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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 
自建臺灣學資料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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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加
速推廣臺灣學研究，建立臺灣學數位圖書
館，促進臺灣學研究機構的合作與交流，
於96年3月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並自
同年起獲教育部補助「館藏日文臺灣資料
數位典藏計畫」進行館藏日治時期臺灣文
獻的數位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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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至104年完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約計1萬6,000冊)、「日治時期期刊影像
系統」(320種期刊)及「地圖資料庫」
(1,649種)等3種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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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特藏資料數位典藏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主要收錄臺灣
總督府圖書館典藏日治時期臺灣出版及日
本出版有關臺灣類的資料，種類有政府和
民間出版品，大部分是來自捐贈，少部分
甚至是未公開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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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特藏資料數位典藏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主要收錄臺灣
總督府圖書館典藏日治時期臺灣出版的雜
誌，期刊系統是以篇為單位建置詮釋資料。
有關期刊的介紹可參考，該系統首頁最新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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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特藏資料數位典藏 



「地圖資料庫」內容不僅是臺灣相關地圖，
例如：堡圖、地形圖外，也有不少日治時
期中國、日本及南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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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特藏資料數位典藏 



    103年獲科技部補助進行館藏戰後初期
臺灣文獻的數位化工作，建置「臺灣政經
資料庫」內容為戰後至民國50年期間之政
治、經濟相關資料深具研究價值，並合併
日治時期有關政經的圖書3,587冊，共計
4,02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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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104年進行館藏亞洲特藏資料的數位化
工作，內容為日治時期日本、中國(滿洲及
華南)、韓國(朝鮮)及南洋資料，並將數位
化資料暫存至「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約計51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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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105年開放「寫真帖資料庫」，這是由
本館資深館員花費十年獨立完成的資料庫，
內容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典藏的照片集，
每幅照片皆依原文說明翻釋，約計1萬
1,20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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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106年建置「館藏日本文獻影像系統」
以日本圖書館學暨文學為基礎，先將日本
文獻相關典籍數位化約400冊，日後再持續
擴充舊籍日本文獻相關領域的數位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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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106年獲教育部補助建置「館藏南方資料影
像系統」，將掃描3萬8,010影幅、建置詮
釋資料387冊，並匯入「館藏南方資料影像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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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此外，亦將原屬「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之亞洲特藏資料數位化電子檔轉匯入「館
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合計將有903冊圖
書資料，有助於研究者取得珍貴的南方資
料，促進相關之研究。 
    107年持續進行南方資料數位化，預計
完成43萬2,000影幅數位化、建置詮釋資料
1,800本。 14 

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臺灣學數位圖書館—列出本館自建資料庫 
進入本館首頁www.ntl.edu.tw ，資源探索
-數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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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資源探索 
 

館藏資源 
 

數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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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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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臺灣學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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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館藏數位典藏介紹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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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一)、簡易與進階檢索 

    1.檢索方式說明 

     （1）簡易檢索：預設的檢索方式。 
利用單一檢索字串，於特定欄位內，或不
限定欄位，來進行資料的搜尋。 
 

19 

貳、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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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簡易檢索 



(一)、簡易與進階檢索 

    1.檢索方式說明 

     （2）進階檢索：進階檢索比簡易檢索
多出了可同時給予多個檢索字串，以及縮小查詢。
預設三個搜尋字串輸入框，以and、or或not做字
串合併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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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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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進階檢索 



「熱門檢索詞」，為經過系統統計，進行
過最多次查詢之前10項檢索字串。點選其
中1項可直接帶入成為檢索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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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二)、欄位瀏覽檢索 

透過選擇瀏覽某個欄位之內容來尋找資料，
不必輸入檢索字串。先選擇欄位，然後選
擇欄位內容，即可得到符合該欄位之內容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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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二)、限定某欄位瀏覽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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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三)、檢索結果列表 

上方第一列顯示本結果所屬檢索策略與總
筆數。下方為檢索所得之結果列表。 
輸入想要檢視的頁碼按下Enter鍵，可直接
跳到該頁面。當資料量少於500筆時，可選
擇排序欄位與順序。可選擇每頁呈現的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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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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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每頁顯示 



(三)、檢索結果輸出說明 

（1）步驟 

Step1.選擇輸出紀錄，有本頁勾選或全部
勾選之項目。 
Step2.選擇輸出欄位，可分簡易、完整或
自選欄位內容。 
Step3.最後選擇輸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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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三)、檢索結果輸出說明 

輸出可以選擇下載資料儲存至硬碟或以E-

mail寄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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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1）步驟 

Step1.點選檢索結果之簡目。 
Step2.圖書系統的部分在詳目中的目次欄，
點選目次(藍色字pdf，黑色字則連結於藍
色字)。 
Step3.期刊系統則點選全文檔案/電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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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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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結果輸出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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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點選簡目其中一則，
以圖書系統為例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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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點選目次(藍色字體)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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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顯示影像檔pdf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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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點選簡目其中一則，
以期刊系統為例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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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點選全文檔案 
(藍色字體) 



(四)、詳目及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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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介紹 
顯示影像檔pdf 



(一)、申請本館閱覽證 

    1.實體證辦證：親臨本館流通櫃臺辦 
      證。 
    2.網路辦證：完成辦證後2個月須親至 
      本館完成實體證認證，否則會取消 
      認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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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外本館讀者認證方式 



(一)、申請本館閱覽證 

      2.網路辦證網址：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
e_name=net-bor-new 或本網首頁：讀者服
務--借閱證申請--網路辦證(請點我) 
2個月內沒取實體證，則網路認證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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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外本館讀者認證方式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http://cis.ntl.edu.tw/F?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


當您點選資料庫連結，若非ip認證機關單
位，則跳出認證畫面，認證登錄帳號、密
碼：帳號非借閱證號，為申請人的身份證
(護照號碼)，密碼（預設之借閱證所留電
話後4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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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外本館讀者認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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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外本館讀者認證方式 
帳號：身份證號 

密碼：電話最後4碼 



「日治時期臺灣文獻暨南方資料影像系統」
申請表（開放國內外學術機關團體，個人
以本館閱覽證認證瀏覽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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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關單位ip認證申請 



申請者請將本表填寫完成後（記得蓋上貴
機關單位印信），該表只需填寫一種即可
完成「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日治
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含地圖資料庫、寫
真帖資料庫）、「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
統」、「館藏舊籍日本文獻影像系統」四
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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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關單位ip認證申請 



表單填寫後，請先掃描申請表，並以電子
郵件回傳至 guyuan@mail.ntl.edu.tw   
或傳真至(02)2926-3457，本館將於審核申
請表完成後與您聯絡，若有相關問題，請
洽（02）29266888-4220 參考特藏組：張
谷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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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關單位ip認證申請 

mailto:guyuan@mail.ntl.edu.tw


通過審核，在申請機關單位提供的ip範圍，
不用輸入帳號、密碼即可瀏覽下載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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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關單位ip認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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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機關單位ip認證申請 
申請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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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以上以簡報介紹館藏數位典藏系統，希
望提供各位讀者有效利用本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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