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稿 

 29

文稿 

論文化傳承的現代性--從東海特藏文獻整理到資料庫的建置談起 

陳惠美 ∗、謝鶯興 ∗∗ 

摘要  

文化傳承的現代性，主要是從文獻整理的角度談起。我們從文

獻整理的過程中，可以瞭解前人的努力與目標，作為未來發展、永

續經營(傳承)的基礎。 

我們藉由可以瀏覽與使用東海特藏文獻的便利，陸續的進行這

些文獻的整理。原本僅是將整理的成果彙集成書或在期刊上發表。

在科技發展的現代，發現僅以紙本呈現是無法展現成果，滿足或便

利遠端讀者的使用。開始有了藉助科技推廣特藏文獻的價值，提供

更多人獲悉這些文獻的內容與使用。因緣際會的找到理念相同者的

協助，建置三個資料庫，持續將整理的成果上傳到資料庫，遠端的

讀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利用資料庫提供的檢索點，檢索所要的資

料內容，甚至可以瀏覽該書的書影，先行比對其間的異同，再決定

是否需要親自到館調閱。 

本文即從「文獻的整理」、「文獻整理的數位化」、「資料庫的建

置」與「文獻整理成果透過資料庫展現的省思」四個單元，提出我

們這些年來參預文獻整理的實務經驗，希望有助於文獻整理者的思

考，達到文化傳承的現代性目標。 

關鍵詞：文化傳承、現代性、文獻整理、數位化、資料庫建置 

一、前言  

文化是人類文明進展的象徵，文獻是利用各種載體記錄人類文化內容的

呈現。不同的民族，有其自有的文化；不同的社會風俗，亦自形成其自有的

文化。朝代的興替，可以因朝代的更新而切割時代，但文化的傳承，則不受

朝代的更替，接替者仍會接受前代文化的熏陶與影響，在賡續中逐漸改變而

形成自我的文化。  

文化的傳承是有其時代性與現代性。文化的傳承是藉由社會、風俗、習

慣、教育，大至國家、民族、社會，小至機關團體、學校、家族，在人與人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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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處上，相互傳承。究竟我們是要守舊？還是要創新？或是在傳承中求發

展？基本上是受到對文化的認同及影響。  

透過文獻的記載，是文化傳承中的一種方法；文明的進步，是建立在對

文化的傳承而產生的時代性與開創性。我們透過文獻的整理，可以瞭解先民

的思想，得到他們的心血結晶，產生往前邁進的動力，成為繼續發展文明的

藉資。  

二、文獻整理的類型  

文獻是歷史的產物，記錄人類文明的進展。文獻如果不加以整理與利用，

不論是採取哪種方式來保管典藏，它只是一種束之高閣的文物，雖有其歷史

價值，但無法被現代人運用，得到其新價值。也就是說，文獻的整理，是賦

予它的新生命，重新見諸人世的一種方法。  

近年來，我們藉由工作之便與研究的需要，從事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的

各種特藏文獻的整理，陸續透過期刊披露整理的成果，目的還是希望能將東

海典藏的特種文獻在整理之後，藉由現今科技的協助，先將整理成果或文獻

內容予以數位化，再經由資料庫的建置，提供人們使用網際網路 (或所謂的雲

端平台)，不論遠近地都可以就近檢索與瀏覽，確定資料是否為自己所需，減

免兩地奔波所耗費的時間。 

1.圖書館文獻的整理  

圖書館文獻是東海特藏文獻之一，東海圖書館是全台灣地區首先採取開

架式經營的圖書館，不僅方便讀者們自由的取閱，更能建立使用者的榮譽心。

目前有關圖書館的文獻，有十幾座鐵櫃之多，陸續經過整理之後，目前已編

製《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及《圖書館日誌--六十一年至七十年》兩

書，不僅瞭解東海從籌備時期起，就開始蒐購流落在香港、日本、韓國、美

國等地的線裝古籍；1955 年 11 月 2 日創校開學，即在男生宿舍採取開架式的

圖書室，是台灣地區首創者；圖書館組織編制歷年來的變化，館舍的設立、

增建、新建與館內空間的佈置、更動等等。  

同時配合學校校慶而舉辦「傳承與創新」的圖書館特藏展，彙整各同仁

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刊載的作品，將各人的成果與圖書館歷來年所整

理的書籍機會，展示並保留文獻。  

2.校史文獻的整理  

校史文獻指的是記載學校的各項會議記錄的文件，不論是行政會議記

錄、教務會議記錄、校務會議記錄董事會議記錄，或是學校發行的各項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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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校刊、學報、研討會論文集、校史、學校簡介、教職員名錄、畢業紀念

冊、各系系刊及通訊錄等等。我們目前以「名人錄系列」、「鴻雁集系列」整

理出十餘種的專輯，從校長、教務長、中文系師長，以及圖書館前輩，凡走

過必留下事蹟的記錄。  

3.索引的編製與著作目錄的彙編  

索引的編製，是為了讓使用者方便檢索到所要的資料，歷代以來就有許

多文人，以各種的方式編製各書的索引。《中國文化月刊》、《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訊》是東海發行的刊物，前者主要是闡揚與復興中華文化，後者是刊佈圖

書館與圖書館界的各項訊以及提供學術研究的發展園地。《中國文化月刊》在

發行到三百期時，負責該刊物主編之一的中文系吳福助教授，與我們合作，

藉由館藏創刊號到三百期的便利，編製「一至三百期的索引」，收錄三百期的

各期目次，依據內容編製分類索引，以作者筆畫多寡編製作者索引，撰寫<由

創刊號至三百期的索引編製看《中國文化月刊》的發行>1。《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訊》則在慶祝發行一百期時，編製《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一至一百期總索

引》，分「各期目次」、「分類索引」、「作者索引」三種編製。  

「著作目錄」是彙整某位學者的歷年來的著作，提供後人研究之用，以

著作目錄的彙編作為研究的基本來源，避免重新蒐集彙整的時間。我們彙整

東海中文系早期師長的著作目錄，分別刊登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在中

文系舉辦「傳承與緬懷」創系五十年的學術研討會時，彙編為《東海大學中

國文學系早期師長著作目錄彙編》，供與會來賓索取與利用。  

4.線裝古籍的整理與考訂  

東海收藏的線裝古籍，是台灣地區少數典藏線裝古籍的單位之一。曾於

1958 年、1968 年及 1971 年發行過館藏線裝書目、善本書目與普通本線裝書

目，但其內容僅登錄：書名、卷數、冊數、作者及刊刻的時間與刊刻者。至

1995 年，距離早期線裝書的整理已有數十年之久，重新釐訂善本書與普通本

線裝古籍，並詳細的著錄各書的序跋、藏印、板式行款，摘錄各書序跋中敘

及該書刊刻的過程，若各書的板本需要詳加辨識者，則略加以考訂。  

線裝古籍的整理，包含書籍的整理與考訂以及彙編成「書目」兩種。目

前彙整成書的有，有《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簡明錄新編。經部》、《東海大

學圖書館藏天糧館贈書。基督教文獻書目》、《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

                                                 
1 陳惠美撰，《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8 卷( 2007.07)，頁 55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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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簡明目錄初稿》、《東海大學圖書館藏李田意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東

海大學圖書館藏戴君仁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徐復觀、張學良、周法高三

位先生贈書專櫃的線裝古籍「經部」簡明目錄，以及重新整理並加上最新成

果編製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部份線裝古籍

的板本需要考訂者，則撰寫成板本考辨，發表在學報與《東海大學圖書館館

訊》，讀者可以藉此瞭解東海所藏的板本與其它板本的差異，減免他們兩地奔

波的時間。  

5.華文雜誌創刊號的整理  

2002 年 7 月，東海第二屆經濟系校友陳維滄先生，將其蒐集珍藏多年的

華文雜誌創刊號 (計 3800 多種 )，捐贈給圖書館。在整理華文雜誌創刊號的過

程中，發現各刊物大都著錄創刊的時間、地點、刊期 (或標示「內部刊物」、「內

部資料」 )、發刊詞、編者的話及目錄等信息。  

從發刊詞或編者的話、徵稿啟事等內容來看，可以看到創辦這份刊物的

宗旨、目的等，甚至會反映編輯刊物的雄心壯志，或為甚麼要編輯出版這份

期刊或改名、重新發行等原由。因此，可以藉由這些刊物的典藏與整理，瞭

解不同時期的時代思潮、文物的審美觀以及編輯學的史料等。  

透過華文雜誌創刊號書目的繕打、彙編，我們知道這批刊物的發行時間，

是從 1911 年前後，孫中山先生闡述革命，到 2000 年前後新時代科技的發展，

可說是橫跨時代的產物。接著嚐試從這些刊物的發行時代，分析尋找出大陸

「文化大革命」時期與台灣「戒嚴時期」兩個重要時期的刊物，進行資料的

整理，希望能由此得到這兩個時期的時代特性、思想潮流、刊物的走向等。

藉由《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刊登整理成果時，收錄發刊詞、編者的話 (或徵

稿啟事 )、目錄等內容，並附上這些頁面的掃瞄影像，供讀者瀏覽。  

三、文獻的數位化  

文獻經過整理，可以活化文獻並被讀者認識與使用。然而該份文獻，即

使經過整理，若未公布該文獻的書影或內容，則文獻仍深鎖倉儲，還是無法

被外人使用，或是讀者無法在遠端檢視，需親自到館調閱，難免需要兩地奔跑。 

拜科技所賜，現今可以利用科技將文獻數位化，透過網際網路或所謂雲

端平台，提供讀者在遠端使用電腦，得以瀏覽或閱讀。  

然而文獻的數位化，是否僅是將文獻掃瞄、存檔，即可提供讀者使用？

我們都知道，文獻的數位化，應該提供檢索的功能，才能便利透過檢索，得

到所需的資料內容而加以運用。只是掃瞄資料的圖像檔 (JPG 檔 )，是無法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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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少需對於該檔案的命名給予適當的名稱，才得以自行使用或供人檢索。 

資料經過掃瞄再轉成 PDF 檔後，可以透過檢索點的設置或關鍵字的建置

來提供檢索的功能。或者是利用 Adobe Acrobat 的軟體，將 PDF 檔的文字轉

成文字檔，即可執行全文檢索的功能。  

文獻數位化的另一種方式，就是製作成電子書，不僅可以線上瀏覽或列

印，如果建立檢索點，就能線上檢索，相當方便。  

現將特藏資料數位化的種類，簡單敘述如下：  

1.圖書館文獻的數位化  

誠如上述所說，文獻數位化可以活化文獻，讀者可以藉由網際網路在遠

端瀏覽使用。圖書館文獻經過整理成為紙本的，有館藏方師鐸教授贈書專櫃

的文稿彙編 2、《圖書館管院分館重要記事備忘錄》、《記憶的迴廊 --畫說東海》、

《大度山上東海文選》、《從荒涼到豐富 --東海老照片》、「圖書館同仁著作目

錄」、「圖書館日誌」等。目前曾予以數位化並上傳到圖書館網頁的「虛擬校

史館」的「畫說東海」，有：「記憶

的迴廊 --畫說東海」、「大度山上東海

文選」及「從荒涼到豐富 --東海老照

片」三種。  

目前正在進行《圖書館日誌 --

籌備期至民國六十年》、《圖書館日

誌 --民國六十一年至七十年》兩本則

正在重新排版，在轉成 PDF 檔之

後，仍會製成電子書，並上傳到東

海圖書館網頁的「虛擬校史館」資

料庫，提供瀏覽或檢索。在這裡，

我們將各書的目錄建置成檔案，並

貼在各書的資料欄中，讀者可以檢

索這些目錄的內容，找到自己想要

的頁碼。  

2.校史文獻的數位化  

                                                 
2 我們以「方師鐸先生全集」命名，包括他的四部曲中的三種：《北平憶往》、《五十年

前的水擺夷》、《揚州閒話》，還有《童話集》、《論文集》、《淺說唐詩》、《雜叢》、《閒

話滇邊及天南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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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文獻整理的數位化，包括利用文獻整理彙編成書的「名人錄系列」、

「聖樂團活動紀實」等資料的轉製，與原本就已出版的校史、畢業紀念冊、

校刊的掃瞄兩大類。  

在紙本書籍數位化過程，首先需先掃瞄成影像檔，再使用 Adobe Acrobat

軟體，將各頁的圖片檔 (JPG)串連起來，成為一個 PDF 檔案，並製成電子書。

不論是 PDF 檔或是電子書，在上傳到伺服器的同時，都會將已建置的各書的

目錄，貼上各筆資料中，提供讀者檢索。  

目前完成：東海現有的七本校史、三十四本畢業紀念冊、四本名人錄系

列、三本歷任校長、一本聖樂團紀實，同時也選擇性的將典藏的老照片 --學校

人物、景點、建築、活動等掃瞄，採取單元主題的模式編製，上傳到「虛擬

校史館」。  

3.線裝古籍的數位化  

由於線裝古籍的整

理，是分為書目的整理與內

容的著錄與考訂兩種，在彙

編成書的書目方面，則先將

書目的 WORD 檔分別轉成

PDF 檔，再串連為一個 PDF

檔，同時製成電子書，以便

上傳到資料庫，提供讀者線

上瀏覽。由於是書目性質，

只能將該書目的部類名稱

在上傳到伺服器或資料庫

時，一起貼在該書目的文件

資料夾，便利讀者可以查詢

該書收錄哪些部類，但無法

查得每一本書的書名或內

容。  

為彌補上述彙編成書目無法檢索內容的缺失，我們也分別將每一本線裝

古籍所整理出來的內容，各自轉成該書的 PDF 檔，在建置資料庫的時候，按

照欄位建置，再上傳各線裝古籍書目的 PDF 檔以及書影，讓讀者可借由資料

庫提供的檢索點，檢索到各本線裝古籍所整理的資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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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華文雜誌創刊號的數位化  

華文雜誌創刊號的整理，是最近幾個月才開始分頭進行的，目前著重於

完整書目的彙編，包含：刊物出刊的週期 (如週刊、旬刊、月刊、雙月刊等 )、

完整的刊物名稱、期別 (如創刊號、試刊號、改名號、重刊號等 )、出版社及出

版地，遇有改名 (或合併其它刊物 )、重新發行者，在「備註」欄註明。  

目前所進行的數位化，先挑選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刊物，將該類

型刊物的封面、發刊詞 (創刊詞)、目次、編者的話、徵稿啟事(稿約)或其它有

關此刊物發行上的內容，逐本予以掃瞄成影像檔 (JPG 檔 )。再將發刊詞 (創刊

詞)、目次、編者的話、徵稿啟事(稿約)等，轉換成文字檔，訂正文字內容，

利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的園地，逐期附上該刊物的封面、發刊詞等的

書影刊登出來，提供有意研究者的參考。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規劃「華文雜誌創刊號資料庫」 3的成立，希望能多方

面的提供檢索，呈現華文雜誌創刊號的文獻與研究價值。  

                                                 
3 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的：「圖書館館訊資料庫」、「圖書館線裝書資料庫」、「東海大學

圖書館虛擬校史館」等三個資料庫，是情商中文所校友林宜鈴小姐義務編寫，目前

正在討論「華文雜誌創刊號資料庫」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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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庫的建置  

建置資料庫，首先需要思考它的作用何在？目的為何？接著才是思考資

料庫的需求與功能。個人認為，建置資料庫，是要從讀者的檢索習慣著手，

也就是從讀者的角度思考他們的需要，如：資料畫面的呈現、可以提供哪些

內容、具有哪些的檢索點、可以檢索何種程度的檔案資料，資料內容能否在

線上瀏覽及全文下載等。  

一般圖書館所使用的資料庫，大都購自廠商，也依據廠商資料庫的檢索

模式來教育讀者如何使用，東海也不例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一開始創

刊時，就已申請紙本式與電子版兩種的 ISSN，也就是一開始即採紙本與電子

版同時發行。由於電子版館訊是利用 Google 的搜尋機制，所以必需每期分別

搜尋，才能找到所要的資料，未能如一般資料庫的便利。因此曾經藉由「部

落格」的性能，建置「館訊部落格」，提供讀者檢索。後來仍認為無法達到預

期效果而作罷。  

因緣際會地，得知林宜鈴校友替東海圖書館流通組編寫「來賓登記系統」

資料庫後，與她商量能否免費的再幫忙編寫「館訊資料庫」，藉以推廣「圖書

館館訊」的使用率與知名度。蒙其首肯，我們開始討論所要的資料庫形式、

提供檢索的欄位及讀者可以線上瀏覽或列印的內容。由於「館訊資料庫」建

置上線後的瀏覽狀況頗佳，於是接著邀請她再接再厲編寫「線裝書資料庫」

與「虛擬校史館」兩個資料庫，同時也邀請她將身為中文系所畢業的專長，

卻能參預資料庫編寫的過程及心得撰寫出來，刊登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4。以下對於三個資料庫的說明，是我們與她討論的內容，並摘錄其文章所述。 

1.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資料庫  

規畫「圖書館館訊資料庫」的考量，原本是希望藉由資料庫的建置提供

讀者檢索與利用外，更希望能推廣「圖書館館訊」的知名度與被使用。因此，

為改進原有利用部落格建置的缺失，有別於一般部落格僅單純提供資訊和討

論的限制，我們參考常使用的「台灣期刊論文索引檢索系統」、「中國期刊全

文數據庫」等資料庫的模式，考慮「館訊資料庫」僅是單一期刊的資料庫，

所以著重於多樣的檢索功能，讀者可以使用篇名、作者、卷期、關鍵詞作為

檢索點，以搜尋相關對應資料；內容上則提供「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各期

                                                 
4 篇名為<編製東海大學圖書館的「館訊資料庫」、「線裝書資料」及「虛擬校史館」經

驗談>，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22 期，頁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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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以及各篇文章內容的 PDF 全文下載。  

左邊另設置「資料檢索」、「歷史期數」與「最新館訊」三個欄位，方便

讀者瀏覽使用。  

 

2.東海大學圖書館線裝書資料車  

「線裝書資料庫」的設立，是考量東海典藏約六萬冊線裝古籍，在整理

與考訂的過程中，已經略有成果，這些成果有些即使陸續彙編成書並出版，

但受限於經費的不足，只能印製少量，寄送相關單位或圖書館；有些則是撰

寫成論文，發表在「學報」或「圖書館館訊」上，讀者能瀏覽使用的，還是

有限，相當地可惜。  

我們在規畫「線裝書資料庫」時，曾參考國家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書目

資料庫」的格式，對於它提供的檢索點與著錄內容，與我們所整理的內容不

甚相同，為如實的呈現整理內容，在檢索畫面的編排與內容的收錄與呈現方

面作了變動。  

大致和「館訊資料庫」相同，左側欄位將最新一期的目次換成「放置位

置」的瀏覽，在檢索點方面，則提供「書名」、「作者編校者」、「板式行款」

三種檢索條件欄位，並於檢索結果條列中顯示可觀看書影、簡明目錄的縮圖，

所提供的詳細資料有「書名」、「作者編校者」、「刊刻時間出版社」、「序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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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版式行款」、「書影」、「簡明目錄」、「藏書印」、「索書號」、「分類」、「放

置區域」，即為資料表欄位。為符合需求，「書影」及「簡明目錄」為檔案欄

位，作為可供下載的超連結，並增加「放置區域」資料表及管理頁面，以供

新增或編輯放置區域，並在新增書籍頁面作為下拉式選單，作為歸類使用。  

 

3.東海大學虛擬校史館  

在思考「虛擬校史館」資料庫時，因為所想要呈現或檢索的欄位太多，

與「館訊資料庫」、「線裝書資料庫」的形式有很大的不同，也就是無法單純

從資料的設立得到滿足，因此必需利用網頁模才能同時呈現欄位與檢索。  

所以規畫在網頁的上方，能有類別標籤選單，左側欄位有分類項下的次

項選單。經由個人對於校史文獻的初步整理與瞭解，網頁內容希望有：「簡

介」、「校史」、「文獻區」、「老照片」、「歷任校長」、「歷任董事長」、「歷任董

事」、「校長的話」、「畫說東海」及「東海特藏」等十個大類的頁面。在這些

大類的項下，又有分項，如「校史」項下有「十年校史」、「二十五年校史」、

「四十年校史」、「五十年校史」等等；又如「老照片」項下又有「建築篇」、

「人物篇」、「街道篇」等，而這些分項必需要可以自行增加，且每一個大類

的網頁內容呈現的方式又各有不同，如「簡介」多半會提供超連結網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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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連到學校相關網頁；「老照片」及「畫說東海」是以圖片加上簡短說明

組成，「文獻區」則提供文件縮影及相關文獻全文下載；「歷任校長」、「歷任

董事長」、「歷任董事」則提供人物照片預覽、生平事蹟介紹及相關資料下載

等。  

檢索方面則採用 Google 的搜尋機制，進行「虛擬校史館」內建資料的全

文檢索，檢索到的資料可以逐筆列出，提供讀者進一步的內容瀏覽。  

 
五、文獻整理成果透過資料庫展現的省思  

文獻不經整理或不提供讀者使用，是無法呈現其價值，僅能被當作文物

保存。文獻的整理，雖然是一項默默進行的工作，是寂寞的、孤獨的。但是

文獻經過整理後，能將成果逐一發表、公布出來，若得到他人的轉載、引用

或討論，則是一件快樂的事。  

文獻整理的成果，通常是藉由期刊論文的形式發表，提供他人使用，或

彙整成書籍，出版公諸於世。然而發表在期刊上的成果或以紙本形式出版的

書籍，不見得該刊物 (或書 )每個圖書館都會購買典藏；即使圖書館有收藏，當

你需要時，也不見剛好在架上供你拿取瀏覽(可能已被外借或正好有人在翻閱)。

為解決此種狀況的發生，圖書館界先透過紙本「圖書聯合目錄」、「期刊論文

索引」的形式，呈現各館的館藏情況，並藉由「館際合作」，提供遠端借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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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內容，減省使用者(需要者)的兩地奔波，甚至是辛苦地到了某圖書館，才

發現該書不見或不能調閱的窘境。 

拜科技的進步，台灣坊間目前出現眾多的資料庫，如國家圖書館的「圖

書聯合目錄」、「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等資料庫，提供檢索上的方便，但

「圖書聯合目錄」僅能看到該書的基本資料及館藏地，「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

統」則因著作權的規範(且有選擇性的收錄「學術性」論文)，大都無法立即線

上閱讀全文；大陸發行的「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雖然大都可以線上閱讀全

文，但收錄的刊物則以大陸地區為主；華藝、凌網、遠流、元照等公司，雖

然陸續開發推出資料庫(如「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但他們所收錄的期

刊，仍侷限於有授權給該廠商的，未授權的論文內容(或需付費的)，仍無法在

線上免費閱讀。 

廠商開發資料庫或製作成電子書，需要大筆的人力與資金，在商言商的

前題下，所推出的資料庫，也需要使用者花大筆的經費去購買使用權限，才

能使用。然而這些資料庫，是不允許購買單位任意增刪內容的，也就是在發

展或建立自己典藏特色的規畫中，是無法提供的。  

文獻典藏單位在整理自己擁有的文獻時，要考慮的是：文獻要如何整理？

整理的成果要如何地呈現，即利用哪些方式來提供讀者檢索與使用。  

僅從經費來源的考慮，當學校不能提撥適度的經費及人力時，可以考慮

向國科會申請計畫，或向文化部申請文物整理計畫，當然不見得都會獲得首

肯，而提供經費。  

與其採取有錢、有人時再進行整理的心態，我們認為，只要有心想要整

理文獻，只要願意多花一些時間，集合數人的力量，在現有的人力、物力缺

乏的條件下，逐漸地一件件的整理，仍然是可以得到一些成果的。或許在成

果展現後，能夠因此而得到一些外力的資助，正是所謂「自助人助」的想法。 

若只因人力、物力的缺乏，而不進行館藏文獻的整理，那麼這些文獻將

永遠深鎖在庫房中，絕無重現之日，外人不僅無法作為藉資，甚至連知曉是

否有此文獻？都是一大問題，我們就無法透過文獻瞭解歷史，掌握前人努力

的心血，也無法在前人的基礎上進行創新，那麼就沒有人類文明的進展，文

化的傳承，遑論文化傳承的現代性了。 5 

                                                 
5 本文曾於 2013 年 1 月 25 日，在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舉辦的「2013 年華人社

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承蒙與會者給予中肯的修改意見，在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