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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研究特藏資源三個時期的目錄調查

二、臺灣研究特藏實體館藏
(一) 特藏組所藏臺灣研究相關資料介紹
(二) 專題選介：「日本學者之臺灣原住民研究」

三、臺灣研究特藏數位典藏
(一) 以實體館藏建置的數位典藏
(二) 由館藏內容再創造之衍生資源
(三) 與其他典藏單位合作數位化
(四) 原生(Born Digital)數位資源

四、應用與推廣

「臺灣研究特藏資源」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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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8~1945 帝大時期人文學科《臺灣文獻目錄》

(二) 1946~1997 總圖與分館之《日文臺灣資料目錄》

(三) 1998~至今圖書館特藏組臺灣資料目錄與線上書目

一、臺灣研究特藏資源三個時期的目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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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8~1945 帝大時期人文學科《臺灣文獻目錄》

1. 臺北帝國大學投入經費充裕的館藏資金：
• 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以「發展臺灣文化中心為創設目標」於1925年具體籌備在臺設立大

學，並於1928年3月16日創立「臺北帝國大學」。1928年開校時有文政、理農學部及附屬
的農林專門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附屬醫學專門部，至1944年已有文政、理學、農學
、醫學、工學五個學部（學院）和預科，以及熱帶醫學、南方人文、南方資源研究所的綜
合大學。

• 1929年帝大附屬圖書館成立，由倡議「愛書可使國家致富」田中長三郎教授擔任首任館長
，任期內以一百萬冊藏書為目標，規畫興建總圖書館書庫，加上大學提供充裕的圖書經費
以滿足各學部與講座購書需求。因此館藏數量而言，臺北帝大購置的圖書，超過總督府圖
書館及全臺灣各地圖書館的總合。

臺北帝大文政學部 外觀 (臺灣事情 1929)

2. 首次由南方文化研究室調查並編印人文學科的《臺灣文獻目錄》
• 「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宗旨，主要乃利用臺灣地理人文條件，發展以臺灣為中心之

華南及南洋研究，故極重視有關臺灣研究資料資源之搜集與調查，昭和11年(1936年)
文政學部的「南方文化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目錄」

• 本目錄為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及人文科學相關研究室（如南方文化、土俗人種學、經
濟學、社會學等22個研究室）中與臺灣人文學科相關的圖書。

• 分20個類目： (一)臺灣事情一般、(二)州.市.郡.街.庄勢一般、(三)社會、(四)經濟、(五)
法制、(六)政治、(七)教育、(八)高砂族、(九) 理蕃、(十)宗教、(十一)言語、(十二)歷史
：一般、地方史、(十三)傳記、(十四)風俗習慣、(十五)藝術、(十六)地理、(十七)衛生
、(大八)統計、(十九)文獻目錄、(二十)南方文化研究室 臺灣關係定期刊行物。

• 「伊能文庫」獨立為單獨的館藏來源，與各研究室和圖書館並列。
• 「南方文化研究室」和「農業經濟研究室」所藏臺灣文獻都超過圖書館，而其中(四)

經濟一項，收錄與農、林、水產、通信等產業相關館藏，依目錄頁數計畫，幾佔全部
目錄的三分之一。

• 20個類目中，原住民族相關就佔了2個類目，(八)高砂族、(九) 理蕃（包含伊能文庫中
的1897年林圮埔撫墾署管內蕃地殺人事件、1914年太魯閣事件、1930年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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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6~1997 總圖與分館之《日文臺灣資料目錄》

1. 1945年11月15日臺灣大學成立，除總圖書館外，各系所承繼原來帝大時期的講座或
研究室館藏，臺灣文獻或臺灣資料，仍散置於校區各單位， 1961年本校歷史系曾編
製《歷史系藏書目錄：中日文臺灣史》 ，圖書館閱覽組亦於1969年起編寫《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臺灣文獻目錄》(手稿本)。

2. 1984年起，總圖書館與歷史學系共同商訂「圖書館、歷史學系合作集中華南、南洋
及臺灣等地區資料計畫」，隨之開始集中總圖、 文圖、地質系圖 、農藝系圖 、農
圖等等十一個院系圖書分館（室 ）之日文臺灣資料於總圖特藏組，加以重新整理編
目，並闢設「 臺灣資料室」專藏，其中，原本分散在各書架上的伊能嘉矩舊籍，也
因此而被尋獲而集中到特藏組的「 臺灣資料室」。

3. 然而宥於人力和空間，原農經系圖、人類系圖和法學院分館仍存放原處。1988年起
總圖書館進行「 調查整理本校所藏臺灣資料計畫」，以特藏組和各單位之舊藏日文
臺灣資料目錄及本校「臺灣研究室」編輯之農業經濟學系、 人類學系、法學院之臺
灣資料目錄，於1992年編成《國立臺灣大學舊藏日文臺灣資料目錄》，收錄圖書
5,135種、期刊226種、報紙1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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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8~至今圖書館特藏組臺灣資料目錄與線上書目 (1/3)

1. 1998年11月適值臺大七十週年，圖書館新館落成啓用，當時臺灣研究在國內
蔚為風氣，圖書館也因此籌辦「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此展示是臺灣
資料集中收藏於具備專業典藏設備和環境的特藏組最佳代表。

2. 圖書館館藏，除法學院和醫學院二分館外，前述目錄中的臺灣研究資料大多
得以集中於特藏組典藏，因此於2005年，圖書館特藏組與本校東亞文明研究
中心合作編印《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珍本東亞文獻目錄 日文臺灣資料篇》 。
本目錄收錄舊籍圖書6,531種，期刊219種，報紙23種

3. 以下為當時為舊籍圖書所進行的分類號區段統計，其中可見應用科學類中各
項產業相關的書類佔比較高，除臺灣總督府及其他官方所出版的書類，個人
著作也十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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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及線上書目清單

(三) 1998~至今圖書館特藏組臺灣資料目錄與線上書目 (2/3)

更多資訊: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14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a81275572250004786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a81275572250004786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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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合作目錄「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

http://192.192.13.206/gs/

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召集，為整合臺灣各單位
收藏之日文舊籍臺灣文獻，提供研究資源，
便利讀者使用，於2003年進行規劃，2004年
完成建置「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
提供讀者線上查詢，其中包括臺大圖書館。

(三) 1998~至今臺灣圖書館特藏組「臺灣資料」目錄與線上書目 (3/3)

http://192.192.13.206/gs/
http://192.192.13.206/gs/
http://192.192.13.206/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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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藏組所藏臺灣研究相關資料
1. 檔案文書
2. 特色文庫
3. 臺灣總督府及所轄機關出版品
4. 臺北帝國大學刊行物與校史資料
5. 日治時期私人出版品及收藏文物
6. 近代名家手稿及個人贈藏
7. 特藏組開架區臺灣研究資料

(二) 專題選介：「日本學者之臺灣原住民研究」
1. 東京人類學會時期 1895~1900

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 1901~1928
3. 臺北帝國大學時期 1928~1945
4. 日治後期至戰後留用 1942~1949

二、臺灣研究特藏實體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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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檔案文書 (1/2)

《淡新檔案》

為清乾隆四十一（1776）至光緒廿一（1895）年間，淡水廳、臺北府及新竹縣
的行政與司法檔案，總案數為1162案，共19246件 (此數量為最新統計)。

《淡新檔案》可說是由現存的清代臺灣省、府、州、縣廳署檔案中，研究清代
臺灣行政、司法、經濟、社會、農業等極有價值之第一手資料，也是瞭解傳統
中國法律制度與司法審判的重要憑藉。

《淡新檔案》在清末割據之際，由日本新竹地方法院承接，轉送覆審法院（即
高等法院），再由覆審法院贈送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戰後該批檔案移交本校法學院，並由戴炎輝教授主持整理工作，民國75年該檔
案轉交本館特藏組典藏。

1994年起，由歷史系張秀蓉教授、吳密察教授等專家組成編輯委員會，依戴教
授之分類，訂定校註體例，逐類逐件校勘註釋，於1995年起至2001年共出版三
十六冊。

使用方式：閉架典藏，原件不提供閱覽，請使用以下方式閱覽
(1) 5F特藏組微捲資料： ((NF) 733.7 3904-2)
(2) 全文及複刻本：《淡新檔案》 733.7 2233 1998 v.1-5
(3)臺大出版中心電子書 (複刻本)，可於圖書館目錄中直接連結至電子書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40326038
(4) 資料庫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一) 特藏組所藏臺灣研究相關資料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40326038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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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法學院戴炎輝教授於民
國36至42年七年間（1947-
1953）整理這批檔案，裱褙
修補、分類編號，將此原已
殘破散亂之檔案逐件予以裱
褙修補，並有系統地將之分
為行政、民事及刑事三門，
門下再分類、款、案、件。
如左圖第二篇民事，並且將
之更名為「淡新檔案」。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合作案：由於地緣關係，
淡新檔案中所記錄的史料絕
大部分與客家相關，為強化
對客家文化工作者的協助與
效益，擬定「淡新檔案之客
家研究與數位分析系統建置
計畫」，以整合性、系統性、
可擴充性的系統模式，與本
館及本校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合作，以利後續客家研究者
進行研究。

更多資訊：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56

以下以第二編民事門為例，其下再分為類、款。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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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檔案文書 (2/2)

《岸裡大社文書》

涵蓋之年代自清乾隆六（1741）年至民國七（1918）年間，以乾隆及嘉慶兩朝的數
量為最多，這些清代臺灣中部民間經濟關文書，是研究臺灣中部開發史、民族關係
及土地制度等問題的珍貴第一手資料。

岸裡社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居部落區，原名 Lahodoboo社，該社號稱有九社，其中居
今之臺中神岡鄉之岸裡及大社二村聲勢最大，故又稱岸裡大社。臺灣中部早期開發
以岸裡大社較早，在臺灣開拓史上佔有相當重要地位。本文書乃岸裡社頭目潘家留
存之文書契字，共計1,131件，內容包括官府之通告、諭札、批示等，及民間之招瞨
、承瞨、領墾、借銀、借穀等契文，其中地契的數量最多（如右上圖示）。

1935年（昭和10年）4月21日，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位於豐原的岸裡社土官潘家房
屋倒塌後在損毀的牆壁間發現此批文書資料。其後，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學生張
耀焜向潘家後代潘永安募集此批文書以撰寫學士論文研究之用，1938 年（昭和13年
）11月3日，張氏將該文書捐予臺北帝大，目前典藏於圖書館特藏組。

使用方式：閉架典藏，原件不提供閱覽，請使用以下方式閱覽
1.5F特藏組微捲資料：《岸裡大社文書》 (NF) 733.7 2233 1997 reel 1-4
2.全文及複刻本：《國立臺灣大學藏岸裡大社文書》 733.7 2233 1998 v.1-5
3. 臺大出版中心電子書 (內容同複刻本) ， 可於圖書館目錄中直接連結至電子書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40418220
4 .本資料存在於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

(一) 特藏組所藏臺灣研究相關資料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40418220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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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http://speccoll.lib.ntu.edu.tw/node/35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E5%8F%A4%E6%96%87%E6%9B%B8&advanced=1%40%E5%8F%A4%E6%96%87%E6%9B%B8%245%40%E8%91%97%E4%BD%9C%E6%AC%8A%E4%BA%BA%E6%A0%BC%E6%AC%8A%E6%89%80%E6%9C%89%E4%BA%BA%2F%E8%91%97%E4%BD%9C%E8%B2%A1%E7%94%A2%E6%AC%8A%E6%89%80%E6%9C%89%E4%BA%BA%3A%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5%9C%96%E6%9B%B8%E9%A4%A8
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query.php?keyword=%E5%8F%A4%E6%96%87%E6%9B%B8&advanced=1%40%E5%8F%A4%E6%96%87%E6%9B%B8%245%40%E8%91%97%E4%BD%9C%E6%AC%8A%E4%BA%BA%E6%A0%BC%E6%AC%8A%E6%89%80%E6%9C%89%E4%BA%BA%2F%E8%91%97%E4%BD%9C%E8%B2%A1%E7%94%A2%E6%AC%8A%E6%89%80%E6%9C%89%E4%BA%BA%3A%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5%9C%96%E6%9B%B8%E9%A4%A8
http://speccoll.lib.ntu.edu.tw/nod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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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色文庫

《伊能嘉矩文庫》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27
伊能嘉矩（1867-1925）為臺灣研究的先驅學者。1895年日本治臺之初，伊能嘉矩即
受命來臺從事人類學調查研究。他首次提出全面性的臺灣原住民分類，並且到臺灣
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留下為數眾多的田野筆記與研究資料，是臺灣的歷史民俗研究
與原住民研究的重要資源。

《田代安定文庫》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24
田代安定（1856-1928）曾任職臺灣總督府，創立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於日本沖繩
、爪哇及南洋諸島、臺灣各地進行多次植物學與人類學調查，為熱帶植物研究先驅
。文庫內除植物學研究相關圖書外，尚有許多手稿與田野調查筆記。

《磯永吉文庫》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94
磯永吉（1886-1972）於1912年來臺，曾任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所長、臺北帝國大
學教授等職，一生致力農業研究與教學工作，促成後來蓬萊米育種成功，被譽為「
臺灣蓬萊米之父」。本文庫為總圖遷至新館後才由農學院移交至特藏組收藏，其中
包括其個人研究著作、講授課講義、書信手稿、圖書及期刊文獻等近5,000件。

《楊雲萍文庫》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66
楊雲萍（1906-2000）為詩人與史學家。曾與友人江夢筆合辦第一本臺灣白話文文學
雜誌《人人》，並著有詩集《山河》。1947～1977年間任教於本校歷史系，教授南
明史、臺灣史等課程。楊教授辭世後，家屬將其珍藏捐贈本館，其中臺灣日治時期
出版品及六百餘種的歌仔冊等尤為珍貴。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27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24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94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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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總督府及所轄機關出版品

臺灣總督府於日治時期對臺灣進行產業、人口結構、資源等多面向調查，集結
出版為數眾多的統計資料、調查報告與地圖資料。舉例：

• 臺灣統計資料：如《臺灣總督府第1-46回統計書》與《臺灣總督府臺灣統
計圖表》等。已收錄於「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 「蕃地開發調查」手稿：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自昭和五年(1930)開始進行「
蕃地開發調查」，由於本批資料為使用臺北帝大稿紙的手寫抄本，原藏農
學院圖書室，應係帝大時期某農學部教授抄自上述調查報告書者。「蕃地
開發調查」共分二批調查資料，《蕃人所要地調查書》 268冊及《蕃人調
查表》69冊，共337冊。讀者可於5F特藏組調閱檔案。
更多資訊：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92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繪製的《堡圖原圖》共412幅，臺大圖書
館所藏為明治37年（1904年）調製、大正10年(1921年)訂正，並於1922年
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印製出版。本圖集為自明治31年(1898年)9月起實施臺灣
土地調查事業的成果之一，目的在釐清土地權利，區分土地地目和等則，
以及詳細查明地形，已有部份數位化並結合圖書目錄，提供線上閱覽。

http://tcsd.lib.ntu.edu.tw/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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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28392295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2839229500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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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view/UniversalViewer/886NTU_INST/12283869360004786#?c=0&m=0&s=0&cv=0&xywh=-506%2C-201%2C5556%2C4005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view/UniversalViewer/886NTU_INST/12283869360004786#?c=0&m=0&s=0&cv=0&xywh=-506%2C-201%2C5556%2C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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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北帝國大學刊行物與校史資料

本館校史資料涵蓋的時間最早由臺北帝國大學創設的昭和三年(1928)起至今，依主題大致可區分為下列幾種：

• 學校概況：《臺北帝大沿革史》、《臺北帝國大學一覽》、《臺大概況》、《臺大三十年》、《臺大五十年》等屬概述
性校史資料。

• 校刊類：《學內通報》、《臺大校刊》、《臺大校訊》等。

• 學校規章：《臺北帝國大學訓令規程及例規》、《文政學部規程》、《學生便覽》等。

• 帝大學術期刊與學位論文：昭和3年創立臺北帝國大學至1945年為止，臺北帝大總共有115個講座，預科、大學院與3個
研究所。前述單位僅存的一些研究年報、紀要、紀念演講集以及卒業論文，在數量上已十分稀有，其中學位論文目前便
庋藏於特藏組校史資料區，並已陸續編目及數位化，讀者已可使限圖書館內公用電腦（固定IP）閱覽全文影像。

• 檔案及會議記錄：含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檔案、臺北帝國大學文政部以及部份戰後的文學院與法學院資料。另外還有民國
三十六年後大部分的行政會議紀錄與校務會議紀錄等。

• 校友刊物與畢業紀念冊：《臺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臺北帝大的生活》、《芝蘭》、《臺北帝國大學理農
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等，此外，還有歷年畢業紀念冊。

HOT！本校地質科學系正展出「走讀臺大地質－人文與歷史(一)見證誕生的時刻」使用本館昭和15
年臺北帝國大學平面圖、帝大時期地質學系所平面圖及《臺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紀要》各期封面及論
文！歡迎大家到現場觀賞！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ntu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28392292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NTU_INST:886NTU_INST/1231216291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NTU_INST:886NTU_INST/123121629100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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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治時期民間出版品及個人收藏文物

• 增田福太郎於1929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宗教調查官，陸續調查臺灣民間信仰
與臺灣佛教、道教，1930年4月轉任臺北帝國大學講師，7月升任臺北帝國
大學助教授，教授「農業法律學」，而後兼任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教
授。增田福太郎擔任宗教調查官時期收藏之臺灣寺廟文物及繪葉書收集冊
，原藏農經系圖書室，上有「增田文庫」印，目前原件由特藏組典藏。

• 臺灣舊時影像記錄的各種照片集及各級學校卒業記念冊等，如《臺灣寫真
帖》、《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卒業記念寫真》等。

• 民間社團所發行之期刊如《文藝臺灣》與《民俗臺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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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代名家手稿及個人贈藏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taxonomy/term/34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taxonomy/ter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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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藏組開架區臺灣研究資料

• 臺灣資料開架圖書：包含臺灣舊籍或期刊影本
、與特藏資料相關之新出版品、臺灣各鄉鎮官
方或民間出版之地方志或鄉土史料等。

• 臺灣報紙複刻本：如
• 本館與高雄文獻局合作，以本館館藏為主

之《高雄新報》複刻本
• 本館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之《臺灣

日報》複刻本（本館提供其中1942年3月
至8月之原件影像）

• 及其他出版單位複刻如《臺灣日日新報》
、 《臺南新報》 等報紙。

• 臺灣研究文庫：即「黃昭堂文庫」，為珍貴的
臺灣民主發展研究資料。

• 現代專藏文庫：杜聰明、 桂文亞、連照美 、
楊南郡、李渝與郭松棻、國分直一、金關丈夫
等專藏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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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之臺灣原住民研究」

1. 東京人類學會 1895~1900
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1~1928
3. 臺北帝國大學 1928~1945
4. 日治後期至戰後留用1942~1949

時期區分參考自：
1. 劉斌雄(1975)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 《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0：5-17。
2.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國史館，2004

(二) 專題選介：「日本學者之臺灣原住民研究」

導覽臺灣資料時，此主題最常用來介紹特藏臺灣資源舊籍、開架區
資料、電子書或數位資源等互相參照使用的範例，以下共16張PPT，
快速瀏覽一下！



1. 東京人類學會時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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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備註

1896 入江英 《臺灣蕃族圖會》ゆまに書房 無 風俗畫報資料庫 (Japan Knowledge Lib 中研院有)   
http://japanknowledge.com/contents/fuzokugaho/index.html

《風俗畫報》第129號

第一位於此時期出現的原住民相關資料，為入江英（地圖測繪師，
非東京人類學會會員），1896年作〈臺灣蕃俗圖會〉，刊於《風俗
畫報》第129期，本書附圖豐富，還將原住民分為18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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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代安定(1856~1928)

1.東京人類學會時期 (2/4)

日本博物學家田代安定在西元1895年6月隨軍隊來
到臺灣，任職於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同年9
月奉民政局殖產部之命，至宜蘭做深度調查。調查
期間透過日本通譯平島勢吉郎、在地翻譯與嚮導林
才的協助，訪問本地仕紳楊士芳、噶瑪蘭36社總頭
目振金聲、陳輝煌之子陳來生、噶瑪蘭社、基督教
傳道師等。

田代安定身後所留下的大量日記、復命書、原稿、
圖書等，於1931年皆捐贈給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
今國立臺灣大學前身），此後手稿部分便一直收藏
於舊臺大總圖書館特藏室中，為田代安定從事田野
調查時所留下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98年本館遷新館後，開始整理其手稿及藏書共約
一千餘種，命名為「田代文庫」，並建立於數位典
藏館中。

田代文庫網址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Tashiro

《異鄉又見故園花 : 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吳永華，陳偉智合著，
本書於2014年由臺灣大學圖書館與宜蘭縣史館合作出版。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Tashiro


1.東京人類學會時期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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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1月，伊能嘉矩抱著從事人類學研究與教育原住民的熱情來臺，創設「臺灣人類學會」和「蕃情研
究會」，1900年成立的「臺灣慣習研究會」，伊能也是核心人物。

臺灣原住民族群在清代只分生番 & 熟番，伊能嘉矩首度提出較完整的「4群8族11部」分類體系，其著作
《臺灣蕃人事情》為臺灣第一本民族學報告，堪稱研究臺灣原住民歷史的經典之作。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1895-1899 伊能嘉矩 《東京人類学会雑誌：台湾通信》 東京人類学会複
刻合訂本

《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
(台灣通信)選集》，楊南郡譯，
遠流出版，2012(2版1刷)

東京人類學會免費全文
https://www.jstage.jst.go.jp/browse/a
se1887/-char/ja/

1900 伊能嘉矩 、栗野傳
之丞

《臺灣蕃人事情》 臺灣總督府民
政部文書課[編]                     

成文；(日)草風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所建置之
【數位典藏服務網】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
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
pic_result_detail&xml_id=00017926
87

1904 伊能嘉矩 《臺灣蕃政志》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
殖產局

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1957)；南天

《臺灣蕃政志》溫吉編譯，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1957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
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1918 伊能嘉矩 《傳說に顯はれたる 日臺の連鎖》
(臺北)新高堂出版

臺大伊能文庫 [微
縮資料]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
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1928 伊能嘉矩 《臺灣文化志》 東京：刀江書院出
版

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1985)；南天；
(日)大空社

《台灣文化志(修訂版)(上中下
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
2011

伊能嘉矩(1867年5月9日~19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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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嘉矩（1867-1925) 為臺灣研究的先驅學者，1895年日本領台之初即來臺從事調查研究，留下為數眾
多的田野筆記與研究資料，為臺大所藏日治時期臺灣資料的重要典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768件，個
人收藏142件及遠野市立博物館藏630件資料。

臺北帝國大學由伊能家購入的文獻器物，包括伊能原稿、抄本、藏書
、原稿、地圖、照片、拓本、史料、原住民標本等等。目前被「尋獲
」而「重建」的伊能文庫內容，大致上可分為幾類：
（一）明治、大正時代所出版的臺灣關係洋裝書
（二）伊能嘉矩所蒐集的臺灣關係清代刊本
（三）臺灣史相關資料的彙鈔
（四）伊能嘉矩的民俗、歷史、語言採訪調查筆記
（五）伊能嘉矩的著作及未刊原稿
（六）雜誌、報紙剪貼
（七）未刊行之他人意見書、調查資料
（八）伊能嘉矩之研究構想系統圖



28

伊能嘉矩收藏《臺灣蕃政志》中發現伊能嘉矩修改增註的手稿，因此在新的
「特藏臺灣舊籍」資料庫中，提供彩色的PDF檔，提供學者專家後續研究。

其中（一）明治、大正時代所出版的臺灣關係洋裝書中，目前已可於圖書館
目錄中線上閱讀的伊能文庫中圖書已超過20冊，舉例如下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NTU_INST:886NTU_INST/1230880369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NTU_INST:886NTU_INST/123088036900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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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知名人類學家、民族学家、考古學家、
民俗學家。於1896~1900五度來台調查，足跡遍布台灣本島
及蘭嶼、綠島等地，留下珍貴的影像寫真和田野調查紀錄。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1902 鳥居龍藏 《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 《紅頭嶼土俗調查
報告書》，林琦譯，
唐山出版，2016

1910 鳥居龍藏 法文〈Etudes Anthropologues: Les 
Aborigines de Formose〉 東京帝国大学
紀要 理科. 28, 1910.12.23, pp. 1-17

東京帝国大学紀要 理科. 28, 
1910.12.23, pp. 1-17    
http://repository.dl.itc.u-
tokyo.ac.jp/dspace/handle/2261/32876

《跨越世紀的影像：鳥
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
民》， 宋文薰等撰稿，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1988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
台灣人類學之旅》，楊南
郡譯，遠流出版，2012(2
版1刷)

1、東京人類學會時期 (4/4)

鳥居龍藏(1870~1953)



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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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臺灣總督府基於統治上施政考量，計畫有系統地調查臺灣民情風俗與慣習。舊慣調查會蕃族科於
1909年成立，10年間完成臺灣原住民族各族之生活、文化、社會等舊慣調查，並出版27本原住民調查報告
書。除了提供總督府官員施政上參考之外，也是研究當代人類學與原住民傳統生活、社會文化與法制慣習
最佳參考工具書之一。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1913~1921 佐山融吉 《蕃族調查報告書》8冊 南天 《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蕃
族調查報告書》，中研院民
族所編譯，2007~201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住民慣習大
調查[資料庫]大鐸, 2012

1915~1921 小島由道、安原信三、
河野喜六、小森保祥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8
冊

南天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中研院民族所編譯，199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住民慣習大
調查[資料庫]大鐸, 2012

1913 森丑之助、中井宗三 《臺灣山岳景觀解說》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
系統 http://stfb.ntl.edu.tw/

1915 森丑之助 《臺灣蕃族圖譜》 南天 《臺灣蕃族圖譜》(中譯本，
南天出版)

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
庫」

1917 森丑之助 《臺灣蕃族志》 南天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
系統 http://stfb.ntl.edu.tw  ;  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原住民慣習大調查[資料
庫]大鐸, 2012  (只有第一卷)

1921 岡松參太郎著，臺灣總
督府番族調查會[編]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南天；東京都 : 
青史社, 2000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
系統 http://stfb.ntl.edu.tw/ ; 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原住民慣習大調查[資料
庫]大鐸, 2012  

1923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 《生蕃傳說集》 南天； 東京
都 : 大空社, 
2012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
系統 http://stfb.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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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住民慣習大調查」資料庫
（大鐸，2012 ）收錄大正2年(1913)至大正11年(1922)間
以下調查四書：

1.【蕃族調查報告書】佐山融吉

2.【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小島由道

以上2書是舊慣調查會實地調查記錄之結果，內容偏
重物質文化、生活習慣、社會組織和親屬關係等。 (中
研院民族所出版中譯本)

3.【臺灣番族慣習研究】岡松參太郎
以法制為基礎調查原住民族各族之父系主義、母系

主義、親族、家族、家族制及婚姻制等。

4.【臺灣蕃族志】
只收錄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第一卷

可於本館使用此資料庫
http://140.112.115.42/twfanc/twfankm.exe

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 (2/4)

http://140.112.115.42/twfanc/twfankm.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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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丑之助(1877~1926)
1895年任職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
慣調查會」、總督府「藩務本署」調查課等機構及單位，在30年間實地
研究臺灣原住民，規模遠超過同期的伊能嘉矩和鳥居龍藏，因此鳥居龍
藏由衷盛讚他是「臺灣蕃界調查第一人」。

《臺灣蕃族志》和《臺灣蕃族圖譜》為其主要代表作，留下原住民各族
容貎、體質特徵和生活寫照。宋文薰教授曾將《臺灣蕃族圖譜》圖片說
明翻成中文，出版《日據時代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圖譜》。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1913 森丑之助、中
井宗三

《臺灣山岳景觀
解說》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
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1915 森丑之助 《臺灣蕃族圖譜》南天 《日據時代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圖譜》宋文薰
編著，求精出版，1977；《臺灣蕃族圖譜》
(二冊合訂，附宋文薰中譯本，南天，2014)

臺大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
料庫

1917 森丑之助 《臺灣蕃族志》 南天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
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住民慣
習大調查[資料庫]大鐸, 2012  
(只收第一卷)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
台灣探險》，楊南郡譯，
遠流出版，2012(2版1刷)

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 (3/4)



2020/12/10 33

1919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解散，由「蕃族調查會」代行出版，
其後直到1928帝國大學成立前，台灣原住民族的調查呈現空白期，小
泉鐵便是於此時期的代表學者。 他於1925至1928年間數度進出台灣，
並多次進入東部美族與南投的賽德克族進行實地調查。

☆原民會於2014年翻譯出版小泉鐵《蕃鄉風物誌》和《臺灣土俗誌》 ，
譯者黃稔惠說明小泉鐵是日本文壇唯美和理想主義「白樺派」的作家，
以明治、大正年間的古語寫作，但文筆非常柔順，令人感受一百年前
白樺派作家的唯美風采。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1932 小泉鐵 《蕃鄉風物記》 南天 《蕃鄉風物記》黃稔惠中譯，原
民會出版，2014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
書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1933 小泉鐵 《臺灣土俗誌》 南天 《臺灣土俗誌》 黃廷嫥, 何姵儀
中譯，原民會出版，2014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
書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 (4/4)

小泉鐵



3. 臺北帝國大學時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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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備註
1935 小川尚義、淺井

惠倫
《原語による
臺灣高砂族傳

說集》

南天 《原語臺灣高砂
族傳說集》中譯
有四種，中研院
民族所余萬居(民
間譯者)，陳千武
(文學)，陳萬春，
徐人仁。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
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原語實錄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神話傳說集。
以萬國語（萬國發音記號）記錄，並有日語的
對照。1935年12月由小川尚義、淺井惠倫主編，
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記錄，刀江書院出
版。1936年本書獲得日本帝國學士
院頒發帝國恩賜獎。

1931~1943 移川子之藏、宮
本延人、馬淵東
一

《南方土俗》
六卷 臺北帝國
大學土俗人種
學硏究室南方
土俗學会

臺北 : 東方
文化, 民
62[1973]

南方土俗 / 移川子
之藏等編 ; 婁子匡
校纂，臺北 : 東方
文化, 民62[1973]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
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http://stfj.ntl.edu.tw/

移川子之藏（1884~1947）哈佛大學人類學博
士。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獲聘為文政學
部教授兼評議員，創立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研究室和標本室，從事台灣原住民研究和太平
洋南島民族文物之蒐集。1937年夏季赴荷蘭海
牙檔案館，拍攝台灣荷治時期資料照片二萬五
千張，攜回後整理裝訂成約二百冊之臺灣史料，
並編製目錄。1940年昇任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
部長。 (「伊能文庫」即為移川先生在台北帝
大籌備時期向伊能遺族交涉讓渡台大)。

1935 移川子之藏、宮
本延人、馬淵東
一(臺北帝國大學
土俗.人類學硏究
室編)

《臺灣高砂族系
統所屬の硏究 》

南天 《臺灣原住民族
系統所屬之研究》
2冊 楊南郡譯註，
原民會出版，2011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
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此書詳述臺灣原住民族及亞群的地域、神話傳
說與系譜，1935年出版時即獲得「帝國學士院
賞」，樹立起日治時期對臺灣原住民族知識積
累的最高峰，部分學界專家更封予「聖經」美
譽。

臺灣原住民的母語傳說
陳千武著，臺原出版，1991

宫本延人口述 ; 
宋文薰, 連照美編譯
南天出版，1998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

http://stfj.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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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今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
移川子之藏教授、助理宮本延一和學生馬淵東一，三位共同努
力，以五年的時間，採集臺灣原住民各部族的系譜，找出其系
統，以及各社的移動和部族的構成。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硏究 》分為本篇與資料篇二冊，完成
於1935年。主要內容詳述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
卑南、阿美、雅美等九族及亞群的地域、神話傳說與系譜，更
將部落、氏族和族群間互動、遷徙的整個動態場景清晰呈現。

☆ 1936年本書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帝國學士院賞」，樹立
起日治時期對臺灣原住民族知識積累的最高峰。擁有「臺灣
原住民研究的金字塔」、「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經典中的經
典」美譽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間隔75年，在
2011年由原民會出版《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中文
譯註版。

3. 臺北帝國大學時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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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淵東一(1909~1988)
1931年（昭和6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從學生
時代即被原住民文化所吸引，每到暑假就入山進行田野調查，畢
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後來升到副教授，戰後回到日本，歷經東京
都立大學等校教授。

馬淵東一在臺灣長達18年，調查對象鎖定於鄒族與布農族，調查
內容著重於社會構造、宗教、咒術等，尤其是神話和宗教儀式或
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在原住民田野調查所寫下的許多著作，都已
成為台灣現今研究人類學及民族學的重要參考文獻。

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備註

1953~1954 馬淵東一 《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
回顧》（1953年）
《高砂族に関する社會人
類學》（1954年）
《高砂族の移動および第
1部》（1954年）

《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
分布》，楊南郡譯註，
原民會出版，2014

本書收錄馬淵東一(1909~1988)三篇重要論
文 (1)探討臺灣原住民族分類的問題；(2)
論述原住民族口述傳說，對於原住民族部
落社會維繫的重要性，(3)討論口述傳說在
重建原住民族歷史上有何功用

p.s. 其中1,3篇論文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也有被翻譯 ISBN13：9789860348293

3. 臺北帝國大學時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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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帝國大學昭和3年(1928)創立至1945年為止，臺北帝大總共有115個講座，預科、大學院
與3個研究所。前述單位僅存的一些研究年報、紀要、紀念演講集以及卒業論文，在數量上已
十分稀有，目前紙本庋藏於臺大圖書館5F特藏組臺灣資料區。目前已製做數位典藏提供線上
閱覽。如《林學季報》和《南方土俗》中，有許多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及研究論文。

《林學季報》1930年10月蕃人の
祭祀（僕の出張先の一日）

《南方土俗》 1938年6月20日
臺北人類學談話會記事

3. 臺北帝國大學時期(4/4)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ntu

NOTE: 此系統將移轉至新數位典藏平台

臺北帝國大學學術期刊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ntu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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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忠雄(1906~1945?)

《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
楊南郡譯，玉山社，2000

《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紀錄
片 (國史館，2011)
http://www.drnh.gov.tw/tadaokano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鹿野忠雄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2冊
1946~1952

南天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
究》 2冊，楊南郡、 李作婷譯，
原民會出版，2016

鹿野忠雄 《紅頭嶼の動物地理學的研究》
1933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
圖書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鹿野忠雄、
瀨川孝吉

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臺灣原住民圖譜：雅美族篇》
1956

居台日籍人士當中相當著名的博物學及人文學者，主攻地理、昆蟲、植物
、台灣原住民、地質與地形，研究學術範圍相當綜博。《東南亞細亞民族
學先史學研究》為其論文集，以臺灣為中心環繞到東南亞細亞各地提出原
住民族原鄉、物質文化移動、語言關聯之論，從史前時期到他生活的當代
，去發掘研究各族間族群的關係。
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中文譯名
－臺灣原住民圖譜：雅美族篇》最受到日本學者尊崇，原書以英文寫作，
厚達四百多頁，陳奇祿院士認為這是除了《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硏究》
外，另一本研究臺灣原住民的經典之作。

http://www.drnh.gov.tw/tadaok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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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作者 書名 複刻 中譯 數位資源 備註

1942 古野清人 《高砂族の祭儀生
活 》

南天 編撰原住民慣習法語彙辭典時，附帶集各族的宗教及祭儀生活
所著。

1944 國分直一 《壷を祀る村：南方
台湾民俗考》 東
都書籍出版

東京
都 : 法
政大學
出版局, 
1981

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
ルコレクション) (公開取
用電子資源)  
http://dl.ndl.go.jp/info:ndl
jp/pid/1450568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
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http://stfb.ntl.edu.tw/

國分直一(1908~2005)，師承鹿野忠雄、金關丈夫，1933年來台，
以考古、漢人文化、平埔族習慣、民俗、宗教為主要學術研究領
域。1945年，台灣日治時期結束後，他被留用，持續研究卑南文
化並繼續任教於臺灣大學，直到1949年。著有《環中國海民族文
化考》、《台灣考古誌》、《台灣的民俗》等知名著作。 《壷を祀る
村：南方台湾民俗考》為國分直一在臺南附近的西拉雅族調查研
究。

1941~1945 金關丈夫主
編，國分直
一，池田敏
雄，立石鐵
臣等人著

《民俗台灣 : 南方
習俗の研究と紹
介》

南天 《民俗台灣(中
譯本)》民俗臺
灣雜誌
1943~1945年,由
林川夫重新編輯
翻譯，武陵出版
社，1990 年）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
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http://stfj.ntl.edu.tw/

金關丈夫（1897~1983）主編的《民俗臺灣》1941年創刊，
1945年二戰開始結束，最後一卷(5:2)雖已完成編校，卻因時局
緊迫而無法出刊。直到1998年2月南天書局池田敏雄保留的最
後校定本和缺文補上，複刻完整版的《民俗臺灣》共44號。
臺灣大學圖書館於2012年獲得金關丈夫家屬捐贈圖書手稿文物，
其中包括1947~1948年日籍留用學者為排解煩悶，延續《民俗
臺灣》的精神，以手工製作只在幾位編輯間傳閱的「回覽雜
誌」。

1960 千千岩助太
郎

《台灣高砂族之
住家》

南天 《千千岩助太郎
台灣高砂族住家
調查測繪手稿全
集》，[千々岩
助太郎繪]，楊
詩弘主編，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 
2012

http://www.cc.ntut.edu.tw/
~huangch1/

千千岩助太郎(1897~1991)，為台灣日治時期建築教育家。《台
灣高砂族之住家》一書，被公認為台灣原住民住屋之研究泰斗。
2009年，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為老校長成立千千岩助太郎數位
博物館，將千千岩助太郎家屬捐贈在台灣21年的手稿、照片、
測繪記錄圖稿數位化並公開。

4.日治後期至戰後留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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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events/manuscript/kokubu/index.html

國分與圓山遺址文物(左)    日本留用學者晚間聚餐(右)

國分直一(1908~2005)

國分直一師承鹿野忠雄、金關丈夫，
1933年來台，以考古、漢人文化、平埔
族習慣、民俗、宗教為主要學術研究領
域。1945年，日治時期結束後被留用，
持續研究卑南文化並繼續任教於臺灣大
學，直到1949年，臺大人類系宋文薰教
授即為國分直一得意門生。

國分教授著有《環中國海民族文化考》
、《台灣考古誌》、《台灣的民俗》等
知名著作。《壷を祀る村：南方台湾民
俗考》為臺南附近的西拉雅族調查研究
之重要經典。

☆臺灣大學圖書館於2011年獲得國分直
一家屬捐贈圖書手稿文物，並建立「國
分直一文庫」可線上參觀手稿書信筆記
地圖等資料。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
age/collection/Kokubu

4.日治後期至戰後留用 (3/4)

http://www.lib.ntu.edu.tw/events/manuscript/kokubu/index.html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Kok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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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任臺北市大醫學部解剖學教授，同時也從事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的研究，所主編《民俗臺
灣》於1941年創刊，1945年二戰開始結束，最後一卷(5:2)雖已完成編校，卻因時局緊迫而無法出刊，
金關與國分等人也於1949回日本。1998年2月南天書局將池田敏雄保留的5:2校定本和缺文補上，複刻
完整版《民俗臺灣》共44號。另，在楊雲萍先生捐贈手稿中，也發現45:1的三篇文章。

☆臺灣大學圖書館於2012年獲得金關丈夫家屬捐贈圖書資料，包括1947~1948年日籍留用學者為排解煩
悶及延續《民俗臺灣》的精神，以手工製作在幾位編輯間私下傳閱的「回覽雜誌」，共製做15期23本。
最後一期是立石鐵臣所繪，留下編輯同仁身影 ，上面寫著日文驪歌前面四句~~

螢火蟲的光、窗邊的雪，讀書的歲月，持續經年…

民俗臺灣的編輯寫作群(左)  回覽的編輯同仁(中) 2011年臺大特藏組展出回覽雜誌(右)

金關丈夫（1897~1983）

4.日治後期至戰後留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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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研究資源數位典藏

(一) 以實體館藏建置之數位典藏

(二) 由館藏內容再創造之衍生資源

(三) 與其他單位或個人合作之數位典藏

(四) 原生(Born Digital)數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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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實體館藏建置之數位典藏

1.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舉例：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稿、臺灣古拓碑片

2.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目前已由原ContentDM系統已轉置於新OMEKA-S數典平台者)

舉例：日治時期繪葉書、臺北帝國大學期刊、特藏臺灣期刊文獻

3.  NEW！與圖書館目錄結合(ALMA-D)「特藏臺灣舊籍」及「日文臺灣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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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臺灣大學圖書館於2008年起，執行館藏《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稿》、《臺灣古碑拓本》 、《田代文庫》、
《歌仔冊》 、《狄寶賽文庫》數位典藏計畫，採取影像與全文之數位化並行，建置Metadata，並將成果建置線上資
料庫，開放公眾檢索使用。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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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瀏覽檢索功能
•以戴炎輝教授分類方式瀏覽
•查詢結果提供後分類瀏覽（主題、人物、地點、日期）
•可全文檢索

1.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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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文庫」瀏覽檢索功能
•查詢結果提供四項後分類瀏覽：「人物」「典藏單位」和「地點」「日期」
•可全文檢索，並可選擇是否僅顯示高度相關結果

1.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例二

本資料庫共2540件，包含臺
大圖書館江田明彥荻野馨和
遠野市立博物館的伊能手稿
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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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例三

•圖書館於86年12月自人類學系接收日治時期臺北帝大蒐集之臺灣古拓本，典藏於
特藏組，因不少實物已毀損不存，此批文化遺產堪稱無價瑰寶。
•本資料庫以分為交通、地理、宗教、建築、建設、慈善、教育、文化、歷史、藝術、
行政11類，內容可全文檢索。
•在每件metadata左下方有全文檔下載(PDF)，點選即可查看該古碑拓本的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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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整合臺大各資料群的線上平台

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index.jsp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index.jsp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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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應用現成數位典藏系統平台，建立「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目前使用之系統為ContentDM

(右下圖)，特藏組正陸續將資料搬移至Omeka-S系統平台，並即將推出完成建置的部份。

舉例：日治時期繪葉書

臺北帝國大學期刊

特藏臺灣期刊文獻

2.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ContentDM 平台之「數位典藏館」
http://cdm.lib.ntu.edu.tw/

http://cdm.lib.ntu.edu.tw/cdm/search/collection/spring/searchterm/%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4%BA%A4%E9%80%9A%E5%B1%80%E9%81%9E%E4%BF%A1/order/nosort
http://cdm.lib.ntu.edu.tw/cdm/search/collection/spring/searchterm/%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4%BA%A4%E9%80%9A%E5%B1%80%E9%81%9E%E4%BF%A1/order/nosort
http://cdm.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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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Omeka-S 數位典藏平台首頁 (https://dl.lib.ntu.edu.tw/s/ntu_digital/page/all )

http://dl.lib.ntu.edu.tw/s/ntu_digital/page/all
http://dl.lib.ntu.edu.tw/s/ntu_digital/page/all
https://dl.lib.ntu.edu.tw/s/ntu_digital/pag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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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例一日治時期繪葉書(明信片)

ContentDM 數位典藏平台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於2016年11月推出【日治時期繪葉書】！
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是日治時期通行的郵遞形式，其中採
用的照片和文字，呈現當時臺灣地方風景、明勝古蹟、豐富物產
、原住民圖像與器物等多元主題，為臺灣研究的珍貴資源。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ard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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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Omeka-S 數位典藏平台 (https://dl.lib.ntu.edu.tw/s/postcard/page/Home )

http://dl.lib.ntu.edu.tw/s/postcard/page/Home
http://dl.lib.ntu.edu.tw/s/postcard/page/Home
https://dl.lib.ntu.edu.tw/s/postcard/page/Home


2.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例二「臺北帝大期刊文獻」

原ContentDM 數位典藏平台



期刊代碼 期刊名稱（篇數）

23 文藝臺灣 (159)

33 民俗臺灣 (596)

42 先發部隊 (44)

48 言語と文學 (103)

59 花柳粹誌 (27)

61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14143)

72 南瀛集 (70)

94 財政經濟時報 (1529)

110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植物學系研究報告 (86)

112 國語の臺灣 (17)

113 第一線 (59)

166 帝國大學附属圖書館協議會議事錄 (226)

187 臺旅月刊 (142)

189 臺銀經濟ニユース (180)

191 臺灣 (臺灣社) (5137)

192 臺灣 (臺灣雜誌社) (137)

196 臺灣の專賣 (302)

204 臺灣文學 (臺灣文藝作家協會) (73)

205 臺灣文藝 (臺灣文學奉公會) (196)

207 臺灣文藝 (臺灣文藝聯盟) (447)

221 臺灣地學記事: 地學研究 (88)

231 臺灣金融經濟月報 (4422)

245 公論報-臺灣風土 (798)

246 臺灣俳壇 (250)

289 臺灣遞信 (186)

315 臺灣鐵道 (833)

333 寶島文藝 (117)

339 新臺灣 (30)

2. 「臺大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例三「特藏臺灣期刊文獻」 https://dl.lib.ntu.edu.tw/s/tj/page/Home

臺大圖書館特藏組所藏自創校時期至今所收藏約340
餘種之珍貴臺灣期刊，除「臺北帝大期刊」（校內
）已建數位典藏館外，本資料庫挑選其他非帝大刊
物（目前已有28種期刊，如右表），將其中文獻編
寫詮釋資料。本資料庫內容題材多元，除日治時期
總督府出版日文期刊外，亦有許多文藝社團刊物及
各行各業團體會報，是研究臺灣歷史、社會、政治
、產業與文學藝術等不可或缺的素材，至今總篇數
已達30,684篇。

https://dl.lib.ntu.edu.tw/s/tj/page/Home
https://dl.lib.ntu.edu.tw/s/tj/page/Home
https://dl.lib.ntu.edu.tw/s/tj/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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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Omeka-S 數位典藏平台 (點以下圖片進入系統示範)

例二「特藏臺灣期刊文獻」

http://dl.lib.ntu.edu.tw/s/tj/page/Home
http://dl.lib.ntu.edu.tw/s/tj/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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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圖書館目錄結合的線上全文資料庫 ALMA-D

點以上圖片即可進入系統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28392292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283922920004786


ALMA-D 「數位化館藏」 － 「特藏臺灣舊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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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30866300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3086630000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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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在線上目錄查詢「臺灣高山植物圖說」

選擇「數位化版本目前可獲得」，
點選進入即可查閱數位檔。(右圖)

出現「線上可獲得」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fulldisplay?docid=alma991026845889704786&context=L&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lang=zh-tw&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adaptor=Local Search Engine&tab=Library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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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D「數位化館藏」－「日治時期臺灣期刊」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309332550004786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collectionDiscovery?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collectionId=813093325500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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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在線上目錄查詢「文藝臺灣」

出現「線上可獲得」

選擇「數位化版本目前可獲得」，
即可進入查看各期的數位檔。(右圖)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fulldisplay?docid=alma991021069029704786&context=L&vid=886NTU_INST:886NTU_INST&lang=zh-tw&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adaptor=Local Search Engine&tab=LibraryCatalog


圖書中的照片

圖書中的統計表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二) 由館藏內容再創造之衍生資源



1.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本館自建系統)

(二) 由館藏內容再創造之衍生資源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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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舊照片資料庫」新Omeka-S 數位典藏平台
(https://dl.lib.ntu.edu.tw/s/photo/page/Home )

https://dl.lib.ntu.edu.tw/s/photo/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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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臺灣舊照片資料庫」使用方式，舉例，以馬偕為查詢詞。

https://dl.lib.ntu.edu.tw/s/photo/photo?csrf=d99cd62c8d6a7cccfafb9e0553db742f-07e6ac6fbf01bb0d7433354c75f4ceb1&q=%E9%A6%AC%E5%81%95&submit=
https://dl.lib.ntu.edu.tw/s/photo/photo?csrf=d99cd62c8d6a7cccfafb9e0553db742f-07e6ac6fbf01bb0d7433354c75f4ceb1&q=%E9%A6%AC%E5%81%95&submit=


2.「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收錄內容：日治時期官方統計資料，共收錄
681冊日治時期統計出版品，建置194075頁
數位化影像檔案。

詮釋資料：共計103732筆，包括書名、表格
名稱、統計年份、出版單位等重要資訊。

資料庫： http://tcsd.lib.ntu.edu.tw/
提供查詢及瀏覽。

目標：希望藉此促進法學者進行整合性法實
證研究，也提供國內外一個良好的學術交流
平台，達到資源共享的最大功效。

(二) 由館藏內容再創造之衍生資源

執行單位與計畫名稱：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建置計畫」

館藏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圖書館所典藏之日治統計舊籍

http://tcsd.lib.ntu.edu.tw/
http://tcsd.lib.ntu.edu.tw/info_about/about.php
http://tcsd.lib.ntu.edu.tw/info_about/about.php




(三) 與其他單位或個人合作之數位典藏

1. 與單位合作之數位典藏

國家文化資料庫－古契書計畫（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鄭利源號古契書）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慈林教育基金會）

日治時期法院檔案資料庫（臺大法律學院）

永代借地權史料（淡水地政事務所）

3. 與個人合作之數位典藏

臺灣溫泉主題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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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圖書館繼完成與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前身）合作的較大宗的古文書《岸裡大社文書》之數位
化計畫後，再以《古契書計畫》，收集散置各地的古契書資料。《古契書計畫》蒐集臺灣北部、中部、南
部之早期住民相關資料，來源包括（一）鄭華生先生所收藏之「竹塹北門鄭利源號古契書」；（二）臺北
市文獻委員會典藏臺灣北部相關的古契書；（三）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臺灣南部古契書三部分。

國家文化資料庫－古契書計畫（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鄭利源號古契書）

http://ci6.lib.ntu.edu.tw:8080/gucci/

http://ci6.lib.ntu.edu.tw:8080/gucci/
http://ci6.lib.ntu.edu.tw:8080/gucci/
http://ci6.lib.ntu.edu.tw:8080/gucci/


慈林資料庫：收錄有關臺灣近60年來，自戒嚴時期至解嚴之後的各種國家、政治、社會、環境、人權等方面的相關事件之

報導與評論資料，呈現臺灣經歷各種社會運動、各界論辯、朝野拉鋸的歷程而蛻變為今日的臺灣的軌跡，是研究近代臺灣歷

史可貴的資料，其中包含大量戒嚴時期被查禁之出版品，以及社運議題的相關剪報。

報紙：自民國40年起，來自69種報紙，逾2萬3千份剪報。來源報刊大部分為本館未典藏者。

雜誌：自民國39年起，包括422種（本館未典藏者292種）近7000冊雜誌，約12萬5千篇文章。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慈林教育基金會）

全文影像限於臺大圖書館與慈林基金會使用



日治時期法院檔案資料庫（臺大法律學院）

為本校法律學院執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成果，後由本館及本校數典中心參與

建置資料庫，內容為臺北、新竹、臺中、嘉義等四個地方法院及司訓所典藏之日治時

期各類司法文書。(須向特藏組申請個人帳號密碼使用)

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
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


2020/12/10 71

永代借地權史料（淡水地政事務所）

淡水地政事務所自1905年即成立，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地方法院淡水出張所」 ，不僅持續辦理各
項土地登記業務，亦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地政檔案及文物，其中最特別、擁有百年歷史的「永代借
地權」史料，為了與民共享並支持相關研究，特將本資料數位檔，內容包含芝蘭三堡「永代借地登
記簿」、「永代借地建物登記簿」及「永代借地建物平面圖」三種，贈送臺灣大學圖書館建置數位
典藏。使用者可運用瀏覽圖檔或查閱建檔內容來使用此珍貴史料。

原ContentDM 系統 新Omeka-S 系統



2020/12/10 72

臺大館訊第 243 期（民109年 7月）數位典藏館 ─ 臺灣溫泉主題典藏

3. 與私人合作典藏數位化 臺灣溫泉主題典藏

1931年臺灣總督府交通
局遞信部（即郵電局，
日治時期掌管郵務、電
信及電報之單位）委託
鹽月桃甫製作「臺灣風
景名勝紀念郵戳」，本
資料庫中共有當時發行
的郵票加郵戳的完整收
藏共四件。

原ContentDM 數位典藏平台

https://newsletter.lib.ntu.edu.tw/243#3-1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spring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spring
http://cdm.lib.ntu.edu.tw/cdm/search/collection/spring/searchterm/%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4%BA%A4%E9%80%9A%E5%B1%80%E9%81%9E%E4%BF%A1/order/nosort
http://cdm.lib.ntu.edu.tw/cdm/search/collection/spring/searchterm/%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4%BA%A4%E9%80%9A%E5%B1%80%E9%81%9E%E4%BF%A1/order/no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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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溫泉主題典藏」新Omeka-S 數位典藏平台
(https://dl.lib.ntu.edu.tw/s/spring/page/Home )

http://dl.lib.ntu.edu.tw/s/spring/spring?csrf=4d122c8e41e3ec379016efbba16e752c-00340e176798472756dff3c15313b480&q=%E6%AD%8C%E6%9C%AC&submit=
http://dl.lib.ntu.edu.tw/s/spring/spring?csrf=4d122c8e41e3ec379016efbba16e752c-00340e176798472756dff3c15313b480&q=%E6%AD%8C%E6%9C%AC&submit=
https://dl.lib.ntu.edu.tw/s/spring/page/Home


(四) 原生(Born Digital)數位資源

臺灣大學網站典藏系統(NTUWAS)

NTUWAS任務：
1. 建構臺灣地區網站典藏機制；
2. 紀錄臺灣網站發展的歷程；
3. 收藏網路記憶中的臺灣紀錄，提供未來學術研究的參考。

臺灣網站典藏庫 NTUWAS 資
料庫由於規畫設計更新網站
平台，目前暫停服務！

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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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與推廣

(一) 數位典藏學習知識網

(二) 本館主題特展 & 與其他單位合作展覽

(三) 臺大圖書書館館訊 &  FB特藏記事

(四) 出版品



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
紀錄片

淡新檔案
學習知識網

歌仔冊唸唱
學習知識網

(一)數位典藏學習知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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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淡新檔案》在教育研究上之利用而設立「淡新檔案學習知識
網」，其中「主題故事館」，跳脫檔案本身深澀的文字風格，以簡明
易懂的故事陳述方式，完整敘述個案，並輔以關係圖表。舉例 「第
21101案 追查林友松失蹤案 」http://www.digital.ntu.edu.tw/tanhsin/

http://www.digital.ntu.edu.tw/tanhsin
http://www.digital.ntu.edu.tw/tanhsin
http://www.digital.ntu.edu.tw/tanhsin/


歌仔冊唸歌學習知識網
http://liamkua.lib.ntu.edu.tw

點選上圖可欣賞國寶級藝人
楊秀卿老師以月琴重新詮釋
彈唱歌仔冊中〈乞食改良新
歌〉，並邀請資深藝人王玉
川老師以大廣弦伴奏。

http://liamkua.lib.ntu.edu.tw/
http://liamkua.lib.ntu.edu.tw/
http://liamkua.lib.ntu.edu.tw/
https://liamkua.lib.ntu.edu.tw/index.php?act=Landing/songpage/0001
https://liamkua.lib.ntu.edu.tw/index.php?act=Landing/songpag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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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館主題特展 & 與其他單位合作展覽

1. 本館主題特展（舉例）

2017年11月10日~2018年1月12日「觀風蹉跎：伊能嘉矩書誌展」
2018年3月8日~5月6日「重返田野： 伊能嘉矩與臺灣文化再發現」特展
請點選以下圖片進入本館為二項展覽製做的網頁，欣賞展覽內容。

2017 年4月17日至6月4日 「繪葉風情、記憶臺灣：日治時期繪葉書展」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8_inokanori/meet.html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8_inokanori/meet.html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7_inokanori/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17_inokan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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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其他單位合作展覽（舉例）

中央大學崑曲博物館「兼美—紅
樓夢崑曲」（2019年9月30日至
2020年3月6日止）展出本館【臺
灣古拓碑】之〈重修海東碑記〉
。（註：孔昭虔是孔子第七十一
代孫，在臺灣留下政績，也曾創
作以黛玉葬花為主題的北曲套曲
，是《紅樓夢》戲曲的重要作品
，因為被選作展品。）

臺南市美術館「向眾神致敬-宮廟
藝術展」向本館展借增田教授收
藏品《臺灣研究資料：呪符》，
展期：2020年7月23日至2021年2
月28日（開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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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大圖書書館館訊 &  FB特藏記事

「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

如何在120年後讓伊能嘉矩重返臺灣原鄉？

臺北帝大圖書館「藏書票」是誰刻的？

《民俗臺灣》明明只發行至第42期(1945年1月)，怎麼會有第44期和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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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特藏記事 (一) 「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

更多特藏文庫的故事在〈別有天地非人間─臺大珍稀文庫的跨世代書緣〉
臺大圖書館館訊第 222 期（民107年 10月）

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不但撥出充裕的圖書館經費
，各學部與其教學與研究雙重功能的講座亦有獨立購書經
費可自由運用。

其中本校最早期的臺灣關係文書「伊能文庫」，更是早於
籌備開校二年前的1926年4月，由「土俗人種學講座」移川
子之藏教授赴日本遠野市向伊能嘉矩遺族洽購而得。

「伊能文庫」在1927年抵達臺大時，由大學創設事務局刻
「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 及「故伊能嘉矩氏蒐集」二印於
書上，至1928年3月正式創校，依帝國大學以城市命名原則
定校名「臺北帝國大學」後，再刻「臺北帝國大學藏書印
」，因此「伊能文庫」上才會有二顆藏書印。

日本靜岡大學森口恒一榮譽教授，親自至本館研究整個洽
購過程，特別寫作〈幻の「臺灣帝國大學」：伊能嘉矩文
庫の不思議〉於2018年11月發表於《台湾原住民硏究》第
22號（日本順益台湾原住民硏究会編集）。

https://newsletter.lib.ntu.edu.tw/2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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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臺大90年校慶，本館舉辦「觀風蹉跎：伊能嘉矩書誌展」
與「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文化再發現」特展，為此設計
了120年前伊能嘉矩全臺灣實查記錄DOCUGIS與故事地圖。

臺灣特藏記事 (二) 如何在120年後讓伊能嘉矩重返臺灣原鄉？

完整內容請參考〈從「觀風蹉跎」到「重返田野」：伊能嘉矩田野歷程的地圖展示〉
臺大圖書館館訊第 216期（民107年 4月）

https://newsletter.lib.ntu.edu.tw/2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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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特藏記事 (三) 臺北帝大圖書館藏書票是誰刻的？

第十三次「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協議會
」於昭和11（1936）年10月由大阪帝大
圖書館召開，臺北帝大圖書館在此會議
中提供了總圖書館專屬藏書票的資訊：
此藏書票是以石版製成，作者（設計者
）就是時任臺灣美術展覽會的審查員，
宮崎縣人鹽月桃甫。鹽月桃甫格調大膽
，筆色充滿原始、野性風味，臺灣原住
民是他的最佳創作主題及靈感來源。

臺北帝大藏書票是以石版製成，其設計
和完成時間大致與「臺灣風景名勝紀念
郵戳」相同。 1931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
遞信部（即郵電局，日治時期掌管郵務
、電信及電報之單位）委託鹽月桃甫製
作「臺灣風景名勝紀念郵戳」，全部33
枚，於昭和7（1932）年元旦起通行臺北
等九個郵政支局。可參考本館「日治時
期繪葉書」和「臺灣溫泉主題典藏」。

鹽月在1929年「第三回臺灣美術展覽會」發表的美
術作品《火祭》，該畫作中央有戴著大羽冠的魯凱
族勇士。

更多故事在〈臺北帝國大學原住民圖像藏書票概說〉
臺大圖書館館訊第 232期（民108年 8月）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ard
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spring
https://newsletter.lib.ntu.edu.tw/2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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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特藏記事 (四) 民俗臺灣怎麼會有第44期和第45期？

除了訂閱臺大圖書館館訊，
亦請加入臺大圖書館FB
https://www.facebook.com/NTULIB
追蹤 #特藏記事

https://www.facebook.com/NTULIB


狄寶賽先生為美援臺灣時期，負責規劃督導的美國工程顧問公司企劃經理，其在臺工作期間留下許多工

作與生活記錄，包括日記、手稿檔案、剪報、影片，以及美援臺灣建設相關的歷史文書檔案。

本館除將這些檔案數位化，建置「狄寶賽文庫」外，並將其中的美援臺灣建設相關歷史文書檔案、1950

年代的16釐米彩色影片、幻燈片與照片，加上2005年狄寶賽先生及相關的耆老與學者的訪談記錄等，出

版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DVD，為圖書館實踐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而製作的一部臺灣歷史紀錄片。

Mr. Valery S. de Beaussut
Mrs. Connie  de Beaussut

(四) 出版品（舉例）

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project/drapexbi01/page_db_03_video_01.html
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project/drapexbi01/page_db_03_video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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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臺灣研究特藏資源請參考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色館藏網頁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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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單位臺灣研究資源推介

日本國會圖書館數位典藏
https://dl.ndl.go.j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須申請帳號）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
ront/mem/member_logout.jsp

https://dl.ndl.go.jp/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mem/member_logout.jsp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mem/member_logout.jsp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mem/member_logou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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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期刊影像/寫真資料庫/地圖資料庫
http://www.ntl.edu.tw

讀者可至本館使用以上臺灣圖書館資料庫

http://www.ntl.edu.tw/


報告完畢 歡迎大家至五樓參觀特藏組

特藏組環景導覽 http://cvweb.lib.ntu.edu.tw/main/specialcol/index.html

http://cvweb.lib.ntu.edu.tw/main/specialcol/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