿易報表》是研究

晚清中外國際貿易之相對可靠而且完整的數據。 

為了忠實呈現這十二年間，十九個條約口岸中的各項數據，利用地理資訊系

統建立時空分配的數據庫是現在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建立圖層

後，可清淅呈現各國在中國的三種貿易形態：一、外國公司與居民在各口的分佈；

二、各國在各口的進出口比例；三、各國從沿海口岸至內陸口岸的擴張速度。地

理資訊系統於歷史學研究之應用之必要條件為大量的數據和地點分佈，而中國海

關造冊處所遺留下來的數據，除了可以讓學者重新瞭解晚清中國國際貿易的優劣

勢，也將重新生成大量的圖層，重新呈現十九世紀國際貿易史的新樣貌。 

 

接著由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水島司教授擔任評論人，他表示大數據是

現今的熱門議題，且歐美學者目前十分關注亞洲研究，此為一契機。亞洲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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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除了充實研究內容外，亦應著重研究成果的呈現如何打動人心？如何將觀點

說服他人？水島教授認為 GIS 是有效的工具之一，且推崇范毅軍教授率領的臺

灣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中心之整合各面向、各學科領域，是極為成功的範例。 

現場吸引了眾多在日本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和東京大學的師生參加，包括 

刻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的葛兆光教授，他是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

授；還有漢學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曾獎助過的學人若松大祐博士，

現任教於常葉大學靜岡校區外國語學部，當天特別調課趕來聽此場講座，令我備

感親切。現場聽眾提出不少問題向主講人進一步請益，討論十分熱烈。 

配合講座的進行，贈送給現場聽眾《2015 臺灣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臺

灣原住民圖像透明資料夾，以及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臺灣獎助金」等宣傳摺頁。《2015 臺灣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係漢學研究中

心為海外活動特別編印的小冊子，介紹本館在海外設置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及上述二項研究獎助案，並精選臺灣建置的臺灣研究和漢學研究領域之電子資

源，以英文說明，與演講內容相呼應，可讓聽眾長期隨時查閱。臺灣原住民圖像

透明資料夾取材自本館館藏──日據時代臺灣明信片，共製作三款，圖案分別是

臺灣鄒族頭目和青年、臺灣排灣族雕刻作品、臺灣阿美族人的舞蹈和演奏杵樂的

臺灣邵族婦女，各款資料夾上都印製有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名稱

和網址。這些文宣品都印製精美，頗受歡迎。 

次日立即撰寫此次「臺灣漢學講座」之活動報導，利用電子郵件傳送給本館

同仁，上傳至國家圖書館和漢學研究中心的首頁，以及臉書上，以廣周知。 

四、參訪活動	

此行除辦理講座外，亦參訪了東京大學本鄉和駒場兩個校區，以及東洋文庫

等，詳述如下： 

 

（一）參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1 月 26 日中午一下飛機，即直趨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參訪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洋文化研究所創設於 1941 年，係東京大學附設研究所之一，該所標榜運用人

文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以「關於東洋文化綜合的研究」為目的，對日本、亞洲

及世界之過去、現在和未來做綜合的研究與理解。該所研究主要對象地域，包含

西起埃及東至朝鮮半島的亞洲，有關這廣大範圍內各地域之政治、經濟、宗教、

歷史、考古、文學、美術等等，從各角度做深度的探究。其亞洲研究可謂具三大

特色：一是基於對古典文化的深入洞察，以了解現代世界；二是結合紮實的文獻

資料研究與綿密的現地調查；三是以全球化的開闊視野，融合人文學和社會科學

的視角進行研究。該研究所現任所長係高見澤磨教授，其下包含汎亞洲、東亞、

南亞、西亞、新世代亞洲等研究部門，以及國際學術交流室、情報．廣報室、東

洋學研究情報中心等單位，目前有專任研究員三、四十位。主要出版品有《東洋

文化研究所紀要》（半年刊）、《東洋文化》（年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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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IJAS，半年刊），以及《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東洋文化研究所

叢刊》、《東洋學研究情報センター叢刊》等。 

為強化其亞洲研究之世界據點的機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自 2011 年

開始，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簽訂學術交流

聯盟協定，積極地展開研究交流活動。參訪當日，正好碰上刻在該所客座訪問的

葛兆光教授演講，葛教授現任教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他的講題是「利瑪竇之

前明代中國有多少世界知識？從三幅地圖說起」。可惜我抵達時，演講已結束，

只聽到平勢隆郎教授的評論。演講會結束後，我與同在場聽講的范毅軍教授和葛

教授打招呼，並受邀至其研究室聊聊天。范、葛兩位教授提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

研究所人才輩出，包括西嶋定生、池田溫、斯波義信、濱下武志等教授，都是相

當傑出的史學家。不過他們也認為，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已不復往日盛景，一是由

於研究題目日趨瑣細，二是沒有把中國史和日本本國史連結，放在比較大的視角

來看，也就比較引不起日本國人的興趣與重視。 

 

下午 3 時 30 分，與事先約好的後藤繪美教授見面，由她帶我參觀東洋文化

研究所圖書館。後藤繪美小姐係東洋文化研究所，及「日本・アジアに関する教

育研究ネットワーク」（Network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Asia）特任准教授，

研究伊斯蘭文化。她任職的「日本．亞洲教育研究網絡」（ASNET）是東京大學

的一個機構，開始於 2001 年，其設立是為了使東京大學内從事日本．亞洲相關

教育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員相互之間能夠方便地進行協同合作和信息交流，從而尋

求新的教育及研究可能性。後藤教授特別帶我入書庫參觀，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館書庫有地上八層、地下一層，由二樓閱覽室進出。收藏相當豐富，包括亞洲各

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藝術、宗教等廣泛領域的書刊資料。語文方面，

除了日文和歐美各國的語文，還包括中文、韓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

印尼文、梵文等語文之書刊。資料類型方面，除單行本圖書和雜誌以外，還有漢

籍、報紙、檔案資料、微縮膠片資料等。目前藏書量有圖書近 70 萬冊，雜誌近

萬種。 

在中文書方面，該圖書館收藏有大量的現代中文圖書和雜誌，分布在書庫五

樓整層和六樓部分；而漢籍（清末以前的中文古書）收藏之豐尤為該館特色，集

中在書庫三、四樓，按經、史、子、集分類排架。各層書庫都張貼有圖示，清楚

地顯示各書架之分類。此外，在一樓的個人文庫中，亦有一些古漢籍的收藏，包

括該研究所在創建時得到大木幹一氏贈送了有關中國法政史的書籍而成立的大

木文庫，以及長澤規矩也教授舊藏的雙紅堂文庫、仁井田陞教授舊藏的仁井田文

庫、倉石武四郎教授舊藏的倉石文庫、伊藤漱平教授的兩紅軒文庫等。該所曾編

印出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の漢籍善本》（2009 年），由大木康教授等主

編，收錄其館藏漢籍善本精品，包括唐鈔本的《琉璃王經音義》殘一卷，宋刊本

的《道神足無極變化經》殘一卷，宋刊本的《史記》殘二卷等等，以書影搭配文

字解題介紹。由此可見該所收藏中文善本不乏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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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觀東京大學駒場校區圖書館和博物館 

11 月 27 日上午，利用下午辦理講座的半天空檔，就近參觀東京大學駒場校

區。駒場校區在東京的目黑區，它是東京大學的教養學部，也就是大一、大二學

生先在此校區修習通識課程，高年級才轉至本鄉校區修習各學科的專業課程。這

種教養學部的設計，是在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在聯軍佔領下所推動的教育改革成

果之一，即於 1949 年於東京大學設立教養學部。除教養學部外，東京大學大學

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數理科學研究科亦皆設於駒場校區，所以在校門口可以看到

掛了這三個招牌。 

我主要參觀駒場圖書館。它是地上四層、地下兩層的建築，圖書館前有一片

綠地，種了兩、三棵大樹，景觀優美。由於並未事先連繫，臨時以名片換了參觀

證，館內不得照相。地上四層原則上一側是閱覽區，一側是書架區，中有採光天

窗，形成很舒適的閱覽環境。地下二層皆為密集書庫，現也開放在內閱覽，設有

幾張閱覽桌椅。 

下午在「臺灣漢學講座」開始之前，在我事先的要求下，川島真教授特別安

排我參觀駒場圖書館內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RCCS），並由該館圖書課的久保田壯活課長親自講解導覽。本

館於民國 103 年 12 月在東京大學設置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位於地下二樓密

集書庫內，有一整排書架，上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木質招牌，其下還有三塊

展示板，以日文說明此中心之簡介並附照片，其中也包括本館的照片。目前書架

上約陳列了 250 多本圖書，而已編目處理完竣開放在東京大學圖書館書目檢索系

統（OPAC）者現有 51 本（網址為：

https://opac.dl.itc.u-tokyo.ac.jp/opac/opac_list.cgi?kywd=trccs）。同時東京大學亦在

其圖書館的網頁內設有 TRCCS 的介紹，網址為：

http://www.lib.u-tokyo.ac.jp/trccs/index.html。（此二網頁畫面請見附錄二） 

經此實地參訪，眼見東京大學對本館「臺灣漢學資源中心」的重視，且有專

人管理運作，對該校師生的研究，以及推廣臺灣學術成果於日本，當有一定的功

效。 

 

上午除了駒場圖書館外，也參觀了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博物館目前安排的

展覽是「教育者．蒐書家．鑑定人狩野亨吉誕生 150 周年紀念展」，由東京大學

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養學部駒場博物館、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共同主辦，

為其秋季特別展，展期自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6 日。狩野亨吉（1865-1942）是東

京大學駒場校區前身第一高等學校的校長，曾在東京大學先後修習數學和哲學，

其後歷任第四高等中學校教授、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長等職。他在京都帝大

時，以拔擢無學歷的幸田露伴和內藤湖南而聞名於世。狩野亨吉為日本當代首屈

一指的蒐書家，其藏書殘存於日本各地圖書館；同時經由長年的蒐書，也培養了

狩野亨吉的對書畫骨董的鑑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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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內容包括其生平、蒐書、鑑定三方面的種種說明和實物，包括他被任命

為京都大學教授的證書、與友人往來的書信、其蒐藏之圖書，以及他撰寫的古書

書志等。可惜館內不得照相。此展覽在入口和其內二、三處，放了便利貼，供參

觀者投票並留言，所以在許多展品上，可見參觀者的觀展心得，而由各展品便利

貼數量的多寡，亦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如此形成一種互動，是不錯的設計。 

 

（三）參觀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 

11 月 28 日去參觀聞名已久的東洋文庫。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是東洋學的

研究圖書館，在日本，東洋意指亞洲和非洲。東洋文庫於 1924 年由三菱集團岩

崎久彌氏設立，係日本東洋學方面最古老、最大的圖書館，亦與大英圖書館、法

國國家圖書館之亞洲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文獻

所齊名，是亞非研究收藏排名第五的圖書館。其藏書量約 100 萬冊，其中中文書

佔 40％，西文書佔 30％，日文書佔 20％，其他亞、非語文書佔 10％。東洋文庫

有職員（內含研究員）約 80 名，研究部分 6 個部門 13 個研究班，進行超域亞洲

研究、歷史文化研究、及資料研究等三方面的種種特定研究課題。編印出版有《東

洋學報》（東洋文庫和文紀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東洋文庫歐文紀要）、《近代中國研究彙報》、《東洋文庫書報》，以及《東

洋文庫論叢》等。 

東洋文庫位於東京都文京區，建築物門口玻璃牆面上是世界各語文的「歡迎

光臨」，中文部分正體字和簡體字都有。為了讓民眾了解其館藏，在一樓設立了

博物館，有常態展和特展，需付費參觀。常態展包括東洋文庫收藏各類有關亞非

研究的圖書文獻，包括日萄辭書、和魯通言比考等辭典，以及各具特色的一些世

界各國的圖書，包括新井白石自筆文書、繪本庭訓往、算法統宗、訓民正音、醫

學典範等，其中令人印象較深刻的，例如展示漢摩拉比法典中出現「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的那一頁，還有朝鮮（高句麗）廣開土王碑（好太王碑）的拓本等。

二樓還有 Morrison 書庫，以古典的書架展示 Morrison 的藏書。G..E. Morrison 

(1862-1920) 出生於澳洲，以倫敦《泰唔士報》特派員的身分派駐北京二十年，

並曾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其間收集了圖書二萬四千冊，這批藏書於 1917

年為岩崎久彌收購，成為 1924 年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成立的基礎館藏之一。 

特展有「被記錄的記憶──東洋文庫的書物」和「幕末展」。前者展出許多

東洋文庫收藏的精品圖書，包括被列為國寶的《文選集注》和列為重要文化財的

《論語集解》。東洋文庫被列為國寶的古籍有五種：《毛詩》、《春秋經傳集解》、《史

記》、《文選集注》、《古文尚書》的各寫本；重要文化財有七種：《禮記正義》、《論

語集解》二種、《古文尚書》的各寫本、南宋版《樂善錄》、ドチリーナ・キリシ

タン天草本、ジョン・セーリスの航海日誌等。「被記錄的記憶──東洋文庫的

書物」還展出甲骨卜辭片、《妙法蓮華經》、《魏志．倭人傳》、《隋書》、《日本書

記》、《枕草子》、《源氏物語繪抄》、《鄭和航海圖（武備志）》、《大清聖祖仁皇帝

實錄》、《朱子家禮》、《國富論》等，很多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著，可見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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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豐，尤其是中文古籍方面。 

「幕末展」展出日本劇烈變革的幕末時期之著名的人和事之史料，包括鴉片

戰爭、培里率美艦赴日（所謂「黑船來航」），以及吉田松陰、坂本龍馬、勝海舟

等人，以相關的圖片、圖書和文字說明，呈現幕末時期的歷史。所謂幕末係指

19 世紀日本德川幕府統治的末期，因被西方列強叩關，不得不於 1854 年結束鎖

國政策，於是日本傳統的政治與社會體系開始受到西方文明衝擊，最後德川幕府

在 1867 年結束，日本進入現代化開展的明治時代。「幕末展」即展示 1850 年代

日本的鎖國，及其後日本與西洋的交流；展覽中亦包括當時中國的狀況，有乾隆

時馬戛爾尼晉見皇帝的圖片、利瑪竇和徐光啟，以及鴉片戰爭圖、清英交涉圖、

南京條約圖、太平天國等相關文書史料。 

博物館入口有紀念品販售店，較特別的是有一專架陳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文物陳列館的文創品，旁有告示說明，此係因東洋文庫與史語所有合作關

係。在他鄉看到來自臺灣學術機構的產品，備感親切。與東洋文庫簽訂有學術交

流協定的，除中央研究院外，尚包括法國遠東學院、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和圖書館、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圖書館等。 

三樓是圖書館閱覽室，僅供專業人士使用，通常以預約方式利用。我事先並

未連繫，遂以名片申請參觀。閱覽室不大，開架陳列一些字典、目錄等工具書，

其中包括本館的善本目錄。櫃台旁放置二台電腦供查檢，以提調書庫中之藏書。 

二樓為演講會場。東洋文庫常辦一些演講活動，大部分是要收費的。演講活

動包括幾個系列，有學術性的東洋文庫學術講座（Toyo Bunko Academia），提供

有關世界各地的歷史、語學、文學、藝術、原典購讀等內容的講座；有較通識性

的「教養講座」，也有能提供手動實作的「體驗講座」，課程十分多元。講座方式

有一次性的，也有每週一次，連續數週（自 3 回至 12 回）持續上課者。 

五、心得與建議	

國家圖書館和漢學研究中心配合政府「臺灣書院」政策，近年來致力於推動

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國際交流，民國 100 年開始在海外舉辦「臺灣漢學講座」和

古籍文獻展，並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以建立交流平台，呈現臺灣與漢學

研究成果，並宣揚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104 年 11 月在日本東京大學舉辦「臺

灣漢學講座」，係與海外「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設置機構合辦，且首度採用小型

討論會的方式，邀請了兩位主講人，並由合辦單位安排一位評論人，可謂十分成

功圓滿。 

綜觀此行赴日本東京大學辦理「臺灣漢學講座」活動，有幾項心得與建議，

分述如下： 

1. 國家圖書館近年致力推動國際合作交流已具初步成效：「臺灣漢學講座」

之舉辦，採用和合辦單位共同商議演講主題和主講人人選的方式，主講人原則上

以臺灣學者為主，也不排斥邀請其他國家重要的學者。日本東京大學此次選擇以

GIS 為題，並建議邀請范毅軍、張志雲兩位學者，顯示我國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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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長期對 GIS 的耕耘，受到日本的注意與肯定；透過這場講座

兩位主講人精彩的演講，能讓東京大學的師生對此領域更有了解，也會促發他們

利用中央研究院辛苦開發建置的「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和「臺灣歷史文化

地圖」等系統。因此漢學研究中心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臺灣漢學講座」，無論

是對主講人，或是兩個合辦單位，都具正面效益，可謂是「三贏」策略。尤其民

國 104 年「臺灣漢學講座」之舉辦地點，全部選擇本館建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的大學或研究機構，藉此長期維繫合作關係，也深受合辦單位肯定。由東京大學

此次特別在講座議程中，安排專人介紹本館在該校的「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可

見其對此之重視，亦可見本館在全球各地廣設「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至 104 年

底已在美國、歐洲、亞洲和大洋洲建立 18 所），對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具有正

面而長期的效益。 

2. 臺灣應注重各國語文教育的培養：此行赴日本辦講座，接觸到不少東京

大學的師生，發現他們多具備相當的外語能力。例如川島真教授中、英文俱佳，

水島司教授英文流利，而年輕的成田健太郎、新田龍希、若松大祐等博士，都能

流暢地以中文溝通，甚至演講，令人印象深刻，且對日本的漢學教育刮目相看。

因日本早期的漢學家，閱讀中文能力當然沒有問題，但中文口說能力往往不算太

好。此外，在與范毅軍、葛兆光教授聊天時，他們亦提到，日本重量級學者如斯

波義信、濱下武志等教授，之所以具有國際知名度，除了他們的研究成績卓越外，

能用英文演講亦是因素之一。因此深感臺灣的教育，對於各種外語能力的教學與

培養，都應更為重視與加強；現今已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國際交流往來頻

繁，尤其臺灣一直追求國際化，具備各種語文能力的人才，對推展各個領域的國

際交流，都是一大利器。 

3. 舉辦展覽之借鏡：此行參觀了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和東洋文庫博物館，

覺得有一些值得學習之處。此二展覽都印製了詳細的展示品清單，臚列所有展品

的名稱（駒場博物館狩野亨吉展還包括該展品的年月），讓參觀者可對所有展品

一目瞭然，一來參觀時可對照，二來參觀後也能留下較長遠的記憶。二份展示品

清單都非常素樸，只是用普通紙黑白列印的，因此也不浪費多少成本。駒場博物

館的狩野亨吉展，是由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駒場博物館和圖書館三個單位

共同主辦，我認為是很好的做法，結合三種專業讓展覽更具內容與深度。例如除

了展示品目錄外，它還編印了一本 32 頁全是文字的展品說明，依「生涯」、「蒐

書」、「鑑定」、「書」四部分，將所有展品做簡要說明，以及翻刻其內容（例如書

信），而執筆者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安達裕之和駒場博物館非常勤職員丹羽みさ

と博士二人，各就所長分工。這本詳盡的展品說明，可讓參觀者之後細細研讀，

為研究狩野亨吉重要的參考材料，如此大大地增加了此展覽的長期效益。此外，

利用便利貼與參觀者互動，也是頗具巧思而所費不多的舉措，皆值得我們學習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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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臺灣漢學講座」宣傳海報和網頁報導 
 

 

「臺灣漢學講座」日本東京大學場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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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立即將活動報導刊布於國家圖書館（上圖）及漢學研究中心（下圖）首頁 

http://www.ncl.edu.tw/ct.asp?xItem=26251&ctNode=1668&mp=2 
 

 
 
http://ccs.ncl.edu.tw/act_detail.aspx?sn=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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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東京大學圖書館網頁呈現「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之介紹與 

書目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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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活動照片 

「臺灣漢學講座」由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主持 東京大學圖書館堀浩一副館長致詞 

臺北駐日代表處教育組林世英組長致詞 東京大學圖書館成田健太郎研究員介紹「臺灣

漢學資源中心」 

「臺灣漢學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范毅軍教授

演講 

「臺灣漢學講座」邀請上海交大張志雲研究員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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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水島司教授評論 聽眾出席踴躍並提問討論 

我駐日代表處沈斯淳代表特送花籃致賀 

 

參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攝於該所門口

耿立群參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與葛兆

光教授（右）合影於其研究室 

後藤繪美准教授（右）導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

研究所圖書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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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書庫 東京大學駒場校區大門，掛著教養學部、總合

文化研究科、數理科學研究科三塊招牌 

耿立群參觀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 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 

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面對綠草如茵的庭院 國家圖書館在東京大學設置的「臺灣漢學資源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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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田壯活課長（左一）、成田健太郎研究員（右

一）陪同耿立群和張志雲研究員（左二）參觀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 

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 

 

參觀東京大學駒場博物館「狩野亨吉誕生 150

周年紀念展」 

 

東洋文庫門口寫著各國語文的「歡迎光臨」 

 

東洋文庫博物館展示「Morrison 書庫」 
 

東洋文庫圖書館閱覽室門口，其內不准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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