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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四庫全書簡介文淵閣四庫全書簡介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在是在清代乾隆清代乾隆（（17351735--17951795）年間，）年間，
由朝廷組織全國著名學者，歷時十數年編纂而成的。它所由朝廷組織全國著名學者，歷時十數年編纂而成的。它所
收錄及存目的書籍，達收錄及存目的書籍，達10,25410,254種、種、172,860172,860卷之巨。卷之巨。

收錄的書籍量豐富收錄的書籍量豐富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收入書籍量有收入書籍量有3,4613,461種，約種，約88
億字，億字，3600036000餘冊，計餘冊，計79,30979,309卷；另一部分是並卷；另一部分是並
未收錄書籍本身而只收存該書的書目，但仍有一未收錄書籍本身而只收存該書的書目，但仍有一
定影響力的圖書也有定影響力的圖書也有6,7936,793種，計種，計93,55193,551卷之卷之
多。多。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容文淵閣四庫全書內容
保存中華文化保存中華文化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現今在中華文化領域保存得最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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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豐富，文獻資料繁多，實乃規模宏大的資料庫。

內容涵蓋甚廣內容涵蓋甚廣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內容分為內容分為經、史、子、集經、史、子、集四部，共四部，共四十四十
四四類、類、七十七十屬．包括哲學、歷史、文藝、政治、社會、經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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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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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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書、易、詩、書、易、
禮、春秋、孝禮、春秋、孝
經、四書、小經、四書、小
學學⋯⋯等類等類

儒家、法家、兵儒家、法家、兵
家、農家、雜家、農家、雜
家、醫家、藝家、醫家、藝
術、天文算法、術、天文算法、
小說家小說家……等類等類

正史、編年、傳正史、編年、傳
記、時令、政記、時令、政
書、別史、雜書、別史、雜
史、地理史、地理……等類等類

楚辭、總集、楚辭、總集、
詞曲、別集、詞曲、別集、
詩文評詩文評⋯⋯等類等類



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內聯網版VV3.03.0版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
3.0 3.0 版新增功能版新增功能

採用國際編碼標準採用國際編碼標準(Unicode)(Unicode)造字造字82,88182,881個個
字字集集

圖表、圖字圖表、圖字((古字古字))數位化，皆可檢索數位化，皆可檢索

可二次檢索可二次檢索

部分匹配檢索部分匹配檢索

關聯字關聯字檢索檢索，，有有82,88182,881個個漢字的關聯漢字的關聯



《《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
3.0 3.0 版新增功能版新增功能

加強加強書籤、筆記書籤、筆記及及標點標點等個人化功能等個人化功能

新增新增分類詞條分類詞條檢索功能檢索功能

改善用戶使用介面的親切及易用性改善用戶使用介面的親切及易用性

新增新增文本文本與與原書圖像原書圖像並排對照並排對照

加入加入其他字典其他字典方便即時查閱方便即時查閱



特點特點1:1:採用國際標準的逾八萬漢字大字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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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六萬個表格及年表圖像數碼化 ，且全部圖像的，且全部圖像的標題標題

亦已數碼化，可全面檢索得到。亦已數碼化，可全面檢索得到。

特點特點2:2:表格、年表及圖像標題檢索全面化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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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輾（原文圖像標題） 石輾（原文文本標題）



特點特點3:3:檢索引擎效率及功能改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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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大量無關係

的資料，使用戶無需要重新檢索，便可在首次檢索出來的結果範
圍中直接檢索另一個關鍵詞，查找所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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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關詞條也檢索出來。（And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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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點特點4:4:新增分類詞條檢索功能新增分類詞條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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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點特點5:5:新增文本與原書圖像並排對照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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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點特點6:6:其他字典方便用戶即時查閱其他字典方便用戶即時查閱
其他數據庫及參考工具

在已有的《中華古漢語字典》及《四庫大辭典》之外，增加四

庫工具書(指收錄在經部小學類的字書、韻書，例如說文解字、重修玉
篇、御定康熙字典、重修廣韻和集韻等，提供更多資訊供使用者隨時參

考。



首次使用讀者
必需安裝四庫全書用戶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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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需10分鐘左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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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首次安裝需輸入
學校四庫全書伺
服器IP位址9

10

安裝完成,重新開機

140.130.1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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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化網絡儲存
書籤、筆記、標
點功能及檢索紀
錄



您可以像專家一樣使用四庫全書

--[滿城盡帶黃金甲]為例





滿城盡帶黃金甲的出處??

查Google。

問專家、教授。

查紙本：四庫全書 or 其他中文參考書。



搜尋Google
步驟一：

鍵入「滿城盡帶黃金甲」。

步驟二：

瀏覽並過濾網頁資料。

步驟三：

找到出處。





Google－得到的資料量過多，難以查找。

查相關紙本－共有1501冊，先找四庫全總
目，更具複雜及困難度。

問老師專家們………



但是

現在我們還有四庫全書電子版



利用四庫全書電子版
步驟一：

鍵入「滿城盡帶黃金甲」。

步驟二：

瀏覽並過濾資料。

步驟三：

找到出處。







滿城盡帶黃金甲－
從四庫全書中瞭解

「滿城盡帶黃金甲」的出處：

〈不第後賦菊〉

待到秋來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殺。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金甲。

作者：黃巢

時代：晚唐（黃巢之亂在廣明年間）



我們還可以瞭解到什麼呢?

整首詩的出處：《御定全唐詩》

作者黃巢的背景：

黄巢是冤句人。

考進士卻沒考上。

唐僖宗廣明年間作亂，攻破京都，最後沒有成
功，死於泰山狼虎谷。



全文檢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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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目瀏覽頁
按《四庫全書》的分類條
件，以樹狀層形式羅列各
「部」、「類」、「屬」及
「附錄」的書目及内容資
料。



檢索紀錄頁

--儲存用戶曾進行的全文檢索紀錄，顯示每
次檢索的相關字串及條件,用戶也可查閱各
項檢索的結果。(IP用戶在登出後均不會保
留。)



全文檢索全文檢索
只需輸入簡單字詞，便可進行檢索。也可進行各項條件只需輸入簡單字詞，便可進行檢索。也可進行各項條件

設定，以提升檢索結果準確度。檢索結果會提供相關書目、卷目設定，以提升檢索結果準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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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書頁等資料，更可開啓相關數位書頁文本及其原文圖像。



條件設定條件設定
檢索範圍設定檢索範圍設定:: ((檢索在正文、注釋、正文檢索在正文、注釋、正文++注釋、書名、著者、標題注釋、書名、著者、標題))

關聯字設定關聯字設定::《《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有很多異寫字，如「異體」、「簡繁」、「古有很多異寫字，如「異體」、「簡繁」、「古
今」、「通假」、「新舊」、「中日」等，此功能今」、「通假」、「新舊」、「中日」等，此功能提高了檢索的命中率提高了檢索的命中率。。
四庫類目設定四庫類目設定::為了使檢索結果更為準確，用戶可根據四庫全書的部類屬為了使檢索結果更為準確，用戶可根據四庫全書的部類屬
結構，指定要檢索的範圍，預設為全部。結構，指定要檢索的範圍，預設為全部。



輔助輸入功能介紹輔助輸入功能介紹
1.1.協助用戶需要輸入一些不懂得或較難以鍵盤輸入的字，尤其是一些生僻協助用戶需要輸入一些不懂得或較難以鍵盤輸入的字，尤其是一些生僻
的字，的字，ex.ex.「斾」字。「斾」字。
2.2.方便電腦未裝有任何中文輪入法的用戶，如方便電腦未裝有任何中文輪入法的用戶，如Windows Windows 英文、日文版等。英文、日文版等。

四庫提供了多種輔助輸入方式，包括單字、書名、著者及卦象等。四庫提供了多種輔助輸入方式，包括單字、書名、著者及卦象等。

以「單字輸入」方式為例以「單字輸入」方式為例::斾斾((ㄆㄟˋㄆㄟˋ))。按「確定」後所選擇的字將自。按「確定」後所選擇的字將自
動顯示在全文檢索頁的輸入欄內。最後，按「檢索」即可。動顯示在全文檢索頁的輸入欄內。最後，按「檢索」即可。



『『輔助輸入功能範例─斾輔助輸入功能範例─斾』』



分類詞條輸入功能介紹分類詞條輸入功能介紹((以中醫類為範本以中醫類為範本--查尋與肝有關之病症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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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古籍分類相關詞條可以檢索的使用者。提供古籍分類((出自宋代出自宋代《《太太
平御覽平御覽》》))、中醫類、人物類、地理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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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肝』』有相關之有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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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即可。

1

23

4

5



分類詞條輸入─中醫類→分類詞條輸入─中醫類→病症名→肝血不足病症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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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進階檢索」圖示，開啓「進階檢索」視窗按「進階檢索」圖示，開啓「進階檢索」視窗))

進階檢索是進階檢索是提供多種具彈性的檢索條件組合提供多種具彈性的檢索條件組合，能進一步，能進一步

提供檢索結果的精確度。提供檢索結果的精確度。

12

3

4

5

6



進階檢索進階檢索例子二例子二((按「進階檢索」圖示，開啓「進階檢索」視窗按「進階檢索」圖示，開啓「進階檢索」視窗))

例子例子:1.:1.檢索檢索「詩」這個字「詩」這個字;2.;2.內容要包含「李內容要包含「李
白」或「杜甫」。白」或「杜甫」。

12

3

4

5



進階檢索例子進階檢索例子三三::使用模糊檢索功能使用模糊檢索功能
當用戶不太肯定要檢索的字串的正確寫法或完整文句時，檢索所得的結果會當用戶不太肯定要檢索的字串的正確寫法或完整文句時，檢索所得的結果會
較完全匹配的多，找到一些內容相近的字串。如檢索較完全匹配的多，找到一些內容相近的字串。如檢索『『知己彼百戰知己彼百戰』』不完整不完整
字詞可得以下檢索結果字詞可得以下檢索結果::「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不知彼己百戰百敗」⋯⋯⋯⋯。。



在顯示結果中再檢索在顯示結果中再檢索
若首次檢索出來的結果太多內容，可利用「在顯示結若首次檢索出來的結果太多內容，可利用「在顯示結

果中再檢索」功能輸入另一個關鍵詞，進行再檢索，所得的結果中再檢索」功能輸入另一個關鍵詞，進行再檢索，所得的結
果將會更為精確。果將會更為精確。

如首次檢索「李白」得出共如首次檢索「李白」得出共13171317本書，然後希望在結果中除去有本書，然後希望在結果中除去有
「酒」的結果，再次檢索。「酒」的結果，再次檢索。



類目瀏覽介面功能說明類目瀏覽介面功能說明

書目資料
‧取材自《四庫大辭典》，顯示所選書目的詳細資料，包括作者簡介、編撰背景、內容概
要及版本資料等。
‧書目資料含有多種連結，例如按書名可開啓該書首頁;按作者名稱可瀏覽該作者收錄在
《四庫大辭典》的資料;按書名左邊的「卷」符號，會即時顯示該書的卷目結構。

四庫全書分
類結構：
部→類→屬

按這裡的項目可以照
書名、朝代或著/編/
註者排序顯示

顯示所選部、類或
屬的相關書目

可選擇觀看所選書目
的所有卷名或標題內

容

按此可查閱所選書
目的資料

按《四庫全書》的分類條件，以樹狀層形式羅列各「部」、「類」、「屬」
及「附錄」的書目及內容資料。



檢索紀錄介面說明檢索紀錄介面說明((適用於帳密登入者適用於帳密登入者,,授權授權IPIP登入的用戶，登出後不會保留登入的用戶，登出後不會保留))

儲存用戶曾經進行的全文檢索紀錄，顯示每次檢索的相關字串及條件，
用戶也可查閱各項檢索的結果。

顯示檢索紀
錄的字串及
相關條件設
定

按這裡立刻
查看所選的
檢索結果

顯示檢索紀
錄的字串及
相關條件設
定

顯示所選
紀錄的檢
索結果

顯示檢索
結果的匹
配內容及
書目資料



全文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全文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列印列印))
讓用戶在「全文檢索」、「類目瀏覽」、及「檢索紀錄」頁面下，列印書目、類讓用戶在「全文檢索」、「類目瀏覽」、及「檢索紀錄」頁面下，列印書目、類
目資料和檢索紀錄目資料和檢索紀錄

全文檢索頁

類目瀏覽頁

全文檢索頁及檢索紀錄頁



全文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全文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
關聯字查詢



全文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全文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



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



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

除提供字詞解釋的字典外,也加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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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概要及版本資料等。



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我的筆記我的筆記))
1

2

3
4



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我的書籤我的書籤))
1

2

3

4



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四庫工具書四庫工具書))
四庫工具書是指收錄在經部小學類的字書、韻書，例如說文解字、重修玉篇、御四庫工具書是指收錄在經部小學類的字書、韻書，例如說文解字、重修玉篇、御
定康熙字典、重修廣韻和集韻等。用戶可在「設定查詢範圍」選取全部或部份字定康熙字典、重修廣韻和集韻等。用戶可在「設定查詢範圍」選取全部或部份字
典查詢字義。典查詢字義。

用左邊滑鼠
點選二下即
可查得原文
文本樣貌

1 2

3

4



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檢索介面─功能列介紹



檢視原檢視原文介面文介面
用戶可從「全文檢索」、「類目瀏覽」或檢索紀錄頁面開啓用戶可從「全文檢索」、「類目瀏覽」或檢索紀錄頁面開啓
某書頁，進入檢視原文介面某書頁，進入檢視原文介面

書頁顯示

全螢幕

閱讀工具列:
翻頁工具、標記工具、書頁
檢視工具、複製工具、列印



檢視原文介面檢視原文介面--書頁顯示書頁顯示



檢視原文介面檢視原文介面--書頁顯示書頁顯示((並排並排))
用戶可從「全文檢索」、「類目瀏覽」或「檢索記錄」頁面開啓某書頁，進入檢視原文介面用戶可從「全文檢索」、「類目瀏覽」或「檢索記錄」頁面開啓某書頁，進入檢視原文介面



檢視原文介面檢視原文介面--全螢幕全螢幕

點選進入全螢幕

返
回

以全螢幕方式顯示書頁內容，閱讀文字更以全螢幕方式顯示書頁內容，閱讀文字更
為清晰。想回復原來樣式，按「返回」鈕為清晰。想回復原來樣式，按「返回」鈕
便可。便可。



檢視原文介面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閱讀工具列

翻頁工具翻頁工具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標記工具標記工具--標點標點

1

23

4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標記工具標記工具--筆記筆記::讓用戶在「原文文本」或「原文圖像」中加入筆記讓用戶在「原文文本」或「原文圖像」中加入筆記

1

點選要加筆記的位置，書頁
上便會出現筆記圖案

2

3開啓「筆記」視
窗，輸入筆記後，

按「確定」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標記工具標記工具--書籤方便用戶記錄當前閱讀的書頁。書籤方便用戶記錄當前閱讀的書頁。

1

出現「書籤」的
視窗,輸入書籤名
稱,按「確定」。

2

書頁上方出現
此圖案表示完
成

3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標記工具標記工具--「標記文字」「刪除標記」「標記文字」「刪除標記」::用戶可選擇不同顔色用戶可選擇不同顔色,,以標示不同內容以標示不同內容

1

2

3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書頁檢視工具書頁檢視工具

放大鏡

縮放顯示50%~200%，按「Enter」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複製工具複製工具

1

2

可將文字貼到文書處理軟件上

3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複製工具複製工具

1

2

3

4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複製工具複製工具

1
2

要複製文字，先按Ctrl+A全
選文字，再按Ctrl+C進行複
製，然後便可將文字貼到文
書處理軟件(MS Word)



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檢視原文介面─閱讀工具列

1

2



使用完畢，敬請按登出使用完畢，敬請按登出((同時上線同時上線11人人))



謝謝您的聆聽!

服務及聯絡方式: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49-16號3樓
TEL: (02)2736-2009 #301-306
http://ttsgroup.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