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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置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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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1911-1949年的出版品，記錄著臺灣歷史文化、人文地理、藝術文學、
社會、政治、經濟等各面向資料，極具學術研究價值，亦是臺灣研究
的最佳資源。 

圖書館與文獻典藏單位對於文化保存，除需克服典藏空間的自然環境
（溫溼度）問題外，亦會因書籍紙質酸化禁不起翻閱，或因使用過當
造成損壞，影響實體圖書的保存與使用壽命，致重要資源深鎖寶庫。 

 透過「數位化」策略，可以降低圖書損毁風險； 

 充實豐富的臺灣研究數位資源，可讓國內外讀者及研究人員有更多
接觸資料的機會。 

保存1911-1949重要的臺灣研究資源 

數位保存以延續重要資源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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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數位中心 

 2014年，籌劃建置國家書館數位中心。 

 2015年，公布數位中心設置及營運要點。 

 2016年，修訂掃描服務（規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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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數位工作流程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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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建置開放取用平臺 

2015年，啟動全國性的「臺灣文獻合作數位化計畫」，廣邀國內大學

及公共圖書館、政府機關或研究機構等加入本項合作數位化計畫。 

• 建置開放取用之資料庫，使學術資源得以免費取用、分享與互通。 

• 成為國際學術研究者研究臺灣重要之資源，推廣海外臺灣研究、
促進學術外交。 

• 進而發揮臺灣研究的學術影響力。 

2015年推動「臺灣文獻合作數位化計畫」 

2016年啟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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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1911-1949圖書 

合作數位化 

人社領域學者專家 

學術著作授權 

政府出版品 

紙本及數位授權 

圖書館 百人千書 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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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量 

10 5 .12  1萬4,378冊 

10 6 . 0 2  1萬5,005冊 

10 6 .12  1萬8,0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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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量～依類別 

總類 
998 

哲學宗教 
798 

科學與工程 
974 

農林漁牧 
243 

醫藥家政 

168 

經濟財政 
1,081 

教育 
989 

社會 
715 

政治法律軍事 
1,235 

歷史地理 
2,314 

語言文學 
5,277 

藝術 
213 

截至106.02統計 



2. 功能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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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簡易檢索 

 

簡目頁 專集瀏覽 

網站簡介 操作說明 

詳目頁 閱覽頁   

中文版 英文版 

進階檢索 

類別瀏覽 

年代瀏覽 

列表頁 

聯絡我們 

平 臺 架 構 





簡易檢索及進階檢索 

類別瀏覽 

網站簡介 操作說明 
聯絡我們 語系切換 

年代瀏覽 

專集瀏覽 



點選封面，可直接開啟
電子書檔案進行閱讀 

點選書名或
詳細內容，
可看詳目 

圖文或清單 
顯示切換 

瀏覽結果顯示 
排序按鈕 

可依題名、作者、出版年、出版地升冪、降冪排序 



可再進行 
類別瀏覽 

主動推薦5本 

同類別最新之圖書 

以增加資料曝光度 開啟閱讀
電子書 

檢索結果顯示 



電子書閱覽頁 

工具列 
支援放大、縮小、旋轉、翻頁、
縮圖預覽、單頁/雙頁顯示 



 

 

浮水印 

藏書票 

紙本書頁原貌呈現 捲濤閣詩草 



可選擇特定欄位檢索 
可以AND, OR 
布林邏輯運算 

下拉選單  
展開指定檢索欄位 

進階檢索 



顯示 
全部筆數與類別

筆數 

查得臺大圖書館的電子書 

影像來源(圖書典藏機構)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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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與特色圖書 



• 本書是一本「定吉凶、明趨避」的黃曆，為
洪潮和參校門人楊坤力擇日館編。 

• 繼成堂通書是近代影響閩臺社會最深遠的書
籍之一。 

• 洪潮和於嘉慶二年(1797)左右開始編刻繼成
堂趨避通書，在過去整整兩百年間，以該堂
為標榜的通書，印製很可能超過了千萬冊。
而目前臺灣各擇日館所出版的通書，也大多
直接或間接源自洪氏第三房。 

日臺通寶 
(即舊名[繼成堂]通書均與洪潮和原本同 )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教授
曾提及： 
 
• 臺灣地區每年印售或發贈的各式黃曆，

總數或不下數百萬冊，一直是每年暢
銷書排行榜上的無冕之王，而許多人
的日常生活行事，也或多或少會參考
此書，以希求趨吉避凶。 

• 年度通書的發行量雖然很大，但因它
頗具時效性，以致留存迄今的並不多。
且海峽兩岸的許多圖書館，往往以這
類書為迷信類的通俗出版物，而未積
極庋藏，反而在國外的漢學圖書館中，
偶然可以見到相關的藏書。 

黃一農（1996）。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
會的交融。漢學研究，14(2)，159-186。 



透過通書內容，可具體了解術數在社會中的傳遞方式與影
響層面，一覽通俗文化與日常生活研究之間關聯，因此從
社會史、文化史與經濟史而言，通書研究仍具有重要性。 



• 書頁印有「裝幀：白鷗兄」。白鷗為臺灣木刻
版畫家陳其茂（1926-2005）筆名。臺大圖書館
自2010年獲贈陳其茂的油畫、版畫與版畫印版
等遺作。 

• 據陳其茂夫人丁貞婉描述：「作者詩人汪玉岑
與陳其茂早年舊識，陳深受汪的詩作所感動，
為其四處奔走，於1946年印行了光復後臺灣的
第一本詩集《卞和》，小小一冊珍藏了多少青
春歲月的理想和友情…」 

• 此類臺灣早期出版或自印的個人詩文集，由於
數量不多，能夠保存至今的更是所剩無幾，足
顯珍貴。 

卞和：新詩集 
(臺灣早期出版個人詩集) 





• 鹿港詩人施梅樵(1870-1949)，詩書俱佳，字
天鶴，世居彰化鹿港。乃父施家珍為歲貢生，
因受到施九緞抗清事件的連累，致家道中落。
遲至光緒19（1893）年才考取秀才。 

• 兩年之後，臺灣割日，結束了科舉考試。日
人據臺之初，招集同好，到處教書、組詩社，
在臺灣各地散播漢文化種子，門生遍及全臺，
成為臺灣詩壇重要推手，對臺灣文化貢獻深
遠。 

• 「捲濤閣詩草」於1926年出版，為生前唯一
出版的詩集。1957年其姪施讓甫再輯《鹿江
集》出版。 

捲濤閣詩草/施梅樵 





族譜、家譜資料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為讓家庭族譜及倫理觀念受到重視，幫助民眾尋根，灌輸民眾
生命教育及倫理觀念，促進對父母、祖先的尊重，強化家庭的
向心力，自96年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持續辦理推動家譜運動，將
族譜家譜的功能與文化價值，根植社會領域學習課程，族譜、
家譜蘊含史料與珍藏價值。 

• 該局之族譜、家譜數位化內容亦為此平臺之重點特色文獻。 

 

 



在臺大圖書館的館藏中可發現圖書藏書票，為田中長三郎
於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館長期間（1929-1934），
圖書館為標識特殊館藏所設計的藏書票。 

圖書藏書票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是臺灣最早使
用藏書票的圖書館。 

• 藏書票以朱墨雙色套印，中留空白處
供填寫索書號與圖書館館藏印。 

• 藏書票以原住民為主題，為彰顯當時
圖書館日本著名臺灣人類學者伊能嘉
矩相關資料。 

• 此藏書票僅使用於臺北帝國大學日治
時期部分館藏，二戰結束後，此藏書
票之印板就此消失於世，此藏書票成
為絕響，為國內外藏書票家爭相典藏
之瑰寶。 

資料來源：http://www.osk.tw/2012/12/blog-post.html 



3. 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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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統計～依類別 

TOP 1 

語言文學 

TOP 2 

歷史地理 

TOP 3 

政治法律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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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統計～依館藏性質 

政 府 出 版 品 非 政 府 出 版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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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統計～依館藏來源 

國 圖 合 作 館 百人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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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統計～依出版年 

1 9 1 1 -1 9 4 9 

期 間 

非1911-1949

期 間 

1911-1920 1921-1930 1931-1940 194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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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及資料區間 

 透過Google Analytics所產生的數據來進行分析。  

 分析區間為2016年11月8日(啟用日期)至2017年2月28日 

訪客共有36,261人次 

服務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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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至2017年2月28日總瀏覽量共有274,900，新訪客占總訪客
的76.67%，舊訪客占總訪客的23.33%，跳出率為41.02% (以一
般內容網站來說是平均的跳出率)。 

 

服務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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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所使用的裝置仍以桌上型電腦為大宗（51.7%），行動裝置
的比例為38.55%。 

為考量到行動裝置普及和使用者，網頁版面應以響應式網
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為主。 

服務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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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11月8日(啟用)至2017年2月28日共有 47,069連線數(sessions)，
使用者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及臺灣分別占49.46%及30.25% 

國家（地區） 連線數 

中國大陸 23,281 

臺灣 14,333 

日本 2,591 

美國 2,246 

香港 1,190 

服務統計～依使用者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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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熱門主題 

TOP 1 語言文學 

TOP 2 社會 

TOP 3 歷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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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讀者熱門點閱TOP 3 

服務統計～熱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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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學教科書公民課本 
中國國語入門 

歐陽文忠公文集 
國防的本意及其強
化策 

廣東俗語考 

服務統計～熱門圖書 

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香港讀者熱門點閱圖書 

日本 





1911-1949圖書數位化合作機制 



合作對象 

典藏1911-1949期間出版品之圖書館及文獻典藏機構 

主題範圍 

以文史哲領域為主，內容主題涵蓋總類、哲學宗教、科學與工程、
農林漁牧、醫藥家政、經濟財政、教育、社會、政治法律軍事、
歷史地理、語言文學、藝術等12大類。 



合作內容及方式 

 由合作館提供館藏「1911年至1949年出版之中文圖書」清單。 

 由國圖進行書目比對後，確定數位化標的。由合作館提供數位化標的

之原件。 

 國圖（或委外廠商）取書數位化期間，對標的物原件辦有相關保險。

合作數位化除針對標的原件數位化外，並進行建檔。 

合作期間 

自協議書簽署之日起 

依國圖數位中心設備排程陸續進行 



合作成果分享 

 數位化檔案得於合作館及國圖所屬相關網站提供閱覽利用，惟合作館

應註明數位檔案原件國圖所提供；兩方如利用數位檔進行其他加值利

用，應互相知會。 

 數位化成果除於網站開放閱覽利用外，另複製一份供合作館典藏及利

用。 

 基於資源共享原則，如其他合作館有相同館藏，合作館應同意國圖將

該圖書數位化檔案提供其他合作館。  



提供合作館電子書定位連結 

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UL-

0020041 



可增設856段註記URL 

http://taiwanebook.ncl.edu.tw/z

h-tw/book/NTUL-0020041 

合作館館藏書目連結至電子書 



合作館館藏書目連結至電子書 

點選全文，連至臺灣華文電
子書庫 



系統效益 

推動合作數位化、資源整合、全球共享 

合作數位化計畫邀集全國各類型圖書館及各政府單位參與，圖書進行

重複比對，由國家圖書館進行數位化作業，減少各館重複數位化，有

效整合資源、建立電子書共建共享平臺，擴大合作數位化的效益。 

全文免費開放、提升臺灣學研曝光率及影響力 

電子書全文免費開放全球讀者利用閱覽，大幅提升讀者查找臺灣研究

資料之便利性，無形中增加臺灣學術研究資料在網路的能見度與曝光

率，進而發揮臺灣學術研究影響力。 



成為合作館洽詢 

國家圖書館  館藏管理暨書目管理組 

組主任  呂寶桂      02-23619132#167 

承辦人  周龍秀瑛  02-23619132#171 

國家圖書館  數位知識系統組 

組主任  陳麗君  02-23619132#601 

承辦人  邵秀梅  02-23619132#433 

參觀國圖數位中心 



付費掃描服務 
本館數位中心設置各類型掃描器，可提供圖書、古籍、

書畫等掃描服務，各界如有重要文獻數位化需求者，歡

迎申請利用。 

申請方式：請填妥「國家圖書館數位中心掃描服務申請

表」書面文件向本館數位中心提出申請，經評估、需求

確認後安排掃描時程。 

掃描服務費：請參閱規費收費標準。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逕洽邵小姐。洽詢時間：週一至週

五上班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電話：02-2361-9132

分機433；電子郵件信箱：hmshao@ncl.edu.tw 

圖書：A4 以下黑白掃描每影
幅新臺幣4元、彩色掃描每影
幅新臺幣6元；A3 以下黑白掃
描每影幅新臺幣7元、彩色掃
描每 影幅新臺幣9元。 

古籍：A3 以下單頁掃描每影
幅新臺幣10元；A2 以下雙頁
掃描每影幅新臺幣15元。 

書畫：A2 以下掃描每影幅新
臺幣127元；A1 以下每影 幅
新臺幣170元。  

掃描收費不包括影像後製及詮
釋資料著錄，以實際掃描影幅
計價，於申請時確認掃描標的
及數量後收費(採預付款)，並
由申請者自備儲存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