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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

NTL collection of Data Image System for 
Southern  Archives
本館南方資料是研究南洋地區的重要資料，成立於

1940 年的南方資料館，當時專責蒐集華南及南洋一

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勢研究與資料。南方資料

館匯聚了二十世紀前半葉累積的南方資料，本館建置

「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提升南方資料的應用與

推廣效能。

臺灣學通訊資料庫

Newsletter of  Taiwan Studies Information Database 
為推廣臺灣學研究，臺灣學通訊於2007年 6月創刊，

以「主題」方式呈現，每單月出刊，介紹臺灣學相關

知識及本館臺灣學展覽與活動。

館藏古文書影像系統

NTL Collection of Data image system for Gǔ 
Wén Shū (contract documents) 
本館典藏許多重要的古文書，目前收納古文書可略分

為契書、鬮書、執照、帳單、憑單、領收證等，本館

建置「館藏古文書影像系統」，以利讀者方便查詢古

文書相關資料。

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
Old Tawian Books’ index of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本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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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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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線上可查詢 4 萬 7,113 筆資料。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
Bibliography’s analysis for Taiwan literature 
本館將典藏之臺灣文獻作有系統分類以編輯書目；選

其重要的加以說明，編撰書目解題，內容包括方志類、

地圖類、族譜類、傳記類、語言類及公報類等共20
冊，2007 年建置資料提供線上檢索、下載內容影像。

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Journal Paper of Taiwan Literature’s index
本館典藏的中文期刊自清末到現在，有關臺灣論文著

作之文獻資料，編輯成索引，供讀者查詢參考，目前

收錄 10 萬 4,806 筆資料。

臺灣資料剪報系統
Clipping of Taiwan newspapers Database
自 1988年起至 1995年，將每日蒐集 20餘種中文報

紙，包括《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大成報》、

《工商時報》、《民眾日報》、《聯合報》、《自由時

報》、《自立早報》、《民生報》、《經濟日報》、

《臺灣時報》等，剪輯有關臺灣論著文獻資料，建置

5萬1,543筆資料，可供下載影像檔。

臺灣文獻資料聯合目錄
Taiwan Literature Union Catalog 
本目錄索引收錄本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臺北市立文獻館等 36 個單

位，內容包括臺灣中文、日文、西文圖書文獻資料。

館藏舊籍日本文獻影像系統
NTL collection of Data Image System for 
traditional Japanese Materials 
本館不僅是典藏臺灣資料的重鎮，另有典藏大量舊籍

日本出版品，是研究日本歷史文化的寶庫。為提供研

究日本學的學者專家可以容易取得利用該批珍貴日本

文獻，首批數位化圖書館學與文學類的書籍。

臺灣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Electronic Resources metasearch system for 
Taiwan Studies
本館為服務讀者查詢臺灣學相關資料，自 2009 年整

合本館及國內外免費的臺灣學研究資料庫，建置「臺

灣學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整合查詢多個資料庫。

臺灣方志網
Taiwan Local record database 
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臺灣方志網」，蒐集各縣市鄉

鎮區的史志，內容涵蓋臺灣歷史、地理、政治、經濟

等重要史料，提供民眾查詢，該資料庫自 2019 年起

由本館管理並開放使用。

臺灣寫真帖資料庫

Collection of Data image system for Taiwan 
Shashin cho (Photo books) 
寫真帖即是相片簿，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典藏許多寫真

帖，蒐集的內容，從漢人的傳統習俗、日治時期的風

景名勝，至重要工程及慶典活動等，本資料庫翻譯照

片的「日文圖說」成「中文圖說」，收錄達 10,200 張

照片。

地圖資料庫

Map database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利用現代三角與高程測量，大為

提高精準度，繪製了堡圖、地形圖外，並以此製作交

通圖、市區圖等。除了臺灣地圖外，也收錄了西洋地

圖、日本地圖，特別是南方資料館典藏的東南亞及南

洋地圖。

臺灣政經資料庫

Taiwan Politico-economic Information Database 
本館典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至臺灣省政府時期等機

關單位的出版品，其中以戰後至民國 50 年期間之政

治、經濟相關資料深具研究價值，其結合日治時期有

關政治、經濟中已數位化的臺灣資料，建置「臺灣政

經資料庫」提供民眾線上查閱。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Image System for Books of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主要收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典藏日治時期有關臺灣

類的資料，種類有政府和民間出版品，其中不為珍

貴的孤本。資料庫索書號仍保留「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和漢分類法」，以 07 類索書號為代表，九大分類，

含 070「臺灣」；071「哲學、宗教」；072「教育」；

073「文 學、語 學」；074「歷 史、地 誌」；075「政

治、經濟、社會」；076「理學、醫學」；077「工程、

軍事」；078「藝術」；079「產業」等，其中具代表

性如《臺灣史料稿本》（1895-1919 年）為臺灣重要

編年紀事。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Image System for Periodicals of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 

主要為日治時期臺灣出版的期刊雜誌，資料庫索書

號仍保留「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分類法」，以

0705 類索書號為代表，順序排列為：0705 1、0705 
2~0705 326，涵蓋政治、經濟、文學、宗教、藝術

等，範圍相當廣泛，例如：《臺灣地方行政》、《臺灣

教育會雜誌》、《臺灣建築會誌》、《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圓通》、《福音と教會》、《民俗臺灣》、《文藝

臺灣》、《臺灣藝術新報》等，目前收錄約 320 種期

刊雜誌，為日治時期期刊種類最多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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