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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保存與使用 —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

館長的話

收藏、保存與使用 —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

慶祝的理由
新年的開始，總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祝願所有的讀者在 2018 年和即
將到來的「狗年」一切順利。2017 年末，圖書館還有其他慶祝的理由……

特藏主管李麗芳女士本期接受訪問，談論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特藏不但支援大學圖書館的願景與使命，亦致力
於香港及中國文化遺產的保存。

員工感謝日，2017 年 12 月 15 日
為配合大學的「員工感謝日」，圖書館舉辦了一個非常感人的儀式慶祝圖

特藏收藏了什麼資料？

書館同事的貢獻。大學最近在為獎勵服務 35 年及 25 年員工的長期服務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收藏及保存東西語文珍藏，年代跨越逾 3,500 年，從商朝甲骨至近代中國及香港的書籍和文

獎之外，增設了一個 15 年服務獎。

學作品。這些特藏都是珍貴、稀有和獨特，深具研究價值。大部分的特藏都是保存於閉架書庫，但亦因應讀者的要求

12 月 15 日我們肯定了這批服務了

而提供借閱。

大學 16-24 年的同事所作出的貢獻，

可否舉例介紹有特色的特藏？

由大學副校長潘偉賢教授主持，在
同事、親友、家人及花卉的擁簇下，

特藏成立的目的是要支援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學習及教學，尤以中國研究及文學的資料最為豐富。這兩個範疇的珍

接受大學的謝意。共有 53 位圖書館

藏包括：

同事獲得服務獎，確認他們對圖書
館及大學的貢獻。我向這些同事及
所有圖書館同事，表示個人的祝賀

甲骨

和衷心的感謝。

1969 年由校友捐贈予聯合書院，現存放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共有 44 片刻辭甲骨，
收藏數量為香港之冠。

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JULAC）50 週年
香港大學校長在一封 1966 年 12 月 16 日致圖書館館

2018 年 12 月 召 開 的 會 議 為 慶 祝

長 Mr. H.A. Rydings 的信中，提及「香港兩所大學

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五十年來的成

善本書籍

的校長希望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以加強緊密聯繫及

就，並討論了未來的協作發展，包

中文典藏收錄 900 多種共 15,000 餘冊的中文古籍。年份上溯元朝（1271-1368），

在圖書館事務上向校長提供建議…我們希望稱此為

括 新 組 成 的「 粵 港 澳 高 校 圖 書 館

下迄清乾隆六十年（1795）。此館藏見證了中國印刷史的發展，從雕版、活字到套色

大學聯合圖書館諮詢委員會（the Universities Joint

聯盟」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University

印刷。西文善本則收藏 1900 年以前出版的西文書籍，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著作為主。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成立至今五十年，

Libraries Alliance）。此次會議的重點，是前任大學

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JULAC）包括香港八所教資

圖書館長聯席會主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

會資助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已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圖

長施達理博士（2000-2012）及簡麗冰博士（1972-

書館聯盟。圖書館讀者會認識聯校借書證及港書網的

1983）的分享。聆聽他們睿智的話語和嘆賞他們對

服務，但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在背後對聯合採購圖書

圖書館業的持續奉獻，給我們所有人另一個慶祝的

館資源的成本效益、員工培訓、專業知識分享及其他

理由。

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的
深度協作，香港的大學圖書館變得更為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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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特藏
涵蓋逾 100,000 多冊民國時期（1912-1949）在中國出版之書籍及刊物。

大學圖書館館長
李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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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特藏

霍克思文獻

特藏收錄各類香港文學資料，包括單行本、期刊、手

霍克思教授為英國著名漢學家。本文獻主要為霍克思

稿、信札、照片、檔案及其他文獻，更可透過網上檢

教授所捐贈本人蒐集、整理的中國文學資料，亦包括

索工具搜尋作家手稿。

其經典譯作《紅樓夢》的手稿。

特藏如何收集這些珍貴資料 ?

特藏如何保存這些珍貴資料 ?

讀者可以怎樣查找和使用這些資料 ?

特藏如何支援學習、教學及研究 ?

雖然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可採購藏品，然而最主要、

香港潮濕與炎熱的天氣不利書籍的保存；儲存環境欠

大部分特藏資料均存放於閉架書庫。讀者可透過圖書

館藏的善本書籍、中國研究、香港研究、檔案及手稿

最具價值的特藏均是透過捐贈而獲得。例如北山堂基

佳的資料也容易發霉、變脆和遭受蟲蛀。為檢查和處

館「檢索易」搜尋及預約特藏，並於特藏閱覽室（大

等均為教學及研究的重要原始資料，特藏主任可因應

金於 2008 年捐贈之「北山堂藏書」，包括中國古籍

理新增藏品，特藏設立了隔離室，內有一台清潔空氣

學圖書館 3 樓）內使用。

教學人員的要求，為學生安排與各特藏有關的指導課

1,383 種共 9,868 冊，乃圖書館至今所得最大批捐贈

保護工作站可加快清潔過程及防止塵埃與汚染物的再

之古籍。2002 年，盧瑋鑾教授（小思老師）捐贈超

循環。受水濕或蟲蛀的書籍則會放於負 30 度的冰箱

過 20,000 種由她多年蒐集得來的藏書、期刊及其研

內雪藏最少 72 小時，以殺死霉菌和除蟲。經過處理

究資料予圖書館，促成了「香港文學特藏」的成立。

後，資料才會轉移及存放於衡溫衡濕的特藏書庫內。

特藏亦涵蓋了數量可觀的手稿、劇本、信札及書籍，
均是與香港中文大學有淵源或認同圖書館保存資料和
傳播知識使命的作家、學者、藝術家、收藏家與公眾
人士的慷概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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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包括提倡文化與遺產，故此圖書館建立了
「香港中文大學數碼典藏」，以便保存且容許讀者更

程或講座，例如中國藝術及文化、當代中國研究、歷
史等。我們亦很樂意安排導賞介紹圖書館的珍藏。

方便地檢索及瀏覽特藏資料。
除網上瀏覽及親臨查閱資料外，圖書館亦會與各學
系、學院和捐贈者共同舉辦主題展覽以展示各類特色
藏品及檔案，藉以彰顯圖書館作為傳播知識者的角色。

特藏網址：
http://www.lib.cuhk.edu.hk/tc/libraries/ul/spc
香港中文大學數碼典藏：
http://repository.lib.cuhk.edu.hk/tc
網上檢索工具：
http://archives.lib.cuhk.edu.hk
研究諮詢服務：
http://www.lib.cuhk.edu.hk/tc/research/consultation/form
網上展覽：
http://libguides.lib.cuhk.edu.hk/bytype/exhibitions
查詢：
spc@lib.cuhk.edu.hk / 3943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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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掇萃

電子資源新訊
Academic OneFile
收錄世界各地著名期刊及參考資源的同行評審全文文章，主題包括刑事法
規、歷史、市場學、科學、社會科學等。

AccessCardiology
透過心臟科領域如介入性心臟科及電生理學等領先專家的參考，提供最新的
護理、研究和臨床試驗的標準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Global Perspectives, 1941-1996
美國外國廣播資訊處收錄 1941 至 1996 年間，國際報導美國種族關係的新聞
資料，為研究世界如何回應美國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提供重要資料。

Apartheid: Global Perspectives, 1946-1996
美國外國廣播資訊處收錄 1946 年至 1996 年間，國際報導南非分隔黑白人、
印裔及混血羣體的政策與法律的新聞資料，為研究南非政府與外國交流的重
要文獻資源。

Data-Planet Statistical Datasets
標準及結構化的統計數據，涵蓋來自 16 個重要主題領域超逾 450 個資料庫
和 49 億項的數據集。資料可以標準和視覺化的表格、圖表、圖形和地圖下載，
檢索結果亦可儲存和分享。

Immigrations, Migrations and Refugees: Global Perspectives, 1941-1996
美國外國廣播資訊處收錄 1941 至 1996 年間人口流動的新聞資料，尤以巴勒
斯坦、西藏、匈牙利、越南和古巴為主。

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二玄社中國藝術經典複製品系列
歷年來，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從日本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訂購了一批製作水準極高的藝術複製品，並將這些複
製品存放於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 JPRS) Reports, 1957-1995
涵蓋 1957 至 1995 年間世界各地有關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科技和軍事等
資料，尤重社會主義國家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問題和事件。

複製品系列包含由唐朝至清朝的書畫，大部份附解說釋文。這些作品的原件收藏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上海
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地方，而複本則以精密的專業技術製成，仿真度高，極具觀賞及教育價值。有關詳情歡
迎向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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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新訊
JoVE. Science Education Database. Essenti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and Critical Care

Roper Center iPOLL
Roper Center 廣泛收錄不同主題的輿論數據，如移民、休閑和娛樂、種族、

收錄廣泛應用在緊急和重症監護情況的程序，從基本的生命支持方法如 CPR

宗教、工作和勞動、貧窮、選舉及其他等。資料庫現有逾 23,000 項美國及

和救援呼吸，到其他在緊急情況下常用的程序。

國際數據集，提供接近 700,000 份來自美國全國成人樣本調查的問答。資料
可利用所提供的線上工具 RoperExplorer 下載和分析。

JoVE. Science Education Database. Essential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s
III

Sovereign Wealth Fund Transaction (1960s 至今)

第三輯視頻系列涵蓋人類體檢的兩個重要系統：神經和肌肉骨骼，提供視頻

涵蓋主權財富基金和公共基金自 1960 年以來的各種交易及相關資料。

解釋相關解剖學、步驟背後的原理和檢查結果的解釋等。

JSTOR Sustainability

The Cold Wa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East-West Tensions, 1945-1991

新的線上資源，收錄與環境可持續性和復原力有關的期刊、政策研究和書籍。

美國外國廣播資訊處在 1945 年至 1991 年間所收錄有關共產主義集團和發展中

資料庫提供超逾 110 種期刊，2000 多份研究報告和逾 350 本書籍等。

國家的新聞，包含社會主義國家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主要問題、事件和民眾。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Global Perspectives, 1958-1994

VitalSource Bookshelf Digital Textbook

美國中央情報局收錄有關中東和北非的本地和國際新聞。主題涵蓋以色列 -

數碼教科書平台，提供超過 60 本由 Wiley 出版的電子教科書。

亞拉伯衝突、人權與公民權利、國際關係、恐怖主義和其他地區性的政治、
經濟和安全利益等問題。

中共黨史期刊數據庫（1930-1949）
包含 1949 年前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刊物共約 200 種，是研究 1930 年代至

Morgan & Claypool Colloquium Digital Library of Life Sciences

1949 年間中共發展的重要史料。

以基本生物及生物醫學為主的電子書平台，涵蓋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神經科
學和生理學等。

大成申報數據庫（1872-1949）
創辦於清朝末年的《申報》，停刊於民國 38 年，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史的

PsychiatryOnline

重要原始資料。

以網上門戶平台的方式提供 DSM-5、教科書、期刊、實踐指引、自我評估工
具和有關精神科的臨床和研究信息。

晚清民國大報庫（1872-1949）
收錄清朝末年至民國時期發行的《益世報》、《民國日報》、《新華日報》、《中
央日報》等主要的中文報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第一手資料。

紅色歷史文獻數據庫（1915-1949）
收錄 1915 年至 1949 年間中國共產黨及其相關組織所出版的報紙和雜誌，是研究中
共發展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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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館員

新訊及活動速遞

恭賀中大學生榮獲
「第二十七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律詩」特別獎

李鳳燕女士

我們恭賀劉浚㮾同學榮獲「第二十七屆全港詩詞創作
比賽 ─ 律詩」特別獎，其詩題為〈觀〈九十風華帝
女花〉有感〉。有關詳情可參閱香港公共圖書館全港

你在圖書館的職責為何 ?

你負責的工作範疇為何 ?

作為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和建築學圖書館的

我負責提供資訊和圖書館服務，支援中大下校園區

主管，我負責管理崇基學院圖書館和建築學圖書

教職員、研究員和學生的教學及研究需要。如您

館，並與資訊科技服務處共同管理伍何曼原樓學

對圖書館服務有任何建議，歡迎您隨時與我聯絡。

需要數碼學術研究上的協助嗎？

習共享空間。我亦是教育學院、建築學院和音樂

期待在圖書館見到您。

數碼學術研究團隊於上學期十月開始提供現場數碼學

現場數碼學術研究諮詢服務本學期會由 2018 年 1 月

你的教育背景為何 ?

術研究諮詢服務，為中大師生提供有關數碼學術研究

16 日開始，每隔周二下午繼續進行：

我擁有教育碩士學位和圖書館及資訊學學位，曾

的即場意見及建議，包括使用「數碼學術研究室」設

日期： 1 月 16 及 30 日

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新加坡淡馬錫理工學

詩詞創作比賽網址。

備、軟件工具如 ArcGIS, Gephi, OMEKA 及 Voyant
Tools 等。諮詢服務吸引學者和研究生到來作深入討
論，學習如何利用他們未知的工具協助研究。

系的院系聯絡主任。

2 月 13 及 27 日
3 月 13 及 27 日
4 月 10 及 24 日

院（TP）教授圖書館及資訊管理課程。移居香港
之前，曾於西澳洲州立圖書館（LISWA）資訊服
務部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NYP）擔任圖書館

時間： 下午 3 時至 5 時

主管。過去 5 年，任職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經理，

地點： 大學圖書館地下數碼學術研究室

聯席會負責與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
學圖書館聯繫，就圖書館信息資源和服務，進行

歡迎現場諮詢或把相關數碼學術研究問題電郵至

討論、協調和合作。

dslab@lib.cuhk.edu.hk 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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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檢索易」

「單一登入系統」是怎樣運作的？
我 們 不 時 聽 到 這 個 問 題。 單 一 登 入 系 統（Single

技術上，單一登入系統是依靠瀏覽器內的 cookies 運

登出的情況比較複雜。部分網上程式支援「單一登

沒有運作一段時間而自動登出，觸發其他支援單一登

Sign-On / SSO）是一個透過 CUHK LOGIN 頁面輸入

作，當 cookies 無法讀取時，單一登入系統便不能運

出」，當你從其中一個網上程式（例如：檢索易）登

出的程式也同時被登出。另外，每節單一登入都有時

用戶名稱 / 密碼進行用戶身份驗證的網上系統。

作。例如，使用不同瀏覽器（Chrome, Firefox, Edge

出時，因為網上程式分享著相同的單一登入，所以其

限，當時限過後，你會被要求重新登入。

等）到訪網上程式，或者電腦重啓之後，用戶就需要

他網上程式也可能同時被登出。為確保登出時不會影

再次輸入名稱及密碼。 同樣道理，瀏覽器的「隱私視

響其他正在使用的程式，你可開啟不同瀏覽器，來到

窗」或「無痕式視窗」使 cookies 無法讀取，單一登

訪不同網上程式。因為不是所有網上程式都支援單一

入系統亦不能運作。

登出，所以登出的情況較難預料。部分網上系統會因

單一登入系統是指透過 CUHK LOGIN 登錄一個網上
程式（例如：檢索易），之後利用同一瀏覽器到訪其
他網上程式（例如：預訂研讀室），點擊「登入」鍵
後便無需再次輸入用戶名稱或密碼，便可直接登入。

我們預期會有更多校園程式使用 CUHK LOGIN 登入
系統，屆時單一登錄系統可以為你帶來更多的便利。

如何使用下拉選項檢索資料

如所需要的書籍已被借出，我該怎麼辦？

新的「檢索易」為使用及預約八所 JULAC 圖書館的

如所需書籍的複本已全數借出，你可依以下步驟預約書籍：

各類資源，提供了一站式檢索，你可以同一時間檢索

• 在圖書館主頁的「檢索易」欄目搜尋所需書籍。

書籍、期刊、視聽資料、文章、報刊資料及論文等

• 找到所需書籍。
• 先登入「檢索易」以預約書籍。
• 打開書籍資料，然後在「獲取」欄下按「請求」鍵。
• 選擇「取書地點」，並按「請求」。

「檢索易」也在下拉選項中提供多種檢索選項，如果你需要設定較精確的檢索範圍，可以使用下列選項進行

• 成功預約後，系統會顯示「已提交的請求」的確認信息。一旦資料
可供借閱，你會收到電郵通知書。

檢索。

• 若要查看或管理預約資料，只需登入「我的借閱記錄」並按「預約」

全部

檢索以下所有資料

書籍

圖書館訂購的實體書籍和電子書籍

文章

全文文章、報刊資料、論文和會議文獻等

視聽資料

錄音資料、多媒體資料等

期刊

使用期刊名稱檢索期刊

論文

香港中文大學博碩士論文

• 你的罰款已達最高限額；

特藏

香港中文大學特藏

• 你有未歸還逾期已久的資料或逾期的催還資料；

標籤即可。你會看到已預約資料的清單。
請注意，於以下情況「請求」功能將不適用：
• 你未有登入「檢索易」；

• 該資料為短期借閱資料（如指定參考資料）；
例如，如果你想尋找 DVD 光碟，你可以輸入檢索詞，然後從下拉選項中選擇「視聽資料」，檢索結果會只顯示

• 該資料未有借出，仍在書架上。

視聽資料。

未借出的書籍只能預約作校內館際書籍傳遞。

想了解如何使用這些檢索選項，可參考下列短片（只提供英文版）：

詳情請參閱：http://www.lib.cuhk.edu.hk/tc/use/borrowing/interbranch

How to Find Books

How to Find Articles

How to Find Local TV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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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Find Journals

How to Find CUHK Theses

你可於常見問題集內選取「預約及催還」以獲得更多詳情。
常見問題集：http://libanswers.lib.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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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香港．新界．沙田
網址： http://www.lib.cuhk.edu.hk/tc

WhatsApp: 5578 8898（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電話：（852）3943 7305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UHKLibraries

傳真：
（852）2603 6952

Twitter: https://twitter.com/CUHKLibrary

電郵： librar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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