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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檔案數位化典藏及其應用 

2013/4/17 

一、緣起： 

胡適紀念館，成立於 1962 年 12 月 10 日，1998 年元月正式改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紀念館主要職責與任務，為保存、陳列與刊行紀念館原有及徵集所得之胡適

遺著、遺墨、藏書、生活照片及其他遺物等。本館早期業務除例行性展覽工作外，並

展開胡適遺著之編輯和出版、發行。設館之初，有徐高阮、胡頌平先生負責文物徵集

研究、典藏展覽等工作；此外，毛子水、屈萬里、黃彰健、嚴耕望、胡頌平先生等人

另組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又於 1984 至 1989 年間授權聯經、遠流出版公司，重

新整理出版胡適先生的作品。期間陸續推出胡適著述、傳記及其相關研究等，共計二

十二種 ，包括《胡適手稿》、《白話文學史》、《胡適講演集》、《中國中古思想史

長編》、《丁文江的傳記》、《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及《胡適之先生年

譜長編初稿》、《大師的聲音》、《胡適作品集》、《胡適日記》等書籍和錄音卡帶 。

1987 年 5 月 23 日，中央研究院第十三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撥用本院史語所、近史

所研究人員，協助本館整理胡適先生著述及賡續學術研究志業。1988 年 11 月以後，助

理研究員萬麗鵑、趙潤海先後到職，繼續從事資料之蒐集、整理與編刊等工作，進行

「美國檔」與「南港檔」人工目錄建檔及胡適書信專檔之編製。本館同時委請專人及

本所同仁校註或翻譯，並與聯經出版社繼續合作，前後出版《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

楊聯陞往來書札》(1998)、《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1999)、《萬山不許

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2001)。 

隨著資訊科技與人文學科的融合，文化資產（檔案、圖書、博物等文物）的數位

典藏及其應用朝向永續經營和公共資訊系統之建構，已為世界共通的趨勢。本館自納

入本所編制，在人事、財務和行政等方面始有健全體制可資依循，不但有比較大的彈

性來落實人力、物力、技術等資源的調度與整合，也有本所檔案館數位化模式及導向

以資借鏡。本館胡適檔案階段性數位化典藏工作，乃從以下三個層面出發：1. 將紙質、

照相正片負片、錄影帶、錄音帶及器物等不同媒材載體的檔案，轉製為數位影像檔，

經久保存且利於典藏。2. 以往檔案人工編目，檔案檢索與使用均感不便，期藉助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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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文檢索資料庫」(Metadata)之發展，建置 Web 介面資料庫管理系統，便於學者查考

與使用。3. 鑑於以往檔案人工編目，單位各自開發不同系統，難以與其他相關檔案交

互參照。本館檔案數位化工作，屬本所檔案數位典藏子計畫之分支，有關館藏資料、

圖書、器物等數位化標準之擬訂，與本所其他檔案系統有互通的機制。 

二、胡適檔案數位化整編工作概況 

胡適檔案數位化整編工作，始於 2000 年年底，重新著錄、建立舊編「美國檔」與

「南港檔」之電子目錄。次年，展開委外掃瞄文件等前置作業，確立電子目錄著錄格

式，進行 Web 介面「胡適檔案 MetaData 資料庫」之建置。2002 年 6 月，完成第一階

段「胡適檔案檢索系統」7,172 筆，約 32,100 頁。本館除整編舊檔外，同時進行「胡適

日記」數位影像檔匯編工作。胡適日記負片及微縮，分別於 2000 年 11 月及 2001 年 5

月掃瞄轉製數位影像檔；另有少部分胡適日記紙質檔案，亦於次年 7 月掃瞄轉製數位

影像檔。2002 年 8 月，完成「胡適日記」數位影像檔匯編及其電子目錄初稿，本編檔

案，收錄胡適日記 1992 則（“封面”57 則，“日記內文”1935 天），計 5,740 頁。同

年 11 月，將『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及『胡適日記』納入「胡適檔案 MetaData 資料庫」

服務系統。『胡適檔案檢索系統』於本所檔案館閱覽室提供 Web 介面檢索系統之單機

查詢；『胡適日記』則開放本所所內網路查詢。 

第二階段的整編工作，於 2002 年 6 月開始籌畫。將近年已集結出版的「胡適與楊

聯陞專檔」、「胡適與韋蓮司專檔」、「胡適與雷震專檔」以及早期出版的「胡適手

稿」及「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等文件檔案數位化整編，經檔案目錄著錄、文件掃瞄

轉製影像檔作業底定。2003 年 12 月，三個專檔、胡適手稿暨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等四

個系列檔案，分別匯入「胡適檔案檢索系統」。次年(2004 年)1 月，在本所檔案館開放

單機查詢服務。胡適日記資料庫方面，則於 2005 年 3 月調整開放權限，改為本院院內

使用。 

第三階段，包括「胡傳檔案」、「南港五檔」的整編，以及「胡適日記」的補編。

在陸續完成文件檔案數位化之後，已於 2007 年 6 月底全部納入「胡適檔案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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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服務系統，供讀者查詢閱覽。 

本館「胡適檔案 MetaData 資料庫」，原分為「胡適日記」及「胡適檔案檢索系統」

兩大類別的服務系統。兩者間的區分，在於檔案目錄欄位著錄格式之差異。「胡適日

記」以日期為主題，利於日期檢索的方式，故將其目錄列之著錄格式，定為日期、附

件、頁數、版本比較及備註等五個欄位，有別於後者的多欄位著錄格式。「胡適檔案

檢索系統」，由於檔案內容之多樣性，包括書信、手稿、剪報、雜件等，其目錄列之

著錄格式，則有館藏號、舊檔號、系列、題名、描述、產生者、收文者、時間、資料

型式、語文、版本、出處、參考資源、附件、頁數、備註等 16 個欄位。為資料庫之完

備，2009 年再將原「胡適日記」之目錄欄位作調整與補充，亦納入「胡適檔案檢索系

統」。 

第四階段，「北京檔」的整編。2009 年 4 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簡稱社科院近史所）捐贈本館一批 1949 年之前的胡適文件檔案影像資料。經過將近

兩年的整編，共建檔 30,804 筆目錄，我們稱之為「北京檔」，於 2011 年 4 月匯入「胡

適檔案檢索系統」。惟此系列僅限於本所所內查詢，對所外人士，則提供單機查詢服

務。 

目前「胡適檔案檢索系統」開放對外申請查詢者，包含八個系列：舊編之「美國

檔」（代號 US）、「南港檔」（代號 NK）；「胡適與楊聯陞專檔」（代號 LS）、「胡

適與韋蓮司專檔」（代號 CW）、 「胡適與雷震專檔」（代號 LC）等書信專檔；「胡

適手稿」暨「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代號 MS ）；胡傳專檔（代號 HC）；「胡適

日記」（代號 DY）及「胡適日記」（代號 DY）。本編服務系統，共有 21,176 則，茲

簡述如下： 

1. 「美國檔」（US，2359 則）：大抵為胡適存於美國紐約住所，後於 1958 年 12

月移至台灣之文稿、信函及什件等。 

2. 「南港檔」（NK，13,040 則）：泛指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的個人檔案。 

3. 「胡適與楊聯陞專檔」（LS，239 則）：為胡適與楊聯陞的來往函件等，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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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市：聯經，1998 年）的信函手

稿本外，並收錄先前未輯入的函件及楊聯陞夫人託余英時院士於 1998 年 7 月 7 日與

1999 年 1 月 12 日惠贈本館的函稿信件等。 

4. 「胡適與韋蓮司專檔」（CW，343 則）：除收錄胡適與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來往函電和部分關係人的信函外，並及胡適身後韋蓮司與江冬秀、胡祖望、

葉良才、劉大中等人的來往函件。此外，另有一些韋蓮司寄贈及韋女士身後其家屬寄

贈本館的剪報、雜件等。 

5. 「胡適與雷震專檔」（LC，174 則）：為胡適與雷震的來往函電等，涵蓋《萬

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的信函手稿本，並增補本館館藏另行檢出的數封信函，以及收錄於《雷震秘藏書

信選》（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的數封排印本影印信函。 

6. 「胡適手稿」暨「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MS，814 則）：「胡適手稿」(MS01)，

以本館早期發行出版的《胡適手稿》十集（1966 年 2 月∼1970 年 6 月出版）為底本，

內容是關於《水經注》疑案的考證、禪宗史考證、中國早期佛教史跡考證、中國佛教

制度和經籍雜考證、朱子彙鈔和考證、舊小說及其他題目雜考證、古絕句選及其他雜

稿。「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MS02），以本館出版的手稿本（1971 年 2 月）為底本，

是胡適先生於 1930 年寫成的手稿七章：齊學、《呂氏春秋》、秦漢之間思想狀態、道

家、淮南王書、統一帝國的宗教、儒家的有為主義等。 

7. 「胡傳專檔」（HC，146 則）：胡適先生很早即開始整理其父胡傳的遺稿，並

由白棣、王毓銓、胡先晉及羅爾綱等人抄錄過。目前胡適紀念館藏的胡傳檔案，大部

分即為這些手抄本，僅有少數原件。館藏手抄本及小部份原件，係 1958 年胡適先生回

國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寄回臺灣的；而能見到胡傳原跡的，只有在微捲或微捲影印

本。微捲是 1963 年 7 月 2 日楊聯陞自美國託人轉交胡夫人江冬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製

胡適存留美國的文件縮影膠片。依胡適先生所整理過的，胡傳檔案可分為七大類，分

別為(1)年譜；(2)日記；(3)稟啟；(4)文集；(5)書札偶存；(6)家傳；(7)其他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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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適日記」（DY，4,061 則）：時間分佈為 1906 年、1921-1943 年、1946-1962

年，凡 41 年。來源有：紀念館藏負片（Kodak 攝影底片）一百捲、微縮（Microfilm─

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六捲與少數日記原件；胡祖望先生寄贈 1938-1942 年日記影本；

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與遠流版《胡適日記手稿本》。內容並

不完整，尚缺 1910-1917、1919-1920、1944 年。本編，4061 則包括封面 74 則、日記

內文 3987 天。 

三、檢索說明 

讀者欲查詢本館檔案，可至胡適紀念館網頁的「資料庫入口」（網址為：

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metadata.aspx）。目錄檢索，開放線上查詢，不必申

請；影像檢索則需透過申請。請下載申請表，填妥後寄到胡適紀念館客服信箱，本館

接獲申請後，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核結果。 

使用檢索系統之前，請先參閱〈胡適檔案編輯說明〉，以瞭解檔案目錄及編輯原

則。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如您要查詢 1923 年 6 月 5 日日記，請在「資料型式」選取日記，在「時間

（起）」輸入 19230605，如圖一。執行檢索後，得該筆資料詳目，如圖二。按“全文

影像”即可閱讀到該文，如圖三。 

〔圖示一〕：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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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二〕：目錄畫面 

 

〔圖示三〕：「胡適日記」影像檢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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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讀者如欲查詢所有有關林可勝的資料，可在“跨欄檢索”輸入林可勝，如

圖四；即可查詢到所有有關林可勝檔案的簡目，如圖五。選取詳目顯示，即可得到每

筆資料的詳目，如圖六。按“全文影像”即可閱讀到該檔案，如圖七。 

〔圖示四〕：查詢畫面 

 

〔圖示五〕：簡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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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六〕：詳目畫面 

 

〔圖示七〕：影像檢索畫面 

 

 

（原文刊載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36（2003 年 12 月），頁 66-76。因文

中所述之檔案數位化工作又歷經數年，故在文字上作更動、刪減，以副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