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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山大紀行 

～「四庫全書珍本」交換贈送 

 
鄭雅靜 

 
 

 

緣起 

 
本校圖書館館藏『四庫全書珍本』

(共四千八百冊)原有三套，係嚴前總統
家淦先生、張資政岳軍先生以及前校長

端木愷先生分別贈送，並置於專室予以

保存。劉前校長源俊教授於今年四月九

日訪問復旦大學時，復旦大學圖書館秦

曾復館長特專程拜會劉校長，希望能為

本校發展圖書資源共享之學術交流，乃

初步達成兩校圖書館交換圖書與出版的

協議。其中，以張資政岳軍先生所贈者

與復旦大學交換該校近年編纂抗戰時期

圖書文獻資料；山東大學方面，則意願

將館藏辛亥至一九四九年等文學作品製

成光碟贈送的承諾，交換本校館藏之四

庫全書珍本（前校長端木愷先生贈送）。 
 
本館透過「德秀有限公司/德豐海運

承攬運送有限公司」，先以貨櫃分別送至

上海、青島兩港，再經由陸運，使 4800
冊的珍本平安抵達兩校。 

 
由於四庫珍本價值不菲，為求慎

重，校長特命文學院黃兆強院長領隊，

率丁原基館長、發展處陳立剛處長、哲

學系莊文瑞主任及本館相關業務組長同

行前往，除舉行正式之圖書資料交換儀

式，並舉行圖書相關業務座談，期能具

體落實雙方合作事宜。 

 
復旦大學與東吳大學舉行互贈 
圖書儀式 (2004/10/22) 
 

復旦大學圖書館前身為戊午閱覽

室，1922 年正式建館。現由文科圖書
館、理科圖書館、醫科圖書館組成，面

積 29,000平方米。館藏量超過 433萬九
千冊(件)，每年增加約 9 萬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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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裝古籍約 40 萬冊(善本書約 7,000 餘
種)，為中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
信息中心(CASHL)全國中心之一（另一
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近年來，館藏資源

朝向數位載體發展，不論是全文電子圖

書、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以及圖

書館製作的教師推薦教學參考書…等
等，搭配其參考諮詢各項服務與開設文

獻資訊檢索課程，頗能滿足復旦師生的

資訊需求。 
 

十月二十一日清晨，東吳一行八人

在文學院黃院長領隊下，搭機經香港，

抵上海，獲復旦大學圖書館秦曾復館

長、鄒文鈞主任熱忱接待。次日，在復

旦大學徐忠副校長的主持下舉行圖書互

贈儀式。儀式舉行前播放本館編製剪輯

的【四庫全書珍本裝運紀實】約十分鐘，

簡介本校地裡環境及本次裝箱等準備工

作。隨後由黃院長代表本校，雙方以『四

庫全書珍本』及『抗日戰爭時期中文出

版物 3,718冊全文資料庫』(DVD光碟，
約 33GB)作為交換。 
 

目前，復旦大學圖書館已將這部『四

庫全書珍本』放在文科館四樓閱覽室，

與文淵閣『四庫全書』（1,500 冊）、『續
修四庫全書』（1,800 冊）、『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1,300 冊）、『四庫禁毀叢刊』
（400 巨冊）、『四庫未收書輯刊』（300
冊）一起陳列成為四庫專書區，提供該

校師生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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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原基館長與復旦大學徐忠副校

互贈禮物 
大學與東吳大學舉行互贈 
儀式 (2004/10/22) 

 
山東大學圖書館的前身是為山東大

藏書樓(建於 1901年)，是中國創建
的圖書館。2000年 7月，原山東大
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合併

新的山東大學，原三校圖書館也隨

併成為新的山東大學圖書館，為中

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成員
一。目前，館藏文獻約 450 萬冊，
文期刊 1.5 萬種，中外文電子期刊
萬種。其中，古籍收藏近 40萬冊，
本約數萬冊，以金石拓片與易學文

收藏為特色。圖書館館舍面積約為

421 平方米，閱覽座位近 3,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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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246人，全館皆已自動化作業。 

趵突泉奇特的泉湧景致 

為節省時間，我們由上海搭乘夜車

直赴濟南，二十三日清晨抵魯。由於二

十三、二十四兩日係週休，山東大學圖

書館蘇位智館長、楊錦先副館長和劉雪

燕女士，親自陪同我們看黃河、登泰山、

遊歷曲阜，充分感受到此間「一山一水

一聖人」的渾厚人文氣息，也觀賞到趵

突泉清澈充沛的泉湧景致。

 
 
 
 

 
 
 

 

雄偉秀麗的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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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二十五日舉行的贈書交換儀式假山

東大學圖書館一樓報告廳舉行，由樊麗

明副校長主持，展濤校長親自出席並致

詞，黃兆強院長代表本校致詞，丁原基

館長與蘇位智館長互贈禮品(註一)。會
場首先播放本館編製剪輯的【四庫全書

珍本裝運紀實】，與會嘉賓在觀賞本校的

地理環境、教學設施，以及此次四庫珍

本打包、裝箱等準備工作的過程，數度

報以熱烈的掌聲。山東大學圖書館則以

館藏辛亥至一九四九年等文學作品製成

光碟品贈與本校交換。 
 
在樊麗明副校長與蘇館長的引導

下，我們參觀四庫珍本抵達山大後的典

藏地。圖書館於四樓古籍部特闢『第三

特藏閱覽室』專室，特別訂製全新書櫥

以典藏、陳列此套珍本，並加蓋贈書章

以詮釋兩校圖書資源互贈的情誼。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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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於山東大學圖書館『第三特藏

覽室』 
山東大學圖書館為四庫珍本加蓋的贈書
 

氣勢磅礡的黃河大橋
 
贈書儀式結束後，黃兆強院長、哲

系莊主任與陳立剛處長分別赴文學院

國政學院等地與文學院、哲學與社會

展學系與校友協會等進行互訪與談；

書館人員則與山大圖書館同仁展開業

交流會談。雙方除就閱覽、系統、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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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推廣等相關業務運作進行認識與瞭

解，對於兩岸圖書資訊環境與未來發

展，諸如，著作權的看法、閱覽服務、

博碩士論文資料庫的建置、讀者網路環

境的需求，館際合作，以及館員培訓計

畫……等，雙方交換意見，達成許多共
識。 

 

 
 
 
 

上海市圖書館 

 
此行雖然行程緊湊，同行的師長與

館員們仍有追尋現代化經營的圖書館的

職業習慣。特別是對於 1996年底開放，
並且已經與台北市立圖書館展開文獻傳

遞服務館際合作的上海市圖書館，無論

在館舍建築、空間規劃、館藏特色與服

務理念方面，印象尤為深刻。 
 

 

 
 
 
 

(僅次
l952
過千

共圖

年竣

口，主

106
環境

場，

山東大學所贈之玉函山房藏書簿錄 
（複製本） 

 

量，

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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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列世界十大圖書館之一的上海市

圖書館 
亞洲第三大圖書館～上海圖書館 
於北京圖書館及東京圖書館)建於
年，原址位於南京路黃陂路口，超

萬餘冊的藏書量，是中國第二大公

書館。1993年新館破土動工，1996
工開放。新館位於淮海中路高安路

樓由兩座高層(分別為 55.6公尺和
公尺)與五層裙房所組成，植栽綠化
中突顯出《知識》與《智慧》兩廣

已進入世界十大圖書館之列。 

新館以讀者使用與服務為最優先考

時髦的書店式空間規劃，強調開放

。23個閱覽室，總開架圖書數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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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冊，各樓層多設有安全系統裝
置，大廳設置多媒體導覽系統及公用目

錄查詢終端機，為讀者提供便捷的資料

查詢服務。 
 
亮麗的新館外觀其實蘊藏著豐富的

實質內涵，上海圖書館的家譜收藏與研

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收藏中國家譜原

件最多的單位，計有 1.45萬部，10萬餘
冊，享有『中國家譜第一藏』的聲譽。

並已發起聯合相關機構，共同編纂收集

全球華人家家譜資料的《中國家譜總

目》，並製成電子資料庫提供全世界使

用。因緣地利之便，收集古董留聲機與

黑膠唱片也是其館藏特色。超過 4 千萬
冊(件)的豐富文獻資料當然是服務市民
最好的資源，舉辦各類型講座以深化圖

書資訊服務的經營理念，全自動化的讀

者服務系統，已成為上海地區主要的資

訊網路樞紐，亦為上海市具備指標性意

義的建築之一。 
 

山東省圖書館 

 
到了濟南，當然不能錯過已躋登中

國十大圖書館之列的山東省圖書館。山

東省圖書館創建於 1909年，目前館藏量
約 441萬冊，其中古籍就有 75萬餘冊，
珍貴的古籍善本 5,300餘種(約 7萬冊)。
我們所參觀的新館建築位於濟南高新技

術開發區，總面積約為 5.3 萬平方米。
1994年動工興建，主體建築為六層中空
式，內部全部採用大開大闔的柱網結構。 

 

 
 
古籍是省圖館藏特色，以齊魯方志

為例，海內現存約 600 種，該館就收藏
了 528種，其中善本 58種，而《（萬曆）
兗府志》則為海內孤本。省圖另一特色

是收有大量海源閣藏書。海源閣係清代

四大藏書樓之一，省圖專藏海源閣計

2,280種 3.2萬冊，約占海源閣全部藏書
的三分之一，並有收錄許多名人手跡，

如林則徐、翁同書、吳式芬、錢儀吉、

許瀚等人的書劄。另外還收藏了易經文

獻 1,317種，計 2,205個版本，約萬冊。
罕見的古籍包括《唐人寫經卷》、蝴蝶裝

宋刻《文選》、巾箱本宋刻《萬卷菁華》、

蒲松齡手稿《聊齋文集》、王士禎批校《昆

侖山房集》稿本等，皆為罕見之本，無

愧乎省圖是山東省的藏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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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此行除出席兩校圖書資源交換

儀式以固合作外，館員們分別與兩校圖

書館進行館務交流，商討館際合作事

宜，初步達成事項如下： 
 

 與復旦大學圖書館 與山東大學圖書館 
 
館際 
合作 

 建立電子期刊複印館際合作，雙方

互簽合作協議書，訂定各項作業細

則（複印付款與傳遞方式）。 
 參考諮詢：雙方利用電子郵件互為

對方查詢或回答相關利用之參考

資源。 

 進行期刊文獻複印服務。 

 
 
兩校

圖書

館交

換學

報出

版品 

東吳大學出版學報，計十二種： 
數理學報 中文學報 外語學報 政治學報 哲學學報 
社會學報 歷史學報 日本語教育 法律學報 東吳英文 

法律學報 
經濟商學報 社會工作學報 

 
復旦大學出版學報，計十四種： 
中西學術 世界經濟文匯 美學與藝術評論 
中國學研究 世界經濟情況 歐洲一體化研究 
當代法學研究 數學年刊 海上論叢 
修辭學習 新宋學 復旦學報〈醫學版〉 
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 

復旦學報 
〈自然科學版〉 

 

山東大學出版學報，計八種： 
文史哲 周易研究 山東大學學報 

〈理學版〉 
山東大學學報 
〈醫學版〉 

青年思想家 民俗研究 山東大學學報 
〈哲社版〉 

山東大學學報 
〈工學版〉  

 
館員 
互訪 

 
N/A 

兩館互派館員駐館觀摩見習。(未來進一
步作業流程互訪與交流，仍需依學校相

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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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處理復旦贈書方面，係

將每一本書籍進行簡編（書名、作者與

出版項），入館藏書目資料查詢系統以

提供檢索，典藏地為非書資料室。未來，

以館際合作為基礎，本校圖書館當能與

兩校圖書館持續進行圖書資訊情報的交

流與合作。在參觀上述重點圖書館後，

深深以為各地圖書館經營服務理念在自

動化作業的基礎上，仍遵循著典藏、利

用與讀者服務的設立宗旨。然而，隨著

科技環境的迅速發展與資訊知識迫切的

需求，各大圖書館紛紛投入大筆經費調

整或改建館舍空間與軟、硬體設備，以

期迎上新時代的讀者服務需求。對於圖

書館員們投注精力以規劃寬敞、明亮的

閱覽空間、人性化的服務設備、積極建

置數位資源與館務自動化作業，更是值

得同業們肯定的學習經驗。(作者係本校
推廣組組長)

附註 

註一、山東大學圖書館贈送墨寶之作者簡介如下： 
範德茂，1953年生於山東省濟南市，1993年山東
大學中文系函授本科畢業，現任山東大學圖書館

館員。山東大學書畫研究院副秘書長、中國硬筆

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濟南

市職工美術協會理事。 
曾獲得全國首屆【洗筆泉】書法比賽提名獎。山

東省高校書法展一等獎等獎項。書法作品以隸

書、魏楷、行草為主。作品在傳統法度規範內力

圖恣肆豪放。『當代山東書法家辭典』等辭書收入

其名。 
 
 

大陸電子媒體紛紛報導本校與復旦、山大之贈書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