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圖論壇

清代與日據時期
臺灣書目的發展
鄭恒雄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要】本文首述臺灣的書目發韌於清初，並以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內附中國為臺灣書目發展的開端，
從康熙朝以來臺灣設立的儒學與書院，以及各地持續修纂的方志中爬梳整理，以窺清初以來臺灣書
目萌芽滋長的梗概。繼而討論臺灣割讓日本之後，日據時代的書目發展，從初期的日人私立文庫目
錄到官立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時期的目錄發展，尤其探討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目錄制度以及歷任館
長對於圖書館目錄的努力與成果。此外，亦述及日據時期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的
目錄活動。回顧清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書目的發展歷史，其意義即在於鑑往知來，有所警惕與借鏡。

關鍵詞：臺灣書目史；方志藝文志

壹、清代臺灣書目的萌芽滋長
連橫（1878-1936）撰《臺灣通史》：「臺灣
固無史也，康熙三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誌，
略具規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後靡有續者。
各縣雖有方志，而久已遺佚，或語多粗漏，不足
以備一方文獻。」（註 1）可知，臺灣史事，文獻
之不足徵。雖然如此，康熙朝以來臺灣設立了許
多的儒學與書院，以及各地持續修纂一些方志，
從中爬梳整理，仍可窺清初以來臺灣書目萌芽滋
長的梗概。

清初之臺灣，各地陸續興建了儒學與書院，始
漸有圖書蒐藏之活動與文庫之設立。「我國圖書之
集刊與蒐藏，由來甚早；惟臺灣僻在海外，迨至明
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率軍入臺驅逐荷蘭人，
光復故土後，中華文化始漸移植於本島。初，以軍
事時期，土地開拓僅限西南一隅，一般產業貿易，
均未十分發展；而文化教育之事業，亦受相當之制
約。尤以圖書一項，例需由大陸源源流入，而當時
又固在被滿清封鎖時期也。故欲溯臺灣圖書蒐集之
史料，其於明鄭時代也，其難言也。」（註 2）「明
鄭之時，軍事頻興，當戎馬倥傯之際，士大夫多未

一、儒學與書院藏書

遑著述。」（註 3）然而，當時仍有荷蘭宣教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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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避亂之士之著述，惟我國歷代書目的著述於當

清道光六年，閩浙總督孫爾準，就福建福州府

時實無實際之影響。

之鰲峯書院藏書中，抽出經、史、子、集四十

清初之臺灣已有儒學與書院之設立。臺灣之
有書院始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靖海侯施琅於
臺灣府治（今臺南）所創建之西定坊書院，其後

七部百七十卷，寄與噶瑪蘭廳之仰山書院，以
獎諸生嚮學之志。……降及近代，光緒五年於
彰化縣下鹿港文開書院，知縣蔡嘉榖之用公款
銀五百兩，置備書籍一百二十部，又同十六年

二十年間在府治及其近郊先後成立了鎮北坊、彌

臺北知府雷其達於臺北城內新建登瀛書院，同

陀室、竹溪等八所書院。（註 4）康熙四十三年

時附設文庫，蒐集古今圖書，以便肄業諸生。

（1704）又設立崇文書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

（註 7）

設立海東書院，一直到光緒十九年（1893），全

早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臺灣府任官袁宏

臺先後設立之書院達 62 所。（註 5）又如臺灣府

仁捐款朱子祠講學，又購買六百多本書留供大眾

儒學，學宮在寧南坊，建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

閱讀。「袁宏仁字醇一，建陽貢生。雍正十二年，

「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十四年，廩

由福州府訓導移任臺灣。以臺處海外，士民得書

生侯世輝等捐資呈請改建：正廟居中，左右兩廡；

維艱，捐貲聚古今載籍數百部，藏於學舍。築草

前為大成門、又前為櫺星門、為泮池；後為崇聖

堂，進諸生朝夕講肄其中。臺人知學，由宏仁始」。

祠。左右兩廊達於廡，祠左右為禮樂庫、典籍庫」

（註 8）《續修臺灣縣志．藝文》袁宏仁藏書記：

（註 6），可見其學宮之建築中有典籍庫以存放典

「竊見臺地遙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鮮其

籍。當時之儒學與書院雖設有文庫以及圖書之蒐

人。揆厥所由，蓋各庠向無藏書，即書肆亦罕售

藏活動，但少有目錄編纂之記載，推想應有記錄

購；雖有聰敏之質，欲求淹貫，庸可得乎？爰置

藏書之書單或簡易之目錄可供查考，藏書之目的

古今載籍六百餘本，貯之廨中，以資諸生借覽；

在提供修志以及肄業諸生參閱。當時已有藏書、

令優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然而寒氈力絀，

圖書之蒐藏活動及文庫之設立，據《臺灣省通志

未能多蓄，第以是為權輿也，四庫五車之富，端

稿》之記載，引述如下：

有望於後之君子」。（註 9）可知當時袁宏仁購書

致各省、府、州、縣之設置儒學及書院概以附

入藏學舍，並遣專人管理以供諸生借覽，實即臺

設書庫為常例。臺灣初以海外新附之城，其已

灣圖書館之發端。「書院之重要事務，有講學及

設之府縣儒學與書院，規模未整，不免有『臺
郡著述多散在四方，島嶼固鮮藏書之府』（臺
灣府志雜記雜著）之情形。惟其中特推全臺首
學之臺灣府儒學，藏書最稱充實。蓋清雍正十

書籍二項。除山長主講外，並可邀德行學術素著
之人講演；至其書籍，有由國家頒給者，亦有出
於私人之捐助。規模較大者，皆專設書庫，雖不

二年間該府新設儒學訓導之際，任官袁宏仁，

及現代圖書館之管理精密而有條理，但其有裨於

率先有其打定基礎之計畫。……更以臺灣處於

士子之閱讀則一，功效實為不少。其藏書之數量，

海外，士子得書維艱，復捐俸購置古今載籍六

當亦非普通私人藏書家所可比擬」。（註 10）

百餘本藏於儒學，而使諸生得肄其閱讀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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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府噶瑪蘭廳志》記載：「蘭中向無子、史書。
道光六年，孫文靖爾準制軍時為閩撫，按部入蘭，
見諸生有嚮學之志，因就鼇峯藏書中，抽發『遷
史』以下四十六種，運存仰山書院，以為諸生稽
覽之佐。其書多儒先語錄，乃康熙丁亥張孝先伯
行撫閩時，摘刻正誼堂本。」（註 11）此廳志編
次運存仰山書院 46 種典籍之書目，並綴各書大
旨。此為較早方志中記載之贈書書目。（見圖 1
《噶瑪蘭廳志．紀物》）

334 卷。（註 12）

二、方志之經籍藝文志
連橫（1878-1936）撰《臺灣通史》卷二十四
「藝文志」記清初以來之著述，包括方志 15 種 200
卷、臺灣人士著書 40 種 203 卷、宦遊人士著書 80
種 160 卷。所記為清康熙以降有關臺灣之著述目
錄，列有書目、卷數與其作者。又言：「猝遭割
臺之役，戎馬倥偬，稿多散失，其存者亦唯斷簡
而已。初海東書院藏書頗富，至是亦遭兵燹，而
臺灣之文獻亡矣。」（註 13）可知，臺灣本無專
史，清初以來雖有方志之纂修及續修，唯語多粗
漏或屢遭兵燹，文獻遺佚，所存者不過斷簡殘篇
而已。是故，有關文獻之記載編目，以及目錄之
著述亦甚缺少。
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福建分巡臺灣
廈門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梁文煊撰《臺灣
縣志》序有言：「臺灣自勝國以前，既荒蕪無所
考；我皇上神聖威武，化及海外。乃始臣妾而郡
縣之。今雖入版圖數十餘年，而其經制、規畫、
山川、風土，未有淹雅之士為之撰述。而編緝之
者，徵其文，則文移冊籍而已；考其獻，則街談

圖 1：《噶瑪蘭廳志．紀物》

巷說而已。而欲從漫無所因之餘，援筆奮志，勒
成一家之書，是難之中又有其難焉！」（註 14）。

清領後之臺灣人文蔚起，夙稱海東之鄒魯，

方志之纂述體例中往往有經籍、藝文志。早

是以私人之藏書亦甚不少，如彰化縣貢生曾玉

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福建分巡臺廈道兼理

音、彰化二林之處士洪士暉、澎湖舉人辛齊光、

學政高拱乾修纂之《臺灣府志》卷十已有藝文志，

澎湖又有陳傳生及方景雲等，皆有藏書；咸、同

記載宸翰、奏議、公移、序、傳、記、賦、詩、

年間，彰化富豪呂炳南新築第宅，有藏書室「筱

總論。凡例有言：「今惟先集所見，上自宸章、

雲軒」置書二萬餘卷，吳子光曾譽為：「呂氏圖

下逮新詠；後有作者，當俟之踵事增華」。又如

書之富，冠東瀛。」並為作呂氏家塾藏書記，該

道光九年（1829）孫爾準等修、陳壽祺纂《福建

記有「總目」依四部法分目，通計藏書 2 萬 1 千

通志臺灣府》其內容分目有 35，曰詔諭、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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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壇廟、津梁、

《諸羅縣志》、《鳳山縣志》、《彰化縣志》、《澎

郵驛、水利、古蹟、戶口、田賦、倉儲、蠲賑、

湖廳志》、《澎湖紀略》、《淡水廳志》、《新竹縣

錢法、鹽法、風俗、物產、典禮、學校、經籍、

志初稿》、《噶瑪蘭志略》等。例如：乾隆十七年

兵制、關隘、海防、封爵、宦績、職官、選舉、

（1752）臺灣縣知縣護理海防同知事魯鼎梅承修

人物、列女、方外、寺觀、雜錄。（註 15）可見

之《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三藝文志，分著述、書

亦有「經籍」一目。凡例有言：「諸志藝文，多

序、賦三類。凡例中言其體例：「藝文，標其書

載詩文，殊乖史體。今用建康志、三山志例，題

目與卷帙之多寡，倣班固漢書也，書序存者揀編

詠間附山川古蹟，其文有關政治者散附各門，而

之，其詩文揀附各志，本條下難附概者，量揀而

以諸家所撰四部之書入經籍志，並掇著述大指，

編之。時賢近作可見者，各揀而編之」。「著述」

以存梗概。」所載著述有《國朝臺灣府志稿》等

記載《東番記》等作者 21 家、為書 38；「書序」

四種，並有提要。

記載李光地《靖海紀序》等 21 種；「賦」則記載

唯方志之藝文與歷史藝文志之紀錄國家典籍

周澎《平南賦》等 9 種。（註 18）

性質略有不同。茲舉陳培桂纂輯之《淡水廳志》為
例，凡例五則中有言：「史家志藝文，皆紀『著述

貳、日據時期臺灣書目之發展

書目』而已；若載文章，是選文、非志也。淡廳

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開始統治臺灣，

人文初啟，著述難立專志；舊稿所載之文，亦資

並有計畫的進行基本國力調查，對人口、土地資

考證，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廢之。今依章氏學誠『文

源，甚至民情風俗、原住民舊慣等深入瞭解；從

史通義』之論，列為『文徵』」。林豪《淡水廳

而建立戶口資料、員警及治安，進一步設置學校

志訂謬》又言：「志書藝文，體例其有次序，宜

和推動各種建設。

先載奏疏，次書檄、文移，次論說、序記，而詩

圖書館乃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雖然起步較

賦終焉；此定理也。」（註 16）舉例而言，今觀

晚，但至昭和十八年（1943），除總督府圖書館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丁酉夏四月周鍾瑄修《諸羅

之外，全臺五州三廳，共有公共圖書館 89 所、私

縣志》卷十一有藝文志，其內容記奏疏及詩文等；

立 4 所，總計 93 所。截至昭和二十年（1945），

道光十年（1830）周璽總纂之《彰化縣志》卷十二

臺灣已在各地普遍設置規模大小不同的圖書館，

亦有藝文志，敘例中有言「采其文之有關於彰邑

對全民知識的提升，頗具成效。圖書館是實施教

者，彙而錄之。旁及故老之流傳，仕宦之唱和，

育、提供知識的場所，而目錄工作是圖書館藏書

都人之詠歌；下逮碑碣所垂，案牘所載，凡屬此

資源建置的手段。讀者需經由各種目錄，方能便

邦之典要，悉收而識之」（註 17）。由此可窺見

捷的利用圖書館的資源。因此，可以說目錄是達

臺灣方志中藝文志所記載之內容與性質。

成圖書館任務、發揮圖書館功能的主要工具。至

臺灣各地方志中有藝文志或經籍志（或稱文

於，一般學者專家所編纂的專題書目亦具有相同

徵）者為數不少，如：《恒春縣志》、
《臺灣縣志》、

提供知識、方便檢索的功能。日據時期的書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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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圖書館的普及而發展。

一、私人文庫與目錄

明治四十二年（1909），有日人石坂莊作於基
隆設立「石坂文庫」，亦頗具規模，從此臺灣圖書
館事業乃得以日漸發展。石坂莊作「是日據時期台

（一）臺灣文庫
「在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之前，台灣已有
一些藏書家，自己出錢、出書，或向各界募書、
募款，成立私人圖書館，供民眾看書、閱報，當
時稱做『文庫』、『讀書俱樂部』或『閱報社』，
成為民眾閱讀及知識的起點」（註 19）。臺灣現
代化圖書館之創立始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
月二十七日，由臺灣協會主辦，初於臺北淡水館
（原登瀛書院，位於今長沙街一段）內創設私立
「臺灣文庫」。該文庫一切均甚簡陋，藏書有
10,261 冊，多係捐贈而來，採會員制付費閱覽。
後因經費短絀，終於明治四十年（1907）休館。
（註 20）明治四十五年（1912）「東洋協會」建
議將藏書捐給官方設立之圖書館（日後由臺灣總
督府圖書館接收）。
「臺灣文庫」開庫所藏之圖書類別有和漢書
及洋書，依據「私立臺灣文庫藏書分類統計表」
有以下幾個門類：

灣第一個開創公共圖書館的歷史紀錄者」。（註 22）
從明治四十二年（1909）六月一日所制定的「石坂
文庫規則」可知其閱覽服務的概況及寄贈圖書的辦
法，其要點中有：希望閱覽本文庫之圖書者，須有
受付所備之閱覽證，方得入場，按照閱覽室所備之
圖書目錄，將所要之書冊、函號、住所、姓名及職
業等，記入閱覽證內，然後交之掛員（出納人員），
受書冊，但閱覽概不徵收任何費用。可知，「石坂
文庫」確實有目錄以供索閱之用。建築物二樓為閱
覽室，備有圖書目錄臺以供查檢之用。
石坂文庫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月一日開
館，明治四十五年（1912）開始並有巡迴書庫。
究其藏書類別有和漢書、洋書及新聞雜誌，依據
《石坂文庫第一年報》「貸付圖書分類表」（自
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一日至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三十
日）之分類類目如下：
第一門：國家學、法律學、社會學、經濟學、
財政學、統計學

第一門 宗教

第二門：宗教、教育、哲學、語學、文學、藝術

第二門 哲學、教育

第三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數學、理

第三門 文學、語學

學、醫學

第四門 歷史、傳記、地理、紀行

第四門：兵學、工學、產業

第五門 法律、經濟、財政、社會

第五門：家庭、類書、叢書、雜書、新聞紙、

第六門 數學、理學、醫學
第七門 工學、藝術、產業、兵事
第八門 叢書、隨筆、雜誌、雜書
別 門 掛圖（註 21）
此項分類應係參考《帝國圖書館分類表》分門別類。
（二）石坂文庫

雜誌（註 23）
但是在大正四年（1915）二月七日，文庫火災，
自二月八日至九月底文庫暫停開放，一直到大正
十三年（1924）九月三十日止，其藏書已高達
19,291 冊。依據《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圖
書類別表」（大正十三年九月三十日現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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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分類類目如下：
總

記：事彙、叢書、隨筆、有關臺灣圖書、
少年文學

第一門：哲學、宗教
第二門：教育
第三門：文學、語學
第四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
第五門：國家、法律、經濟、財政、社會、統計

之部（大正七年至十二年）
第四冊：理學．醫學、工學．兵事之部（大正
七年一月至昭和三年三月增加）
第五冊：藝術、產業．家政之部（大正七年一
月至昭和二年三月增加）
第六冊：臺灣之部（大正十四年末至昭和四年）
(4)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藏臺灣、支那、佛領印度

第六門：理學、醫學、數學

支那、暹羅、緬甸、印度、大洋洲、馬來半島、

第七門：工學、兵事

蘭領東印度、比律賓群島及植民關係洋書目錄

第八門：藝術

（大正九年十月末現在），1 冊。

第九門：產業（註 24）

二、各類型圖書館的目錄
（一）總督府圖書館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編印各種出版
品就館藏資料可分為：圖書館藏書目錄、展覽目
錄、圖書館案內（指南）、館刊 4 類。（註 25）
茲就前兩類有關目錄之出版品臚列如下（註 26）：

(5)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選定圖書目錄（大正十年至昭
和十三年），大正十一年至十四年編印，25 冊。
(6)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新着圖書目錄，大正五年至
十五年每年出版（第 1-128 號），5 冊。
(7)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新着圖書目錄（昭和七年一
月中～昭和十一年四月中），昭和七年至十一
年出版。

1. 圖書館藏書目錄
(1)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六
年末現在），大正七年出版，[60],916,179 面。
（見圖 2）
(2)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總類、
哲學、宗教、教育之部（昭和十年末現在），
昭和十二年、十五年出版，2 冊。
(3)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增加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
正十三年至昭和四年出版，6 冊。
第一冊：總類．哲學之部（大正七年一月至昭
和元年十二月增加）
第二冊：教育、文學語學之部（大正七年至十
二年）
第三冊：歷史地誌、法制經濟社會統計、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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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新着圖書目錄（昭和十一年
一月中至昭和十九年一月中），昭和十一年七

日至昭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昭和三年編印，
油印本，21 面。

月至十九年六月出版，70 冊（合訂為 3 冊）。

6. 臺中州立圖書館圖書目錄（昭和二年十二月一

(9)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推薦認定圖書目錄（昭和十

日至昭和九年三月末日增加），昭和九年編印，

三年至十六年），昭和十四年至十七年出版，
4 冊。在此之前，分由臺灣教育會及臺灣圖書

8,216,10 面。
7. 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

館協會發行。

十三年末現在，自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二年），

另外，臺灣總督官房文書課編有《臺北諸官

大正十四年、昭和四年編印，2 冊。

衙到着新聞雜誌目錄》，大正八年出版；《圖書
目錄（和漢書）》，昭和八年出版；《圖書目錄
（洋書）》，昭和九年出版。
2. 展覽目錄
(1) 臺灣關係資料展觀目錄，昭和四年出版，
[3],65 面。
(2) 明治七年征臺役關係資料展觀目錄，昭和七年
出版，16 面。
(3) 南支那關係誌料展觀目錄，昭和十三年出版，
42 面。
（二）公共圖書館
除了總督府圖書館編印圖書目錄之外，各地

8. 臺南圖書館和漢圖書目錄（昭和三年，四年追
加），昭和五年、六年編印，油印本，2 冊。
9. 臺南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昭和五年至九
年追加），昭和八年、十一年編印，2 冊。
10. 公立宜蘭圖書館圖書目錄，大正十二年編印，
7,138 面。
11. 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分類目錄（昭和四年七月
末現在），昭和四年編印，油印本，94 面。
12. [市立屏東圖書館]圖書目錄（自昭和六年九月
一日至昭和十年三月末日增加），昭和十年編
印，7,104 面。
13. 大甲街立圖書館圖書目錄（昭和十四年九月現

公共圖書館往往也編印自身的圖書目錄，提供讀

在），昭和十五年編印，[4],41 面。

者使用。舉要如下：

上述各州街莊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大抵

1. 桃園文庫藏書目錄（大正七年四月現在），大
正七年編印，91 面。

沿用總督府之「和漢圖書分類法」編製分類目錄。
一般街莊立圖書館因藏書不多，分類以類分至綱

2. 財團法人打狗會附屬文庫在庫書籍目錄（大正

目之類號為止，大都未再細分，惟亦有少數街莊

六年七月現在），大正六年編印，34 面。

立圖書館並未使用「和漢圖書分類法」。各州立

3. 臺中州立圖書館圖書目錄第 1 號（大正十五年

及市立圖書館雖採用「和漢圖書分類法」，但綱

一月），61 面。
4. 臺中州立圖書館圖書目錄（昭和二年末現在），
昭和三年編印，5,123,3 面。
5. 臺中州立圖書館圖書目錄（昭和二年十二月一

目可依據個別需要調整。在編目法方面，採用日
本圖書館協會制定的「和漢圖書目錄編纂概則」
（註 27）。此編目規則分別說明：書名項、著者
項、出版項、目次備考及其他附註項、以及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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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等事項。各公共圖書館備有兩類卡片目錄，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採用的圖書分類法

一是「事務卡」（自用目錄）專供館內辦事人員

是「國際十進分類法」（UDC），用以處理中、日

使用；另一是「公用目錄卡」包括分類卡及書名

及西文圖書，當時採用 1927 年至 1933 年所制定的

卡，提供讀者檢索圖書之用。可見，當時各公共

法文版（國際第二版）。此法源自《杜威十進分類

圖書館已有了目錄制度。

法》亦區分為十大類。1927 年版的類目如下：

此外，各公共圖書館往往編有圖書館館刊或

0 一般事項、總類

業務年報，包括要覽、一覽、概要等，內容除報

1 哲學類

導各項業務及活動外，亦經常提供新編圖書目

2 神學、宗教類

錄、專題書目等，提供讀者參考利用。

3 社會科學類

（三）大學及學校圖書館

4 言語學類

日據時期臺灣的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一般都

5 數學、自然科學類

設有圖書館，尤其以昭和三年（1928）設立的臺

6 醫學、工學、農學、應用科學類

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規模最大，與當時日本的

7 演藝、娛樂、運動、美術類

帝國大學圖書館相較，亦不遜色，藏書在臺灣光

8 文學類

復時已達四十七萬一千餘冊。1945 年日本戰敗，

9 地理、傳記、歷史類

臺灣光復，臺北帝國大學由政府接收改為國立臺

日據時期帝大及附屬圖書館編印的目錄，主

灣大學，圖書館亦隨之改隸。
臺北帝國大學設有文政學部及理農學部，昭
和十一年（1936）設立醫學部並合併原臺北醫學
專門學校，昭和十八年（1943）設立工學部，同
年理、農學部分立。截至 1945 年共有文政、理、

要有以下幾種：
1. 烏石山房簡明書目，昭和五年出版，臺北帝國
大學附屬圖書館謄寫本，2 冊。
2. 學生參考圖書目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
編，昭和五年出版，40 幅。

工、農、醫五個學部，下設科以及講座。戰後改

3.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歐文繼續刊行物目

制為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學院和各個學

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編印，昭和六年

系。臺北帝大採用「講座制」，講座相當於研究

出版，105 面。

室，有獨立經費預算和圖書室，每個講座由一位

4. 臺北帝國大學所藏和漢書目錄類目錄（昭和十

專任教授主持，編制有助教授、助手、講師、雇

年六月末日現在），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

員等。（註 28）講座制形成的圖書室，其藏書需

編印，昭和十年出版，[2],39,[19]面。

向總圖書館登記，因此有圖書館館藏章及登錄

5.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園藝學教室發表論文目

號，但並未分類。講座制形成的圖書室即後來各

錄，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園藝學教室[編

系圖書室。因此，帝大時期的圖書館除總館之外，

印]，昭和十一年出版，20 面。

另又有各系圖書室，形成分散式的圖書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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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圖書館編，昭和十二年出版，2 冊（第一
部 124 面；第二部 79 面）。
7. 滿蒙關係文獻目錄，昭和八年出版，臺北帝國
大學附屬圖書館謄寫版。

室]，昭和十一年出版，油印本。
17. 阿片「アルカロイド」及阿片癮ニ關スル統計
的及實驗的研究ノ業績目錄，臺北帝國大學醫
學部藥理學教室編印，昭和十二年出版，16 面。

8. 高砂族に關する邦文雜誌論文目錄，岡田謙

18.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學專門部．附屬

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昭和八年出版，

醫院繼續刊行物目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

73 面。

館，昭和十三年出版，1 冊。

9.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開學記念展覽會目

19. 臺灣產蛇毒ニ關スル實驗的研究業績目錄，臺

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編，昭和九年出版，

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藥理學教室編，昭和十三年

42 頁。

出版，7 面。

10. 臺北帝國大學開學式記念展覽目錄，臺北帝國

20. 臺灣歌謠書目，臺北帝大東洋文學會編印，昭

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等編，昭和十一年出版，

和十五年，23 面。

3 冊。v.1，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編，

另外，除了臺北帝大之外，其他學校亦編有

71 面；v.2，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編，

目錄，如：

20 面；v.3，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國語學國

1. 御大禮記念文庫圖書目錄，臺灣總督府臺北第

文學研究室編，9 葉。
11. 久保文庫目錄，昭和十年出版，臺北帝國大學
附屬圖書館寫本。
12. 桃木文庫目錄，昭和十年出版，臺北帝國大學
附屬圖書館寫本。
13. 最新臺灣植物總目錄，正宗嚴敬編纂，臺北帝
大理農學部植物分類生態學 KUDOA 編輯
部，昭和十一年出版，[18],410 面。

一師範學校編印，昭和五年出版，[4],61 面。
另有：大禮記念文庫圖書目錄，油印本 1 冊。
2.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圖書館和漢書目錄（昭和四
年四月現在），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編印，昭和五年出版，[5],118 面。
（四）專門圖書館
日據時代之各專門機構也因應各自的需要編
製圖書目錄，包括臺灣教育會、臺灣遞信協會、

14. 臺灣文獻目錄（人文科學），臺北帝國大學文

臺灣圖書館協會、臺灣銀行調查課、臺灣總督府

政學部南方文化研究室編印，昭和十一年出

官房文書課、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高等法院

版，[6],58,11 面。

圖書室、臺灣總督府天然瓦斯研究所、高雄州商

15. 臺灣古碑拓本目錄，臺灣史料調查室編，[臺

工獎勵館及高雄商工會議所、總督府警務局圖書

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臺灣史料調查室]，昭和

係、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

十一年出版，1 冊。

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南方資料館、臺灣總督府

16. 臺灣史蹟寫真目錄. 第一集，臺灣史料調查室

殖產局、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臺灣製糖株式會

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臺灣史料調查

社研究部臺灣支部圖書室、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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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昭和八年（1933）四月由臺灣日日新

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次年八月九日，正式開館。

報社河村徹社長及山中樵館長等人士催生設立了

先假艋舺祖師廟設置臨時事務所，首任館長是總督

「臺灣愛書會」，以研究東西方「書誌學」為目

府視學官隈本繁吉，負責籌開圖書館事宜，又聘請

的，發行《愛書》，編輯所設在臺北帝大圖書館

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司書官太田為三郎為圖書館

內，發行所則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自第 2 輯

事務「囑託」（顧問）。大正四年（1915）六月十

起由西川滿擔任編輯兼發行人。第 1 輯於昭和八

四日遷入臺北城內書院町彩票局新址（位於今寶慶

年（1933）六月創刊，至昭和十七年（1942）共

路與博愛路口之博愛大樓），開館之初承接「臺灣

發行 15 輯，其中刊載了一些重要的臺灣研究文獻

文庫」的藏書一萬八千六百餘部及總督府官房圖書

與目錄，例如第 10 輯（昭和十三年）載有市村榮

課之圖書五千七百餘冊，新購圖書六千餘冊及各界

的〈臺灣關係誌料小解〉、第 14 輯（昭和十六年）

贈與的八千餘冊，總計約二萬餘冊，即進行圖書編

載有黃得時與池田敏雄編的〈臺灣文學に於ける

目工作，使得初期之總督府圖書館能夠順利展開。

書目〉（內容分為「單行文藝書の部」和「文藝

（註 30）以後逐漸擴充，且由於經費充裕，乃發展

雜誌の部」二部分）。是年九月即舉辦「第一回

為全臺規模最大之參考圖書館。

書誌關係展」，展出書誌學、印刷史、隨筆、藏

昭和二年（1927），在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

書印譜、裝訂等類與書目類圖籍。昭和八年（1933）

中樵的策劃下於臺北成立「臺灣圖書館聯合會」，

編印《書誌に關する展覽會出陳目錄》（31 面）、

此後，各地圖書館紛紛設立，呈現欣欣向榮的景

昭和九年（1934）出版西川滿編《臺灣文獻展觀

象。至昭和十八年（1943），全臺除總督府圖書

目錄》（51 面）、昭和十一年（1936）編印《第

館之外，圖書館已達 93 所。

一回裝幀展目錄》（10 面）。

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六日，總督府圖書
館又成立了「南方資料館」，專門蒐集南洋、華

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目錄的體制與影響
一、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設立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前身的「臺灣文庫」於明
治三十四年（1901）成立，設在當時的「淡水館」
（原為登瀛書院，日本統治後改為淡水館），這
是由當時的「臺灣協會」發起設立的。「臺灣協
會」則是設立於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三年，即明治
三十一年（1898）。總部設在東京，目的在結合
日本官方、民間、跨行政單位、跨行業，支持臺
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龐大組織。（註 29）
大正三年（1914）四月十四日，規模最大的臺

南一帶之資料，以配合日本之南進政策。

二、歷任館長對於圖書館目錄工作的努力與成果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自明治四年（1915）八月
九日正式開館，迄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日本
戰敗交還臺灣為止，凡三十一年，歷經五任館長，
依序是：隈本繁吉、太田為三郎、並河直廣、若
槻道隆及山中樵。其中第一任隈本繁吉館長在職
十個多月；若槻道隆係於並河館長逝世後代理兩
個月，即由山中樵繼任。可見，隈本繁吉及第四
任館長若槻道隆任期較短，在目錄方面的影響較
小，其餘三位館長則著力甚多，說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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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任館長太田為三郎

正十一年（1922），在備付（預備寄贈）圖書中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二任館長是太田為三

選擇適合當地的成人、青年、兒童的讀物，編纂

郎。太田是一位目錄學家，早年在東京日本圖書館

選定圖書目錄，且印刷提供地方圖書館及小公學

協會成立時，曾擔任特別委員，研訂「和漢書目編

校，爾後每年發行二次。因此，將良書介紹給圖

纂規則」，成為日本圖書館編目的準則。太田還在

書館及學校，此種作為已發揮圖書館在社會教育

圖書館雜誌發表新式卡片目錄的著錄法、圖書館的

之功能。（註 34）開始編輯及發行圖書目錄，分

圖書整頓法等，將西方的圖書館經營理論引進日

發至臺灣各地圖書館及各級學校，以擴大影響

本。（註 31）他擔任總督府圖書館任內，於大正七

力。（註 35）並河直廣撰有〈簡易圖書館的設立〉

年（1918）十二月，所編的圖書目錄《臺灣總督府

（刊大正十一年三月《臺灣教育》）提到「圖書

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曾被視為日本全國最

篩選時，可參考總督府圖書館目錄，以通俗易讀，

完整圖書目錄之一；《和漢圖書分類目錄》採用日

穩當有益為主，內容歪曲者不可購入。」（註 36）

本圖書館協會所制定之「和漢圖書目錄編纂概則」

可見總督府圖書館目錄有提供選書參考之用。大

（即太田所研訂者），並依總督府圖書館之「和漢

正十四年（1925）六月，總督府圖書館舉辦始政

圖書分類法」為排列順序，分為總類、哲學、教育、

三十年記念文教展覽會，又逢開館十周年，乃舉

文學、歷史、法制、理學、工學、藝術、產業十大

辦記念圖書展覽會，並展示有關臺灣史料之珍貴

類，類下又分目，款目詳盡，每項款目包括書名、

圖書，開演講會及童話會等，且編製發行所藏《臺

著者（編者）、出版日期、冊數、類號；卷末附有

灣關係和漢書目錄》。（註 37）

書名索引。大正九年（1920）十月發行《臺灣總督

（三）第四任館長山中樵

府圖書館所藏洋書目錄》，該西文圖書目錄收錄有

山中樵館長在任長達十九年，對圖書館事業

關臺灣、支那、法領印度支那、暹邏、緬甸、印度、

貢獻良多。任內重視目錄的編纂，不僅延續太田

大洋洲、馬來半島、蘭領東印度、菲律賓群島等各

館長編印之《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尤其著重有

地圖書，並且附載殖民關係之圖書，每條款目有著

關臺灣及南方資料的目錄。編印之重要目錄如

者（編者）、書名、出版日期、冊數、類號；以分

下：（註 38）

類方式編排，卷末有著者姓名索引。（註 32）《臺

1.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解題目錄》：昭和四年編

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與《臺灣總督

印，係參考並河館長時所編之《臺灣關係和漢

府圖書館所藏洋書目錄》的發行，改變了圖書館以

書目錄》，收錄有關臺灣文獻資料之中日文圖

買書序號進行分類的方式。太田為三郎在目錄學投

書及西文圖書。

注的心血，對日本及臺灣的圖書館都深具影響力。

2. 《臺灣關係資料展觀目錄》：昭和四年編印，

（註 33）

收錄有關中日文圖書之官撰府縣志、一般志

（二）第三任館長並河直廣

類、治臺及治匪關係、漂流記及古圖類；西文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三任館長並河直廣於大

圖書部分，主要收錄十七、十八世紀出版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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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居留者之航海記手稿及日本、支那有關書籍。

種專門的目錄，提供參考利用。

3. 《明治七年征臺役關係資料展觀目錄》：昭和

總督府圖書館閱覽室左右設有目錄櫃，存放

七年編印，收錄有關當時征臺之役原委資料 50

「紙牌型圖書目錄卡片」，提供讀者檢索，以便

種及優良圖書 200 種。

索借圖書之用。目錄的類型包括：

4. 《臺灣文獻展觀目錄》：昭和九年編印，收錄

1. 分類目錄：係採用「和漢書分類表」，此法係

臺灣總督府和臺北帝國大學之臺灣關係文獻資

參考日本山口縣立「山口圖書館分類法」及折

料 420 種，包括日文圖書 299 種、滿文書籍 51

中杜威氏十進分類法，以期適合中日文圖書。

種、西文圖書 70 種。

先將藏書分為十門，更由十門之中分作十戶，

5. 《總督府圖書館圖書目錄》：昭和十一年五月
起，實施五年計畫，編印本目錄。
6. 《南支那關係誌料展觀目錄》：昭和十三年一
月編印，收錄總督府官房外事課及井出季和太

每戶又分十目，以方便閱覽者檢索圖書。
2. 書名目錄：依書名之五十音順排列。
3. 著者目錄（西文圖書）：依著者姓名之字母順
序排列。

大部分中日西文出版品，其中包括一般南支

閱覽人若未熟悉目錄之使用方法，可洽詢出

那、南支那各地、福建省、兩廣、海南島、香

納人員，圖書館亦設有「圖書相談部」（即參考

港、雲南省等，為研究南支那重要的資料。

諮詢服務），亦包括各種目錄使用之指導。

7. 《南方關係總合資料目錄》：昭和十八年編印，

（二）和漢圖書分類法

收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帝國大學、臺北高

「和漢圖書分類法」是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

等商業圖書館所藏資料，並且也包含南方資料

圖書館所創編及使用的圖書分類法，源自「臺灣

館、外事部等資料，是集南方關係資料之大成。

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見圖 3 及圖 4，取

三、總督府圖書館的目錄制度
（一）目錄組織與任務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是一所現代化的圖書館，在
組織上館長之下設有：司書係、目錄係等六個係，
各係有主任一人。依據大正四年（1915）六月之「臺
灣總督府圖書館處務細則」之規定，目錄係掌理之
業務包括：1. 圖書的採購、報廢及調查有關事項；
2. 圖書的分類及編製發行目錄有關事項；3. 調製
及整理書標有關事項；4. 整理保管主管業務所需物
品有關事項。（註 39）目錄係對於目錄的編纂不遺
餘力，除為入藏圖書編製館藏目錄之外，亦編有多

材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此法係參考日
本山口縣立「山口圖書館分類表」，根據和漢書
內容性質，斟酌臺灣實際情況編訂而成。然而，
「山口圖書館分類表」則是參考「帝國圖書館分
類表」及「東京帝國大學分類表」而制定的。玆
將日本帝國圖書館、山口圖書館及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三種分類表的門類對照如表 1。
大正七年總督府圖書館編印的《臺灣總督府
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六年末現在），
書前有分類表，則改稱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
漢圖書分類表」（見圖 5），其類目與「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略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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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

圖 5：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表

「和漢圖書分類法」不僅用於中日文書，也
用於西洋書的分類編目上。各州立、市立等圖書
館也都採用此分類法，但類目稍有不同；一般街
莊圖書館因規模較小，則分類至大綱為止，不再
細分。依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
之類目如表 2。（註 40）

圖 4：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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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本帝國圖書館、日本山口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三館圖書分類表門類對照表（註 41）
日本帝國圖書館

日本山口圖書館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第一門：神書、宗教

000 總記

000 總類

第二門：哲學、教育

100 哲學、宗教

100 哲學、宗教

第三門：文學、語學

200 教育

200 教育

第四門：歷史、傳記、地誌、紀行 300 文學、語學

300 文學、語學

第五門：政治、法律、經濟、財 400 歷史、傳記、地誌、紀行
政、社會、統計

400 歷史、傳記、地誌、紀行

第六門：數學、理學、醫學

500 法制、經濟、財政、社會、 500 法制、經濟、社會、統計、
統計
植民

第七門：工學、兵事、美術、諸 600 數學、理學、醫學
藝、產業
第八門：事彙、類書、叢書等

600 理學、數學、醫學

700 工學、兵事

700 工學、兵事

800 美術、諸藝

800 藝術

900 產業、家政

900 產業、家政

*此處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分類表十大類目，係依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案內」之載述，較能呈現實際類表之內容。
另《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六年末現在），前附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表」
其十大類目，依次為：000 總類、100 哲學、200 教育、300 文學、400 歷史、500 法制、600 理學、700 工學、800
藝術、900 產業，則各以首見之類目為該類目之代表。

表 2：「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類目
000 總類

050 雜誌

010 書目及書史學

060 新聞紙

020 事彙

070 臺灣

030 叢書

080 兒童文學

040 隨筆雜書

090 希覯書、古書

100 哲學

150 論理學

110 宗教

160 心理學

120 神道、神書付和學

170 倫理學

130 佛教

180 支那哲學

140 基督教及回回教、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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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教育

250 師範教育及教員

210 教育學

260 專門及特殊教育

220 實地教育

270 社會教育

230 初等及普通教育

280 體育、學校衛生及遊戲

240 高等教育

290 學校建築及器具

300 文學

350 小說

310 日本文學

360 論說、批評、演說、拔萃

320 國文

370 語學

330 支那文學

380 國語付朝鮮語、琉球語

340 歐米文學付東洋文學

390 外國語

400 歷史

450 傳記

410 日本史

460 地誌、紀行

420 支那史

470 日本地誌

430 亞細亞諸國史
亞非利加諸國史、亞米利加諸國史、濠州及南洋史

480 支那地誌
490 其他外國地誌

440 歐羅巴諸國史
500 法制

550 財政

510 政治

560 社會學

520 法律

570 風俗

530 古代法制

580 統計

540 經濟

590 植民、移住、新領地經營

600 理學

650 博物學

610 數學

660 動物學、植物學

620 數學ノ二

670 地質學、鑛物學、古生物學

630 物理學、化學

680 醫學

640 星學、地文學、地震學
700 工學

750 鑛山學

710 土木工學

760 海事、造船、航海、航空付自動車

720 機械工學

770 兵事

730 電氣工學

780 陸軍

740 建築學、造家學

790 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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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藝術

840 製版及印刷

810 書畫

850 寫真

820 雕刻、金彫及鑄物

860 音樂

830 蒔繪、漆器

870 諸藝、遊技、娛樂

900 產業

950 蠶業

910 農業付茶業

960 商業

920 園藝

970 交通、通信

930 山林及牧畜、養禽、養蜂

980 工藝

940 水產、漁業付鹽業

990 家政及家庭

從以上之分類系統觀察，「和漢書分類表」

方協會而獨立。（註 43）

仍受到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影響，採「十

「南方資料館」為日本南進政策中作為調查

進制」，將藏書分為十大類編排，每一大類又可

研究設計的重要機關，與北進政策中的南滿圖書

細分十類，每類又可再分十小類，以容納各個學

館性質相同。日本對於南方之調查在大正初年即

科的圖書文獻。以「總類」（000）為例分為十類，

已開始，臺灣以地理關係為南進之據點，進行尤

其中 070 為臺灣，其下又區分小類。由於總督府

為積極，先後蒐集關於南方諸地域之各種文獻資

圖書館重視臺灣資料的集藏，分類頗詳，從類目

料達三萬餘冊。臺灣光復後，此批圖書歸臺灣省

亦可顯示當時藏書的類別情況，玆臚列其目如表 3

圖書館之「南方資料研究室」蒐藏。存藏圖書文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臺灣類目

獻外，也包括一些文物與標本。臺灣光復後仍持

表。（註 42）

續蒐集到不少珍貴研究資料，如數千本的「魚鱗

四、南方資料館的編目特色

冊」（廣東地方的田賦調查書，現存三千三百多
冊）是研究土地經濟的珍貴材料。「南方資料館」

（一）設立與任務

可以說是日據時期最早設立的專門圖書館。

南方資料是日據時期專門蒐集南洋、華南一帶
之資料，以配合日本之南進政策。係由臺灣實業家
後宮信太郎獨力捐資一百萬日圓給臺灣總督府，作
為發展南方事業之用。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為了明瞭
華南及南洋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形，乃以
此款作為基金，於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六日成
立「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建築館地位於臺北圓
山，初由南方協會經營，次年十一月三十日脫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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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臺灣類目表
070 臺灣

0705 雜誌、新聞紙

0701 事彙、辭書

0706 雜書

0702 叢書

0707 本島人著作書

0703 書目

0708 兒童文學

071 哲學、宗教

0713 基督教、其他雜教

0711 神道

0714 迷信、禁厭、卜筮

0712 佛教、道教

0718 修養、教訓及事蹟

072 教育

0726 中學及中等教育

0721 史傳付聖廟釋奠

0727 專門及特殊教育（師範學校、醫學校、女學校等）

0722 制度及法規

0728 社會教育（圖書館、博物館）

0723 學事報告及統計

0729 教科書

0724 家庭及初等教育（幼稚園）
0725 小學校、公學校及蕃人教育
付在廈門學校
073 文學、語學

0735 語學、發音

0731 詩文集

0736 會話

0732 尺牘、日用文類

0737 蕃語

0733 文學雜書

0738 俚諺、童話、傳說

0734 辭書

0739 羅馬字綴臺灣語書類

074 歷史、傳記、地誌、紀行

0745 地名

0741 歷史

0746 地圖

0742 傳記

0747 各地方地誌

0743 人名錄、職員錄、肖像、人物寫真

0748 名勝、案內記、寫真帖

0744 地誌

0749 紀行

075 法制、經濟、統計、社會、風俗

0755 財政、租稅、專賣

0751 蕃政

0756 植民

0752 法規、行政、司法制度

0757 統計

0753 政論

0758 領臺以前法制書

0754 經濟、土地、彩票

0759 社會、風俗、習慣、歲時紀、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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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理學、醫學

0765 鑛物

0761 氣象、地震、曆

0766 地質及古生物

0762 蕃族（人類學的）

0767 醫事、衛生

0763 動物

0768 ベスト及麻剌里亞其他特殊傳染病

0764 植物

0769 製藥所及阿片處分

077 工學、兵事

0775 衛生工事（上水、下水）

0771 土木工事（總）

0776 電氣工事

0772 鐵道工事

0777 建築及造家

0773 治水及埤圳工事

0778 鑛業

0774 築港、運河、開鑿工事

0779 兵事

078 藝術
0781 書畫
0786 音樂
079 產業

0794 山林、牧畜

07903 糖業

0795 水產、漁業付鹽業

07904 樟腦業

0796 蠶業

07905 茶葉

0797 商業

0791 度量衡

0798 交通、通信

0792 農業

0799 工藝

0793 園藝付植樹

1. 文獻資料股

(1) 標本之蒐集與登錄。

(1) 文獻之蒐集與登錄。

(2) 標本目錄之編製。

(2) 捐贈文獻之處理。

(3) 標本之整理與保管。

(3) 文獻目錄之編製。

(4) 標本之展覽與出借。

(4) 文獻之整理與保管。

(5) 其他有關標本之一般事務。（註 44）

(5) 文獻之閱覽與流通。

又依據《南方資料館報》第一號「藏書部門

(6) 文獻之裝訂。

別」之記載顯示：至昭和七年（1942），已有藏

(7) 文獻之複製。

書 42,877 冊，其中有關我國及南洋各地之圖書有

(8) 其他有關圖書文獻之一般事務。

22,308 冊，占總藏書量之 52%強。又，總藏書中

2. 標本資料股

有 39,077 冊係向總督府外事部借用代管，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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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 冊為該館所蒐集。南方資料館之藏書依據前

如 0 類為「總記」。

述「藏書部門別」，其分類類目如下：

「南方資料館」使用的分類法與總督府圖書

0. 一般書

館使用的不同，稱為「資料分類基準表案」（或

1. 政治、法律、軍事

稱為「南方資料館分類法」），適用於館藏中、

2. 經濟、社會

日、西文南洋資料。此法也仿效杜威法的「十進

3. 植民

制」，分為十個大類，類目如下：

4. 農業、林業、水產業

000 總記 100 政治 200 經濟 300 植民

5. 工業、鑛業

400 產業 500 工業 600 商業 700 歷史

6. 商業、交通、通信

800 自然科學 900 雜

7. 歷史、傳記、地誌

每大類再分為十個類目；也有進一步的複分

8. 理學、醫學

法，稱為「共同區分記號」及「地區代碼表」。

9. 宗教、哲學、教育、文學、語學、美術（註 45）
但同一期「新着目錄」之類目則略有不同，

「南方資料館分類法」分類細目表如下（見
表 4 資料分類基準表案）：

表 4：資料分類基準表案*
000 總記

050 繼續刊行物

010 圖書館學

060 統計、國勢調查

020 書誌（出版）

070 團體、學會、協會、組合、試驗所、會議等博物館

030 百科事彙

080 隨筆、雜書

040 演講集、論文集、資料集、調查表報告集 090 叢書
100 政治革命、三民主義

140 地方行政

110 國家、國體、政體、デモタラシ

150 外交

120 會議、選舉、政黨

170 法律

130 行政、外地行政

180 軍事、國防（廣）．スバイ

200 經濟

250 經營

210 經濟政策、機會均等

260 金融

230 物價

270 財政

240 景氣、恐慌、飢荒

280 社會
290 民俗、風俗及習慣、原始民族（土俗）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3 期 100 年 12 月

119

佛圖論壇

300 植民

340 植民地財政

310 植民政策、委任統治

360 移民、移民地

320 植民地行政

370 華僑

330 植民地投資及企業（經濟農業）

390 其他

400 產業、實業

460 畜牧業

410 產業政策

470 蠶業

420 農業

480 水產業

440 園藝

490 塩業

450 林業
500 工業、實業（民國）

550 鑛業

510 工業經濟及經營

560 海事

520 土木

570 化學工業

530 機械工業

580 雜工業

540 電氣工業（動力）

590 手工藝

600 商業

650 簿記、簿記（活頁簿記）

610 商業經濟

670 貿易

620 商品、商店、廣告

680 交通

630 市場、取引所、相場、株式、投機

690 通信

640 倉庫
700 歷史

740 中國史

710 考古學

750 各國史

720 世界史

760 傳記、人名錄

730 日本史

770 地誌

800 自然科學

850 地質學

810 數學

860 生物學

820 物理學

870 植物學

830 化學

880 動物學

840 氣象學、天文學

890 醫院、病院

900 雜、文化科學、文化政策

940 語學

910 哲學

950 文學

920 宗教

960 美術（諸藝）佛跡

930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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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之來源為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保存之「資料分類
基準表案」影印本。民國 83 年該館編印之《館藏南洋
資料目錄：原南方資料館日文圖書》，書前有分類表，

南方資料館編印的目錄主要有二種：1. 《洋
書著者目錄（昭和十六年末現在）》，昭和十七

類目則頗有調整，如十大類名稱為：總記、政治、經

出版；2. 《[南方資料館]新着資料目錄（昭和十

濟、殖民、產業、工業、商業、歷史、自然科學、雜；

五年四月至十六年七月份）》，1 冊。附有〈新刊

各大類下之類目名稱亦有不同，且無「220 資本主義、

雜誌南方關係邦文記事索引〉1 至 5 號。

帝國主義」、「350 植民地衛生」，及「660 會計」之
類目。

「南方資料館」的機關刊物為《南方資料館
報》，昭和十八年一月發刊。每期固定附編〈新

（三）目錄編製

刊雜誌南方關係記事索引〉及〈新着圖書目錄〉。

南方資料館在臺灣南方協會之支援下，對於

（見圖 6）另外也有專題的書目，如：〈南方文獻

所藏圖書、文獻、標本均編製有完善的目錄。其

資料解題〉、〈南方地域文獻資料目錄〉、〈極東

所藏報章雜誌亦編有索引等工具書，編製的目錄

熱帶醫學會報告論文目錄〉、〈南ボルネオ地質鑛

種類與形式如下：

產文獻目錄〉、〈熱帶農業雜誌所載南方關係文獻

1. 編製目錄卡片有：分類目錄、著者目錄、書名

目錄〉、〈南洋經濟研究所發行「研究資料」主要

目錄、南洋各地域別目錄。
2. 編製書本式目錄。

記事索引〉
、
〈雜誌「太平洋」南方關係記事索引〉、
〈南方勞務問題文獻〉等。

3. 編纂報章雜誌之「記事索引」：報紙期刊索引。
4. 編輯南洋各地地名檢索表。
5. 編刊新到館圖書資料月報。
6. 編刊新到館圖書資料速報。
7. 編纂新到館雜誌有關南方關係之「記事索引」。
（註 46）
「南方資料館」由前臺灣大學農學院院長素
木得一博士主持，他的圖書編目方法以每篇文章
作為編目的單位元，如欲研究某一問題即可檢得
關於某一問題的所有資料，予學者以非常便利。
目錄的編製種類有分類、件名（標題）、著者名、
書名及地域別等目錄。所藏期刊、報章，均擇要
者編有索引；在資料方面，除書刊之外，並大肆
蒐集關於南方諸地域之標本。此項標本係與圖書
文獻等相並陳列者，使研究者獲得綜合參證之
功。（註 47）

圖 6：《南方資料館報》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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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圖書館協會推動的目錄工作
為了振興臺灣圖書館事業，昭和二年（1927）

書目錄。
總督府圖書館在並河館長及山中樵館長任內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總督府召開第一回全

共舉辦 13 回的圖書館講習會，講授圖書館管理法

島圖書館協議會，決議設立臺灣圖書館協會。設

理論與實務等多項課程，其中也包括圖書分類

立此一專業組織，旨在透過圖書館及圖書調查研

法、目錄種類及其編纂概則。

究，促進全島圖書館事業之發展。辦公室即設於
總督府圖書館內。昭和三年（1928）編印《選定

肆、結語

兒童用圖書目錄》，隨後又訂定「臺灣圖書館協

臺灣於古代不過一海上之孤島，然歷經荷人

會規則」，共 24 條，昭和九年（1934）制定「青

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而立百年之基業。尤

少讀物推薦認定規則」，依據此項規則，於昭和

其，海運大通以來，西力東漸，繼而又遭逢日本

十年（1935）一月發行《推薦認定兒童青年讀物

殖民地之統治，東西文化風雲際會於此，使臺灣

目錄》，總共收錄昭和七年（1932）至昭和九年

在歷史文化上屢創新局。回顧清代與日據時期臺

（1934）間，由臺灣教育會圖書調查委員會及臺

灣書目的發展歷史，其意義即在於鑑往知來，有

灣圖書館協會圖書調查委員會所推薦及認定之圖

所警惕。

書，達 164 部（221 冊），其中記載書名、著編者

清初自康熙朝以降，由於教育與文化之需要，

名、發行所、定價、程度、介紹年月等資料，共

建立諸多書院及儒學，其制度與設施大都承繼了中

分為年鑑、修身、童話．小說、童謠．詩、歷史．

國傳統文化之道統。書院與儒學往往有文庫藏書以

傳記、地理、理科、兵事、圖畫、漫畫十大類，

及圖書之蒐藏活動，具有圖書館與目錄發展之雛

以供兒童、青年閱覽參考。（註 48）此外，昭和

形。一方面，民間藏書亦所在多有，間有書目的編

六年出版《少年讀物選定目錄》，自昭和八年起

訂以揭示書藏。另一方面，臺灣各地之方志亦承繼

至十七年出版《推薦認定圖書目錄》亦由臺灣教

漢代以來中國的書目體制，有藝文志或經籍志以記

育會圖書調查委員會及臺灣圖書館協會圖書調查

載文獻典籍，可視為臺灣方志藝文志與郡邑書目之

委員會所推薦及認定。昭和十五年總督府文教局

開端。可見，在有清的二百一十二年間，臺灣的書

亦編有《青年文庫圖書目錄》。

目已萌芽滋長。隨著中日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

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二日召開第四回全

後，臺灣割讓予日本，書目的編纂遂進入日據時代

島圖書館協議會，決議定每年一月十一日起一週

的發展時期。從初期的日人私立文庫目錄到官立的

為全島圖書館週，次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為第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時期，形成日據時期各類型圖書

一回全島圖書館週，由臺灣圖書館協會、臺灣教

館與書目的全面發展。

育會共同主辦。中央與地方相互呼應，一體實施

總督府圖書館是日據時期臺灣唯一之官立圖

以促進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圖書館週實施之要點

書館，由於是日本政府所設立，資源及經費充裕，

中，不論中央與地方圖書館，都包括編印優良圖

遂發展為規模最大的圖書館，成為臺灣各地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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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之輔導中樞及館員培訓中心。又其致力於

項目錄與制度而言，堪稱相當具有成效。若與臺

蒐藏臺灣有關文獻及南洋資料，也形成一特藏資

灣光復以後相當長的時間比較，臺灣尚未能及

源中心。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幾任館

之，究其原因或有：一、日本為了殖民與南進政

長，對於圖書館目錄制度的建立與目錄編纂，亦

策，故重視臺灣之教育事業，對於圖書館事業之

奉獻心力。在目錄制度方面，由於太田館長本身

推動不遺餘力，而目錄工作正是圖書與圖書館服

即為一目錄學家，早年即為日本圖書館協會研訂

務的主要途徑與手段；二、日人善於模仿與引進

編目規則，不僅成為日本圖書館的編目準則，又

西方制度，如「和漢圖書分類法」與美國《杜威

引進臺灣提供各圖書館使用。並河及山中樵兩任

十進分類法》相近，編目法亦參考西洋編目體制，

館長建樹亦多，包括研訂「和漢圖書分類法」成

其他如：圖書巡迴服務及圖書館週活動等，都有

為各圖書館使用之圖書分類法、編輯館藏圖書目

西方制度之身影。

錄與專題書目、發行「選定圖書目錄」提供各圖

清末以來，臺灣與中國之取法西洋，往往經

書館選書及參考運用、推動設立臺灣圖書館協會

由日本。革命志士與改良派人士如孫中山、黃興、

及培訓圖書館館員、建立各項目錄制度以及研究

蔣中正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仁人志士，多半曾

書誌學等。總督府圖書館建立的目錄制度，為當

經留居日本，受日本之影響頗多。以圖書目錄而

時臺灣圖書館所遵循，其影響最大。除了總督府

言，圖書館有一縮寫字，將「書」字置於一方塊

圖書館之外，各學校圖書館（如臺北帝國大學圖

之「囗」字內，即是日人創造的「圖書館」縮寫

書館）、公共圖書館與專門圖書館，都編製了不

字。此字經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引介至中國，而漸

少的館藏目錄與專題書目，頗能呈現日據時期出

為國人使用；又如「索引」一詞，是檢索資料的

版的圖書文獻與學術文化發展的面貌。

工具書，亦是日人首先使用，而為國人所沿用。

臺灣光復以後，目錄制度雖改弦易轍，然而

故日本之圖書目錄制度對臺灣乃至中國大陸都有

接收日據時期藏書較多的圖書館，如臺灣大學圖

影響。總督府圖書館歷任館長，對於圖書館的經

書館與現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及若干公共圖書

營極盡心力，致力於目錄制度的建立與編纂；至

館，長期以來仍保有其目錄系統，持續運作提供

今，日人手寫的目錄卡片仍保存於中央圖書館臺

利用。其蒐藏之臺灣文獻及南洋資料，在日據時

灣分館，字字工整、內容詳備；「南方資料館」

期有其推動殖民化、皇民化及南進政策之積極作

的圖書編目方法以每篇文章作為編目的單位，極

用。隨著時空之推移，這些特藏資料與目錄工具

為詳細與便利，在今日之圖書館編目法而言，仍

成為學術研究之重要資源。

不多見。日人在臺建立之目錄制度與經營作為，

日本的圖書館與目錄制度不僅影響臺灣，也

實可為國人警惕與借鏡。

及於中國大陸。王振鵠教授認為：「中國圖書館
的發展早於日本，但新圖書館的觀念，後來仍仿
效日本的概念。」（註 49）就日據時期完成之各

謝啟：本文之核校，承蒙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蔡燕青先生及潘淑慧小姐提供資料，協助
頗多，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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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 1：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7），頁 480。
註 2：張炳楠監修；李汝和主修，《臺灣省通誌．卷五教
育志文化事業篇．第二章〈圖書館〉》，（臺北：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葉 75。
註 3：張炳楠監修；李汝和主修，《臺灣省通誌．卷五教
育志文化事業篇．第四章〈出版事業〉》，（臺北：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葉 119。
註 4：王啟宗，《臺灣的書院》，（增訂一版，臺北：文
建會，1999），頁 24。
註 5：同上註，頁 27-28。
註 6：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卷八，學校/學宮/
臺灣府儒學》，臺灣文獻叢刊. 121，（臺北：臺灣
銀行，1962），頁 339-340。
註 7：林熊祥，李騰嶽監修；黎澤林纂修，《臺灣省通志
稿．卷五教育志文化事業篇．第二章〈圖書館〉》，
（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頁 172-174。
註 8：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 第 3
冊：宦績．教職》，臺灣文獻叢刊. 84，（臺北：
臺灣銀行，1960），頁 490；錄自《重纂福建通志》
卷 144 教職。
註 9：謝金鑾，鄭兼才合纂，《續修臺灣縣志. 第 4 冊：卷
7 藝文（二）袁宏仁，〈藏書記〉》，臺灣文獻叢刊.
140，（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487-488。
註 10：陳錫卿監修；賴熾昌主修，《彰化縣志稿．卷八教
育志》，（彰化：彰化縣文獻委員會，1958），頁
11-12；另見：1983 年 3 月臺北市成文出版社影印
本，頁 1177-1178。
註 11：陳淑均總纂；李祺生續輯，《臺灣府噶瑪蘭廳志．
卷八雜識（下）．紀物》，（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3），頁 1077-1091。

註 15：見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 第
1 冊》，臺灣文獻叢刊. 84，（臺北：臺灣銀行，
1960），目次。
註 16：陳培桂主修；楊浚纂輯；林豪訂謬，《臺灣省淡水
廳志十六卷，訂謬一卷》，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
區. 15，（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第 4 冊，
頁 7，凡例；訂謬一卷，頁 477。
註 17：周璽總纂，《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臺北：
成文出版社，1983），頁 383。
註 18：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纂，《重修臺灣縣志．卷十
三藝文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443-446。
註 19：劉屏，〈台灣第一個官辦圖書館〉，《台灣學通訊》，
2 期（2007 年 6 月 16 日），頁 2。
註 20：同註 7，頁 176。
註 21：〈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820
號（明治 34 年 1 月 27 日），第 2 版；張圍東著，
《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19-20。
註 22：林景淵著，《日據時期的台灣圖書館事業》，（臺
北：南天書局，2008），頁 131。
註 23：依據「貸付圖書分類表」（自明治 42 年 10 月 1 日
至明治 43 年 9 月 30 日），《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
報》，頁 6；張圍東著，《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
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5），頁 25。
註 24：依據「圖書類別表」
（大正 13 年 9 月 30 日現在） ，
《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頁 15。
註 25：張圍東著，《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
（ 臺 北 ： 臺 灣 古 籍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2005 ） ， 頁
194-195。
註 26：參考諸家書目，如 1958 年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

註 12：同註 7，頁 174-175。

《臺灣文獻資料目錄》、1980 年中央圖書館臺灣

註 13：同註 1。

分館編印之《日文臺灣資料目錄》、2005 年張寶

註 14：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 第 1 冊：梁

三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

序、凡例、修志姓氏》，臺灣文獻叢刊. 103，（臺

文臺灣資料篇》以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置之

北：臺灣銀行，1961），頁 3。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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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7：曾堃賢，〈日據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灣

註 41：張圍東著，〈和漢書分類法之研究〉，《國立中央

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

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訊》，13 期（1993 年 7 月），

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86），頁 186-190；轉引自：

頁 55-56。另參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案內》（出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編，〈和漢圖書目錄編纂概則〉，

版年不詳）。檢索自「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

（http://stfb.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x

圖書館，昭和 2 年），頁 57-62。

wfQT/main?db=book&menuid=book#result）。

註 28：黃景彤，〈日治時代臺灣文獻資料及其分類體系之

註 42：此係依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臺

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

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出版年不詳]）；另《臺灣

案學研究所，2007），頁 65；轉引自：李文良，〈臺

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十四年末現

灣大學創校歷程〉，《文訊》，208 期（2003 年 2
月），頁 30-31。
註 29：同註 22，頁 15-17。

在）臺灣之部前附「目次」之類目與此略有出入。
註 43：王潔宇，〈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史〉，《臺灣省
立臺北圖書館館刊》，2 期（1965 年 9 月），頁 17。

註 30：同註 25，頁 41-42。轉引自井出季和太著，《臺灣

註 44：曾堃賢，〈日據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灣

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 12），

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

頁 481-482。

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86），頁 114；轉引自：臺

註 31：劉屏，〈引進圖書編目觀念：太田為三郎〉，《台
灣學通訊》，5 期（2007 年 8 月 1 日），頁 2。
註 32：同註 25，頁 57-58。
註 33：劉屏，〈太田為三郎館長建立目錄豐富館藏〉，《台

灣南方資料館，《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規程》，（臺
北：南方資料館，1941），頁 8-11。
註 45：〈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概況〉，《南方資料館報》，
1 號（昭和 18 年 1 月），頁 3-4。

灣學通訊》，6 期（2007 年 8 月 16 日），頁 2。原

註 46：曾堃賢，〈日據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臺灣

文提及《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分類目錄》應為《臺

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國文

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

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86），頁 118-119；轉引自：

註 34：同註 25，頁 62。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

註 35：同註 22，頁 33；轉引自：《臺灣協會會報》，23

書》，手稿油印本，（臺北：臺灣南方協會，1949），

號（明治 33 年 8 月），頁 41。

頁 3-6。

註 36：同註 22，頁 58。

註 47：同註 7，頁 185-186。

註 37：同註 25，頁 65；轉引自：〈圖書館展覽會概況〉，

註 48：同註 25，頁 173-175；另依據《（昭和十年圖書館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
圖書館，大正 15），頁 5-8。

周間）推薦認定兒童青年讀物目錄》前言。
註 49：王振鵠，〈百年來的臺灣圖書館事業〉。「臺灣百

註 38：同註 25，頁 77-80。

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臺灣圖書館事業

註 39：同註 25，頁 96-97。

紀要」，2007 年 5 月 19 日，http://tlh.lias.nccu.edu.

註 40：此係依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書分類表》，（臺

tw:8080/dspace/handle/lias/600（檢索於 2012 年 1 月

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出版年不詳]）；另《臺

30 日）。

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目錄》（大正六年末
現在），前附之「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
表」之類目與此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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