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圖書集成》全文資料庫
Complete Classics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a (Gu Jin Tu Shu Ji Cheng)
《古今圖書集成》為中國現存最大的類書，輯錄自
上古至清初歷代典籍，內容廣及天文地理、人事物
類、政治經濟、思想學術、軍事法律、文化藝術、
醫農百工等各方面，為中國古籍集大成的百科全書。
《古今圖書集成》成書於清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
，全書萬卷，逾一億七千多萬字，總計 6109 部，
因輯錄古佚文獻書籍，遺文逸事往往得以保存。
本資料庫依據「故宮博物院典藏雍正四年銅字活版
本」，以文本及掃描方式錄入，具有分類及主題目
錄檢索，圖文並錄，保留原來的式樣，方便讀者全
文檢索，尋找中國古文獻豐富的內容。
It is an online collection of class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Qing Dynasty. It covers works on astronomy,
geography, history, philosophy, literature, politics,
economics, art, education, agriculture, medicine,
and more.
The Online Database includes
full-text and image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it is
searchable by keywords and subjects.
內容及檢索方法

彙編及典
彙編

典

曆象

乾象、歲功、曆法、庶徵

方輿

坤輿、職方、山川、邊裔

明倫

皇極、宮闈、官常、家範、交誼、氏族、
人事、閨媛

博物

藝術、神異、禽蟲、草木

理學

經籍、學行、文學、字學

經濟

選舉、銓衡、食貨、禮儀、樂律、
戎政、祥刑、考工

款目
I. 文獻內容
彙考：收錄稽查事物發展的資料，依時間為序
總論：收錄歷代評論事物的資料
列傳：收錄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藝文：收錄詩詞歌賦為主題的文學作品
II. 補充、拾遺
選句：摘錄有關事物的麗詞、偶句、包括諺語
紀事：收錄事物瑣細而可取的資料，是彙考的補充
雜錄：考察未真，難入彙考的零星資料
外編：收錄諸子百家及佛道典籍中「臆造」之說一
類的資料
檢索例子

〈氏族典〉收錄姓氏近三千種，每個姓氏下考來源，
列出該姓著名人物傳記的資料。
《古今圖書集成》的體制內容共分六個「彙編」，
下分三十二「典」
，
「典」下再分數千個「部」
，然後
是「款目」
，並收錄圖表。
於資料庫搜尋所需資料時，可先從分類及款目中
選擇所需範圍，然後輸入關鍵詞，以減少搜尋結果。
按
可見原文。此單張會介紹一些檢索的例子。

例 1：搜尋「溫姓」的資料：
於「分類」選「明倫彙編」
「氏族典」
，於「款目」
，
選「列傳」
，輸入關鍵詞「溫姓」
，按「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明倫彙編 -- 氏族典 – 溫姓部 -列傳 (第一百五十四卷)，按
見原文。

《古今圖書集成》亦收錄大量地方志及典故的
資料。

例 2：搜尋「台灣」相關之地理資料：
選擇「方輿彙編」
「山川典」
，輸入關鍵詞「台灣」
，
按「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方輿彙編」-- 山川典 -- 海部 -藝文二（第三百十六卷）開洋禁疏
例 3：搜尋「寒食節」之典故：
選擇「曆象彙編」
「歲功典」
，輸入關鍵詞「寒食節」，
按「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
「曆象彙編」-- 歲功典 -- 清明部 -紀事（第四十一卷）
布林邏輯條件檢索

《古今圖書集成》為巨型綜合類書，其某一部分往
往可獨立為某一專科類書，如〈藝術典〉的「醫部」
共五百卷，收錄之豐、分類之詳，為一般專門醫科
類難及，遂有《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搜尋相關資料時，建議運用布林邏輯條件中的
“AND” 來縮窄檢索範圍，詞彙與運算條件間需
空一格。如運用 “NOT” 及 “OR”，會出現
大量檢索結果。
例 1：搜尋有關「煩躁」的單方
輸入關鍵詞組「煩躁 AND 單方」
，欄位選「目次」，
按「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博物彙編」-- 藝術典 -- 醫部 -彙考三百二十二 (第三百四十二卷)

《古今圖書集成》既重視直接從經史子集中的引錄，
又不廢類書中的遺存，補充了人物典故的資料。
例 2：搜尋「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的資料：
輸入關鍵詞組「伯夷叔齊 AND 餓死 AND 首陽
山」，按「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理學彙編」-- 學行典 -- 聖人部 -彙考二（第一百四十二卷）

例 3：搜尋「西楚霸王虞姬之死」的資料：
輸入關鍵詞組「西楚霸王 AND 虞姬之死」，按
「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明倫彙編」-- 閨媛典 -- 閨烈部 -列傳一（第四十五卷）

評論考證以按註的形式，指明原文的出處，亦併錄
其他文獻作參考。
圖表檢索
古代圖畫的製作及複製比文字抄寫印刷困難，
《古今
圖書集成》之「三才圖會」打破類書不收繪圖的常
規，圖文並錄。查詢這類資料時，可下拉欄位，選
「圖表」
。
圖：收錄有關事物的圖像，如天文圖、地圖(山岳形
勢)、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屋舍器物等；
表：非表不能詳者皆列表，不包史書中的年月表。
例 1：搜尋「牛圖」
：
選「圖表」
，輸入關鍵詞「牛圖」
，按「執行檢索」。
 搜尋結果：
「博物彙編」-- 禽蟲典 -- 牛部 -- 彙
考一（第一百五卷），按
檢視。

檢索結果
如該檢索結果為圖像資料
，其資料來源皆出自
《古今圖書集成》原本影像掃瞄而成，提供讀者完
整之原版資料內容。
列印
讀者可選擇把查詢結果列印，圖書館按列印數目收
費，請到服務櫃台查詢繳費方法。
使用地點 Available at
所有香港公共圖書館(流動圖書館除外) 。
All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except mobile libraries).

經互聯網使用 Remote Access
凡持有香港公共圖書館圖書證的讀者，可透過以下
的圖書館網址，經互聯網使用。
Library card-holder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may also access the database remotely via the World
Wide Web through the following webpage.

http://www.hkpl.gov.hk/remoteaccess

例 2：搜尋諸葛亮的「八陣圖」
：
選「圖表」
，輸入關鍵詞「八陣圖」，按「執行檢索」。

例 3：搜尋「太極圖」相關之資料：
檢索字串中鍵入「太極圖」，按「執行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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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結果：「理學彙編」-- 經籍典 -- 河圖洛書
部-- 彙考六（第五十四卷），選「目錄/全文」，
選「河圖洛書部」
，選「河洛太極圖」
。

查詢 E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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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結果：選「戎政典
-- 陣法部」
，選「目錄/
全文」，於左欄內文目
錄中選「三才圖會」，
選定所需陣圖，按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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