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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四庫全書簡介
 中國歷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

《四庫全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
，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

 保存中華文化

《四庫全書》是現今在中華文化領域保存
得最完整、抄寫得最統一及最大的一部叢書，其
有系統、有條理地將中華五千年的重要典籍匯集
成一大套百科叢書．因其收書極為豐富，文獻資
料繁多，實乃規模宏大的資料庫。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容
 內容涵蓋甚廣

《四庫全書》內容分為經、史、子、集四部，
共四十四類、七十屬．包括哲學、歷史、文藝、政
治、社會、經濟、軍事、法律、醫學、天文、地理、
算學、生物學、農學、占卜等，是研究中華五千年
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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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教、綱常
倫理、道德規範
的教條，主要是
儒家的典籍

包括各種體裁
的歷史、地理
和典章制度著
作

包括諸子百家
及釋道宗教著
作

包括歷代作家個
人或多人的散文、
駢文、詩、詞、
散曲等的集子和
文學評論、戲曲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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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極一病証方論 本草乘雅半偈 明堂灸經 脈訣刊誤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本草綱目 金匱要略論註 婦人大全良方

仁端錄 玉機微義 金匱鉤玄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仁齋直指 石山醫案 宣明方論 御纂醫宗金鑑

仁齋直指__仁齋傷寒類書 先醒齋廣筆記 急救仙方 推求師意

內外傷寒辯惑論 全生指迷方 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 產育寶慶集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名醫類案 旅舍備要方 產寶諸方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__指南總論 此事難知 格致餘論 痎瘧論疏

太醫局諸科程文格 局方發揮 病機氣宜保命集 備急千金要方

世醫得效方 肘後備急方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 博濟方

外科理例 赤水元珠 神農本草經疏 普濟方

外科精義 奇經八脈考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景岳全書

外臺祕要方 尚論篇 素問玄機原病式 湯液本草

子部->醫家類->104冊



絳雪園古方選註 傷寒論條辨 濟生方 證治準繩

脾胃論 傷寒總病論 薛氏醫案 證類本草

集驗背疽方 傷寒類方 鍼灸甲乙經 難經本義

黃帝內經素問 瑞竹堂經驗方 鍼灸問對 類經

傳信適用方 聖濟總錄纂要 鍼灸資生經 類經__類經附翼

傷寒舌鑑 腳氣治法總要 醫旨緒餘 類經__類經圖翼

傷寒直格方 壽親養老新書 醫門法律 類證普濟本事方

傷寒直格方__傷寒標本心法類
萃

褚氏遺書 醫門法律__寓意草 蘇沈良方

傷寒兼證析義 銀海精微 醫經溯洄集 續名醫類案

傷寒微旨論 銅人鍼灸經 醫說 蘭室祕臟

傷寒論注釋 瘟疫論 醫學源流論 蘭臺軌範

傷寒論注釋__傷寒明理論 衛濟寶書 醫壘元戎 靈樞經

傷寒論注釋__傷寒論方 儒門事親 瀕湖脈學 顱顖經



文淵閣四庫全書3.2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

 採用國際編碼標準(Unicode)造字82,881個字集

 圖表、圖字(古字)數位化，皆可檢索

 可二次檢索、部分匹配檢索、關聯字檢索

 提供分類詞條檢索功能

 提供文本與原書圖像並排對照

 加入其他字典方便即時查閱

 提供其他工具查閱



特點1:採用國際標準的逾八萬漢字大字庫

字庫的總字數增長逾兩倍半
由原版本的32,441個字增至83,881個，是目前應用在

重要古籍文獻最大的一套漢字字庫。

原字貼圖 數碼化文字

例1: 例2:

原字貼圖 數碼化文字



 表格及年表圖像數碼化
將近六萬個表格及年表圖像數碼化 ，且全部圖像的標題

亦已數碼化，可全面檢索得到。
檢索範圍新增圖像標題檢索 (47,273條)及圖像文字檢索

(28,162 頁)。

特點2:表格、年表及圖像標題檢索全面化

遼國皇族表（原文圖像） 遼國皇族表（全文文本）

例1: 例2:



特點3:檢索引擎效率及功能改進

二次檢索：
在檢索結果中進一步縮小檢索內容範圍。

部分匹配檢索：
對欲檢索的詞條中部份內容無把握，可以使用「部分匹配

檢索」功能，不清楚的部分以空格或指定符號代替，系統會把所
有相關詞條也檢索出來。

關聯字檢索:
方便使用者把檢索字串衍生的關聯字一併進行檢索，避免因

字的不同寫法使檢索有所遺漏。包括它們的異體、繁簡、新舊及
古今等異寫字。



特點4:提供分類詞條檢索功能

分類詞條庫具擴充功能
將先加入中醫類、人物類及地理類詞條，往後再陸續增

加其他分類，豐富數據庫的內容，而同一人、物或地方如有
其他慣用的別稱，都會預先作好關聯，方便用戶進行一些專
題檢索的同時，不會有所遺漏。

人物類詞條138,191條
中醫類詞條24,555條
地理類詞條61,238條



特點5:提供文本與原書圖像並排對照

三個閱讀模式
(1)「全文文本」：已數碼化及可逐字檢索的內容，

完全按照《四庫全書》原書格式排版。
(2)「原文圖像」：掃描原書的圖像版面。
(3)「全文文本」與「原文圖像」並列顯示：方便使

用者直接對照校勘，不用在不同畫面跳轉比較。



特點6:其他字典方便用戶即時查閱

四庫工具書
四庫工具書-經部小學類，這些字典附有文字解釋、讀音(反
切)，遇到不明白的字，可利用字典功能即時查詢。

四庫工具書-經部小學類



特點7:其他工具查閱
古今紀年換算

古今紀年換算至公元年，例如要查詢清朝康熙在位是公元幾
年，就可以使用此功能。也可以使用公元年推算當時中國是
哪位皇帝在位，例如輸入1911年，就會出現末代皇帝溥儀的
資料。



特點7:其他工具查閱
干支/公元換算

在「天干」欄、「地支」欄，按下箭頭出現列表，就會出線
西元年。切換到公元換算干支，只要在欄位中輸入西元年份
，並點選公元前、公元後，點選計算，下面欄位即會出現計
算結果。



特點7:其他工具查閱

八卦/六十四卦表

點選干支/公元換算即出現八卦圖。按「切換到六十四卦」按
鈕切換到六十四卦表。用滑鼠點選六十四卦的任何一卦，可
得出該卦象的釋義。



特點7:其他工具查閱
四庫大辭典

為四庫全書內所有書 目提供詳細的參考資料，包括作者簡介
、編撰背景、內容概要及版本資料等。用戶只需直接輸入書
名或使用輔助輸 入等方法找出四庫書目的名稱， 再按「查
詢」，便可查閱該書詳細資料。



特點7:其他工具查閱

中華古漢語字典&切換粵語/國語發音
點選文字後右按滑鼠，選擇「粵語/國語發音」；或在「其他
工具」的「中華古漢語字典」及「粵語/國語發音」輸入文字，
查詢讀音。



首次使用讀者
必須安裝四庫全書用戶端程式



圖書首頁 http://lib.cmu.edu.tw



如何找到四庫全書的連結



選擇適合的語言程式

使用手冊下載

下載安裝用戶端程式

下載完成後，執行程
式，依照步驟安裝。

註：下載、安裝速度因電腦
環境不同而異



140.128.66.135

首次安裝需填入四庫
IP:140.128.66.135

於校外連線使用，設
定Proxy後再輸入

Proxy IP/帳號/密碼



程式啟動
按「開始」→程式集(P)→「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

書電子版》內聯網版」，啓動程式，進入登入介面

也可將此COPY至桌面,
下次登入只要在桌面點
選二下即可登入介面



登入頁面

注意事項：登出(同時上線1人限制)
每次登入及使用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後，請按
『登出』離開。



全文檢索頁

檢索介面
用戶登入成功後便會進入「檢索介面」，主
要由「全文檢索」、「類目瀏覽」及「檢索
記錄」，等頁面組成。







全文檢索
檢索結果會提供相關書目、卷目及書頁等資料，更可開

啓相關數位書頁文本及其原文圖像。



條件設定：檢索範圍、關聯字設定、四庫類目-提高命中率與精確度



下關鍵字的小幫手
古籍有些字在現代比較少見，也許我們常用的輸入法沒有辦

法輸出(例如：𠔀<ㄅㄢ>)

也有可能我們知道周朝某個有名的中醫師，但卻忘了名字，
這時候可以使用下列幾個小幫手，輔助您更有效率的下關
鍵字。

 漢字綜合檢索法

 輔助輸入

 分類詞條輸入



點擊首頁上的漢字綜合檢索法即跳出以下畫面。漢字綜合檢索
法可以利用漢語拼音、國語注音、粵語拼音，首筆畫、部首、
總筆畫等條件找到您需要的關鍵字。例如使用部件來找字，上
部分部件為 ，下部份的部件為 ，就可以找到 。點選檢索
之後，檢索結果會再右邊畫面顯示。部件與部首都有瀏覽的功
能，方便您搜尋需要的字詞。

部件瀏覽

1

2

漢字綜合檢索法



在首頁點選輔助輸入即可使用此功能。輔助輸入可以使用單字、
書名、著者、卦象找尋關鍵字，幫您將類別歸類，更容易找到
關鍵字。例如需要研究西漢、東漢、魏、蜀、吳時期姓氏為劉
的著者，輸入檢索條件後點選查詢，就能為您做篩選。朝代、
起始拼音字母(羅馬拼音+注音符號)、注音韻母(羅馬拼音+注音
符號)都有瀏覽的功能。卦象則是可以點選64種卦象來做搜尋。

朝代瀏覽 起始注音字母 注音韻母字母

1
2

輔助輸入-單字、書名、 著者、卦象



分類詞條輸入功能介紹(以中醫類為範本-查尋與肝有關之病症名)

為了協助一些對某類範疇有興趣，而不知道有哪些
相關詞條可以檢索的使用者。提供古籍分類(出自宋代《太
平御覽》)、中醫類、人物類、地理類等。

點選分類詞條中的中醫類→點選類別瀏覽之病症名→查尋與『肝』有相關之
詞條，按「確定」後所選擇的詞條將自動顯示在全文檢索頁的輸入欄內。按
「檢索」即可。

1

23

4

5



分類詞條輸入─中醫類→病症名→肝血不足

點選二下,即可
看原文文本及

原文圖像



進階檢索
進階檢索是「是」「或」「非」邏輯檢索更具彈性的邏

輯檢索方法，能進一步提供檢索結果的精確度。



進階檢索
例子:1.「詩」這個字;2.內容要包含「李白」
或「杜甫」。



進階檢索例子-使用模糊檢索功能
不太肯定檢索字句的正確寫法或完整文句時，可找內容相近的字串。





謝謝!

同時上線限1人，使用完畢，請點選“登出”，
登出後個人紀錄就不會保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