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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前参考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与服务
ByVicky Gao, Reference Librarian,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雪雪理冒雪唱<~:

新的里程碑

坐落于维奎利亚街1∞号的国家图书馆新馆

于2005年7月开始对外开放，新馆由中央借

阅图书馆和李光前参考圄书馆组成，这个耗

资2jliJ.新元，高16层楼，面积约5万8000平
方米，总藏书量超近60万本的新馆以崭新的

凤貌，先进的理念为读者提供一个集借阅、

参考咨询、学术研究、专题展览和文化娱乐

为 体的事功能文化场所，揭开了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从1960年位于史冉福路的国家圄书馆揭幕到

今天新馆的落成，国家图书馆历经四十五年

来不断地发展与变草、探索与创新，从传统
走向现代.今天，在新加坡逐渐环球化和迈

向知识经济的时刻，新馆的E式启用对推动

全民终身学习，提升国民的竞争力，具有深
远的意义.白的建成和使用不仅是新加坡图
书馆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畔，也为

新加坡增添了一个新的文化地标.

关于李光前参考图书馆

新加坡图书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23年

坐藩于新加坡书院内的学校图书馆，这所学
校由新加坡首任总督莱佛士爵士1823年创

办， 1日68年为纪念莱佛士爵士而更名为莱佛

士书院. 1臼4年，该学校图书馆被命名为新

加坡图书馆. 1874年，殖民地政府接瞥了新
加坡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将之改名为莱佛士图

书馆与博物馆， 1日87年10月 12日，新的菜佛

士图书馆与搏物馆建筑[现在新加坡历史搏物
馆所在地i正式开放，菜佛士圄书馆与博物馆
同在一个屋横下，楼上是博物馆，楼下是图

书馆，图书馆的藏书包括私人藏书和由政府

拨款购置的图书，大部分为英文，小部分为
法文，当时，新马两地的圄书馆以新加坡的

某佛士图书馆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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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莱佛士圄书馆成立参考部，收藏约

937册有关马来亚地区的资料.战后，李光

前先生向政府提议建筑新国京图书馆，并自

愿捐巨资支持建筑新馆，但附带两个条件，
即须购买东万文字的图书，包括马来文、华

文、印度文等，同时取消征收年捐制度，使

人民免费借阅图书.

1953年，李光前先生捐出37万5千新元，资

助筹建史丹福路的新国家图书馆.该新馆在

|摆层 帽黯提到l语神

~凶面国通血=…·

1957年8月 16日由李光前先生奠基. 1960年

11 月 12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1963年，李光

前先生捐赠1万新元给国家图书馆用来购置
3 ，自17本申文、马来文及波米尔文书籍.

1998年，国家参考图书馆成立. 2003年

9月，李光前先生创办的李氏基金再次捐赠

6千万新元资助位于维奎利亚街新馆的建
设，为了感谢李光前先生的慷慨捐款和纪

念这位热，己、教育的先贤，国京参考图书馆

于2004年4月 1 日命名为"李光前参考图书
馆

李光前事考圄书馆设在新馆的7楼至13楼，

收藏英文、中文、马来文、淡米尔文语种的

参考资料，包的馆葡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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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维奎利亚街1∞号的国家图书馆新馆

于2005年7月开始对外开放，新馆由中央借

阅图书馆和李光前参考圄书馆组成，这个耗

资2jliJ.新元，高16层楼，面积约5万8000平
方米，总藏书量超过60万本的新馆以崭新的

凤貌，先进的理念为读者提供一个集借阅、

参考咨询、学术研究、专题展览和文化娱乐

为 体的事功能文化场所，揭开了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从1960年位于史冉福路的国家圄书馆揭幕到

今天新馆的落成，国家图书馆历经四十五年

来不断地发展与变草、探索与创新，从传统
走向现代.今天，在新加坡逐渐环球化和迈

向知识经济的时刻，新馆的E式启用对推动

全民终身学习，提升国民的竞争力，具有深
远的意义.白的建成和使用不仅是新加坡图
书馆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畔，也为

新加坡增添了一个新的文化地标.

关于李光前参考图书馆

新加坡图书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23年

坐落于新加坡书院内的学校图书馆，这所学
校由新加坡首任总督莱佛士爵士1823年创

办， 1日68年为纪念莱佛士爵士而更名为莱佛

士书院. 1臼4年，该学校图书馆被命名为新

加坡图书馆. 1874年，殖民地政府接瞥了新
加坡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将之改名为莱佛士图

书馆与博物馆， 1日87年10月 12日，新的菜佛

士图书馆与搏物馆建筑[现在新加坡历史搏物
馆所在地i正式开放，菜佛士圄书馆与博物馆
同在一个屋横下，楼上是博物馆，楼下是图

书馆，图书馆的藏书包括私人藏书和由政府

拨款购置的图书，大部分为英文，小部分为
法文，当时，新马两地的圄书馆以新加坡的

某佛士图书馆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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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莱佛士圄书馆成立参考部，收藏约

937册有关马来亚地区的资料.战后，李光

前先生向政府提议建筑新国京图书馆，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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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楼中文、马来文、淡米尔文馆藏

到九楼走一趟，您会感受到多元文化的氛

围。新馆的第九层专门收藏中文、马来文及

淡米尔文资料，其中中文藏书占百分之七十

以上.馆藏内容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与技术、语言、教育、商贸及艺术

等领域。中文、马来文、淡米尔文馆藏的设

立有助于在中西交融的新加坡，推广传统文

化和价值观，在全球化经济时代满足读者对

各类母语参考研究资料的需求.

九楼中文馆藏特色

第九层中文馆藏集合了以"中国料"、 "医

药保键"、 "艺术"和"海外华人"等主题

为特色的中文馆藏.读者在这里可以领略到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古老而神奇的中医药、奥妙无穷的现代

科技、令人低徊吟咏的经典文学作品和独特

风格的东西方艺术。希望通过以下介绍，能

让您对九楼中文馆藏特征有深一层的了解.

中国资料

主要特色是收藏最新的中国经贸资料，如中

国中央级年鉴、省级年鉴、重要城市年鉴、

行业年鉴、行业报告、企业名录等，

也引进了网络版数据库，如中国资讯行

(ChinalnfoBank) 、商业新闻信息库

(Factiva.com)和国际康帕斯企业名录

(Kompass International) ，据新加坡国际

企业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2004年新中双边贸

易额为533亿新元，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
要的贸易伙伴，加强中国经贸资料的收藏，
将为人们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国情提供参

考资料，也为新加坡企业投资中国提供即时

的商业资讯。

中国通识

主要特色是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

会等方面的书籍，协助国人了解中国悠久的
历史、当代中国社会的潮流和当今中国人的

世界观。 2005年8月 26日，中国驻新加坡大

使代表中国文化部向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赠

送100种共400多册中文图书，包括

《古今图书集成》、 《资治通鉴》、

《十三经注疏》、 《中国戏曲剧种》、

《中国文学大辞典》、 《中国古代小说

百科全书》等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名著，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对新

加坡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的贺礼，这些
书籍将收藏在九楼，丰富中国通识主题

的馆藏.

医药保健

传统的中医药历史悠久，对繁衍生命，抗御
疾病，保障人类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
中医药在治疗、教育和研究方面迈向系统化

和制度化，中医药越来越受到欢迎和重视。

为了配合未来医学发展的需求，医药保健专

题精选一千多本华文中医药书籍为新加坡在
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应用提供参考

资料。

艺术

2000年3月，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

(MICA) 制订了新世纪文化发展战略《文艺

复兴城市>> ，提出新加坡将发展成为一个充
满动感与魅力的世界级艺术城市，为迈向二

十一世纪的新加坡制定了未来文化艺术发展

方向。为了配合这个跨世纪的艺术发展远

景，推动艺术在新加坡的传播、普及和发
展，满足人们对艺术的兴趣和追求，中文馆

藏加强了对艺术资料的收藏，读者可以在城

市景观、建筑、雕塑、园林、美术、绘画、

书法、摄影、传统艺术等领域了解到东西方

艺术的形态和魅力，异同及特色，吸取东西

方艺术的精华，不断地创造和创新，让艺术

在新加坡焕发出新的活力。

海外华人

收集中、港、台以外的华人与华侨文献资

料，以东南亚的华人为重点，也酌量包括了

其它地区与国家的华人文献资料。加强海外

华人领域的收藏，将有助于读者了解海外华
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拉近全球华人的距

离，推动海外华人课题的研究。中文参考
服务.

参考咨询台

9楼设有参考咨询台，协助读者查询和检索

馆藏资料及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远程参考咨询服务

读者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

等方式提问。

电话: +65 6332 3255 

传真: +65 6332 3248 
电子邮件 ref@nlb.gov.sg

邮寄地址 National Library Board, 100 

Victoria Street #07-01 , Singapore 188064 

另外，李光前参考图书馆也与上海图书馆

合作，提供网上联合咨询服务，解答有关
中国商贸、经 济、科技、艺术、文学、

历史、哲学、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咨询。

读者若以中文提问， ì青以附件形式(Word

attachments)发送到ref@nlb.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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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楼中文馆藏特色

第九层中文馆藏集合了以"中国料"、 "医

药保健..、 "艺术"和"海外华人"等主题

为特色的中文馆藏.读者在这里可以领略到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古老而神奇的中医药、奥妙无穷的现代

科技、令人低徊吟咏的经典文学作品和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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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进了网络版数据库，如中国资讯行

(ChinalnfoBank) 、商业新闻信息库

(Factiva.com)和国际康帕斯企业名录

(Kompass International) ，据新加坡国际

企业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2004年新中双边贸

易额为533亿新元，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
要的贸易伙伴，加强中国经贸资料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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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资料，也为新加坡企业投资中国提供即时

的商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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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是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

会等方面的书籍，协助国人了解中国悠久的
历史、当代中国社会的潮流和当今中国人的

世界观。 2005年8月 26日，中国驻新加坡大

使代表中国文化部向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赠

送100种共400多册中文图书，包括

《古今图书集成》、 《资治通鉴》、

《十三经注疏》、 《中国戏曲剧种》、

《中国文学大辞典》、 《中国古代小说

百科全书》等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名著，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对新

加坡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的贺礼，这些
书籍将收藏在九楼，丰富中国通识主题

的馆藏.

医药保健

传统的中医药历史悠久，对繁衍生命，抗御
疾病，保障人类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
中医药在治疗、教育和研究方面迈向系统化

和制度化，中医药越来越受到欢迎和重视。

为了配合未来医学发展的需求，医药保健专

题精选一千多本华文中医药书籍为新加坡在
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应用提供参考

资料。

艺术

2000年3月，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

(MICA) 制订了新世纪文化发展战略《文艺

复兴城市>> ，提出新加坡将发展成为一个充
满动感与魅力的世界级艺术城市，为迈向二

十一世纪的新加坡制定了未来文化艺术发展

方向。为了配合这个跨世纪的艺术发展远

景，推动艺术在新加坡的传播、普及和发
展，满足人们对艺术的兴趣和追求，中文馆

藏加强了对艺术资料的收藏，读者可以在城

市景观、建筑、雕塑、园林、美术、绘画、

书法、摄影、传统艺术等领域了解到东西方

艺术的形态和魅力，异同及特色，吸取东西

方艺术的精华，不断地创造和创新，让艺术

在新加坡焕发出新的活力。

海外华人

收集中、港、台以外的华人与华侨文献资

料，以东南亚的华人为重点，也酌量包括了

其它地区与国家的华人文献资料。加强海外

华人领域的收藏，将有助于读者了解海外华
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拉近全球华人的距

离，推动海外华人课题的研究。中文参考
服务.

参考咨询台

9楼设有参考咨询台，协助读者查询和检索

馆藏资料及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远程参考咨询服务

读者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

等方式提问。

电话: +65 6332 3255 

传真: +65 6332 3248 
电子邮件 ref@nlb.gov.sg

邮寄地址 National Library Board, 100 

Victoria Street #07-01 , Singapore 188064 

另外，李光前参考图书馆也与上海图书馆

合作，提供网上联合咨询服务，解答有关
中国商贸、经 济、科技、艺术、文学、

历史、哲学、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咨询。

读者若以中文提问， ì青以附件形式(Word

attachments)发送到ref@nlb.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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