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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臺圖），自日據時代到民國 104 年，在這漫長的路途中，經歷
了無數變革，並克服無限的障礙，自始至終為了謀求讀者的利益及館藏資料的維護。
細說臺圖的歷史，其前身係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於日本大正 3 年（民國 3 年）
4 月 14 日，以敕令第 62 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而於 11 月在艋舺（萬華）清水祖
師廟內，設置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翌年 6 月，遷館至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左後方（今
博愛路與寶慶路口）舊彩票局內辦公，8 月 9 日才正式對外開放閱覽。
民國 34 年 10 月臺灣光復，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民國 35 年合併日據時期的「南方
資料館」，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並借用臺北市新公園內的「臺灣省博物館」
一樓開館。
民國 37 年 5 月改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民國 51 年遷館至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 號的新建館舍中，並陸續將原分藏於新店檳榔坑、木柵馬明潭等處的圖
書運回整理收藏。
民國 62 年月 1 日，奉令改隸教育部，並更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由於臺圖之
圖書資料及各類館藏經多年來之累積，館舍早已不敷應用，經教育部積極輔導臺圖研究發展並
籌劃新館遷建計畫，民國 86 年行政院核准臺圖遷建整體計畫，選定於中和市四號公園中，興建
佔地約四公頃之地區性國立公共圖書館，已於民國 93 年 12 月正式啟用。為強化學術研究功能
並深化分齡分眾服務，臺圖相繼於民國 96 年 3 月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同年 6 月成立「臺
灣圖書醫院」；民國 98 年 7 月成立「樂齡資源區」、民國 99 年 11 月成立「多元文化資源區」、
民國 101 年 2 月成立「青少年悅讀區」。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奉行政院令改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圖將朝向遷建現代化之新館，並改制為國家級的地區性公共圖書館為原則，以期達到一般資
訊服務、研究、輔導、特定功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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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圖從創立迄今，雖迭經改隸，但業務營運與服務宗旨始終保持地區特性，是一所服務社
會大眾，保存地方文獻，促進學術研究之國立圖書館，同時兼具公共圖書館與學術圖書館的雙
重特色，職司各種圖書資料之蒐集、編藏、考訂、展覽、研究、推廣等業務，並負有輔導臺灣
地區公私立公共圖書館的職責。
作為社教機構的一環，臺圖發展目標除了建構豐富多元的館藏，滿足多元族群閱讀需求、
加強推廣臺灣學研究，積極推展與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交流之外，積極創新並重視讀者
需求，提供精緻化及專業化之讀者服務、強化「親子資料中心」功能，養成終身閱讀習慣、強
化資訊網絡，提供便捷 e 化學習環境、加強國內外館際交流與合作，提升能見度、營造無障礙
閱讀環境，提供相關資源及服務、有效提升臺灣圖書醫院效能，傳承圖書修護技術、提升專業
知能，形塑優質服務形象、有效運用資源，強化圖書館推廣與行銷，建立品牌形象。
臺圖蒐藏臺灣文獻，以民國 34 年光復以前出版之日文臺灣文獻與南洋資料，聞名國際，且
深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深受國內外學術界重視，為研究臺灣史料不可或缺之資料，諸如：臺
灣方志、各州廳縣市報、臺灣史料、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教育會雜誌等書刊，皆係
最具研究參考價值之珍貴史料。
光復後，臺圖持續蒐集與整理臺灣文獻資料，並獎助各界人士研究臺灣文獻資料及資助出
版發行，供全國讀者參考研究。另編製臺灣文獻資料目錄及索引，供全國圖書館及學術機構參
考。

二、《典藏臺灣記憶》內容分析
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公共圖書館。臺圖典藏自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以來豐富的圖書資料，特別是在臺灣文獻方面，無論是在資料的數量與研究價值，堪稱國內臺
灣研究資料的重鎮之一，長期以來提供國內外學人豐富的研究資源，深受肯定。教育部於 2007
年 3 月核定臺圖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以厚實的臺灣文獻館藏，支援各界從事臺灣研究時
必要的資源。
臺圖為了推廣館藏特色，辦理有關臺灣學系列講座、研討會、研習會、座談會或展覽等事宜；
訂定「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要點」，以鼓勵大專校院博碩士生進行臺灣學研究。為使讀
者更加親近館藏臺灣學資料，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同時提供線上展覽，並出版《館藏臺
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另為加強服務北部地區以外讀者，亦規劃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巡迴展。
為促進臺灣學之研究及推廣館藏之利用，臺圖出版諸多臺灣學相關圖書、專題書目及連續出版
品等刊物。圖書及專題書目如《臺灣文獻書目解題》、《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錄》、《館藏臺
中地區古文書選輯》、《清國時代官署印影集》、《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
及《臺灣學系列講座專輯》、《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等。連續性出版品則有《臺灣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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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學通訊》。前者為一學術性半年期刊物，登載有關臺灣方面研究之專文、企劃專題及
書評等；後者屬雜誌型刊物型態，以「主題」方式呈現，並發行電子報。
臺圖為發揮館藏臺灣資料的利用與共享，積極與國內各大學臺灣文史語言之系所合作，適
時提供臺圖場地供各系所授課，以支援臺灣學課程教學服務。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自開辦以來，
自 2008 年起陸續出版四冊《典藏臺灣記憶：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2014 年出版第五冊《典
藏臺灣記憶：2013-2014 館藏精選書展專輯》，將館藏日文舊籍以主題方式常設展出，配合文字
說明，透過深入淺出的介紹方式，呈現當時臺灣各領域的變遷。
《典藏臺灣記憶：2013-2014 館藏精選書展專輯》內容分為：
（一）百年好圕—國立臺灣圖書館 100 週年館慶
以圖表方式細說臺圖「百年足跡．百事記」，見證臺圖歷史發展的軌跡；臺圖與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發行「國立臺灣圖書館 100 週年紀念郵票」，為臺灣公共圖書館的發
展建立重要的里程碑；「唯讀 100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館史特展」，臺圖自 1914 年創建迄今
100 年，以圖文並茂，寫下屬於臺灣記憶的不朽扉頁。
（二）「直經橫緯．縮地千里—館藏地圖展」
館藏地圖展將館藏地圖分成 1895 年以前繪製之地圖，以及 1895 年至 1945 年間所繪製之臺
灣、華南及南洋地圖，前者包含西人繪製和清治時期繪製之臺灣地圖，後者除了地形圖、堡圖
等普通地圖外，另有地質圖、交通圖、產業圖、南支南洋等主題地圖，旨在透過不同時期、不
同類型的地圖，讀者可以認識豐富多樣的臺灣地理樣貌。
（三）大展身手—館藏舊籍體育運動類書展
館藏舊籍體育運動類書展旨在透過爬梳各項體育活動的發展，如學校體育、女子體育、收
音機體操、棒球、網球、桌球、高爾夫、游泳、登山、田徑、競艇、其他球類運動、其他體育
活動、體育刊物、體育用品廣告、體育團體、體育人物等，讓讀者認識臺灣庶民生活精彩的面貌。
（四）話語留聲—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
1895 年以前，臺灣流通的語言主要包含漢人所使用的福佬話、客家話、北京官話以及原住
民各族的語言。1895 以後，「臺灣語」一詞被用來泛稱福佬話和客家話，或是狹義地指福佬話。
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旨在透過介紹語言類館藏，如 1895 年以前臺灣語言狀況、日人的臺語教育、
臺人的日語教育、原住民的日語教育、臺語的書寫方式、語學研究團體、語言學者、通譯、辭典、
警用臺灣語集、其他臺灣語集、日語教本、《語苑》、其他語學期刊；讓讀者認識臺灣豐富的
語言文化。
（五）百藏臺灣—館藏精選特展
自臺灣史料典藏中精選 100 本兼具重要性、歷史意義及史料價值之館藏，逐本介紹，亦能
以此精選館藏為基礎，從不同面向來認識臺灣社會發展的不同面貌。同時將珍貴館藏的精彩內
容，透過「行動展覽館」將展覽內容製為活動展板寄送到全國各地展出，透過臺灣經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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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讀者認識珍貴館藏，進而認識臺灣。

三、《典藏臺灣記憶》內容評述
《典藏臺灣記憶：2013-2014 館藏精選書展專輯》收錄臺圖 2013 年至 2014 年辦理的 3 檔「館
藏臺灣學研究書展」的展示資料，包含「地圖」、「體育運動類」、「語言類」，並介紹臺圖
100 週年紀念郵票、「唯讀 100 年」館史特展，以及「百藏臺灣」館藏精選特展中，100 本珍貴
館藏的精彩內容。
現就《典藏臺灣記憶：2013-2014 館藏精選書展專輯》提出淺見：
（一）本專輯館史部分，將該館分為 1914-1945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時期、1945-1948 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圖書館時期、1948-1973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時期、1973-2012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時期、2013- 迄今國立臺灣圖書館五個時期，每一時期擇其重要事件，文字搭配
圖片，使閱讀者能夠清楚了解臺圖歷史發展的過程與軌跡。
（二）地圖皆是按一定比例縮繪在平面上，其功用在於可濟文字之窮，亦即古人所謂「左圖右
史」。本專輯地圖展部分，以清治及日據時期臺灣地圖為主，少數為 17 世紀前西人繪製
的地圖，就地圖的種類，可分單張地圖及歸納成類的堡圖、地形圖、蕃地地形圖、功能
型地圖等。就地圖的出版有原本即是以地圖方式出版，另一種是書籍之附圖。本展精選
重要地圖，讓讀者了解地圖的重要性，如有進一步需求，就可以到館查閱參考，提供了
便捷的閱覽服務。
（三）體育展部分，1948 年 5 月，上海舉辦第七屆全中國運動會，臺灣首次組隊參賽即一鳴驚
人，榮獲男子田徑總冠軍，同時更展現守秩序、法紀律、團結合作、服從裁判的運動精神。
不論場內的運動實力和場外的運動風範，皆被大會評為「全國第一」。究其因，實肇基
於日本統治期間致力發展體育運動所展現的成果。事實上，臺灣在日本統治之前，近代
式體育運動僅在西洋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施行，成效自是相當有限，迨至日據時期，乃藉
由學校教育與社會體育兩大方向，開始全面性、普遍地提倡體育運動而獲致相當程度的
發展成果。
日據時期體育運動的發展係在官方強力主導、民間配合實施之下進行推廣。其次，臺灣
的體育組織是日本帝國體育組織在殖民地的分支機構，臺灣全島性的運動比賽成為日本
全國性比賽的地方預選賽，臺灣優秀的運動選手與隊伍在島內勝出者即成為地區性代表
隊，順理成章前往日本參加更高層級的比賽。此外，體育是現代教育不可偏廢的項目，
不僅能改善個人體格發育，也有助促進健康衛生；同時，體育並非僅是單純的身體運動
而已，有時亦被視為國力的象徵，發展體育運動有助陶冶國民性格和促進日臺融合。最
後，隨著日本統治的時間漸久以及統治程度的強化，臺灣體育運動呈現日漸普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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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則漸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甚至許多日式運動術語發至今仍是使用中的辭
彙即是明證。本展除了圖文說明之外，並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史料與圖片，也開啟研究的
門徑。
（四）語言展部分，西元 1636 年 5 月 26 日尤羅伯牧師開辦臺灣第一所學校，他教原住民小孩
寫羅馬字母，分辨母音與子音，這種拿筆在紙上寫字的經驗，確實是我國史上的第一次，
值得國人特別重視。滿清的統治，除了雍正皇帝一時的關心之外（設立正音書院），政
府可謂不知道政府與人民之間有語言的問題，更沒有任何語言政策。日本統治之初，即
訂下「無方針主義」、「循生物學原則」的統治方針，尊重臺胞原有的風俗習慣和社會
組織。在語言政策上，就是採取「臺灣人學日語，日本人學臺語」輿論的設計。殖民政
府對日語的推行及對漢文、臺語的態度，主要表現在初等教育制度的制定上。明治 28 年
（1895）12 月即有土語講習，要求文武職員於公務之餘學習臺語，次年總督府更於各地
方設置「土語講習所」，對全島日本憲兵、警察講習臺語。明治 31 年（1898 年）再於
日語學校（「日語」原文為「國語」，以下皆同）附設土語專修科，修業 2 年，課程有
臺語及漢文，明治 36 年廢止。此外在對臺民的語言教育上，於 1896 年在各地設置日語
傳習所，其所使用的教科書，大多為日語與漢文對譯本。起初，臺民對日語傳習所並不
熱中，第二年總督府於是在日語傳習所中設漢文科，聘用舉人為教師，深獲臺民喜好。
日語傳習所於 1898 年改為公學校，1904 年更規定公學校裡設漢文科。本展除展示語言
圖書外，也對語言學家也有論及，具有史料的參考價值。
上述三個展覽，每個展覽主題以文字說明搭配大量的圖片來呈現，專輯中所收錄之數百
張圖片，許多都是極為罕見的珍貴圖片，具有史料的參考價值。
（五）「百藏臺灣」館藏精選特展中，100 本珍貴館藏的精彩內容。該館所藏西文臺灣資料皆
係排印本，仍不乏珍貴的珍本，如 1675 年所出版的荷蘭文原本，譯名《被遺誤的臺灣》
（'t Verwaerloosde Formosa），C.E.S. 著，及何柏（Herport）的《東印度旅遊見聞》
1669 年的德文原本，即屬極為難得已見的版本，其餘十八、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葉所
印行的荷、德、法、英文書籍，除少數有重印本或譯本而流通較廣外，其餘多絕版，其
所藏原本，多為罕見本，頗為珍貴。如《航海記》（BortsVoyagie）、《臺灣佈教史》（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等。專輯最後並羅列出所有展
示書目，以利讀者查詢。
（六）本專輯雖然載有參考資料，就使用者而言，索引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無論在展品的選
擇或編排上，都經過精心設計，不僅是一部參考極高的工具書，更是研究臺灣重要的史
料。不論對於從事臺灣相關研究、或對於瞭解早期臺灣社會有興趣的讀者，皆能有所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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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使人充實，思考使人深邃，交談使人清醒。

評述《典藏臺灣記憶：2013-2014 館藏精選書展專輯》

四、結語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典藏「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留之臺灣文獻著稱，為推廣館藏特色，支
援各領域臺灣學研究，自 2008 年起規劃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作為臺灣學的推廣業務
之一，並以此為核心，逐年推出不同的推廣策略，提供多項的創意服務，藉以行銷圖書館。四
大推廣策略分別為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巡迴展」、出版「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推出「行
動展覽館」，以及建置「數位展示」等，藉由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及其系列活動的辦理，讓百
年館藏發現新價值，讓舊籍「更新」。
臺圖所珍藏之臺灣資料，包括舊籍圖書、期刊報紙、清代臺灣古文書、族譜資料、碑碣拓
本等之舊籍資料。這些豐富的文獻資料除了透過網路系統分享，讓一般民眾及研究者皆能享受
到數位化資料取得的便利性外，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圖書館數位化的成果必須拓展更大的應用
空間，使圖書資料的應用更具多元性。因此，臺圖亦致力於活化特色館藏，試圖將珍貴的臺灣
資料轉化應用於各個層面，透過館藏的加值設計，吸引大眾對文獻史料的興趣，藉以擴展臺灣
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未來，該館除將持續進行館藏資料數位化工程，強化臺灣學文獻資源平
臺之整合內容及功能，提供更便捷的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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