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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簡介 



講授大綱 

• 國家圖書館簡介 

• 館藏源流與特色 

•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 

• 數位合作與國際推廣 

• 數位加值與出版 

• 永續經營 

 

 

 



國家圖書館簡介 

•本館原稱國立中央圖書館
，民國22年籌設於南京，
建館期間，因連年戰亂，
輾轉播遷，自南京而重慶
，再由南京來臺北，流離
道途，倍遭艱辛。43年始
在南海路復館，75年新館
落成，遷到現址服務，85
年改稱國家圖書館，到現
在已有八十年歷史。 
 



 



回顧本館八十年來的發展，大致可分為：籌備創館、抗戰西
遷及復員、遷臺復館、文化建設、網路及自動化應用五個時
期。雖然各個時期的時代背景、圖書館經營的重點不同，但
是始終肩負「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
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的重責
大任，以建設現代化國家圖書館為目標，充實典藏，開拓館
務，由提供一般讀者服務，兼及服務出版界、圖書館界；由
提供紙本服務，擴及電子資料庫、網路的資訊服務。 



         館藏源流與特色 

• 籌備時期 
•民國二十二年（1933）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成立
於首都南京。早期，教育部撥交北平舊教育部檔案
保管處收藏的圖書四萬六千餘冊，及清順治至光緒
間殿試策千餘本，奠下本館藏書的基礎。 

•採購一批清末天津孟繼壎(字志青)舊藏石刻拓片。 

•這一時期又奉令接收南京國學書局。內藏有清顧炎
武《肇域志》（清同治間鈔本）。此外，籌備處亦
零星購得少許善本，其中如明李昭祥《龍江船廠志》
（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太平天國何春發等《英
傑歸真》（太平天國十一年干王殿刊本），頗具文
獻價值。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 抗戰時期 
–1940年，抗戰之際，淪陷區的藏書家，以生活日漸艱
困，無力世守所藏珍本古籍為由，紛紛出售，流入市
肆。上海有識之士，深慮國家文化資產流散域外，決
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 。 

–本館前館長蔣復璁先生潛赴上海籌設「文獻保存同志
會」，在上海等地冒險秘密搶購江南藏書家累世珍籍，
不到兩年時間，成績可觀，計購得善本古籍4,864部
48,000餘冊，普通本線裝書11,000多種，可以說集江
南私家藏書的菁英，奠定本館善本特藏的基礎，保存
了國家重要文獻。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如江南著名藏書家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南京鄧氏
群碧樓、以及番禺沈氏之珍本秘笈，幾盡入藏。其他如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吳縣潘氏滂喜齋、
江安傅氏雙鑑樓等。 

 

劉承幹嘉業藏書樓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民國三十一年，購得商承祚所藏一批金文
全形(連銘)拓片，拓印及極精，什九出自
金豀周希丁(康元)之手間有容庚、吳重熹
等人題記。又抗戰勝利前夕經蔣館長呈請
，教育部允將原由蘭州國立西北圖書館保
存的居延漢簡三十枚撥交本館典藏。此外
，館藏敦煌寫經一百五十餘卷，大部分是
在抗戰時期勝利後，分別購自李木齋(盛鐸
)之女暨葉譽虎舊藏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 復員時期 
–民國三十五年初，接收了汪偽組織人員陳群藏
書，所接收藏書中，如清趙烈《能靜居日記手
稿》、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尚書》等，
都相當珍貴。 

–這時期，私家與坊間亦有不少好書出售，所購
善本中，值得稱道的，如宋書棚本《南宋群賢
小集》，宋刻宋印，又如元刊朱墨套印本釋思
聰註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經文大字朱印，
註釋雙行墨印，燦爛悅目。又如元人寫本元魏
仲遠編《敦交集》，四庫未收。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陳群小檔案 
–陳群（1890-1945），字人鶴，福建閩候人，為汪偽組
織內政部長，他在上海、南京兩地各建造書庫，取「
先人手澤存焉」之句，命名爲「澤存書庫」。蘇州亦
有一些藏書。大部分藏書是戰時私人與公家機構來不
及疏運，由各地方偽組織接收後轉送內政部，他一概
照收。所接收藏書中，如趙烈文於清咸豐8年(1858)至
光緒15年(1889)《能靜居日記》手稿、宋乾道淳熙間
建安王朋甫刊本《尚書》等，都相當珍貴。又如清楊
德亨《尚志居集》，具備了著者第一、二、三次刪改
底稿本及清光緒九年原刊校樣本，可視為一書從撰稿
到出版的最完整呈現，亦屬難得。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 遷臺時期 
–37年底至38年初，本館奉命精選珍藏圖書文物，
分三批共計644箱運來臺灣，計有善本古籍121,300
餘冊，金石拓片也有5,600種，成為本館足以引以
為傲的館藏。其中，就有宋本201部、金本5部、元
本230部，其它各朝各代版本，更不在話下。重要
圖書文物都已來臺，所缺者為一般圖書及期刊。 

–當時自南京運抵的善本，包含敦煌寫經、宋刊本、
金刊本、元刊本、明刊本；嘉興藏經、清刊本、稿
本、批校本、鈔本、高麗本、日本刊本、安南刊本；
其他珍品還有名賢手札墨蹟、漢簡、金石拓片等。
以上即構成館藏最重要基礎。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民國四十七年購得林氏寶宋宝藏《一切如來心
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宋開寶八年吳
越王錢俶刊，為目前館藏最早刻本。又如民國
五十一年購得滄縣張溥泉先生遺書，包括唐人
寫經、宋元明刊本、舊鈔、稿本以及拓片，兼
及木刻版畫、版刻實物（版片、印模、活字
等）。 

–公私移贈，包括烏拉圭運回李石曾先生所創
「中國國際圖書館」舊籍等。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本館歷年來獲贈珍藏頗豐，在此僅列其近
年較著者以為誌。 

–公私機關：國防部情報局捐贈清刊本文史舊籍
一萬餘冊、清代輿圖42幅、拓片384件；空軍官
校捐贈國民政府時期出版品4,700餘冊；大陸問
題研究中心捐贈大陸圖書1,500餘冊，中外新聞
照片一萬餘張；香港中山大學圖書館捐贈線裝
舊籍1,043冊。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社會人士如：前總統李登輝捐贈當代出版品2,500餘冊
；嚴靈峰教授捐贈有關先秦諸子之舊籍15,000餘冊；
蕭滋教授捐贈樂譜600餘件；楊白衣教授捐贈佛學遺藏
一萬餘冊；曾紹杰教授捐贈藝術類圖書(包括印譜)800
餘冊；王仍宗先生捐贈文史絕版書刊8,000餘冊；李澄
英女士捐贈日文教育及宗教圖書400餘冊。 

–藝文人士如：高陽捐贈手稿6種、文史圖書1,450冊；
陳紀瀅的捐贈手稿31種、文史圖書2,330冊；華嚴捐贈
手稿20餘種；魏子雲捐贈絕版國學舊籍202冊；編劇家
貢敏捐贈手稿40種；馬壽華捐贈字畫37件、手稿190種
、書札26種、圖書500餘冊。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本館歷來收藏之珍貴古籍，其中宋、元本多屬珍籍，
近500部，而其所藏6,000多部的明版書，以及明清稿
本和批校本古籍。目前經文化部審定國寶級文物40種。 
 
 《宋太宗皇帝實錄》存十二卷  宋錢若水、

楊億等撰  宋理宗時館閣寫本 

此為館藏官書最早寫本，且是現今僅存的
宋代皇帝實錄，十分可貴。書中偶出現誤
字，即用雌黃（具有相當於今日「易可白」
的作用）抹去，再將正字寫在上面；每卷
後并記書寫、初校、覆校諸人姓名，顯示
當時掌理宮中圖書文獻的館閣對所寫典籍
確實鄭重其事。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金石昆蟲草木狀》二十七卷  
明文俶繪  明萬曆四十五至四十
八年彩繪底稿本  

是書為明代書畫大家文徵明玄孫女
文俶所繪，構圖細膩、用色柔和，
為世間珍罕難得的彩繪本。 

此書為文俶根據家藏內府刻本
《本草品彙精要》原稿附圖為底
稿，加以臨摹，將李時珍《本草
綱目》所載各種昆蟲鳥獸、植物
花草逐一繪像而成，繪圖總計多
達一千三百餘幅。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敦交集》一卷  元魏仲遠編  元人寫本 

元人寫本，今殊不易得。此編為
魏氏收錄知交友好酬和的詩作；
作者24人，詩76首。各家詩作前
標示作者，尊稱他的字；下面註
明作者名及籍貫。清康熙間，朱
彝尊曾手自鈔補并跋。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一卷 (唐)不空(譯) 

宋開寶乙亥(八年, 975)吳越王錢俶刊本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杭州西湖畔之雷峰塔
倒塌後, 在磚牆內發現的五代時期吳越國王
錢俶雕印的「陀羅尼經」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十竹齋書畫譜》不分卷 (明)胡正言(編)  清康
熙間芥子園覆明天啟至崇禎間彩色印本 

《十竹齋書畫譜》為晚明金陵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彩色套印版
畫圖譜，書中按類分成竹、梅、石、蘭、果、翎毛、墨華、
書畫八種畫譜，全譜共一百八十五幅圖，其中彩色套印者，
有一百十幅。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鮮父鼎   周無年月  墨拓本  全形有銘   
（ 金0084） 
周代烹飪器。器形小巧，花足，銘文六
字。拓工極佳，精美無比，出自名家周
希丁之手。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王稱撰  宋紹熙間眉山
程舍人宅刊本  近人張乃
熊手書題記 

這是南宋所修北宋九朝事
蹟，計分本紀、世家、列
傳和附錄，體例近正史，
但無志一類而已。 

此本宋刊宋印，極精善；
張乃熊說係董康得自日
本，「以千金歸余家」。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館藏古籍資源，其中： 

–珍貴動產289部、3,178冊 

•「國寶級古物」40部、303冊 

•「重要古物」249部、2,875冊 

 

•                                   



           館藏源流與特色(續) 

• 館藏特色 
– 網羅昔日著名藏書家精品，既可探知傳統文化的究
竟，更為研究中國古代書籍史提供許多佐證； 

– 同一名家著述，往往蒐集若干不同版本，足資學者
校勘； 

– 複本多，一書相同版本常藏有數部，經過對照，凡
書賈作偽，即易確定； 

– 明代文集和史料最為豐富，《千頃堂書目》、《四
庫全書總目》所未著錄的，不在少數。 

– 金石拓片以及董其昌、傅青主、戴震、俞樾、王國
維諸名賢墨蹟、手札，不但具備史料價值，亦表現
出書法藝術；再加上善本書中精刻、精鈔的著述及
藏書印記，有助於讀者對中國書法、刻印的欣賞與
認識。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 

• 本館自2001年開始執行「國
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典藏數位
化計畫」，將館藏重要善本
古籍以及金石拓片等珍貴館
藏數位化，建置善本古籍 
Metadata 書目資料庫、古籍
影像檢索系統，將館藏古籍
相關書目訊息以詮釋資料
（Metadata）格式提供查詢。  

• 古籍文獻資訊網網址： 
http://rarebook.ncl.edu.tw/ 

 

• 102年整合至 
http://rbook2.ncl.edu.tw 

file:///D:/89至98存檔資料/d-disk/My Documents 9611至9904/presentation/990121國際書展值班講習/電影.wmv
file:///D:/89至98存檔資料/d-disk/My Documents 9611至9904/presentation/990121國際書展值班講習/電影.wmv
file:///D:/89至98存檔資料/d-disk/My Documents 9611至9904/presentation/990121國際書展值班講習/電影.wmv
http://rarebook.ncl.edu.tw/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 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rbook2.ncl.edu.tw/ 

 

http://rbook2.ncl.edu.tw/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 古籍影像檢索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本系統以館藏善本古籍書目及影像為主，將館藏古籍相關書
目訊息以詮釋資料 (Metadata) 格式提供查詢，使用者可從
書名、著者、版本、序跋者、刻工、版式行款等22個欄位檢
索到所需古籍的書目資訊，或瀏覽到部分珍貴古籍的彩色影
像。除本館所藏外，亦將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
圖書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藏善本古籍影像
納入。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
http://manu.ncl.edu.tw/nclmanuscriptc
/nclmanukm 

–手稿的保存乃文化之傳承，所以當代名人手稿
之徵求為本館重要工作。近年徵集入藏之手稿
資料頗豐，且形式、體例多樣，寫作資料有小
說、散文、劇本、日記、書信、評論等，另外
還有各類藝術作品，有油畫、水彩、速描、粉
彩、漫畫、插畫、書法等，筆觸表現不同，風
格各異，琳瑯滿目, 達2萬餘件。 

 

http://manu.ncl.edu.tw/nclmanuscriptc/nclmanukm
http://manu.ncl.edu.tw/nclmanuscriptc/nclmanukm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本館建置「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逐步將
本館珍藏大批手稿資料全文掃描上網，提供讀
者進行欣賞和研究，也可達到社會教育的最高
目標。  

–「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另一重要特點為整
合本館原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系統」，內容包
括臺灣50年來逾2千位著名作家，海內外知名，
相關資料涵蓋作家傳記、著作年表、作品目錄
、評論文獻等大量的文學史料，加以新建置上
傳的圖像資料，整合後新系統的內容及呈現定
更為多元和全面。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 
       http://rbook2.ncl.edu.tw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自
2000年建置以來，逐年增加
新夥伴及古籍書目，目前已
獲得全球66個學術機構的共
襄盛舉，收錄達64萬餘筆中
文古籍書目資料。2012年陸
續新增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
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及法
蘭西學院漢學所圖書館、美
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澳洲國
家圖書館及英國牛津大學圖
書館，其書目量持續增加中
，嘉惠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http://rbook2.ncl.edu.tw/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 金石拓片資料庫http://rarebook.ncl.edu.tw/gold/  

–收藏金石拓片，以墓誌為最多，次為刻石、吉金（金文
全形）。為期此類珍貴史料，廣為學界使用，自民國94
年(2005)開始，將館藏珍貴之金石拓片數位化，並建置
資料庫置於網路上，俾供各界利用，提供檢索及珍品選
介瀏覽。  

 

http://rarebook.ncl.edu.tw/gold/


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續) 

•特藏線上展覽館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 

– 將本館最富特色且深具歷史價值的古籍文獻及臺灣文獻
珍藏，以線上展覽或電子出版品的形式，呈現給一般社
會大眾觀賞。其主要架構為特展館、電子書、出版品、
古籍圖像、認識中國古書等五個單元。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 

•美國國會圖書館善本古籍數位化(2005-2012) 
   2005年3月完成兩館合作協議書的簽署，並於2005
年5月開始進行數位化作業。自2005年迄2012年，
已完成古籍2,025種，1,032,401影幅，其中包括：
宋本、元本、明本、清本、朝鮮本等。中英文詮釋
資料(含摘要)1500筆。完成的數位影像逐步上
傳本館「古籍影像檢索系統」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
/1)，公開對外開放書目查詢及影像全文瀏
覽，以提供讀者使用。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2012年本館與美國國會合作成果《平定準噶
爾》 

本館與美國國會合作成果《有圖山
海經十八卷》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善本古籍數位化(2010-
2012) 
2010年1月5日完成兩館合作協議書的簽署，並於
2010年7月開始進行數位化作業。至2012年，已
完成古籍382種，236,424影幅，其中包括：明
本、清本等。 

完成的數位影像逐步上傳本館「古籍影像檢索系
統」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公開對外開放書目查詢及影像全文瀏覽，以
提供讀者使用。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2012年本館與華盛頓
大學圖書館合作成果
《東林同難》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善本古籍數位化
(2011-2013) 
2011年5日完成兩館合作協議書的簽署，並於2011
年7月開始進行數位化作業。至2012年，已完成
古籍374種，290,973影幅，其中包括：宋、元、
明、清等版本。 

完成的數位影像逐步上傳本館「古籍影像檢索系統」
(http://rbook2.ncl.edu.tw )，公開對外開放
書目查詢及影像全文瀏覽，以提供讀者使用。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1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2012年本館與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合
作成果《丙丁龜鑑》 

2013年本館與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合
作成果《管城碩記》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古籍文獻數位化(2014) 

–典藏中文古籍共計3,000餘種，4萬餘冊，包括明
代刻本230餘種，清初至乾隆以前刻本、抄本及稿
本約400餘種，其中數十種難得一見。 

–2014年完成222種294,817影幅，其中包含宋明清
版本。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 世界數位圖書館(WDL) http://www.wdl.org 
–2008年7月，本館正式參加WDL 計畫，為亞洲第一個
加入該計畫的華人地區圖書館。藉由參加大型的跨
國數位合作計畫平臺廣為宣傳並提供學術研究人員
利用，發揮中華文化資產之影響力。  
 
 

http://www.wdl.org/
http://www.wdl.org/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2010年挑選31種圖書文獻，包括太平天國、天文曆
法占卜預言、廣輿圖等古地圖、宋版書、耶穌會士
西學中譯書、明代版畫小說，以及中醫藥等七項主
題。至2015年止，共計101種。 
 



數位國際合作與推廣(續) 

•國際敦煌計畫(IDP) 

2013大英圖書館總裁Mr. Roly Keating
簽署國際敦煌計畫合作協議 

國際敦煌計畫合作計畫網站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自本館古籍(明)文俶女士繪《金石昆蟲草木狀》及佛經中
挑選圖像製成書籤、便利貼及萬用卡。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2007與威泰創意合作，擷取明代文俶繪製之《金石昆蟲草
木狀》部分圖像，共同開發「映色東方吸水杯墊」與絲巾
。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2010年，限量重製元代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複製書。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2011年，首度以1640年刊行之《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
本》及《金石昆蟲草木狀》圖像製作青花瓷USB隨身碟。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為推廣各類館藏自2006年，陸續推出傳統年畫「老鼠娶
親」、館藏古籍「山海經圖」、「十竹齋書畫譜」、「明
代版畫選介」，以及梵蒂岡圖書館( Vatican Library )
授權之「坤輿萬國全圖」等主題，製作L夾。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應用本館古籍《十竹齋書畫譜》及美國國會圖書
館藏《臺灣番社風俗》製成月曆及滑鼠墊。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2006年至2009年大規模製作推出《世紀容顏》、《國家圖
書館善本題跋真跡附釋文合輯》、《臺灣古書契展覽圖
錄》、《以古通今─書的歷史》、《如是我聞》、《國家
圖書館珍藏櫥窗—古籍善本FUN電書》等電子書。 

 



                    

•國家圖書館與小魯文化合作出版《臺灣平埔族生
活圖誌》兒童繪本、電子書，並於2011年2月臺北
國際書展進行新書發表。 

             數位加值與出版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與智慧藏合作建置《漢學通覽經典》電子書資料庫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授權數典計畫辦公室製作21部古籍轉製42種 EPUB 格式電
子書。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委託長晉數位製作《聚珍擷英》全文檢索與
雙語導覽版電子書。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 漢學通覽經典與臺灣記憶系列 
–天問略 

–江寧布政司屬府廳州縣輿地全圖 

–奇器圖說 

–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註裴度香山還帶記 

–鼎鐫陳眉公先生批評繡襦記 

–太古遺音 

–山海經圖 

–以古通今－書的歷史 

–天機－天文展導覽手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錄 

–國家圖書館善本圖書選萃導覽 

–影饗:臺灣老照片圖集1 

–臺灣早期農村生活－臺灣老照片圖集2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與世界書局合作 

The World Book Co. 

與大塊文化合作 

Locus Publishing Co. 

與臺灣商務合作 

The Commercial Press (TW), Ltd 

與新文豐合作 

SWF Co. Ltd.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 與世界書局合作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 與大塊文化合作 

 



與大塊文化合作出版《註東坡先生詩》 

 

與大塊文化合作出版《註東坡先生詩》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 與臺灣商務合作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數位加值與出版(續) 

• 與新文豐合作 
 



 

 

《四庫縹緗萬卷書－ 

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相關善本敘錄》                    《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 

 



                                    

                                   《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 

 



            
 

永續經營 

 

• 本館可以提供「古籍的素材」，以擴大服
務及合作的層次，進而呈現古籍多樣化，
達到合作發展，資源分享的目的。 

•古籍之數位成果於館外以免費方式提供古
籍書目、卷端書影及部分精選古籍影像等
服務，館內提供全文影像閱覽服務。本館
對於合作館提供帳號密碼閱覽古籍全文。  

 
 

 



   謝謝聆聽，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