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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共出借權之試辦：
研究者的實務觀察

前 言

臺灣試辦「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 PLR）是一個良善政策的開始，它著眼於

照顧作家，或者說是本著尊重「著作人」權益，

並在不致影響圖書館提供免費借閱的傳統運作模

式下，彰顯這項具有社會正義精神的文化政策。

對於開創這樣的一種觀念，而致施行制度，其背

後常有著令人動容的理念與事蹟。英國，這個實

施 PLR 制度的標竿國家，也歷經了近三十年的呼

籲才成功。（注 1）

PLR 已被喻為一種「圖書生態系統」（Book 

Ecosystem）。（注 2）其主要意義在於傳達 PLR 是

不可或缺的必要制度與功能，它使得圖書出版市

場及產業鏈之間的各個利益關係者（包含著作

人、出版商、圖書館、讀者，甚至政府等）都能

基於信賴並處於和諧共生，而在永續狀態中茁

壯。從制度試辦到正式施行，PLR 發展確實如履

薄冰，因為它可能存在不同團體或觀點間的衝

突，例如：資源預算之分配（紙本與數位、譯作

與原作、作者與出版者、主題類別等）、角色職

掌之定位（圖書館與書商／出版者、作者與圖書

館、政府公共政策與產業發展等）、行政立法之

依據（主管機關與執行機構、PLR 樣本圖書館範

圍、補償酬金名稱與額度、法源與立法精神等）。

PLR 試辦之定位與環境因素

跟據 PLR International 組織資料，目前

已有 35 個國家實施此制度；而積極發展中的國

家地區亦達 24 個。（注 3）然而，「試辦」階段

究竟是屬於「已實施」還是「發展中」？這便成

了有趣的論證問題，若排除國際政治因素，此

案例也成了計算所屬歸類的一段模糊期。2019

年第 13 屆國際 PLR 會議（International PLR 

Conference）於倫敦大英圖書館召開，主辦者對

於臺灣在亞洲（處於近東的以色列除外）所引領

的 PLR 發展充滿關切；易言之，臺灣未來試辦期

間的定位及進展，確實引人矚目，特別是若干亞

洲鄰近國家之興趣。（注 4）

臺灣試辦 PLR 制度被官方定位於：「為政府

落實公共圖書館核心價值與鼓勵文化創作力，在

成立公共圖書館提供圖書借閱公共服務的同時，

為保障創作者權益所為之補償酬金，並在整體文

化政策下，所採取的推廣知識與獎勵創作的並行

措施。」（注 5）上述用語精確且清楚揭示了推動

邱炯友
吳秋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專題企畫
公共出借權的實施與觀察

043

PLR 制度下，所設定的精神總目標。然而就文化

政策之遂行，臺灣 PLR 試辦意義理應歸算為「已

實施」之制度，原因在於臺灣已訂立相關作業規

定，其主要差異僅在尚未形成將來正式階段之法

源與擴大實施之範圍，例如：適用之書種類型、

樣本圖書館家數等；以及在某種可能性上，仍缺

乏未來「必定正式實行」之承諾。但細想即使有

這種承諾，似乎也會違背當時政府採「試辦」一

詞，避免在尚無正式法源基礎上，所做成的有限

承諾。換言之，試辦並非保證正式實施，一旦試

辦失敗，便表示制度的休止，處於責任政治下的

文化政策，此安排亦不令人意外。就政府的態度

而言，「分工並進、觀察改進」才是試辦階段的

手段與目標，這也正如教育部官方新聞所記載：

（注 6）

「公共出借權」制度由文化部與教育部

共同合作，文化部負責整體制度的設計規

劃，以及試辦期間成效的評估；教育部則負

責試辦階段的行政業務及預算編列。在接下

來的試辦階段，文化部與教育部仍會透過持

續的討論與評估，為公共出借權的全面推行

奠定良好的基礎。

由於臺灣推動 PLR 制度與一般純粹的「試驗

性質」研究計畫案不完全相同，而是讓所謂的

「PLR 制度試辦」一開始便兼具小規模的實質政

策執行性質，以及展現實質的政府文化曁出版政

策之正式宣告。因此，即使名為「試辦」卻是小

規模的實作。因而也產生了試辦階段在環境面之

侷限。然而，不同中央部會分工負責PLR之推動，

常易造成事權不一，在過去誠屬權宜之計，未來

相關 PLR 主管職掌肯定會有更明確的統一歸屬。

這些環境因素，部分結合了政府政策的積極性，

亦有些部分明顯受限於規劃與試辦初期的種種條

件影響，而產生了不同的結果與現象，茲將這些

觀察與建議事項歸納於下：

1. 細究目前臺灣 PLR 試辦規模僅及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兩館，立意雖著

眼於試行規劃之輕省與便利性，但若深度考量未

來之正式運作及經驗積累，試辦階段之適用圖書

館對象仍應該在此試辦期內即予以逐步增加，以

利於在三年試辦期間（西元 2020-2022 年），有

較多的館際實務案例、館藏與借閱系統介接列入

模擬操練，並思考未來正式擴及全臺規模時，足

以立即上手。

2. 積極加快 PLR 法源之立法時程，以便順

利銜續試辦作業。目前臺灣 PLR 制度之立法趨勢

仍朝《圖書館法》修法進行，惟此方向曾招致部

分圖書館界人士異議，其主要理由不外乎為：未

事先諮詢業界意見、率爾進行相關法案修訂，以

及未能明確保證 PLR 執行經費來源非來自圖書館

預算等。經過時間之沈澱，目前政府已責令若干

國立圖書館為業務之執行推動方，至此，反對者

成為執行者，而使得阻力聲浪明顯降低。

3. 政府出版品應適度納入 PLR 補償酬金給

付對象，尤其針對國立大學出版社、政府機關委

託案之政府出版品，以及在基於 2021 年 10 月發

佈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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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下，更應該針對非職務著作所創作之政府

出版品的作者施以 PLR 酬金。此足以彰顯政府真

正重視著作人權益。（注 7）

4. 善用 PLR 制度協助臺灣進行「文化人」

調查及認定之相關辦法研訂。臺灣的作家團體始

終缺乏強而有力的組織，而基於 PLR 的核心利益

關係人「著作人」，若為專職作家身份，其收入

狀況易處於窘境，更是 PLR 理應投入最大投資照

顧的對象群。

5. 個人與出版社 PLR 補償酬金之年度上限

金額尚未明定，由於在試辦階段僅及兩大國立圖

書館之借閱次數累計，一般咸信所獲總補償酬金

金額將不致太高，象徵性遠高於實質性補助。然

而，上限金額之擬定並無特定公式，即使臺灣仿

效國外案例亦無甚意義，因此更有賴於規模與經

驗之積累，惟此次試辦規模過小，仍無法掌握反

映真實給付情境之酬金區間，只能等待未來正式

擴大實施規模時，方能再行估量。

6. 臺灣新書出版市場之翻譯圖書佔比逐年

成長，至 2020 年統計既高達 27.25％，已經有

足夠的理由於未來 PLR 正式實施時，將譯本納入

體制給予譯者與該譯本出版社合理的補償酬金。

（注 8）而昔日並未被納入，有其特定背景：文

化部 2018 年 6 月委託案「推動臺灣出版品公共

出借權之法制作業、實施機制及其效益評估」完

成，此為文化部以事業主管機關的角色所主動提

案之 PLR 影響評估研究案。此案從一開始的招標

規劃即已想定不包含「非本國創作」，主因除鼓

勵所謂「本土創作」外，試圖預防 PLR 預算規模

過大，亦是考量原因之一。

7. 建立書名葉項下之「版權頁」登載規範

已刻不容緩。試辦階段許多出版品之登載疑義常

常肇因於版權頁之「著作人」項目紛亂不一，究

竟何種情境與身份適用於所謂著作人之 PLR 登

記，出版社又應該以何種標準來確立角色與著作

物之關係？仍有待未來研擬並商討合理之記載事

項及標準，以利 PLR 制度補償酬金之給付與推

動。

8. 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在新冠病毒疫情下，

其借閱狀況比起傳統紙本借閱更顯得熱絡。疫情

使得讀者對圖書館內的紙本卻步，甚至造成圖書

館停止實體開放服務，則電子書借閱就自然更具

優勢。美國圖書館學會「數位內容聯合工作小

組」（Joint Digital Content Working Group, 

JDCWG）於 2020 年 12 月針對圖書館電子書借閱

在疫情中的困境而發佈“The Need for Change: 

A Position Paper on E-Lending”，公開訴求有

些出版社之電子書定價模式不合理，在疫情中更

影響圖書館電子借閱服務的重要需求，因此圖

書館與出版業者兩造之間，有必要彼此諒解並

理性尋求改變。（注 9）從臺灣試辦 PLR 的時機而

言，積極研擬「數位出借權」（Digital Lending 

Right, DLR）無疑地已是時候了。

9. 論及電子書，應同時留意視聽資料館藏

之存在事實，國際推動 DLR 制度時，這類館藏資

料常為合併標的之一。然而若就書籍屬性而論，

其中的「有聲書」之屬性光譜更接近「圖書」性

質，實有必要先行合併於電子書考量。科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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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下，「有聲書」被廣播界視為「第三種出

版力量」，而「有聲電子書」已是圖書館在推動

電子書閱讀服務平台的書目選項之一，其發展速

度不容小覷。（注 10）連帶的問題自然是落在政

府是否願意藉由推動 DLR 制度的同時，將其納入

體制，即使其實質補償酬金不多，但卻可彰顯政

府關心此產業之未來發展。

試辦初期之出版社疑慮

據報導 2020 年正當新冠疫情最嚴峻期的 3

月至 6月期間，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平台

會員人數大幅增長了 79％，借閱電子書之總冊

數也明顯成長了 51％。（注 11）此外，依「公共

出借權登記系統」之計算公告，試辦計畫下以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兩所試辦館

之年度外借資料，其中符合 PLR 開放登記範圍書

目總計約有 11 萬餘種，而累計 109 年度的借閱

則逾 79 萬冊次之多。（注 12）然而，不論是出版

社、作者本人、出版社代理作者申請，真正及時

於限定日期內之申請者恐怕仍有頗大出入，這些

數據必須待相關機構日後之統計公告及檢討。在

有限的試辦圖書館數量規模以及首次試辦情形

下，以致部分疑慮正如媒體披露出版人王榮文所

坦言：「此一補償金額少、限制多，對於作家和

出版社吸引力不大，……應擴大預算規模與補償

範圍，才有可能打造圖書館和出版社共存共榮的

生態鏈」。（注 13）

1. 出版社借閱次數分析

王榮文之發言代表著許多位出版業者的想

法，本次試辦的登記有許多出版社是選擇不登記

而予棄權的狀態。根據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書

目查詢系統，茲列舉臺灣若干具代表性出版社

（表 1），便可以窺得補償金額與增加的人力成本

是不符合出版社所付出的成本效益。若以遠流出

版社為例，2020 全年度借閱總筆數 1,775 筆，

借閱次 1 次的書種計有 469 種，低於 14 次計有

1,525 次，亦顯示借閱次數低於新臺幣 30元下限

的書目較多。本次試辦兩所國立圖書館的讀者借

閱，在地理位置上存有區域性閱讀偏好問題，實

在無法代表全臺民眾閱讀習慣。從（表 1）「借閱

次數 /書種」顯示借閱次數超過千次之書種，落

於 1 至 14 次之間，能超過 100 次之書籍實屬不

多。借閱次數超過 200 次之書種僅有時報及遠流

兩間出版社。；若再透過（圖 1）甘特圖呈現借較

高借閱次數落點之關係則此事實更為明顯易辨。

圖 1　大眾圖書出版社 2020 年度借閱次數落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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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版社 2020 年度書種借閱次數分析

書種 出版社
書籍借閱
種數

書種最高
借閱次數

借閱次數／書種 借閱次數
總計1-14 15-99 100-199 200 以上

大眾圖書

時報文化 2,356 782 2,021 331 4 4 19,463

遠流 1,775 490 1,525 219 16 15 19,474

聯經 2,109 146 1,906 202 1 - 12,731

天下文化 553 126 343 209 1 - 9,185

三采 688 188 499 186 3 - 8,860

九歌 1,195 86 1,082 113 - - 6,888

皇冠 821 431 700 120 - 1 6,392

童書／
繪本

小魯文化 452 145 248 204 1 - 8,843

幼福文化 751 203 553 197 1 - 8,548

信誼文化 464 143 286 177 1 8,399

格林文化 408 71 258 150 - - 6,647

大專
教科書

五南 2,427 59 2,324 103 - - 10,500

三民 1,473 43 1,404 69 - - 6,028

華泰 149 30 147 2 - - 439

鼎茂 114 14 114 - - - 316

大學
出版社

文化大學
出版部

7 5 15 - - - 20

文化大學
華岡出版部

3 3 3

淡江大學
出版中心

8 3 13 - - - 13

輔仁大學
出版社

2 6 1 8

資料來源：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書目查詢系統。

說明：考量補償酬金每借次 3元，創作者獲 7成比例，故借閱次數 1-14 區間者仍未達 30 元之撥付下限。

2. 出版社名稱一致性

從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觀察資料建檔名稱

之一致性問題，尤以出版社名稱即可察覺部分問

題所在。以淡江大學出版中心為例，書目查詢系

統搜尋條件「出版社」登載出版社名稱有 4個，

分別為「淡江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淡江大學

出版中心」（圖 2）、「淡大中心」、「淡大出版中

心出版」（圖3）。其聯結之資料庫欠缺統一資訊，

若該資料取得來源為國家圖書館ISBN書號中心，

在申請出版者資料填寫有一欄目為「簡稱」，則

在資料庫取得時理應統一為簡稱或全名，但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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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以出版社「淡江大學出版中心」為搜尋條件

圖 3　以出版社「淡大」為搜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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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資料的可確認性，仍應以全名較為妥當，或宜

增加公司登記／統一編號之搜尋欄位，以改善此

問題。以下為實證案例：

若以簡稱「淡大」為搜尋條件會產生（圖3）

第三筆資料《亞洲當代脈絡下的集合住宅 :東京

與台北》出版社應為「淡大建築系」，而非淡江

大學出版中心，因此，為確保資料的可確認性，

系統應該更加嚴謹進行資料聯結。

3. 出版社實質效能之彰顯

就文化政策兼及社會福利觀點而言，PLR 最

原始的初衷乃是積極照顧處於經濟貧窮線邊緣之

「作家」，而「出版者」並非當然適用之對象條

件。國際 PLR 實務上，目前亦僅約四分之一實施

國納入出版者為適用範圍。然而因為臺灣現有之

作家團體不如國外之組織健全與高效能，相較下

臺灣之出版團體卻更有強烈企圖心，而相繼提

出 PLR 訴求。因此就推動 PLR 而言，務實地將

「出版者」納入適用對象絕對有其必要性。（注

14）PLR 之行政運作多所仰賴圖書館作業與責任

承擔，而出版社必須將所有館藏書籍的版權頁上

傳系統、聯絡作者取得作者授權書，並代表上傳

資料至登記系統，且早期的書籍無電子檔，就必

須再從樣書將版權頁掃描重新建檔，增加許多額

外工作負擔。PLR 試辦對於出版社而言，仍有許

多困擾，且所獲取之補償酬金尚不足支出所造成

業務量增加之人事成本，導致出版界對於 PLR 試

辦第一年登記與補償酬金發放，以較消極態度回

應。出版業者畢竟是文化商人，講求利潤之追

求。在提升 PLR 適用規模並每年度累積歸檔件數

後，往後勞務付出將顯得較有實質意義且較為輕

省，但如何再加強宣傳、實質鼓勵並積極帶動出

版社之 PLR 註冊與協助之意願，這將是未來可見

的挑戰之一。

結 論

從扮演 PLR 制度推動者與研究者的觀察歷程

中，可以發現臺灣推動此制度乃是時機的成熟與

政府執政者的果決，遠勝過於歧見的謀和。臺灣

既已展開 PLR 行動，便應該積極延續它所帶來的

諸多正面效應，並且繼續就相關數位公共借閱之

DLR 制度展開研擬、訂定發展時程。PLR 運動至

始至終就是一種實務與理念的改革，它有許多象

徵性的描述：例如：出版與創作夥伴攜手前進的

火車頭（locomotive）、圖書館書目品質改善與

良善館藏作者關係之催化劑（catalyst）、社會

正義旗幟下作家權益之長期奮鬥（crusade）等

等實質與象徵效果。換言之，PLR 帶動了臺灣國

際化宣傳以及圖書館事業的革新，其附帶價值亦

充份展現在圖書編目與版權頁登載資訊之品質精

進和驗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功能的提升、閱讀

推廣與出版活動媒介的再整合等等事項。

正如前述提及的美國圖書館學會「數位內容

聯合工作小組」之聲明，在該結論中其更主張：

「簡言之，作家需要讀者，出版社與圖書館連結

了他們兩方；任何著作都應該有生存權並且得以

跨越時間被保存。這就是一種〔資訊〕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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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們奮力維護的一種象徵性的心智自由。」

（注 15）疫情中，很難有人是贏家，出版人面對

圖書館的「正義大旗」時，又該如何既有裡子也

有面子？！這種感性式訴求出現在同時高舉著對

弱勢族群閱讀權益保障的圖書館價值時，未來電

子書商又將如何回應？在本文前言之中，提到

了 PLR 是「圖書生態系統」，而後又於此結論提

到了涉及圖書創作出版、典藏、閱覽的整體利益

關係人之「資訊生態系統」一詞，不同的主事者

喊著不同口號、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是我們應該

毫無疑問地確信此兩項「生態系統」絕對應該

融合一體。PLR 絕對是個複合式的文化政策，推

動 PLR 制度必須仰仗更大使命感，也必須有步驟

性，循序漸進，溝通與整合讓更多的利益關係人

得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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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關於性事論
述的十二堂課

社
會
科
學

時報文化 /11007/453 面 /21 公分 /6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392240/544

本書是法國思想大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分別於 1964 年在克雷蒙－費洪大學

講授普通心理學﹐和於 1969 年在凡仙大學所開

設哲學這二部份課程內容整理編輯而成。第一部

份的「性」（La sexualité）質疑西方出現問題意

識和性的悲劇體驗的條件，以及以它為對象的知

識。第二部份的「性事論述」（Le 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則更進一步談論了婚姻的法律形式、性

事的知識論化、性特質的生物學等主題。本書對

於想要了解傅柯在進入法蘭西學院之後的研究以

及出版「性史」（L'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之前

的形成過程，極具參考價值。（時報文化）

米歇爾．傅柯 著；李沅洳 譯

玩桌遊
：樂活樂齡創意桌遊手冊

王美媛、朱蕙玲、張其東 著

道聲 /11008/168 面 /26 公分 /2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003761/544

桌遊具備豐富多元、生動有趣、動腦機制、人際

互動等特質，符合預防高齡者失智的策略。加倍

愛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的張其東牧師、映佳師母與

寶貝老師，從旺得福的測試模組開始，團隊齊步

接受培訓、全力推展，將桌遊融入健康促進活動

中。根據團隊多年的實務運作與觀察，發現長期

參與活動的長者，不只減少罹病的風險，且能維

持認知能力、持續社會參與。活動中長者的笑聲

不斷、活力再現，值得將此成功經驗多加推廣，

帶入更多社區。（道聲）

社
會
科
學

世界民族主義
觀察與研究
：疫苗民族主義的興起

獨立作家 /11007/370 面 /21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0683905/571

自 2020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祕書長譚德塞

使用「疫苗民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

一詞，國際媒體紛紛報導、轉述，也激起學術界

的廣泛討論。表面上各國都譴責「疫苗民族主

義」，暗地裡卻互相競爭─做為外交、政治籌

碼。其重點在於疫苗的生產與分配，在在突顯出

貧富不均、不公不義與相對剝奪感。作者從民族

主義的二元論出發，嘗試找出明確的分界線，探

討「疫苗民族主義」的本質與發展軌跡。（獨立

作家）

羅志平 著

當天皇vs.上帝
時
：近代日本基督徒如何
避免信仰衝突？

簡曉花 著

臺灣學生書局 /11006/232 面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518602/574

大政奉還，明治維新，日本舉國以西方之政治經

濟等諸制度為仿效標竿，同時基督教文明亦隨之

急速湧入，對日本社會影響甚巨。另一方面，日

本也立即恢復祭政一致，頒佈實施大日本帝國憲

法、教育é語，以現人神天皇及神道為核心之明治

國家意識形態框架亦鞏固底定。值此國家意識形

態滲透之際，知識份子究竟如何自處與反思？特

別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有識之士，他們置身於現

實的現人神天皇國家體制以及唯一真神信仰的理

想之間，究竟該何去何從？（臺灣學生書局）

社
會
科
學

社
會
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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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誌

憲法的社會與
政治基礎
（全套 3冊不分售）

臺大出版中心 /11008/1056 面 /3 冊 /21 公分 /1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504627/581

新世代的憲法研究致力於從社會科學的視角，研究

特定社會與政治脈絡下的憲法。傳統路徑有時分析

特定憲法或比較不同憲法的憲法釋義，有時則是對

憲法思想和概念進行哲學梳理。本書則是要對第三

種方法─憲法的社會與政治理解─做出貢獻。

本書上冊分別從憲法作為各種不同政治及社會功能

的理論，加以分析。中、下冊在前述的理論基礎

上，選擇16個區域的憲法，在各章中分析這些憲

法如何在各國，表現出前述政治社會理論所指出的

功能，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對話。（臺大出版中心）

Denis J. Galligan、Mila Versteeg 主編；張千帆、
朱學磊、陸符嘉、牟效波 譯

不一樣的中國史
10
：從士人到商幫，商業
驅動的時代─元、明

楊照 著

遠流 /11005/296 面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289845/610

蒙古帝國奉行低度統治，也是停留在中國漢化程

度最低的王朝。普遍的身分制，宗教地位提高，

異質外來文化，漢人面臨「重新選擇」的自由與

壓力。能阻止蒙古人西征腳步的只有蒙古人，伊

斯蘭、十字軍、驛站、海上絲路，14 世紀已然存

在環遊世界的觀念。朱元璋想像的天下秩序，是

大家都安居在里甲制度中，反而使得城市與商業

的自由愈發吸引人。明代商業以百倍的力量在發

展，卻沒有沖倒文人文化，成為驅動歷史的關鍵

力量。（遠流）

社
會
科
學

史
地\

傳
記 唐代宮廷防衛

制度研究
：附論後宮制度與政治

元華文創 /11005/442 面 /23 公分 /5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7112026/624

宮廷學的內容複雜多變，本書從宮廷防衛與後宮

政治角度，窺探宮廷學的奧祕。宮廷是皇帝寢居

與視事之所，也是國家權力最高機構之所在，為

了維護宮廷的安全與秩序，保有宮廷的神聖性與

隱密性，宮廷防衛極其重要。本書從宮門的開閉、

宮廷的門禁制度、官吏入宮與車馬僕從的管理、

宮廷防衛體系的建構及其演變等面向，說明唐朝

如何佈下宮廷防護網，並以稽查嚴管，強化宮廷

的防衛力道。至於其中存在的制度與人為缺失，

也是本書探索的課題。（元華文創）

羅彤華 著

黃帝

東大 /11008/144 面 /21 公分 /2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932767/621

司馬遷《史記》敘述中國古代史，遠始黃帝，惟

百家言黃帝，何者可定為真古史，司馬遷亦難判

別。然古人言黃帝亦異於神話，蓋為各種傳說之

總彙，本書即以此態度寫黃帝，以黃帝為始，彙

集許多故事，接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一脈相傳，透過古史傳說，勾勒其不凡的生命風

貌。讀者不必據此為信史，然誠可以此推考中國

古史真相，一探古代聖哲之精神。（東大）

錢穆 著

史
地\

傳
記

史
地\

傳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