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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臺大圖書館

特藏資源與服務

NTU 
Library



講解大綱

特藏各項服務與規定

查找特藏資源 So Easy！

特色館藏一次報你知

數位化資源方便又好用！



開放時間
線上環景導覽 https://www.lib.ntu.edu.tw/AR/pano/specialcol/index.html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六日不開放）
閉架書庫調閱時間 9:00-16:40

https://www.lib.ntu.edu.tw/AR/pano/specialcol/index.html




特藏資料常設展

臺灣
資料

名家
手稿

西善

日線 中善

臺三
靜絕
農冊



設備服務

 參考諮詢櫃檯
 微縮資料閱讀複印機
 影印機
 掃描機
 Opac區

影印機 掃描機 Opac區

微縮資料閱讀複印機參考諮詢櫃檯



特藏資料開架區

 臺灣資料區
 黃昭堂臺灣研究文庫
 綜合資料區

-國分直一
-金關丈夫
-連照美
-桂文亞
-杜聰明
-郭松棻、李渝
-楊南郡
-葉維廉
-現代版線裝書
-其他

開架區資料讀者可自行掃描、拍照或複印



閉架書庫

善本書庫珍藏室



特藏出版品

特藏出版品介紹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302

https://www.lib.ntu.edu.tw/node/2302


《留聲曲盤中的臺灣─聽見百年美聲與歷史風情》



美麗的一頁典藏 圖書館紀念品線上商店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souvenir/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souvenir/


特藏閱覽證

需寄物 換證進入
限於5F閱覽
不提供外借

特藏圖書資料閱覽規則

可自行複印者，
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書況不佳
-著作權人不同意公開
-校史資料中涉及個人隱私
-本館認定不宜提供調閱

以下不提供調閱服務

特藏圖書資料閱覽規則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99

閉架書庫資料，在
這裡閱覽使用喔!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99


特藏資源查找方式(1)—
使用SLIM 「館藏目錄」查詢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0907




以查找野風這本期刊為例

輸入書名關鍵字



2

1

出現館藏地及卷期資訊，點選下方連結申請調閱



特藏資源查找方式(2)—特藏資源搜尋入口

1

2



若想調閱的資料沒有編目，可直接填寫閉架書庫調閱表單



若有多筆館藏要申請，可點選「＋新
增圖書」或「＋新增期刊」按鈕繼續

填寫，不需重填讀者基本資料

特藏調閱服務線上調閱表單



請在取件期限內，於特藏開放時間至5樓服務台取
件，限於特藏資料閱覽區使用，不提供外借，逾期
將歸架，需重新提出申請。

申請成功，收到取件通知信

小叮嚀



特藏資料重製與利用

閉架資料之重製與利用，需提出申請，並依「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重製與利用收費要點」辦理及收取費用。

資料類型 資料格式 金額

非營利目的－研
究教學、論文、
報告等

出版／展覽／網
頁／電視傳播等
（各級政府及所
屬機關、學校）

出版／展覽／網頁／
電視傳播等（私人機

圖像 300 dpi JPEG 每個檔案200元 每個檔案600元 每個檔案1,600元

聲音檔 MP3 每1分鐘300元 每1分鐘600元 每1分鐘2,400元

影音檔 MPEG2 每1分鐘300元 每1分鐘1,200元 每1分鐘4,000元

 利用費

 重製費
複印、數位檔案列印、微縮資料列印等

以下情況不提供重製服務

×資料狀況不佳

×畢業紀念冊

×校史資料中涉及個人隱私者

×已有其他重製品之原件

×著作權人不同意公開之資料

×經本館認定不宜提供之資料

https://speccoll.lib.ntu.edu.tw/node/100


特藏資源類型

 中文善本與線裝書  日文線裝書  西文善本珍籍

 名家手稿  地區資料  校史資料  1900舊籍



中文善本書與線裝書

定義

• 清乾隆60年（1795）以前列為善本；嘉慶
（1796）以後，有特色且顯著者亦列入

• 嘉慶（1796）後至民國38年（1949）為古
籍線裝書

內容

• 遍及經史子集叢各部

• 叢書藏量最多，次為清人文集

數量

• 中文善本約1,900餘部，2萬8千餘冊

• 普通古籍線裝書超過10萬冊



• 原藏者為清末福州烏石山房主人龔易圖，1929 年

臺北帝大購入，共有 2,000餘部，30,000餘冊

• 入館後採分藏方式，由文學部文學、歷史、哲學科

各講座教師，自文庫中挑選相關書籍存放於講座研

究室，臺灣大學時期開始陸續移回總館庋藏

• 包含經、史、子、集各方面書籍，內容廣泛，亦有

不少善本書

中文善本書與線裝書

烏石山房文庫



中文善本書與線裝書

•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久保天隨教授舊藏

• 其於任內去世後，由臺北帝大收購，現存
790餘種，約6,900餘冊

• 內容多為中國文學古籍，尤多戲曲善本，
如：《溫柔鄉》、《解金貂》等

• 書中之藏書印，印式多樣，刻工精美

久保文庫



中文善本書與線裝書

• 石原幸作舊藏，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負責人，
當時知名金石篆刻家

• 去世後，藏書由臺北帝大豫科收藏，之後由臺
灣大學接管

• 總計250餘部，約1千餘冊，以印譜、書法碑
帖、畫帖及硯譜為主，又以印譜為最大宗

石原文庫

「豫科」相當於高等學校，是臺北帝大為想直升帝大就讀的初中生們所設立的預備學校，由於當時臺
北帝大常有招生不足之窘狀，故自設預校以保障未來學生名額。--臺大校史漫談部落格--



• 高凌霨，清光緒甲午年舉人，曾任國務院內務總

長兼代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 1949年底至1950年初購得其藏書

• 共150餘部，2,000餘冊，其中108部列為善本書
-南宋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

-元本《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

高凌霨藏書

中文善本書與線裝書



歷代寶案
• 琉球與中國及其週邊國家（如：暹羅）的外

交文書，為琉球外交關係史之重要資料

• 涵蓋年代自1424至1867年，共計444年

• 原書因地震、火災與戰爭之故，均已燬失

• 臺北帝大小葉田淳教授於原書尚存時，委託
琉球久場政盛手抄的版本，共249冊

• 現存版本中，最完整及接近原貌的一部

中文善本書與線裝書



日文線裝書

多為日本江戶時代（約17-19世紀）之刊印本或手抄本，包含少
數15世紀中葉之寫本，如《日本書紀》圓威本

涵蓋日本文學發展史上各類型文藝作品，呈現江戶時期文史發展
軌跡，包含特色文庫如下：

桃木文庫

長澤文庫

上田文庫



日文線裝書

• 桃木武平所創之桃木書院的舊藏書

• 1929年臺北帝大圖書館透過日本神
戶書商白雲堂購入

• 現存 4,859冊，多為日本古典文學書
籍，其中最具特色之收藏以五種《日
本書紀》古鈔本為代表，又以圓威本
最為珍貴，為全世界孤本

桃木文庫



• 日本幕府末年時期國學者長澤
伴雄之藏書

• 現存1,096冊，包含日本國學、
和歌以及近世通俗作品，也有
許多其親筆寫的詩稿、隨想、
紀行等

日文線裝書

長澤文庫



• 東京帝國大學上田萬年教授藏書， 1930年由臺北帝大購入，現存 291 冊

• 收藏多為「黃表紙」、「洒落本」等刊本，這類庶民文化的通俗作品，反映出當
時江戶社會的民俗風貌

日文線裝書

上田文庫



多為臺北帝大時期購得，包含西元1800年前
出版之圖書及特色文庫，如：田中文庫、大鳥
文庫、小川文庫等

本館共收藏7本搖籃期刊本（西元1451-1500
年間，西方印刷術開始發展時所印行之書籍），
為西洋印刷史上之珍本。其中4本出自田中文
庫、2本出自大鳥文庫，1本出自哲學珍籍

西文善本珍籍



• 田中長三郎教授藏書，其為臺北帝大園藝學教授兼圖書館第一任館長，於任內蒐購了「伊能

文庫」、「烏石山房文庫」、「Huart文庫」、「桃木文庫」等重要文庫，為今日臺大圖書

館特藏資源奠定重要根基

• 文庫中多為植物及園藝相關書籍，圖書約3,800餘冊，期刊200餘種，內含4冊搖籃期刊本

西文善本珍籍

田中文庫



西文善本珍籍

• 大鳥圭介與大鳥富士太郎父子之藏書，兩人為
政治家

• 共有1,100餘冊，主題多與亞洲（特別是中國
與日本）的歷史、宗教、藝術、地理相關

• 文庫特色：包含1本14世紀羊皮手抄本（ 本館
所藏年代最早之西文書）、2 本搖籃期刊本，
以及16、17世紀西方勢力與天主教東傳的重
要文獻

大鳥文庫



• 小川尚義藏書，其為臺灣語言學先驅，
致力於漢語方言與南島語言之調查研究

• 現存440餘冊，內容多為語言學與聖經
文獻

• 文庫特色：收藏聖經文獻共177冊，包
含新、舊約聖經、福音書等，且涵蓋
50多種語言，其中多為南亞、東南亞
與中國地區的語言

西文善本珍籍

小川文庫



• 哲學古典名著，約9,500餘冊，多為
罕見版本，包含1冊搖籃期刊本

西文善本珍籍

Huart文庫哲學珍籍
• 法國知名東方學者Clément Huart之藏書，為

波斯、阿拉伯文學與語言學的權威

• 共有2,200餘冊，內容以東洋語言學文獻為主，
亦包含歷史、地理、遊記等書籍



 臺北帝大時期，配合學術與教育需求，重視東洋文
史領域的中、日、西文典籍資料，另一方面，日本
視臺灣為「南進」基地，以臺北帝大為「南方」研
究之重點，故相關資源極為豐富

 這些資料成為臺大圖書館的珍貴資產，1984年開
始彙整散藏於各分館及圖書室之舊籍，成立地區資
料室，分設臺灣、日本、東南亞及亞洲四大專區

 以臺灣地區資料最為龐大，日本地區次之，再來依
序為東南亞與亞洲地區

地區資料

東南亞
3



地區資料

地方檔案文書
• 淡新檔案、岸裡大社文書、臺灣南部古契書等

特色文庫
• 伊能嘉矩文庫、磯永吉文庫、田代安定文庫、楊雲萍文

庫等

臺灣總督府及所轄機關出版品
• 《臺灣總督府第1~46回統計書》、《蕃人所要地調查

書》等

臺北帝國大學刊行物
•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紀

要》等

日治時期私人出版品
• 《臺灣文藝叢誌》、《媽祖》等

臺灣研究資源





地區資料

• Otto Scheerer教授藏書，其為馬尼拉任教的德國語言學者，內容多為菲律賓方言、史地及民俗學相關

• 1941年由臺北帝大向其夫人購入，現存276冊，原典藏於語言學教室，書籍內頁有

臺大語言學研究室書標，部分藏書內頁有Otto Scheerer本人的簽名

Otto Scheerer文庫

東南亞研究資源



名家手稿



學校概況
• 臺北帝大沿革史、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校刊類
• 學內通報、臺大校刊、臺大校訊

學校規章
• 臺北帝國大學訓令規程及例規、文政學部規程

檔案及會議記錄
•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檔案、行政會議紀錄、校務

會議紀錄

校史資料

校友刊物
• 臺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臺北

帝大的生活

社團刊物

畢業紀念冊

臺北帝大期刊

臺北帝大卒業論文

臺灣大學學士論文



藤田文庫—臺北帝大文政學部部長 藤田豊八教授藏書，內容以東洋關係為主

渡瀨文庫—東京帝大渡瀨庄三郎教授藏書，內容主要為動物學方面書籍

深田文庫—京都帝大深田康算教授藏書，主要為哲學、美學及文學相關書籍

青木文庫—臺北帝大理農學部青木文一郎教授藏書，主要為亞洲地區自然史相關之期刊抽印本與論文

1900舊籍



微縮資料



特藏資料數位化

★數位化目的
保護原件、減少翻閱、

降低耗損程度

不限時地隨時取用，協
助教學與研究

★數位化重點項目
臺灣研究資源

臺大珍貴資產

具獨特性

使用率高



數位化資料種類

影音資料

拓本

繪葉書

卒業論文

早期學士論文

善本書

舊籍

手稿

檔案

地圖



數位化類型

原生數位資源

實體館藏數位化 合作數位化

自館藏衍生創
造數位化館藏



數位典藏平台Omeka S https://dl.lib.ntu.edu.tw/s/ntu_digital/page/all

https://dl.lib.ntu.edu.tw/s/ntu_digital/page/all


•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光緒二十一年
（1895），淡水廳、臺北府及新竹縣的行政與
司法檔案

• 日治時期，時人稱為「臺灣文書」，後由臺大
法律系戴炎輝教授接手整理後，將檔案分為行
政、民事及刑事三門，其中多為淡水廳和新竹
縣的公文，因此改稱「淡新檔案」

• 共1,143案，19,281件，為相當具規模且完整
之縣級檔案，亦是研究清代臺灣行政 、司法、
社會、經濟等極有價值之第一手資料

淡新檔案







伊能嘉矩手稿



伊能嘉矩在埔里的田野歷程



伊能嘉矩收藏臺灣故事地圖





葉俊麟先生手稿資料



葉俊麟先生手稿資料



78轉唱片資料庫



https://dl.lib.ntu.edu.tw/s/78rpm/item/910339#?c=&m=&s=&cv=&xywh=-1033%2C-83%2C3564%2C1649


唱片資訊

所有媒體檔案

曲目資訊

圓標資訊



https://dl.lib.ntu.edu.tw/s/4seas-/media/617712






—自館藏衍生創造數位化館藏—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圖書中的照片
 圖書中的統計表



衍生性數位典藏—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衍生性數位典藏—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原生數位資源—臺灣網站典藏庫 NTUWAS



1.查詢館藏目錄時可一併查得

結合館藏目錄的數位化館藏ALAM-D

點選「線上可獲得」



點選「數位化版本」



點選不同卷期



1

2

一分鐘影片快速瞭解
SLIM數位化館藏
https://youtu.be/7
zZ5TiPm_9c 

2.點選「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數位化館藏

https://youtu.be/7zZ5TiPm_9c




特藏臺灣舊籍

社團刊物

校史資料

臺灣堡圖



NTU 

Library

臺大圖書館特藏組公務信箱：tulcg@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