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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時 間 產 品 / 說 明

國家科技進步獎 1998 「軍事資料庫」於中國獲得

數位出版創新獎 2006 「歷代書法碑帖集成」獲新聞局頒發

數位出版金鼎獎入圍 2007 「臺灣文獻叢刊續編」獲新聞局頒發

數位出版金鼎獎入圍 201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全文檢索資料庫」獲新聞局頒發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劃補助 2011 「經典人文學刊庫」獲「國家型數位學習與數位典藏計畫」補助

文建會視覺藝術補助 2011 「雄獅美術知識庫」獲文建會補助

數位內容產品獎入圍 2011 「雄獅美術知識庫」獲工業局頒發

北市府產發局雙料補助 :
研發補助 .獎勵補助

2011 「經典藝文雜誌庫」

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2012 「雅書云」新平臺獲文化部優惠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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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二手文獻，

而依地下出土、

地上遺存等 

第一手文物，

展現最原始的拓本，

錄文再據原拓逐字考證，

每字都能檢索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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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種類／全文 省份 種類／全文 省份 種類／全文

北京 61/35 浙江 368/186 貴州 109/1

天津 25/20 江西 254/31 海南 24/1

河北 390/253 湖北 199/4 遼寧 81/0

山東 390/256 湖南 183/0 吉林 44/0

河南 331/245 四川 385/1 黑龍江 39/0

山西 315/229 福建 157/0 寧夏 15/0

陝西 294/180 臺灣 22/1 內蒙古 21/1

甘肅 106/65 澳門 2/0 新疆 49/0

上海 70/62 廣東 202/126 青海 13/1

江蘇 312/205 廣西 115/1 西藏 33/0

安徽 155/100 雲南 171/3 總志山水遊記 1663/8

中國國家圖書館˙獨家授權˙平價上市

繁體中文版˙高清全彩˙全文/影像檢索



6 匯編 32 典 6117 部 10000 卷 6 匯編 32 典 6117 部 10000 卷

歷象

匯編

乾象典 21 100
博物

彙編

藝術典 43 824
歲功典 43 116 神异典 70 320
曆法典 6 40 禽蟲典 317 192
庶徵典 56 138 草目點 700 320

方輿

匯編

坤輿典 21 140
理學

彙編

經濟典 66 500
職方典 223 1544 學行典 96 300
山川典 401 320 文學典 49 260
邊裔典 542 140 字學典 24 160

明倫

匯編

皇極典 31 300

經濟

彙編

選舉典 29 136
宮闈典 15 140 詮衡典 12 120
宮常典 65 800 食貨典 83 160
家範典 31 116 禮儀典 70 348
交誼典 37 120 樂律典 46 136
氏族典 2694 460 戎政典 30 300
人事典 97 112 祥刑典 26 180
閨媛典 17 376 考工典 15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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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2007 年

【數位金鼎獎】

 
 
 



榮獲

2011年文建會

文創產業獎勵

入圍

2011 年工業局

數位內容產品獎

(1971 ∼ 1996) 307 期    33000篇     4400 萬字    68000圖    10000頁廣告    12220則辭條

藝作報導   藝術評論    藝術家專輯   工具辭庫    臺灣文化    鄉土文學



榮獲

2006 年新聞局

數位出版創新獎



【主題區域】

東亞／東南亞（8 主題）

中東／近東（112 主題）

歐洲／斯拉夫／高加索（10 主題）

北美殖民地 (1 主題 ) 

【檔案來源】

倫敦國家檔案

歐洲、美國國務院檔案

大英圖書館（東亞／印度研究室）          

劍橋、倫敦、杜倫、哈佛及牛津等大學

（1841-1970 年）

臺灣 （1861-1960 年，共 10 卷，7000 頁）    

中國 1（1911-1960 年，共 11 卷，6970 頁）

中國 2（1960-1970 年，共 3 卷，1800 頁）

上海 （1842-1943 年，共 18 卷，14500 頁）

香港 (1841-1941 年，共 6 卷，3000 頁）     

日本 (1906-1970 年，共 14 冊，9500 頁）

韓國 (1882-1970 年，共 14 卷，10000 頁）

星馬海峽殖民地（1855-1941 年，共 12 冊，7850 頁，6 地圖）



【特色】

【簡介】

來自英國首相府、內閣辦公室、領土戰爭殖民辦公室等部門，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以英政府獨特的視角，探索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國家鬥爭

全套檔案共四卷，3500 多頁歷史文獻，為研究者提供越南民族鬥爭的第一手歷史依據

每份文獻都附以單獨的注解，並按照時間順序和主題編輯，帶領讀者追溯歷史的發展

研究亞洲、國際關係、政治、歷史必備的大型文獻參考

      自 1887 年以來，由東京（北越）、安南、交趾支那所組成的越南，一直是法屬印度支

那的一部分，受到法國統治，而非英國領地；然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不同階段，英國政府卻

因為ㄧ些密謀事件，意外地影響著越南的未來。本檔案從 1919 年「巴黎和平會議」上一位

名叫「阮愛國」的人士（即後來的「胡志明」），向英國遞交請願書的檔案開始。然後以

1946 年英國軍隊監視日本軍隊撤離越南和法國重新入境結束，見證了越南從一個動盪期邁

向另個動盪期的珍貴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