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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在澳門地區共有288間大小不同的圖書館，較
具規模的圖書館約有20間，圖書館的數字化資
源的使用尚在起步階段，能提供電子資源服務
的圖書館不多，雖然如此，澳門圖書館界及資
訊界亦不斷改進及建立不同的資訊服務，本文
介紹目前澳門文獻的概況，澳門文獻資源的數
字化發展，從而分享本地資源建設與利用的經
驗



一. 澳門文獻的概況

• 澳門地區每年出版圖書約550種，期刊及
報紙有120種。可是早在1590年西方現代
的印刷術已傳入中國的澳門，歷年累計
有關的澳門出版與相關的華文文獻資料
有：



1.1 圖書方面

• 計有圖書28,277種, 以中國史地類的圖書
為最多，次為語言文學類，第三為社會
科學類。



表1：圖書類型分析表 (直至2012
年9月8日止)

圖書類型 數量

專書 17401

小冊子 2822

展覽目錄 1412

特刊 1626

會議錄 1435

法規 1071

場刊 1135

書目 565

調查報告 810

總計 28277



1.2 期刊方面

• 期刊有2,070種, 依期刊內容分，以社會科學期
刊為最多，主要為社團的通訊、經濟、法律與
教育專刊。而1949年前的出版品有169種，至
今仍出版的計有：《澳門年鑑》、《潮汐表》、
《華僑報》、《市民日報》、《大眾報》、
《粵華中學校刊》、《電話簿》等刊物。此外，
澳門出版的期刊的壽命非常短暫，部份創刊一
至兩期後便告停刊，祗有政府機構出版的期刊，
因為資金充裕，又有專職人員負責，所以刊期
較為穩定及可持續出版。



1.3 視聽及多媒體資料方面

• 約有1,573種，其中音樂資源，包括本地及在澳門出生
歌藝界人士，如甄妮、葉振棠、小肥、鄺美雲、甘國
衛等；學習語言的影音資料，其內容以學習職業英語
及普通話為主；與澳門有關的電影，包括高志森、羅
卓瑤等知名導演作品，；電腦光碟及電子書；另外香
港電台、亞洲電視、香港電視廣播公司、澳門廣播電
視公司均有製作不同的新聞特輯，甚具參考價值。由
於本類型資源剛在起步搜集階段，仍有不少作品未及
收錄，如多位著名的粵曲紅伶作品，如李寶塋、紅線
女、李香琴等。



1.4 博碩士論文方面

• 對於凡題材涉及澳門或澳門出版者的中文博碩
士論文，約5,911多種：包括中國1,130種、澳
門3,655種、台灣地區有72種、香港有967種。
中國的博碩士論文數量最多，其中一個原因是
歷年有不少澳門人到國內升學之故，而在港台
升讀研究院課程的澳門人較少；至於澳門本地
出版的博碩士論文，要以澳門大學及澳門科技
大學為主要的出版單位。



• 1.5 地圖及地圖冊方面

• 共收得328幅，包括地質及地
形圖，一般旅遊圖、街道圖
等。

• 1.6 海報方面

• 共收得2,208種，以藝術類的
海報為最多，次之為社會科
學類。本海報目錄的主要來
源自澳門大學圖書館



1.7 宣傳單張及廣告方面
自2002年起，筆者亦開始收集坊間派發的宣傳單張及廣告，建立了
澳門宣傳單張及廣告特藏，目前共開設15個專題，約6,200份單張資
料。

項目 檔案夾數量

銀行資料 13

旅遊資料 17

電訊資料 3

統計資料 1

商業廣告 16

文娛活動 23

教育培訓 7

公民教育 4

社團簡介 4

醫療與衛生 4

選舉 1

公共機構與服務 8

出版與書店 1

法律 2

總計 104



1.8 明信片方面

• 計有323種，主要內容為澳門風景，這由於近
年來澳門的旅遊業發展迅速，又得到世界文化
遺產名城的稱號，吸引了不少單位，出版明信
片作為遊客紀念品之用。

• 澳門民政總署亦在舉辦大型的展覽活動時出版
不少以藝術為題套裝的明信片，成為澳門明信
片的另一重要主題。

• 2006年開始收集明信片目錄，亦為澳大圖書館
建立明信片館藏，2008年起將現有明信片掃瞄
存檔。



二. 數位化的概況

• 將文獻進行電子化，是為便利讀者使用
的最有效的方法，澳門文獻整理單位是
以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基金會、澳門
文化局的中央圖書館、歷史檔案館等單
位最為積極，現簡介如下：



2.1 圖書數位化

• 2.1.1澳門虛擬圖書館
• 澳門基金會建檔的資料庫為《澳門虛擬圖書館》，是

澳門首個開通的網上電子圖書館，由澳門基金會和澳
門教科文中心於1999年底設立。該館利用互聯網的技
術，收集和整理有關澳門文獻及學術研究，建立全文
電子書庫，其中包括澳門基金會歷年來出版的書籍，
本澳各出版機構、社團及作者授權全文上網，有大型
參考書、學術著作及期刊等，內容以經濟、政治、法
律、文學藝術、歷史為主，目前共有900多冊，供海內
外人士免費下載及查閱。虛擬圖書館另設網上書畫廊，
將本澳藝術家的簡介及代表作上網，成為網上學術、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網址為www.macaudata.com。

http://www.macaudata.com/�


虛擬圖書館圖像



2.1.2 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影像系統

• 進行古籍掃瞄的工作以澳門大學圖書館為主要
生產單位，該館自2003年購入一台德國製造
SMA32的專業圖書掃瞄設備，再配合Vitova 
(慧圖) 的操作軟件，展開該館文獻數字化的工
作，首先在該館古籍館藏中找出版本較為珍貴，
並查找網上電子資源或其他圖書館沒有數字化
的古籍，並將其蓋上電子水印及連上innovative
的multimedia功能系統，目前共完成了195種
(840冊)，讓讀者在圖書館WEBPAC系統，即可
參見原書內容。



澳門大學古籍影像系統



澳門大學古籍影像系統



2.1.3 澳門大學圖書館西文古籍影像系統

• 澳門大學圖書館於2010年起與IGROUP公
司合作掃瞄該館館藏1950年以前的西文
古籍，現已有112種全文電子書供讀者免
費在網上使用。



澳門大學圖書館西文古籍影像
系統



2.2 期刊及報紙數位化

• 雖然有數間澳門的政府部門將澳門出版期刊的論文進
行了標引的工作，但主要期刊資訊供應單位仍是由澳
門大學圖書館，以下為該館的工作簡介。



2.2.1 期刊論文方面

• 在期刊論文方面，澳門大學圖書館建立的《澳門期刊網》，現共
輸入有關澳門的期刊論文20,748篇。



2.2.2 報紙方面

• 自2007年起澳門大學圖書館已分階段將
館藏有關的澳門報紙的縮影資料轉為電
子檔，主要為40年代的澳門報紙。而澳
門日報於2008年開始出版該報的光碟月
刊。此外，香港的慧科新聞資料庫自
2000年起亦收錄了澳門出版的主要報紙
的全文，以下為更多有關澳門報紙資源
數位化的簡介。



2.2.2.1 澳門報章剪報索引
澳門大學圖書館於2001年建立了“澳門報章剪報索引”，
其主要數據是由澳門教區青年牧民中心所提供，收錄六
份主要澳門報章上的新聞，並以新聞標題作檢索，範圍
在1988年1月至2000年7月，7月以後則有慧科新聞資料庫
來提供。



2.2.2.2 學海版
澳門大學圖書館於2004年建立另一個澳門報紙索引系統
名為“澳門日報學海版索引”，主要收錄1990年2月至
2004年12月於澳門日報學海版的學術文章, 共有1,622筆記
錄。



2.2.3易研網上信息閱讀平台(sPOP)
• 這數據庫是澳大與易研網合作改良的信息網站，收錄

網上信息之新聞、網上留言及社交網站資料進行有系
統的整合。

• 數據庫的中文平台提供有關澳門的資料：包括
• 澳大相關的新聞和網上留言、
• 本澳頭條(如澳門日報、華僑報等)、
• 澳門論壇(qoos、ctm論壇、talk853等)、
• 澳門博客(如吳國昌的部落格、區錦新的部落格等)、
• 社交(如facebook、youtube)等主要類目



2.2.3易研網上信息閱讀平台(sPOP)

• 本數據庫主要是以字詞來檢索，資料來源主要
分為新聞媒體、政府網站、政府新聞網、論壇
及博客、社交網站、社論、評論、藝文等類別)

• 本數據庫最大特點是可檢索到論壇某一主題某
一貼之內容，且具即時性，在首頁可看到即時
新聞和即時網上留言，使用者可更快知道有關
澳門的消息，該數據庫網址為http://spop.e-
research-solutions.com/。

http://spop.e-research-solutions.com/�
http://spop.e-research-solutions.com/�








2.3 博碩士論文方面

• 主要以兩所澳門的大專圖書館提供博碩
士論文數據庫工作，分別為澳門大學圖
書館及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的博碩士論
文檢索系統，可參見兩館的網頁簡介。



澳門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文檢索系統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文檢索系統



2.4 音樂資料方面

• 澳門大學圖書館於2008年設置澳門音樂
人資料特藏及資料庫, 收集範圍包括澳門
人(15人) 、歌手 (29人)、粵曲藝人 (11人)、
樂團 (5個)、合唱團 (1個)、專輯 (5張)。
部份歌曲亦已數位化作內部收藏, 成為澳
門地區收藏澳門本地音樂最完整的圖書
館。



澳門音樂人網站



2.5 澳門會議資料庫

• 於是自2004年起，主要收集1992年在澳
門舉辦的研討會、學術會議、講座、部
份內容附有全文、 摘要或數碼現場錄影。
2012年共收錄2096條, 其中有全文的380
份。



澳門會議目錄及論文索引



2.6 澳門海報資料庫
前述澳門大學圖書館收錄不少有關澳門的

海報，該館自2005年開始進行海報分編及拍攝工
作，並於2006年成立了 “澳門海報資料庫”供校
內師生檢索。



2.7 網上圖書資源整合方面

• 由於網上的澳門電子資源較為零散，為
了進一步整合有關的資料，自2003年開
始筆者在澳大圖書館建立“澳門電子資
源網”，參見表3，直到2012年2月，共
收集不同內容的網上電子資源1,084種，
其中電子圖書有248種最多、次為統計資
料141種、第三為報告113種。



澳門電子資源網圖像



2.8 澳門歷史檔案庫

• 澳門歷史檔案館之資料庫收錄了民政廳、土地工務運
輸局、市政廳等10個的機關的卷宗、圖片等，在資料
庫中檢索到該館約收錄共38820組檔案，收錄語言約19
種，該館收錄之文件日期自1630-2000年，膠卷複本自
1459-1970年，該資料庫是以字串/檔號來檢索，如以字
串來檢索，可以配合卷宗/匯集、檔案語言、年份來檢
索，且部分檔案可以看到檔案實物，但這個資料庫需
先註冊成為讀者才可使用，該館特點是收錄之澳門歷
史檔案最多，收錄時間範圍也是最久。該館網站網址
為http://www.archives.gov.mo。

http://www.archives.gov.mo/�


圖15-1：澳門歷史檔案館首頁



圖15-2：澳門檔案館的ARQMAC搜尋系統檢索畫
面



圖15-3：其中一筆之檢索結果(該頁提供該文件之
識別範圍、脈絡範圍、內容及結構範圍、利用條

件範圍、相關資料範圍、備註範圍)



圖15-4：線上觀看館藏實物圖



2.9.1 澳門中央圖書館

• 澳門中央圖書館建檔的資料庫，其數據的來源
主要是該館歷年舉辦的專題書展為基礎，包括
孫中山先生文獻展覽、澳門資料室讀者諮詢記
錄數據庫、澳門出版物數據庫、澳門中央圖書
館珍藏古籍展覽目錄、漢洋古字典展覽目錄、
利瑪竇相關文獻展覽目錄、館藏文德泉神父圖
書目錄數據庫、及中葡關係四百五十年數據庫
等。其網址為http：
//www.library.gov.mo/Topic_04/Topic_04_03.asp。

http://www.library.gov.mo/Topic_04/Topic_04_03.asp�
http://www.library.gov.mo/Topic_04/Topic_04_03.asp�
http://www.library.gov.mo/Topic_04/Topic_04_03.asp�




2.9.2  澳門法例資料查詢系統

• 該系統現存從1855.3.5至今(2010.8.16)共62226
條政府公佈記錄(包括澳門法律、法規及相關文
獻資料等作選擇性的目錄式記錄及分析)，其中
中文約有26305條，葡文則有58657條，內有以
法例文件類、編號或字串、公佈年份、標語內
容檢索之檢索系統，可檢索到部份記錄之全文，
本庫最大特點是收錄中葡雙語之政府公佈記錄，
該系統網址為
http://legismac.safp.gov.mo/legismac/。

http://legismac.safp.gov.mo/legismac/�


澳門法例資料查詢系統中文版首頁



檢索畫面(檢索文件類為行政院長官公示，檢索年
份2009-2010，語言：中文，只檢索生效，詳列式)



其中一筆結果的全文(pdf檔)



2.9.3 其他

• 如印務局的《社團註冊章程查詢》和《政府法
例全文》

• 法務局的 《澳門法律網》

• 新聞局的 《澳門新聞圖片》及 《政府新聞檢
索系統》

• 澳門培正中學的《澳門百業史料》

• 澳門大學圖書館的 《澳門公司年度報告資料庫》
及《歷史文檔回溯資料庫》 。



結語

• 隨著澳門在博彩業的推動下，漸漸成為
國際旅遊城市，以及作為中國與葡萄牙
語國家的貿易平台，澳門地方文獻更變
得複雜及難以全面收集，及早收集網上
與民間的各式資料，以便系統地保存與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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