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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圖書是為利用而存在的(Books are for use) ，一本書即使價值連城，但

封存百千年不思利用，無人能知曉其內容，其存在之意義等同於一本白紙。

因此，透過圖書舊籍數位化及建置核心典藏，不僅能將特藏資料形象化使其

廣為周知，並能達到保存文獻遺產及傳播、推廣教育利用之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地區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圖書館舊籍館藏之保存與

利用現況，探討高中圖書館對舊籍數位化以利推廣應用及建立核心典藏使特

藏形象化之需求及看法。本研究採用「問卷法」與「訪談法」，前者藉由填答

資料以瞭解臺灣地區高中學校日治時期舊籍館藏之保存與利用現況，後者係

透過訪談十位圖書館主任得知舊籍保存與推廣利用上之困境、需求、規劃與

建議。 

 

本研究提出研究結論如下：(1)舊籍為具有歷史意義與特色的學校財產，

大部份學校希望能夠永久保存，若無法保存則傾向捐給國家圖書館；(2)有保

存與無保存舊籍之學校比例各半，且數量差距大；(3)舊籍保存遭遇的困難主

要為經費及專業知能之不足；(4)近半數學校舊籍未分類編目，多封存於書櫃

或箱中未開放閱覽利用；(5)舊籍保存需要之幫助主要為數位化保存及適當寄

存環境；(6)大多數學校之舊籍未應用於教學輔助及推廣利用，僅少數學校已

在進行舊籍融入教學之應用；(7)各校主要因為人力與經費問題未能自行進行

舊籍數位化，少數學校由國資圖協助完成少量舊籍之數位化；(8)核心典藏能

更有效率的推廣舊籍館藏，希望能得到人力與技術的支援完成建置。 

 

針對所獲得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由國家級圖書館

協助各校將舊籍數位化以保存國家重要文獻遺產；(2)各校舊籍寄存於國家圖

書館，建立聯合典藏合作機制，並建置數位典藏整合平台提供眾人查檢利用；

(3)百年學校館網宜建置核心典藏，可將特藏形象化以利知曉、推廣與利用；

(4)建立百年圖書網路篩選平台，訂定舊籍篩選標準與保存維護辦法，可交流

相關知識、學習各館成功經驗，保護整個臺灣地區的文獻遺產；(5)專款專用

提供百年老校舊籍保存與維護相關專業設備；(6)專案協助百年老校之館員免

費參加古籍修復專業訓練。 

 

關鍵字：日治時期舊籍、舊籍數位化、核心典藏、文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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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 though a book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t has been stor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without being used, and no one knows its content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 blank 
piece of paper. Through the digitization of old book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e collections, 
we can not only visualize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make them known to the public, but als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documentary heritage and spreading, promoting educ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ld books collections in high school librarie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the needs and opinions of high school libraries on the 
digitization of old book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application and establish core collections 
to make them more imaginable. This study adopts a "questionnaire" and an "interview" 
method. The former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ld 
books collections in Taiwan high school librarie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period, 
while the latter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needs, plans, and suggestions for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old book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en librarian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Older books are school property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 and most schools wish to preserve them permanently or, 
if unable to do so, prefer to donate them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2) The proportion of schools 
with and without preserved old registrations is half and half, and the difference in numbers 
is large. (3) The mai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preservation of old books are the lack of 
fund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4) Nearly half of the old school books are not catalogued 
and are mostly sealed in bookcases or boxes not open for reading. (5) The assistance need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old books is mainly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proper storage 
environment. (6) Most of the schools had not used the old books to assist in teaching and 
promoting the use of the books, and only a few of them were already incorporating the old 
books into their teaching. (7) Schools are unable to digitize their own old books mainly due 
to manpower and funding issues. A few schools were assisted by NLPI(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to digitize a small number of old books. (8) The core collection can 
promote the old collection more efficiently, and we hope to obtain manpower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The national library should assist all schools to digitize their old book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nation's important documentary heritage; (2) All schools should deposit their ol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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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ational library, establish a joint collec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et up a digital 
collection integration platform for public inspection and use; (3) It is advisable to build a 
core collection on the website of the Centennial School Library, and visualize the special 
collectio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4) Establish an Internet screening platform for centennial 
books,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screen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ld books, 
exchange relevant knowledge, learn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various museums, and prot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entire Taiwan region; (5) Provid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related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ld books at centennial schools; (6) Provide free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e staff of centennial schools in the area of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Key Words: Japanese-era old books, digitization of old books, core collections,  

documentary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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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說明觸發本研究的動機，其次是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探討之

研究問題，接著說明本研究之預期貢獻，最後是與研究密切相關之重要名詞

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蒼天不語，大地言之；歷史無言，文字錄之。歷史歲月像是一部無聲影

片，真實內容只能由後代人自行闡釋，但吉光片羽的文字紀錄能幫助人們據

此檢視過去的時光，如同組合一片片的拼圖，最終展現出事物完整的樣貌。

自古以來，蘇美人在石頭、泥板上刻下圖形與符號，並逐漸演繹成為文字，

目的即是為了將過往的事跡紀錄與傳承下去，留與後人知曉並成為知識的底

蘊。時至今日，不論是無形文字意像的輕盈，抑或是有形文字鉛重的擲地有

聲，其傳承的是人類的歷史與文化。這些歷經種種外在與內在變化而被保存

至今的圖文，不論以何種型態存在，其擁有者皆面臨著保存與維護的問題。 
 
臺灣教育從最早期的荷西時期，歷經明鄭王朝，再到清領階段，是舊式

教育的時代。日治之初，日本將近代西式教育制度引進臺灣，開啟臺灣教育

新紀元，臺灣逐步邁向新式教育，告別傳統。1945 年中華民國接收改制後，

臺灣的教育才開始與中國大陸之教育接軌，不論是學制、師資、學生，都因

此產生劇烈變化(吳文星，2011；呂芳上，2011；黃文樹，2017)。臺灣遠離大

陸，僻處東疆，地方狹小，在短短三百年間，治權履易，兵燹頻繁，至使圖

籍散佚；於清代統治時期，因移墾性質，人口少且文風不盛，只有零星的出

版品(張圍東，1993、2006)。臺灣早年的書籍大都由大陸內地渡海而來，且多

為經史子集類圖書，有關臺灣的作品多是出版於大陸。及至日治時期新式的

印刷機器及技術引進臺灣，才開始真正有現代化的圖書印刷及出版，此時所

呈現的圖書文化，開始展現出與過去截然不同的風貌(黃秀政，1980；蔡盛琦，

2002)。馬赫．起南(2012)在〈臺灣學生該學什麼樣的日治/據史〉一文中指出，

日本對二十世紀臺灣之影響重大，遠甚於清朝之於十九世紀的臺灣(馬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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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2012)。因此，臺灣自清領時期經過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來台經營的

過程，在此期間有關臺灣社會文化之微妙演變，在當時出版的圖書中當能看

出端倪，這些為數不多且散佚在各處的老舊圖籍，紀錄著臺灣珍貴的歷史，

對臺灣學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價值與。 
 
臺灣日治時期近五十年的時間裡，不論在文學、風俗習慣、語言文化等

都對臺灣日後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也為臺灣留下了許多可觀的文物資產(王梅

玲，2010)。日治時期的臺灣，透過現代印刷媒體的引進，促成一個文化世代

的萌芽與成形，亦促成臺灣意識的浮現(蘇碩斌，2011；藍士博，2011)。同此

時期民國初建，西方學說湧進，各種思潮與學派交融，在此期間出版之圖書

反映紀錄了當時的各種狀況，為極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具研究利用價值，部

份書刊於1949年後輾轉至臺灣典藏於各地 (陳德漢，2016)。此期間無論在思

想、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發展與演變，盡在各類圖書出版品

中以文字無聲的紀錄著。文字亦會說話，它忠實紀錄著臺灣寶貴的歷史足跡，

因此圖書舊籍的保存實將有助於臺灣學的研究與利用。 
 
圖書館學家阮甘納桑(S.R.Ranganathan)認為圖書館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會隨著時代及環境的改變而不斷調整與適應，使

圖書館能夠永續經營。一個生命體中不能只有水份，還需要有蛋白質才能提

供與補充生命體賴以維生的養分。同樣的，圖書館不能只有一般性館藏，還

需要擁有深具價值意義的館藏，使每個圖書館擁有獨特且深刻的生命力。因

此，圖書館不應僅收藏一旦年深歲久即只能等著淘汰的館藏，每個圖書館都

應擁有具深度意義的核心典藏，這些核心典藏代表著這個圖書館的歷史，具

有其獨一無二的特殊意義，尤其是百年歷史的老校圖書館，更應審慎看待歷

經歲月刻痕的館藏舊籍，這些圖書舊籍資料，不僅代表著該圖書館走過的歷

史歲月，也具有核心典藏的意義與價值。因此無論是大學、公共、專門或中、

小學校圖書館，其館內若收藏有具時代價值意義的資料，皆應負起保存文化

遺產的責任，積極建立具特藏形象化意義及參考研究價值的核心典藏。 
 
西元 1950 年以前之臺灣文獻多散佚各處，或分見於各地圖書館，或藏諸

私人、民間團體(張圍東，2007)。臺灣日治時期由於出版品受限於日本統治當

局，故出版量不多，資料文獻散佚各處(邱各容，2013)。可知若有心完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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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為數不多且紙質不佳的圖書資料實是不易的。臺灣目前百年以上或近百

年的圖書館中，除了大學圖書館、研究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中保存有日治時

期舊籍外，在高中圖書館中，至今亦仍存留有尚未丟棄報廢的日治時期圖書

舊籍，這些書不一定是收存在大型圖書館中，相反的，它可能原本僅存於民

間收藏，因擁有者不再收藏而轉贈至學校圖書館。 
 
保存珍貴舊籍的行動，自國家圖書館至大學圖書館，多已完成階段性任

務，最終的一站應將停在日治時期成立之學校圖書館。現今在臺灣存在近百

年的高中圖書館中，仍保留有為數不少的珍貴舊籍，而多數學校圖書館限於

人力與經費，僅能將這些圖書舊籍封存於密閉式書庫典藏，隨著時日久遠，

若無適當的方式將之保存、組織並提供參考利用，極可能隨著年月綿延而受

傷損，最終難保淪為被丟棄的命運。由於這些日治時期舊籍大多有近百年的

歷史，其紙質多已脆化及蟲蛀，欲永久典藏保存需要尋求適當的方法。現今

拜數位科技之賜，各國政府皆致力於以數位典藏方式保存重要文化資產，由

於社會大眾對文化及歷史資產的重視，圖書館珍藏的歷史文獻遂成為數位化

的重要對象(顧力仁，1999)。臺灣的百年圖書館中的古老舊籍，勢必需要以數

位形式將其內容完整保存，留給後代世人閱讀參考。 
 
研究者因任職之新竹女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保存與去留問題，曾至台

中區三所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學校圖書館訪查館藏舊籍保存利用情形，其中

台中一中的舊籍因置放地下室遇颱風淹水而已全數泡水損毀，現由台文館冷

凍保存等待他日修復。台中女中之舊籍存放於木櫃中，無溫濕度控制設備。

台中二中則因戰後未在原校址復校而未收藏。這些珍貴舊籍已封存百年，是

否仍要繼續封存下去無法提供研究與利用，或只能任其毀損或丟棄？基於此

原因，研究者開始著手進行舊籍保存與利用之相關研究，期能為這些古舊圖

籍找到最佳保存方法，並有機會進行數位典藏及利用，讓這些見證台灣歷史

的百年舊籍能夠被眾人看見，才不枉費前人百年之收藏。研究者任職之新竹

女中圖書館，保存最早期之館藏舊籍為昭和 5 年出版之《拓殖總覽》(圖 1- 1)，
本書雖非孤本，但對高中來說卻屬相當珍貴的圖書資料，校內曾翻閱過本書

之地理、歷史及公民老師認為可提供歷史、地理及跨科統整課程之教學輔助

參考。因館方目前未進行推廣利用，亦不具備專業修補技能可進行修復，目

前僅能暫置溫控櫃中無限時日繼續封存，為避免破損情形更加嚴重，鮮少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

12  

放讀者閱覽借閱。前人有心保存著珍貴舊籍，是為了能留予後人有機會能閱

讀並利用其內容，如今卻只能永久封存，未能予以活化利用在教學與研究之

中，應非原留存之用意。 
 

 
圖 1- 1 拓殖總覽內頁圖片 

 
各類型圖書館皆負有保存文化資產的使命與功能，若是圖書館中存有具

歷史時代意義之重要圖書資料，則無論是那一類型的圖書館都應積極保存。

臺灣光復後的高中學校圖書館在此層面的意義上，若未能意到需有更積極的

作為，多數具有保存價值的圖書資料恐將消失，對遷台後的文化資產保存將

是一大損失。隨著圖書資料量的大量增加，這些日治時期成立的高中學校多

已是老舊建築，其圖書館館藏空間幾已飽和，為清出館藏空間必得進行館藏

淘汰報廢工作，在此汰舊換新的過程中，若未意識並區分出此珍貴館藏，最

終將淪為淘汰報銷的命運，此外，若學校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僅只是保存，

並未編目提供查檢，日久恐面臨遺失或因藏品之價值意義而被竊取之虞。因

此現今保存舊籍行動已到了最後階段，再延遲下去，許多珍貴的臺灣學研究

史料恐將付之闕如。 
 
林清芬(1999)在〈抗戰前後鄭振鐸的整理國故與刊印古籍工作〉一文中提

到，學者鄭振鐸等人在對日抗戰期間，為保護中國文化典籍不流落至異地，

曾盡其所能的搶救國家文化典籍，為國家搜羅孤本珍籍，但以一人之力乏力

完成，因此每一個有力量的人都應該贊助這工作。(林清芬，1999)。今臺灣日

治期間珍貴的文獻遺產，仍有不少散落於各級學校圖書館及私人藏書之中，

政府應在這些臺灣近代珍貴舊籍破損散佚前，持續地推動調查與完全搶救。

為使日治時期舊籍被看見、重視並保存下來，首當推動日治時期舊籍調查，

讓散落各校的舊籍重見天日、修復及編目建檔，建立日治時期舊籍總目錄、

舊籍予以數位化保存，各校並建置核心典藏加以推廣利用，實為當前必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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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迫之任務。期望經由本研究調查，積極找出因應之道，達成保存臺灣文化

遺產並予以活化利用的目標。本研究調查除可挽救現存日治時期孤本書外，

尚可輔助各教學領域中之電子書，由紙本實體書支援教學現場參考利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臺灣日治時期出版之圖書舊籍，紀錄著臺灣這段殖民時期文化、教育、

經濟、社會生活等重要歷程，這些無聲的重要歷史證人，應慎重予以完整地

保存，提供日後臺灣學之相關研究與利用。日治時期圖書舊籍的保存行動，

自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及至大學圖書館，多已完成階段性

任務，最終站將停在日治時期成立之學校圖書館。故本研究以臺灣日治時期

日本政府成立之公立高中為對象，探討分析各校圖書館中日治時期出版舊籍

保存之現況、管理方式、推廣利用，以及舊籍保存利用遭遇之困難與問題，

並建立舊籍目錄、推動建置數位核心典藏，企盼對高中新課綱學生自學及教

師教學上，皆能提供實質上輔助之功效。本研究經過調查研究與合作，希能

達成下列之目的： 
 

(1) 調查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典藏，了解舊籍保存之現況、困難與問

題，並積極尋求解決辦法。 
(2) 分析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之分類編目、閱覽典藏、推廣利用情形，

並建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圖書目錄供大眾參考利用。 
(3) 調查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現況，並探討各校日治時期舊籍

建置數位式核心典藏以利推廣利用之可行性。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茲列出主要探討的問題，以作為研究設計、研究分

析與探討之依據：  
 

一、 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保存之現況(包括保存原因、數量、年代、

分類、語文、出版地、來源)，及面臨之困難與問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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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保存之原因為何？ 
(2)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包含中國圖書分類法中那些類別之圖書？ 
(3)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總數量？ 
(4)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之出版年代為何？ 
(5)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之來源為何？ 
(6)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之出版地為何？ 
(7) 影響圖書館保存日治舊籍之因素為何？ 
(8) 圖書館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時遇到的困難及所需之幫助為何？ 

 
二、 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之分類編目、閱覽典藏方式？對於建立高

中舊籍圖書目錄之意願？是否提供教學參考利用? 
 
(1)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分類編目？ 
(2)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提供閱覽及借閱？ 
(3)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典藏環境如何？  
(4) 舊籍館藏是否提供教學輔助利用? 
(5) 是否願意提供日治時期舊籍書目，據以編製圖書目錄清冊提供大眾參

考利用？ 
 
三、 對於舊籍館藏數位化之看法及意願為何？是否願意建置核心典藏，將舊

籍特藏形象化以利廣為知曉及推廣應用? 
 
(1)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數位化？ 
(2) 影響圖書館將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之因素為何？ 
(3) 對於圖書館建置日治時期舊籍數位核心典藏之看法與建議？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使用之重要名詞，為使其意義明確，便於研究說明及結果分析，

界定如下: 
 

一、 舊籍館藏(Old Book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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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籍」的出版時代比古籍晚，「舊籍」是一個相對於現代出版品的說

法，今日出版的圖書經過時間的沉澱，必成為明日的舊籍(盧錦堂，2005)。
「舊籍」與「古籍」的區分是以我們所處的時代相對而言，故相對於古籍來

說，舊籍是指出版時間離我們不久遠的近代文獻。本研究所指之日治時期舊

籍館藏，係指自1895年至1945年間臺灣日治時期出版之圖書資料。 
 
二、 資料保存與維護(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資料保存是指館藏整體的管理與保護，資料維護是指採用特定處理方式

和技術以保護館藏免損壞(Matthew，1995；Cloonan，2011)。資料保存的概念，

在過去源自於對實體文物提供良好的環境以進行長期的典藏，並對受損的文

物進行修復。圖書館資料的主要威脅來自於：資料本身的性質、自然災害、

人為災害、保管環境、資料的處理方法等(林國勳，2011)。資料保存就是按照

該資料製成的特性及其損毀規律，來研究保存的技術和方法的一門科學。延

長保存包括研究物理因素的損壞，化學因素的損壞及生物因素的損壞，並掌

握保存方法(王梅玲，2015)。 
 
三、 特色館藏(Special Collections) 

 
特色館藏是圖書館於普通收藏外，較其他圖書館在同一方面的蒐藏更為

專精，專注在某段歷史、地區、人物、機關組織或特定領域的資源，或因為

數量稀有、年份久遠和特別的資料形式而產生金錢或文化的價值(呂燕燕，199
5）。依據2003年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在其所屬的官方網站上發表的「特色館

藏原則聲明(Special Collections: Statement of Principles)」一文，這份聲明將

特色館藏（special collections）定義為：在歷史、文化、政治、科學等領域具

有獨特性或是能代表重要人物、機關的資源。因數量稀有或年份久遠而產生

歷史文化甚至是金錢上的價值，資料型態可能包括圖片、手稿、檔案、非文

字資料和數位化資源。換言之，特色館藏乃是在資料主題或資料內容或是型

態上具有獨特性的館藏（ARL, 2003）。 
 

四、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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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的定義指數位典藏品以數位形式典藏的過程，更精確的解釋為

數位典藏品長期的儲存、維護及檢索取得(accessibility)。數位典藏品有些是原

生的，本就是數位資料媒體(born digital media)，有些則因典藏而改變成數位化

格式的物件。數位典藏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及智

慧整合性(陳和琴，2000)。 
 

五、 核心典藏(Core Collection)： 
 
特殊館藏中的核心特藏資料(core special collections)為具有知識性和文化

遺產價值的資料，能夠提供獨特的研究資源(Priddle & McCann,2015)。在數

位時代中，「core collection」欲表達之意更接近「core special collection」，

此類館藏因其本身之珍稀性、特殊性，以及其與圖書館間的歷史意義，而從

眾特藏中提出並以數位典藏方式提供研究及利用。核心典藏(Core Collection)
一詞應用在圖書館的數位化特殊館藏上，是指向館藏中對該圖書館最具特殊

歷史意義的數位典藏，可說是特藏中的特藏，其主要特徵為數位檔案形式之

專指性特藏。綜合上述，本研究所定義之核心典藏(Core Collections)為「圖書

館專就某些具有歷史意義與核心價值之典藏，為保存或研究之需要予以數位

化，使其具有數位檔案的特徵與永久保存之功能與價值，為該館最具代表性

之核心特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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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旨為探討日治時期之圖書舊籍在公立高中圖書館保存與利用之

現況，首先透過文獻閱讀建立本研究之領域知識。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

為舊籍館藏保存與維護，探討舊籍文獻的定義、舊籍資料的保存維護方法，

以及臺灣日治時期舊籍保存情形；第二節為特色館藏與數位典藏，探討特色

館藏之意義與重要性、特色館藏與館藏特色在圖書館之應用、數位時代重要

特藏的推廣利用；第三節探討高中圖書館的角色與功能。 
 

第一節 舊籍館藏保存與維護 

 
人類從結繩記事、繪圖到文字的發明，後經由紙張與印刷術的發明，進

而錄音、錄影並透過有線、無線的方式傳遞訊息，直到現今的數位資料與網

路資訊，種種過程皆為能留下紀錄予以後人知曉及傳播使用。自從人類有了

紀錄，就是信史的開始，便有了歷史與文化，基於對保存這些重要文化的需

要，因而整理、保存和應用人類文化與歷史的紀錄即產生了圖書館(盧秀菊，

2005)。圖書館將人類的知識從過去帶到現在，並持續的帶往未來，其在人類

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人類之所以能夠不斷進步，正是

憑藉著前人的知識與經驗，不斷的改造與創新，才能使文化持續發展，因此

圖書館肩負著保存文化遺產，教育社會大眾，提供研究資料，促進文化發展

的重責大任，為能夠達成此一重要功能與任務，首要之務便是妥善保存維護

館藏，並借助及應用現代科技予以活化推廣利用。 
 

一、 舊籍文獻的定義 
 

「舊籍」至今尚無一個明確的定義，但舊籍的時代當比古籍稍晚，「舊

籍」是一個相對於現代出版品的說法，今日出版的圖書經過時間的沉澱，必

成為明日的舊籍(盧錦堂，2005)。謝其章(2004)則對於舊籍有不同的看法，他

將舊籍的範圍定為1911年至距今20年以前，比大陸的舊書市場對於所謂「民

國老版書」之年限要寬(謝其章，2004)。張圍東(2019) 指出，舊籍文獻繼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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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可以列為重要文物，具有文物價值且其史料價值在古籍之上。他對舊籍

之定義有詳細的說明：「舊籍文獻為社會文化和歷史事件最直接的載體，一

般是指1911-1949年我國出版發行的中文文獻，以及1895-1945年臺灣日治時期

之日文舊籍。其中日文舊籍其知識內容涵蓋地理、歷史、化學、物理、文學、

音樂、美術、宗教、風俗民情等，這些包含出版品與調查統計資料的重要史

料，學術界通稱為舊籍」 (張圍東，2019)。 
 
「古籍」則與「舊籍」有所不同，「古籍」顧名思義，係指抄寫或印刷

於古代的圖書，其產生時間久遠，且其形制、內容與現代出版品迥異。依據

〈中國文獻編目規則〉的定義，古籍係指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指1912
年以前在中國書寫或印刷、具有中國古典裝訂形式的書籍(中國文獻編目規則

編撰小組，1996)。根據中國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在2008年發布之〈古籍著

錄規則〉定義，古籍(ancient Chinese books)主要是指1911年以前（含1911年）

在中國書寫或印刷的書籍。何謂「古籍」？根據胡懷琛(1990)的說明，古籍其

實並沒有確切的定義：「古書是記載說明已經過去的事，但在今日說昨日，

昨日已在古代的界限之內，而一到明日，今日又變成古代了，因此，隨著時

間的推移，今日之新書亦會成為明日之舊籍。」(胡懷琛，1990)。 
 
洪淑芬(2001)指出，一般圖書館收藏的中文古籍大多以線裝書為主，其形

式與現代書籍之裝訂法有明顯的不同。她同時說明：「在2000年5月舉辦的

『古籍聯合目錄暨相關工作研討會』中，與會學者為明白區劃中國之古籍與

現代書籍，以利研討建置中文古籍聯合目錄之相關事宜，乃嚴謹界定『中文

古籍』為：須於1911年以前抄寫或版印成書、內容為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者，

方得稱之為『中文古籍』」(洪淑芬，2001)。 
 
廣州大學駱偉教授於2004年在其著作《簡明古籍整理與版本學》一書中，

提出鑑別是否為古籍的五個重要概念： 
(1) 文獻內容：無論為古今中外出版，凡文獻內容為古代的，都是古籍。 
(2) 著者年代：凡是古人編撰的圖書，不管是什麼時間出版，都是古籍。 
(3) 文字表達語言方式：凡以古漢語文字寫成的書，亦是古籍。 
(4) 裝訂形式：凡是以線類裝訂的線裝書，都是古籍。 
(5) 成書年代：凡在 1840 年（鴉片戰爭）或是 1911年（辛亥革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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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五四運動）以前寫成的書，都是古籍」(駱偉，2004)。 
 
古籍因產生時間久遠，其形制、內容與現代出版品迥異，故形成使用上

的隔閡(顧力仁，1999)。而中國在清代後期，因西洋機械化的鉛字印刷技術傳

入，逐漸取代古有的雕版及活字印刷，圖書出版速度與數量都明顯的增加，

使得出版業逐漸進入現代化(吳哲夫，1984；林載爵、吳興文，1992)。臺灣在

日治時期，新式的印刷機器及技術自歷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引進，為臺灣帶

來各項創新的西方印刷技術，也獨位佔了臺灣的出版品，自此時期開始，臺

灣真正有現代化的圖書印刷及出版 (蔡盛琦，2002；吳祖銘，2013；丁希如，

2017)。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透過現代印刷媒體的引進，促成一個文化世代

的萌芽與成形，亦促成臺灣意識的浮現(蘇碩斌，2011；藍士博，2011)。以上

說明可略見一斑，當出版方式及圖書內容主題意識明顯與古代有所不同時，

古籍與舊籍開始有了明顯的區分。 
 
綜上所述，舊籍與古籍之不同，主要是以印刷的技術來做為一個區分。

古籍主要是指民國建立以前在中國書寫或印刷、具有中國古典裝訂形式的書

籍，舊籍則是指清末民初以西方新式印刷技術印製之出版品，包含在中國及

臺灣出版之印刷品。相對於古籍來說，舊籍是指時間離我們尚不久遠的近代

文獻。本研究將舊籍界定為1895年至1945年臺灣日治時期出版之相關圖籍。

圖書舊籍之存在年代雖不比古籍久遠，亦不若古籍之價值不斐，但卻紀錄著

國家文化歷史的發展演變歷程，許多珍貴的近代文史資料皆隱藏在這些外表

已破損脆化的陳舊圖籍裡。舊籍圖書承載了珍貴的歷史文化，見證了時代的

演進，其重要性不言而喻。 
 
二、 舊籍文獻保存與維護的重要性 
 
(一) 舊籍與文獻遺產 
 

文獻遺產(documentary heritage)是人類所遺留的文化資產。我國「文化資

產保存法」(2016)明訂立法目的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

遍平等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依據「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三條對文化資產的定義，文化資產是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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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同條第一款第八目指出，各

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屬於古物類

有形文化資產，在此圖書文獻為有形之文化資產有清楚的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

ganization, 簡稱UNESCO)於 1992年成立了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
ld Programme)，推動全球共同重視文獻遺產(documentary heritage)的保存與發

展。世界記憶計畫之三大目標為：「以最適當的技術來促進世界文獻遺產的

保存、協助文獻遺產之普及利用、提升全人類對文獻遺產之存在與重要性的

認知」。世界文獻遺產反映了多元的語言與文化，是世界與其記憶的縮影，

為人類所共有，理應為世人充分予以妥善保存與維護，讓世界對文獻遺產更

加重視、保護，並應提供無障礙地永久利用(UNESCO，2020)。 
 
UNESCO並在其〈世界記憶：保護文獻遺產通用指南(Memory of the Wo

rld: general guidelines to safeguard documentary heritage) 〉中指出，文獻遺產

是世界上的人所紀錄下來的集體記憶，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它描繪出

人類社會的思想、發現及成就之演變，是過去留給目前及未來國際社會的遺

產。世界的文獻遺產應屬於所有人，應為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保護和保護，

並在適當認識到文化習俗和實用性的情況下，所有人應無障礙地永久獲得。

世界記憶對於文獻遺產保存的定義，是指確保文獻遺產可永久利用的所有必

要步驟，這包括文獻的維護在內，也就是指那些防止文物的原始材料進一步

損壞所必要的、包含最低限度的技術干預行動。世界記憶計畫鼓勵保管機構

運用新技術來提高所保管的文獻遺產之利用，包括被動的直接回應研究者及

其他使用者的詢問，及主動出版商品與線上資料庫等(Edmondson，2002）。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簡稱IFLA)於2017年發布《圖書館保護文化遺產》（Libraries 
safeguarding cultural heritage）的立場聲明，以支持《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

議程》的第11.4條款，號召 IFLA 所屬成員加強努力，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

產。該聲明強調四點：一、文獻遺產是全球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圖書

館應訂定具體計劃並提供保存的經費；二、圖書館是保護文化遺產的關鍵角

色，圖書館員應參與國際和國內的相關工作中；三、應使圖書館在進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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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存與保護任務時，能獲得適當的法律保護及充足的資源；四、將圖書館

和文化遺產機構納入減少災害風險計劃中，並在復原計劃中給予他們應有的

地位(IFLA，2017)。 
 

薛理桂(2011)指出，文獻遺產係指記載文字與訊息的有形載體，由於其具

有長期保存價值，而予以妥善保存於圖書館、檔案館或博物館中典藏，文獻

遺產是為數眾多的文化遺產之一部分，歷經歲月的洗禮而倖存至今，有些文

獻已歷經近千年的歷史，時間較短的也有數十年乃至百年以上的歷史，因而

彌足珍貴。這些文獻遺產代表一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的結晶，因而受到各國

政府的重視與保護(薛理桂，2011)。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舊籍之出版年代距今已有百年歷史，其內容紀錄了

日本治台期間政策與制度等相關史實，有助今人了解當時政治、經濟與社會

等的變遷，是臺灣學研究的第一手珍貴史枓，屬於臺灣重要文獻遺產，吾人

當省思如何持續前人用心存護之原意，予以善加保存維護並積極推廣利用，

為老舊臺灣文化史料賦予新生命，讓珍貴史料能順利傳承並發揚光大，做為

歷史的見證及教育的工具。 
 

(二) 舊籍保存維護之意義與目的 
 

保存古籍與舊籍之重要意義，是因其為紀錄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之重要典

籍，為歷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不僅可還原歷史及文化之本來面目，也

是作學問的基本材料，適當地運用這些材料必能建構出新的知識(顧力仁、阮

靜玲，2010)。抗戰期間，鄭振鐸等人在上海發起「文獻保存同志會」，冒險搶

救戰爭中散出的珍貴古籍文獻資料(沈津，1997)，鄭振鐸在《文獻保存同志會

第三號工作報告書》中疾呼：「民族文獻、國家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繫，

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若在我輩之時，目覩其淪失，而不為一援手，後

人其將如何怨悵乎!」(顧力仁、阮靜玲，2010)。 
 
知識位居人類文明的核心，它是創造力和文化的動因(Sallis & Jones, 2002)。

人類不斷的累積前人的知識與經驗，創造出日益文明的社會。知識的累積才

能成就文明，但知識產生後若沒有使用文字記載下來，並且予以妥善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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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便可能因為年代久遠而漸漸消失。古代的許多珍貴典籍，便常因保存不

當而失傳，無法再參考其內容；或在不期的災禍中，喪失了先人智慧與文化

結晶之珍籍，這是中外皆曾共同經歷的傷痛(洪淑芬，2001)。 
 
資訊是圖書館一切服務的基礎要素，資訊對圖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不

論資訊以何種型態存在，都面臨著保存維護的問題。資料保存的任務是確保

資訊及有價值的文化資料能夠被長期取得。而保存與維護圖書的目的，絶不

僅只是為了收存與觀賞，而是為了提供未來世代子孫皆能完整且永久的取用

其內容，並據以發想創造新的知識。因此，圖書館除了蒐集、整理及提供讀

者資訊取用的管道暢通外，還應做好資料保存維護的工作，不論資訊以何種

形式存在，圖書館都應妥善保存好這些資料(盧美延，2002；吳煥烘、龔惠如，

2006)。 
 
根據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的解釋，Library 為圖書館

之意，Library 是從拉丁文 Librarium 一字演化而來，意為放置圖書的地方。圖

書館的最原始的功能，即在於保存人類的紀錄與文化(胡述兆、吳祖善，1989)。
Balloffet 與 Hille(2005)爰引《Bookbinding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ooks: A 
Dictionary of Descriptive Terminology》定義，說明圖書資料保存是對整個館藏

資源的一個有意義、審慎、有計劃的監督，以及關注照護和保存，使之不受

到書齡、使用或誤用，以及各種內外在力量的影響，特別是光、熱、溫濕度

及空氣品質對館藏造成的損害，目的在確保館藏可以長久處於最佳狀態。 
 
「保存」就是妥善保藏(Preservation)與適當維護(Conservation)，以保持資

料的完整性(胡述兆，1991)。館藏保存維護主要目的在防止圖書資料的損壞，

以將其保持於良好的狀況中，主要可以分為消極性的保存維護(passive conserv
ation)與積極性的保存維護(active conservation)兩種，其中消極性的保存維護

又常被稱為預防性的保存維護(preservation)，主要強調除去保存環境中的有害

因素，不直接對文獻資料進行處理，或是改變其原有的實際狀況。積極性的

保存維護措施又稱為修復，在進行修復時會改變文獻資料的狀況，可能反而

會增加其破壞性，因此必須由專業的人員負責進行，並且要先鑑定其材質，

對會造成惡化的原因預作處理(李麗芳，1998)。Cloonan(2011)則定義保存與保

護的關係，保存通常指對收藏品的總體管理和照料，而保護則是處理單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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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收藏品。保存可以解決環境惡化的原因和改進策略；惡化和處理的原因

是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是看待藝術和文化遺產的另一種方式，可以說

保存是全球性的，而保護是個人的(Cloonan，2011)。 
 
根據美國文物修護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

oric & Artistic Works，簡稱 AIC）對保存維護的說明，所謂保存維護指的是

為長期保存文化遺產所採取之所有必要作為，是一種包括研究、檢視、登錄、

預防性保護與修護等的專業技術(AIC, 2020)。圖書保存屬於文化資產保存的

一環，應當比照相關保存專業知識與技術進行相關的維護工作。國際圖書館

協會聯盟(IFLA)在推動圖書保存維護上有相當多的經驗，並提供許多相關的參

考資料。IFLA 於 1986 修訂之《圖書館資料保護與保存原則》(Principles for t
he Care and Handling of Library Material)，其對圖書館館藏資料的保護與處

理進行一個全面性的整體介紹(Adcock,1998)，該原則對資料的保存與保護進

行詳細的規範與說明，包括圖書館的資料安全，環境控制，儲藏，保護和處

理等方面，在這些方面所作的工作可以防止圖書資料由於物理及化學原因受

損，其主要內容包括六個章節，依序是安全與災害應急計畫、保存環境控制、

傳統圖書館資料、照片和影片媒體資料、視聽資料、媒體格式變換。 
 

圖書館為重要的知識寶庫，典藏人類文化與經過篩選的知識，為使用者

保存人類智慧遺產及提供其使用為圖書館重要職責，因此任何型態的書籍都

值得重視與珍藏。但館藏在氣候、時間、使用頻率、資訊科技等因素影響下，

面臨破損、無法繼續取用等威脅。因此，圖書資料的保存需強調資料在時空

與保存設備的變動下，都能夠不受到損傷，確保資料能長久性的保存與維護，

使之能夠繼續地被取用 (岩素芬，2010；王雅萍，2010；王梅玲、范豪英、林

呈潢、張郁蔚，2016)。然在浩如煙海的圖書文獻資料中，如何取捨那些書應

該保存？取捨的基準為何？邱各容(2013)認為，凡是具有獨持性、代表性、影

響性，能夠彰顯各時期不同圖書出版風貌的文獻，都有保存的價值。(邱各容，

2013)。 
 
圖書館在保存知識文獻的功能上是非常重要的。圖書館每一件圖書資料

皆為人類運用心智所得的結果，都是文化的結晶，所以圖書館是文化的保存

者。圖書館收集保存各種文化紀錄，使人類知識得以傳承與交流(王梅玲、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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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煖，2014)。圖書館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善盡保存資料之責，對於具有歷史

價值或內容具獨一性的資料之維護，更是責無旁貸。(謝依秦，2007)。文獻資

料是人類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出來用以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是人類重要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文獻資產之保存是促進歷史與文化意識

覺醒的一個很重要面向(李汾陽，2010)。我國文化歷史悠久，因此擁有大量的

古籍珍本，這些古籍珍本如同一切物質一樣，每時每刻都在發生著變化，雖

然未來的研究者關心那些資料現在還無法得知，但為以後的使用者保存現在

的藏書才是上策；專業的、負責任的圖書館職員要在工作中擔任起保護文獻

資料的任務(岩素芬，2000)。 
 
古代圖籍沒有便利傳播的載體，只能收存在藏書樓中，僅少數人能知其

內容並利用，今日拜科技之賜，能夠無遠弗屆的搜檢利用到所需用的資料，

因此今日正是可善加利用這些珍藏書籍之時，各古舊圖籍收藏機構應慎重檢

視所藏之書，讓這些被前人用心收存至今的古舊圖籍，能發揮其留存的意義

與價值，而非僅只收存卻不思推廣應用，徒然錯失珍貴的研究材料來源及舊

文字新知識的發掘機會。保存珍貴文化遺產，是各類型圖書館的共同使命，

尤其是具有歷史時代意義的圖書館更是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與責任，因此不論

圖書是以何種型態存在，其擁有者皆應擔負起妥善保存與維護的責任。 
 

(三) 舊籍保存維護的實施方法 
 

古籍舊書常因祝融洗禮或蠹蟲蛀蝕而難逃毀壞銷毀之命運，使後世子孫

無緣憑藉片紙餘墨來邂逅先人的靈犀，實在是讓人慨嘆扼腕。古書舊籍多為

紙質文物，其製成基底材主要為紙張，而紙張是由許多植物纖維交織而成的

片狀物，屬於有機材質，容易受到環境中的溫度、濕度、光線、空氣污染等

影響，或受到蟲菌微生物的肆虐而受到傷損，因此古代的人會利用一些方式

來保存文物，例如東漢時期即出現書畫裝潢的技藝，開始對書畫有所保護；

北魏時期亦有書畫修復的技術，有些書畫裝裱的技術至今仍被使用著。此外

先人也有一些相關的文物保存預防措施，例如使用中藥防止書畫受到蛀蟲肆

虐及在秋季時晾書等（陳昭珍，2000；岩素芬，2012）。 
 

特藏文獻資料為達到永久典藏的目的，應儘量不再允許調閱原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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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特藏文獻數位化或以複本等方式提供讀者使用，便利流通及長久保存。

典藏特藏文獻的庫房應杜絕光、熱、水、火，並注意防盜，空間以氣密、低

溫、低濕、乾淨簡潔為要，空氣宜有良好過濾設施，留意動線之便捷 (溫台祥、

楊時榮，2000)。 

 
岩素芬(2012)指出，文物保存主要為預防性保存(Preventive Conservation)

與善後性文物保存(Remedial Conservation），「預防性文物保存」為預防文物

損壞的種種措施，狹義的預防性文物保存，項目為溫度、相對溼度、照度、

紫外線、空氣污染物、蟲黴害、緊急災難的防治；廣義的預防性文物保存，

則有加入人為影響的部分，包括竊盜及保管上的疏失。另外，也要防風災、

水災、震災等破壞規模較大的自然災害，另有蟲害、沾黏、變形、暈染、鏽

蝕、破損等現象亦是需要注意。而「善後性文物保存」則是指文物的修護，

文物修護需根據文物之材質，針對文物因環境或人為因素所產生的各種劣化

現象如痕跡、缺失、形狀、污染、顏色、材質、蟲害及黴害等變化進行處理

(岩素芬，2012) 。 
 

舊書之修補是圖書館在收藏圖書時一項極重要的事情，若是處置操作不

當，將會造成有價值圖書之損毀，使得教學應用與學術研究上遭受難以彌補

的損失。因此，運用正確的舊書收藏與修補方法，妥善地收藏與修補舊書十

分的重要(薛莉，2011)。至於古籍舊書應當使用何種方式進行修護，岩素芬

(2012)認為應當要回歸文物保存的真實性，處理措施應在不影響文物真實性的

前提下進行，應當修舊如舊，非進行美化式修補，刻意處理成全新的樣貌，

應讓人可以辨識出文物原貌及文物修護的部位。若欲移除原本不屬於文物且

會造成文物損壞的物質：如膠帶、迴紋針等，應在不影響文物材質下進行最

少的處理。在修護時宜留意儘量使用可逆性(可移除性)的材質，當日後有更好

的修護方法時，能易於移除而不會造成文物之不良影響 (岩素芬，2012) 
 

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中，對於圖書資料之保存與維護須注

意事項有以下的說明(洪王徽恢，1995)： 
1. 溫度與濕度的控制：必須使用空氣調節設備維持適當的溫濕度，並以

電腦或人工負責監控；監測所得的資料，應定時計算與比較平均值。 
2. 空氣品質之控制：用來濾淨空氣的設備，應包括可以除去固體微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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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塵器和能夠吸附有毒氣體的化學性吸附裝置。 
3. 光線之控制：除了減少室外的光線射入，書庫內亦應盡量避免開燈；

如果使用日光燈之類的螢光照明設備，須在燈管上塗上過濾紫外線的

物質或加裝過濾套管。    
4. 有害生物之防治：為害資料之有害生物包括害蟲、害菌和鼠類。控制

鼠害，應填補建築物的縫隙和各種水電管路的出口，再使用陷阱捕鼠。 
5. 防火與防水：圖書館的屋頂須做好防漏工程；各種管線必須牢固且常

檢查；存放書籍的房間上方天花板內，不可有水管、排水管經過；館

內須有火警偵測及自動滅火裝置，並以非液體性的材料滅火。 
6. 紙張之去酸：目前以二釔鋅氣去酸法(The Diethyl Zinc System)和韋陀

去酸法(The Wei T'O System)這二種方法對紙張外觀不會造成明顯的改

變，且能延長紙張的壽命。 
7. 使用適當的儲存容器：容器之結構理想，材質安定，通氣防潮，不會

招來蟲鼠。 
8. 以修裱技術與裝訂等方式進行保存與修護。 
9. 複製：包括印刷或影印、攝製縮影片、輸入電腦、輸入光碟或影碟。 
10. 預防人為破壞：包括裝置電子安全系統及監測設備；詳訂閱覽規則，

並確實執行；以及對圖書館之主管、館員提供相關之教育與訓練。 
 

對不同類型的圖書館資料來說，沒有一個統一的理想溫度和相對濕度，

故想要找出一個適合所有典藏物的溫濕度是困難的，只有一個能夠在最大程

度上減少資料變化的溫度和濕度範圍。某種溫、濕度對某些資料來說也許是

最佳的，但對其他類型資料的保存可能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由於保存環

境之溫度與相對溼度會對紙質資料劣化程度造成影響，因此在進行書庫新建

或裝修時，應參考相關數值標準予以規範。曾淑賢(2018)指出，大部分需要長

期儲存紙質圖書資料的環境，溫度需控制在華氏 40 度至 60 度(約攝氏 4 度至

15 度)之間，相對濕度則需控制在 30％至 50％的範圍內。對於一棟須同時提供

存儲、學習、電腦操作、流通和編目等多種功能的建築物來說，專門為滿足

某一功能建造的建築物，將更能夠提供良好的環境條件。根據美國國家資訊

標準組織(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簡稱 NISO)對紙張類資

料儲存環境之溫度與相對濕度的建議值如表 2- 1 (Wilson, 19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

27  

 
表 2- 1 紙類資料儲存環境溫度和相對溼度建議值 

適用區域 溫度(℃) 相對溼度(%) 

書庫和讀者混合區域 最高 21.1 註 30~50 

一般讀者禁入之書庫區域 最高 18.3 30~50 

常年儲藏書庫區 0-18.3 30~50 

最高日變化量 ±1.1 ±3 

最高月變化量 1.67 3 

註：設定 21.1℃為考量讀者閱讀的舒適溫度需求 
資料來源：修改自“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for the Storage of Paper Records,”by 
William K. Wilson, 1995, Technical Report of NISO, p.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有許多的善本書和古籍

線裝書，其對於其珍藏品之保存維護環境訂定如下表 2- 2 之標準(史語所，

2020)： 
 

表 2- 2 傅斯年圖書館藏品保存維護環境標準 

恆溫恆濕空

調 

溫度 20±2℃ 

相對濕度 53±2% RH 

UV燈管 

(防紫外線

燈管) 

日光中的紫外線會加速紙張老化變質，珍藏書庫全面加裝防紫

外線燈管，降低對古籍的破壞。 

書架 

善本及線裝書庫採用寬面書架，防止書身過大造成懸垂變形，

書架上並加裝防倒支架，將各座書架聯結起來，降低因地震造

成書架變形及書籍掉落的機率。 

資料來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2020) 
 
吳文津(2016)指出，約在1900年至1950年在東亞印刷的圖籍資料，由於紙

張酸度較高，且當時很多圖書館書庫缺乏良好的空調設備，因此書頁多已產

生碎裂現象，加上經年累月的使用，使破損程度更加嚴重，在使用時可能每

翻一頁都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因此必須嚴肅地面對此類舊籍資料的保存

與維護問題，否則終將目睹這些不斷破損的資料，成為一堆堆的黃色碎紙片

(吳文津，2016)。煞而，並不是所有收存古舊圖籍的單位都有能力提供合適的

保存環境，舊籍收藏在不當的環境將使書持續受到環境中各種因素的傷害，

終造成不可逆的損壞。由於舊籍對各圖書館之歷史意義，多數收藏館傾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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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館中，不願捐出給擁有合適收藏環境的大型圖書館，但卻無足夠的經費

與適合的空間進行正確的保存與維護作業，但若各館各自購置軟硬體設備設

置完善之保存維護空間，亦會造成資源重複與浪費的問題，因此各館可將罕

用之舊籍館藏，以合作典藏的方式進行異地儲存(off-site storage)在合適的

保存空間與環境，將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式。 

 

Mary與Joseph(2015)指出，全球的學術、公共和特殊圖書館的館藏持續

不斷地增加，而館藏空間及預算皆有限，促使圖書館開始制定和實施高密度

性質的異地儲存計畫，使某些特殊性質的圖書資料不與其他圖書館資料存放

在同一棟建築物或地點(Mary & Joseph,2015)。而特殊館藏中的核心特藏資

料(core special collections)為具有知識性和文化遺產價值的資料，能夠

提供獨特的研究資源，但保存館常限於空間等問題，未能提供適當條件保存

這些重要館藏並提供公眾取用，異地儲存為這些問題提供了解決的方法(Priddl
e & McCann,2015；Goertzen,2016)。 

 

由於圖書館普遍館藏空間之不足，因此可以藉由合作典藏的方式，將低

使用率的館藏移至館外的合作儲存處所，合作館可以共享儲存設備與空間，

讓騰出的空間可以提供新到的館藏及創新的服務使用(Clement,2007)。各類

型圖書館皆需面對館藏空間不足的問題，館藏數位化是解決書庫空間不足的

方法之一；高密度自動化書庫的儲存量大且存取效益佳，亦是解決空間不足

的有效方法。臺灣土地狹小，普遍設置巨大型的高密度自動化書庫不容易，

因此可採合作典藏或聯盟制，選擇郊區地點共同建置典藏書庫或儲藏中心（S

torage  centers），並且採密閉典藏的運作方式，儲藏中心的環境必須保持

清潔、防塵、防汙染和溫、濕度穩定控制等特殊空調設置，資料保存的環境

應儘量維持在恆溫50∘F(10℃)及相對濕度30%，為最佳延長資料保存壽命的

最佳環境條件(謝依秦，2007)。為解決館藏儲存空間不足問題，國外圖書館

以設置典藏中心的方式，以滿足各圖書館對符合經濟性和無害環境空間的需

求，在國外相關研究提出的解決館藏空間成長的模式中，以建立一個全國集

中式的典藏庫是解決館藏空間問題最經濟的模式(曾淑賢，2018)。 

 

曾淑賢(2018)表示，館藏空間不足一直是國內各類型圖書館普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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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圖書館中，臺北市立圖書館各個分館多為中小型圖書館，館藏空間有

限，舊籍館藏如果不另覓儲存空間，將會影響到新書的上架，因此常發生舊

書被館員下架，裝箱置於倉庫中不見天日，時日久遠便無從查詢，難免遭遇

淘汰註銷的命運。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則因館藏空間嚴重不足，將部分較

少使用的館藏存置在館外租賃倉庫，每年需花費數百萬租金，不僅不符經濟

效益，調書也非常不便且費時，因此國圖開始籌建永久典藏級的圖書資料中

心，以解決典藏空間不足的困境，經過多年的努力，預計於 2022 年正式啟用

的「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簡稱國家聯合典藏中心)，包含

「全國圖書聯合倉儲中心」及「全國數位資源保存中心」等典藏空間，有效

集中典藏全國圖書館所藏有價值之罕用圖書資料，使我國珍貴圖書文獻能被

妥善保存。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提供約一千平方公尺之恆溫恆濕特藏典藏庫房，

並包含冷凍除蟲等前置作業所需之設備除移藏國圖總館臺灣地方文獻和本土

作家手稿資料，並提供各類型圖書館存放特藏文獻(曾淑賢，2018)。 

 
綜合以上，館藏之妥善保存需視文獻材質及環境中相對的條件來調整，

雖然高中圖書館因空間、經費等因素，無法與國家級圖書館一般建置專業的

儲存環境空間，若欲將舊籍留在校內圖書館收存，仍應儘量使環境符合基本

儲存條件之要求。舊籍保存須對環境控制有所要求，各項條件均需適合書齡

已達百年的舊籍繼續永久典藏保存，否則將可能使舊籍受到損害，導致未來

得花費更多的人力與經費進行修復，甚至產生不可逆的傷害，無法恢復到原

來的樣貌。因此，若收藏館無法提供舊籍良好的保存環境，則以異地儲存方

式與大型圖書館進行合作聯合典藏，將為舊籍的保存與維護困境帶來曙光。 
 
三、 臺灣日治時期舊籍館藏保存與推廣利用情形 
 

保存珍貴文化資產，是各類型圖書館的共同使命。日治時期各層級圖書

館的館藏文獻，歷經戰火與政權交替的摧殘、館舍的搬遷整修，以及天然災

害或人為破壞等考驗，難免要遭受重大毀損，甚至因而湮沒(盧錦堂，2005)。
臺灣開闢三百餘年來，歷經多次改朝換代，明鄭與清朝時期皆少有臺灣地方、

鄉土史料之彙集。1895 年日本為接收統治而發起戰爭攻打臺灣，軍隊中有教

育人員隨隊兼負採集民情風俗之責，當時所建立之資料，為後人研究清末的

臺灣提供了極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禁用日文、禁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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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不少重要資料與史料被毀掉，僅有少部份由有心人偷偷收藏起來(施文炳，

2008)。 
 
臺灣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以國立臺灣圖書館最為完整，不僅接收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館之舊籍，並購藏台北帝國大學教授之藏書，

此三大舊藏總數量多達 18 萬餘冊。隨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展開，國

內各典藏機構紛紛開始進行相關文獻的數位化工作，使珍貴的舊籍能以數位

形式長久保存外，更提供豐富的內容資訊，提供民眾查檢取用及活化應用。

同樣進行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數位典藏計畫的機構，還有國家圖書館、國立

臺中圖書館，以及臺灣大學、中興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和

臺南大學等學校圖書館 (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2012)。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臺灣強力推行全面性的開發計畫，有具體的成果，

為臺灣歷史中不可或缺的一頁。殖民政權雖不可取，但對其建設及曾有過的

研究典籍可為吾人之借鑑，對臺灣未來之發展建設仍有其建設性，因而當時

所存留之典籍實有將其永久典藏之必要。將日治時期有關臺灣之研究、調查

報告，作妥善的整理永久保存，並將其數位化，以利學術研究及民眾使用。

(國家圖書館，2006) 
 
日治時期之圖書文獻資料，由於出版年代久遠，又受到天災、人禍及政

治因素等影響，能夠倖存至今的書多已出現不同程度的損壞，在圖書館中屬

於較為罕見、珍稀的典藏資料。這些多收存於歷史悠久之圖書館中的舊籍，

至今多已歷經百年歲月，不僅書況不佳且因內容多為日文，因此在回溯編目

上相對不易。臺灣目前主要收藏日治時期圖書舊藏的機構中，國立臺灣圖書

館曾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簡稱臺史所)合作典藏計畫，將封存書庫中的

舊藏運至臺史所進行回溯編目工作，回溯鍵入中研院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並以線上公用目錄開放查檢、調閱等利用。臺灣大學圖書館，則將日治時期

舊藏回溯編目作業併入日常回溯編目業務，其他圖書館多受限於人力與經費，

僅能封存於密閉式書庫典藏(王麗蕉等，2012)。 
 
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資料顯示，早期之日治舊籍之分類編

目方式與現今一般圖書的分類方式有所不同。民國 88 年，中研院臺史所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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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圖書館(簡稱國臺圖)協議進行日治時期舊籍文獻合作典藏計畫，由臺史

所將國臺圖所藏之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南方資料館藏書及戰後購自返

日帝大教授藏書等三大批日治時期之舊籍文獻，運至中研院典藏、整理編目

與開放閱覽。此三大批日治時期舊籍文獻館藏中，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與

南方資料館藏書的索書號保留當時移交的分類標準，分別採用和漢分類法與

南方資料館資料分類基準表，而戰後購藏帝大教授的藏書則以中國圖書分類

表為分類標準。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為日治時期臺灣唯一之官立圖書館，當時之圖書資料

採用修改自杜威十進分類法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法」(十進分

類法)，「和漢圖書分類法」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所創編及使用的圖書分類法，

係參考「山口圖書館分類表」，並斟酌臺灣實際情況編訂而成。「和漢圖書分

類法」將藏書分成「總類」、「哲學」、「教育」、「文學」、「歷史」、「法制」、

「理學」、「工學」、「藝術」及「產業」十大類，分別編以「000」至「900」
之號，各大類之下續分十綱，各綱之下再分十小目。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極力

蒐集臺灣資料，因此在總類之下訂定「070 臺灣」的專號，凡與臺灣相關的

書刊皆集中於此類(曾堃賢，1987；鄭恒雄，2011；蔡蕙頻、程藍萱，2015)。 
 

根據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2012)的研究調查，臺灣目前各機構現存日

治時期圖書館的舊藏，主要是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和臺

南市立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和臺灣大學、中興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和臺南大學等學校圖書館，接收圖書館的館藏，

亦承接各圖書館原有文化資產保存的任務。各圖書館日治時期舊藏的典藏管

理與回溯編目情形如下： 
(1) 公共圖書館因人力及資源相對有限，早年都只能封存閉架式書庫，其

中國立臺灣圖書館設置臺灣資料室典藏與臺灣相關的書刊 2 萬餘冊，

並回溯編入圖書館系統，其餘 15 萬冊，則與中研院臺史所達成合作

典藏協議，由臺史所完成其接收之三大館藏回溯編目及開放線上公用

目錄查詢；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則建置書目清單，上網提供瀏覽；而

臺南市立圖書館因人力有限，尚未能進行全面回溯編目整理。 
(2) 在學校圖書館方面，由於支援教學與研究的任務，皆將日治時期的舊

藏併入圖書館日常業務，以特藏方式典藏管理，除臺北科技大學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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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清單，收錄於學校數位出版品系統外，多數圖書館皆將舊藏回溯

編目鍵入圖書館系統，以整合所有館藏，提供單一館藏查詢入口，其

中以臺灣大學圖書館回溯編目數量最多。 

隨著臺灣研究成為近年來重要議題，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全面

展開，國內各文史典藏機構紛紛投入珍貴古籍與檔案整編與數位化工作，為

促進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的長久保存與活化應用，各館皆動員研究人員挑選

與臺灣研究相關書刊進行相關文獻的數位化工作，使珍貴的舊籍能以數位形

式長久保存外，更提供豐富的內容資訊，提供查詢及取用(王麗蕉等，2012)。
國立臺灣圖書館之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擁有為數眾多珍貴的臺灣舊籍

資料，國臺圖成立臺灣學研究中心，除保存圖書館既有的文獻，以支援各界

從事臺灣學研究時之各項資源，為使館藏活化，更積極進行推廣工作，透過

各種創意行銷活動幫助讀者了解史料的重要性，進而認識臺灣社會百餘年來

發展的脈絡(蔡蕙頻、程藍萱，2015)。國臺圖於 2004年完成建置〈日文舊籍臺

灣文獻聯合目錄〉，整合臺灣各單位收藏之日文舊籍臺灣文獻，提供研究資

源及便利讀者使用，聯合目錄為書目式索引資料庫，主要收錄 1949 年以前出

版之日文臺灣資料。國臺圖亦自 2008 年開始推動臺灣學推廣核心業務「館藏

臺灣學研究書展」。每年以不同主題的展覽，有系統地為讀者介紹珍貴館藏舊

籍，使讀者認識百餘年來臺灣社會發展的豐富面貌。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之日文舊籍為日治時期官方及坊間刊行之各種

出版品，包含圖書、雜誌、公報等，舊籍資料多為印刷品，少部分為手抄本

及照片，最早出版年於天保 15年（1844年），幾乎都已絕版，內容彌足珍貴。

由於經歷時間相當久，無可避免紙張風化、破損、蟲蛀，造成珍貴史料之流

失。因此自 2003 年開始進行日文舊籍數位典藏計畫，總計數位化書目達 3 千

多種 4 千多冊，近 2 百萬頁，免費開放給讀者使用(陳雪華，2014)。 
 
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日治時期舊籍資料範圍十分廣泛，具獨一性的珍

貴資料量多且值高，為學術研究之重要資源。為使該批深具臺灣文化特色之

資料能早日提供眾人利用，便利學術研究推展，因此推動進行「臺灣大學深

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就館藏中包含《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

稿》、《臺灣古碑拓本》、《田代文庫》、歌仔冊、《狄寶賽文庫》等進行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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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工作，並基於文化保存及推廣利用，於執行該計畫時，影像與全文之

數位化並行，建置 Metadata，並將數位化成果建置資料庫，方便檢索使用。 
 
日治時期及同時期日本內地所撰有關臺灣的書籍與資料，由官方出版的

圖籍大部分集中在臺大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圖書館，然而除了官方機構之整理

研究外，在民間亦有出版品且多由私人收藏，於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開始進

行「日據時期臺灣日文舊籍絕版書複製計畫」，數位化保存由民間單位「半線

文教基金會」所提供之絕版日文舊籍共約 30 萬頁。透過數位化技術將日文舊

籍資料進行編目建檔及影像掃描，開放提供給社會大眾應用，以達到永久典

藏、傳承史料、資源共享之目的(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 
 
台南市立圖書館日治時期遺留下來的圖書，在 1996 年之前是開放讀者外

借的，直到許多圖書館專家與歷史學者來訪時紛紛提出，「珍貴的文化資產，

需要好好被照顧。」館方才開始限制書籍的外借。日治時期的教科書，也是

鄰近國中、小老師出題考學生的參考範本。以《尋常小學算術書》為例，常

有老師在館內借閱，並依此內容出題，台南市立圖書館藏有的日文書籍，不

僅是研究者的有力證據，也是學校老師出題的寶庫(李欣如，2015)。台南市立

圖書館並與國家圖書館合作「日據時期臺灣舊籍數位化計畫」，以館藏資源共

享的合作方式，使珍貴史料以數位化合作方式充實館內典藏，促進有關日治

時期臺灣之學術研究，以呈現其時之臺灣面相，提供本土教育之素材。 
 
綜合以上論述，舊籍的保存與維護，除了著重「保存、維護」，亦應同時

注重「傳播、利用與推廣」，使珍貴圖籍能以另一種嶄新樣貌呈現讀者面前，

使其內容能得到充分的運用。目前臺灣的「國立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

典藏數位化計畫：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率先以「核心典藏」

為名，進行與臺灣有關的珍貴資料數位保存計劃；高中圖書館的部份，台南

二中及嘉義高中因得到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之經費協助，完成少量日治時期

館藏舊籍之數位化，二校皆將電子檔置於館網並在網頁上清楚標示日治時期

數位典藏字樣讓師生知曉利用。這些倖存至今的舊籍紀錄了臺灣的社會、文

化、經濟等發展軌跡，是十分的珍貴且極具歷史意義的史料資源，如何妥善

保存維護並應用這些珍稀文獻，實為圖書館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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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特色館藏與數位典藏 

 
一、 特色館藏的意義與重要性 

 
特色館藏（special collection）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中的定義

為「特藏是特殊收藏或專藏，指某圖書館於普通收藏外，另依其性質與需要，

蒐集某一形式、時期、地區、作家、主題的資料，成為圖書館特殊的蒐藏。

較諸其他圖書館在同一方面的蒐藏更為豐富與專精，例如：名人手稿、善本

圖書等屬之。為方便此類特殊資料之管理，通常設有專責單位，將其採編、

閱覽典藏集中處理」。 
 
一般讀者需要的特藏資料並非艱澀久遠的珍罕資料，而是與自身生活、

成長地域、或生命傳承密切相關的文獻。從特色館藏的觀點來看，其揮灑空

間很寬廣，從地方文獻、史料、手稿，到個人文庫、專門學科或特定主題，

都屬特藏。一個單位機構擁有這個地區唯一獨特資料，不論是一次或二次資

料，特殊館藏或珍藏文獻的珍善本書或稱為特色館藏的地方文獻皆屬於特藏

的範疇。而圖書館特藏往往與母機構或當地歷史文化的演進有密切的關係，

可視為一地方文化的部份縮影，不同文化歷程下的產物(宋雪芳，2004)。 
 
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於 2003 年

發表之〈特色館藏原則聲明〉（Special Collections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2003）
中將特色館藏（Special Collections）定義為：「與歷史、文化、政治、科學或

藝術等領域之重要人物、機關有關連，具獨特性或罕見性，或具有貨幣價值

之資源，包括罕見書籍、手稿、檔案、視聽資料、具有文化意義的圖、照片，

以及數位檔案等資源」。換言之，特色館藏乃是在資料內容或是型態上具有獨

特性的館藏（ARL,2003）。由此可見，特色館藏因其外在或內在具有特殊意義

而有別於一般性館藏，是館藏中應受到特別關注的館藏。 
 
特色館藏係因為既存數量稀少、存在歷史久遠或具有特殊資料形式，例

如：珍善本書、手稿、檔案等而產生歷史文化、金錢價值的珍藏。該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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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特色館藏之資料主題與類型，包含： 
(1) 研究主題：例如東亞研究。 
(2) 資料形式：例如珍善本圖書、手稿檔案與微縮資料。 
(3) 紀念性質：例如魯迅研究資料。 
(4) 歷史時期：例如日治時期出版品。 
(5) 地方文獻：例如地方研究相關文獻。 
(6) 機關組織：例如與團體、機關、組織有關之資料或是檔案(賴雅柔，

2013)。 
 
特色館藏的建立可以豐富和優化館藏文獻資源，並且可以藉著館藏特色

化的過程，使許多珍貴舊籍得以被重新看見其價值與意義，將舊的資料依其

內容特色做重新的組合，得以提供不同的參考內容，對於拓展圖書館服務或

使圖書館工作走向特色化十分有幫助(賴雅柔，2013)。特色館藏一詞包含範圍

廣泛，包括傳統紙本館藏、具有價值的善本書，珍本書、稀有書及罕有書等，

無論古代與當代出版品，具有價值與特殊意義的特色館藏，皆可作為永久典

藏世代相傳的珍貴資源(鍾雪珍，2017)。 
 
顧敏(2018)指出，任何一個圖書館真正可貴的內涵典藏，在於建立自己的

特色典藏，尤其是唯一的特色內涵典藏，也就是單一的知識源(unique knowle
dge source)。擁有單一知識源越多的圖書館，越具有無可替代性的公共智財功

能，建立單一知識源是 21 世紀圖書館內涵典藏的另一項重要任務(顧敏，201
8)。Shaofeng Liu(2020)在〈《Knowledge Manage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
pproach for Business Decisions》一書中亦提出論述，擁有關鍵和獨特知識(un
ique knowledge source)的人具有更大的專業知識能力，那些能夠擁有獨特知

識的人，往往能吸引更多的同伴來回應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專長，長期以來，

社會網路理論一直強調以下觀點：獲得獨特的知識來源對個人和組織具有極

大的價值(Shaofeng Liu，2020)。  
 
特色館藏是須與一般館藏分開處理的資源。在許多圖書館中，基於對書

籍之年代、書況、獨特性等考量而特別設置陳列區，甚至設定較嚴格的閱覽

規則以作週詳保護的書籍資料，稱之為「特藏資料」(special collection)。因為

此類古老資料的獨特性或獨一性，以及資料狀況已因年代而漸次損壞，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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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須將之設置為特藏，並配合以相關的資料整理維護措施，以永久保存人

類自古以來的智慧文化資產。因此，所謂「特藏資料」在圖書館的實務中，

範圍並不侷限於善本與中文古籍，而是將書籍之年代、書況、獨特性等均列

入考量(洪淑芬，2001)。 
 
館藏特色化是一個圖書館的生存之本。一個圖書館如果失去了自身特色，

就容易被忽視，被遺忘，失去存在價值。因此，凸顯圖書館的特色館藏資源，

向讀者提供特色化的服務，是一個圖書館生存的根本和發展要求。特色館藏

資源是指圖書館因不同的角色定位和服務而形成的有別於其他圖書館的館藏

資源。簡而言之，即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獨具一格(李靜，2017)。 
 
圖書館不是單純的藏書中心，而是一個服務性的機構。館藏文獻是圖書

館開展服務的基礎，而特色館藏建設是開展特色服務的基本保障。建設特色

館藏的目的是為了更好地發揮圖書館的功能，產生良好效益。隨著時代的發

展，讀者需求也隨之不斷變化，圖書館的特色服務要適應這種發展和變化，

利用多種形式的服務滿足他們的需要(蘇長華，2006)。 
 
特色館藏一詞開始被使用約在 1940 年代，當時圖書館為管理較早期之圖

書資料而建置獨立的部門，專門將手稿、檔案等與一般圖書分開處理保存，

以管理這些特別館藏並提供讀者服務，稱為珍善本室（rare book rooms），（T
homas,2009）。依據 Scham(1987)的研究指出，特色館藏一詞被普遍運用大約在

1980 年代，因為特色館藏一詞詞義包涵較為廣闊，故以「特色館藏（special c
ollections）」一詞取代「善本書（rare books）」。 

 
根據國家圖書館 2018 年最新修訂之《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第六版，

說明國家圖書館所藏「特藏文獻」內容包括：善本古籍、普通本線裝書、歷

代名家手稿、館史檔案、金石拓片、晚清百年期刊、古書契、古地圖、版畫、

19 世紀以來之攝影圖像以及外國以中國和臺灣為主題之相關畫刊報導、各式

版畫、石印、清末民初日治時期老明信片、印刷史文物，以及臺灣珍稀文獻

等資料。 
 
綜上所述，特色館藏無論其年代、書況與獨特性上皆與一般館藏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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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建立獨具特色的內涵典藏，得以提供讀者多面向的參考內容，對於拓

展圖書館服務十分有幫助。若每個圖書館的館藏內容都大同小異，將使圖書

館失去了風采，因為圖書館就像藏寶庫，每個圖書館都應有其與眾不同的特

色。世界各地歷史悠久的圖書館，多擁有不同於其他圖書館的特別收藏，這

些具有年代的圖書館若能用心建立自己的特色典藏並予以推廣利用，不僅能

突顯圖書館之特色，也能促進學術之研究與創新。創新是舊元素的重新排列

組合，知識要素的重新組合後能實現創造性新知識，新從舊來，舊文字中蘊

藏著待發掘的新知識。特色館藏若能以現代化科技予以加值達到便捷利用的

目的，相信對文史研究與學術創新必有相當助益。 
 

二、 特色館藏與館藏特色在圖書館之應用 
 
「特色館藏」與「館藏特色」雖然使用同一名詞「Special Collections」，

但為二種不同的含義，二者用法常混淆不清。基本上「館藏特色」一詞多被

使用在擁有許多分館的公共圖書館或是縣市立文化中心。臺灣在各縣市立文

化中心圖書館於成立之初，為達到保存地方特色之目標，而採取了館藏特色

之規劃。而由於各縣市圖書館各館之間往往重複採購，圖書資源未能均衡發

展，因此在合作館藏發展的推動下，藉由館際間互相借閱或流通圖書來提昇

發展「小而美」的館藏。或為因應社區需求，收藏具有地方特殊風俗民情之

當地特有文化資產，各圖書館建立獨具特色的館藏。例如，臺北市立圖書館

在館藏的經營的特點，就是館藏特色的建立，其各分館除了一般性質的館藏

外，尚設有主題性的館藏特色，據以展現分工典藏的概念（詹雅婷，1998；
宋建成，2000）。 

 
宋雪芳(2004)表示，過去許多大型圖書館以設有特藏組收藏珍貴稀有文獻

資料而聞名，因此造成人們誤認只有「國寶」級的珍善本、線裝書，或重要

檔案、手稿才稱為特藏的謬認(宋雪芳，2004)。其實根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

學大辭典》的解釋：「特藏(Special Collection 為特殊收藏或專藏，指某圖書館

於普通收藏外，另依其性質與需要，蒐集某一形式或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或

某一作家或某一主題的資料，成為圖書館特殊的蒐藏，較諸其他圖書館在同

一方面的蒐藏更為豐富更為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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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劉慧(2015)認為，特色館藏其包含兩種含義，一是圖書館中獨具

特色的部分館藏，即圖書館收藏的區別與其他館的部分文獻資料。二是圖書

館總的館藏體系具有與眾不同的特點，前述第一點為「特色館藏」之意，第

二點則為「館藏特色」之意。 
 
綜上所述，特色館藏之收藏為具珍稀性、獨一性之館藏；而館藏特色之

收藏非具有珍稀性、獨一性，其他圖書館亦可能收藏多種相同之圖書資料，

只是數量上非針對單一主題大量收集提供利用。在具有歷史年代的圖書館中，

常保存有各種早年的珍貴圖籍資料，這些館藏資源由於其獨一性或珍稀性，

與一般圖書資料有所不同，而予以特別收存並典藏，稱之為特色館藏。而在

擁有許多分館的大型圖書館，基於分工典藏觀念及增進主題服務效能，各分

館設立主題收藏，使各館之館藏內容能加深加廣，提供讀者更為豐富的館藏

資源。「特色館藏」與「館藏特色」雖使用「Special Collections」一詞，但卻

有二種含義，這是出於使用上之需求自然而然發展而來的。 
 

三、 數位時代重要特藏的推廣利用 
 
在數位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間為了保存全球瀕臨損毀之歷史文物，

全球各國相繼推動國家型數位典藏計劃，致力於數位資料的典藏工作，其目

的是永久保存文獻資產並促進全球對文獻資產重要性的了解，有效提昇國家

的教育學習與競爭力。本節探討數位典藏的意涵，以及數位典藏在支援教學

之功能，並延伸探討描述核心典藏的定義和樣貌。 
 

(一) 數位典藏的意義與功能 
 
隨著資訊科技與數位化技術之進步，帶動重視文化傳統之國家進行數位

典藏，將蒐藏之文物加以數位化，使公眾得以藉此近用典藏文物，進而對於

數位化之成果予以加值利用。數位化典藏之文物一方面可保存文化，一方面

亦可將典藏內容拓展至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之各領域。1998 年起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陸續推動「數位博物館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

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三項計畫；2002 年起國科會考量國家計畫之整體性與

全面性，期望人文與科技發展並重，將前述三項計劃整併，開始執行「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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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此計畫之目標，除了典藏重要文物之外，重點是普及

精緻文化典藏的應用，鼓勵利用各項數位典藏、推動在教育、學術研究上的

利用。國科會為讓數位典藏之內容及技術與數位學習更為密切的結合，2008

年起續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

而成「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此計畫承襲先前各項計畫的經

驗，目的係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藉以保存及推廣國家文化資產，

並兼顧教育大眾之目的(楊擴擧，2010；陳雪華，2014)。 

 

數位典藏是指將有保存價值之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科技技術

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予以保存及應用。數位典藏將資料以

數位化的形式加以保存，保存的資料範圍廣泛，凡是代表人類文明，具有保

存價值的資料，不論資料產生的時間和形式，舉凡文化、科學、藝術、音樂、

動植物等等都是數位典藏的範圍（范紀文、何建明、李德財，2001）。

Kochtanek(2001)則認為，數位典藏相當難以定義，因為針對不同的對象可能

指涉不同之事物。數位典藏依某種標準選擇數位資源予以典藏，且依特定之

邏輯方式來組織典藏內容，並透過資訊設及網路提供人們取用及檢索，數位

資源可包含由紙本轉製成數位格式的資源，以及純粹數位形式之資源，如聲

音、照片、影帶等。 

 

數位典藏是將各類型之文化資源，有系統的數位化，以提升文化資源的

保存、利用、教育、研究與加值創新，成為可檢索與提供再利用的資源。

（藍文欽，2004）。數位典藏品以數位形式典藏的過程，更精確的解釋為數

位典藏品長期的儲存、維護及檢索取得(accessibility)。數位典藏品有些是

原生的，本就是數位資料媒體(born digital media)，有些則因典藏而改變成

數位化格式的物件。數位典藏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

及智慧整合性（陳和琴，2001）。 

 

典藏資料數位化，提供線上服務，讀者可直接透過網路查找到相關典藏

資料，甚至是典藏資料原稿，可減少讀者查找實體原件時間，亦可讓原件因

減少調閱而毀損之機率(周澍來、梁鴻栩、吳彩鳳，2014)。數位資源在傳播、

利用上有著紙本資源難以達到的效果。為了便於資源共享，圖書館應將館藏

中具有獨特價值的紙本文獻轉為掃描版全文電子文獻，以便更大範圍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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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華，2019)。 

 

典藏數位化的目的，在於使用現代的科技技術，紀錄歷史文物的風貌，

讓文化的精華，得以承傳，大量而優質且富文化特色的數位典藏，亦可提供

文化產業、數位內容產業、教育產業，及傳統產業等相關產業所需的素材(項

潔、陳雪華、鄭惇方，2002)。項潔(2002)認為，臺灣從事數位典藏的目的，

除了文化保存外，更希望能推廣到各個層面，進行加值應用(項潔，2002)。 

 

數位典藏主要是利用電腦多媒體技術，將各項文化素材或文史資料經過

「數位化」程序處理，同時結合資料庫串連，透過數位化及網路化的過程，

能更精確的保存、維護與檢索取得各種數位典藏品，提供使用者查詢及欣賞

或作為教育的教材(張嘉彬，2006；潘文福，2008）。 

 

「數位典藏」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利用現代的資訊科技，將物件的影像

及相關資料以數字形式加以記錄保存下來，並進一步建立起資料庫與查詢系

統功能，藉由網路無遠弗屆傳播的特性，將過去只能留在保存櫃裡的知識，

也能讓有興趣的大眾輕易地獲得，供研究者及大眾使用。這是數位典藏背負

的傳播知識使命，也顯現檔案館、博物館、研究單位不再是一個知識的擁有

者，而是傳播者、分享者(余國瑛，2008)。 

 

世界各國多重視傳統文化的保存，積極推展數位典藏的發展，其目的主

要是以數位技術，針對各國最具重要性的人文、藝術、歷史、科技等珍貴文

物或文獻，建立數位化的圖文資料庫；其主要目的是將具有價值的人類知識

與智慧結晶，採用數位化高科技儲存以增進應用的方便性(蔡順慈、林昱伍，

2006)。數位典藏的過程不僅將原始的素材經過數位化處理（拍攝、全文輸入

及掃描等），亦加入詮釋資料（Metadata）之描述，再以數位檔案的形式儲

存(蔡永橙、黃國倫、邱志義，2007)。 

 

數位典藏的本質，是在於將典藏單位所擁有的檔案文書、器物、標本、

繪圖、照片、影片等各種形式的典藏標的，透過影像掃描、拍攝、後設資料

著錄，整合數位系統中。隨著科技的發展，由各種形式產生的數位資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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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腦網際網路的交流傳播快速取得，讓人文、科學等層面的人類精神文明

遺產，能夠為全人類分享(廖彩惠、陳泰穎，2009)。 

 

顧力仁(1999)指出，收存特藏是為了有朝一日能夠利用，圖書館應善盡

保存與維護特藏的責任，並須設法提供使用者有關特藏內文中的「知識」，

圖書館提供古舊圖籍的「內容」所用的方式包括： 

1. 影像化：利用掃描技術將特藏文獻數位化，可將特藏原件以數位形式

複製保存，不僅重現古舊圖籍原貌，更便利即時閱覽、傳遞及列印。 

2. 建置全文資料庫：將古籍全文轉為電子文本，以便檢索、儲存及編輯

(顧力仁，1999)。 

 

文獻數位化使得原本僅能封存收藏之文獻資料，同時具有保存、展現、

利用、教育推廣與研究等功能。前人收存古舊圖籍為了有朝一日能夠被後代

子孫所利用，藉由數位典藏能將國家重要的珍貴文獻建立數位化的圖文資料

庫，將具有價值的人類知識與智慧結晶，採用數位化的方式予以保存、維護

與提供檢索利用。數位典藏不僅負有傳播知識的使命，也讓圖書館不再只是

一個知識的擁有者，同時也是傳播與分享者。 

 
(二) 數位典藏與支援教學 

 
資訊科技及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教育已進入數位化教學的新時代，在

此網路的教學環境下，數位式的教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線上資料庫、電子

期刊、電子書、數位教材、數位典藏等數位內容，正顛覆傳統而迅速發展，

並影響民眾的教育、學術工作與生活(周斯畏，1999；王梅坽等，2016)。數位

典藏支援數位學習，不僅能分享、保存及組織數位典藏內容，同時也能匯集

人們不同的觀點及想法，使得教師與學生有機會與更大社群的學習者分享、

討論、交換經驗及意見，激發群體建構新的知識（Fuchs，2004）。 
 
林雅文(2005)的研究指出，藉由數位典藏管理，將文明的演進、人類的智

慧及舊有文物資產、史料等，加以保存、呈現並提供資源共享。教師可將數

位典藏當成教學教才的資料庫，運用數位典藏網站資源來設計課程，將教科

書與數位典藏內容相融合，經由數位典藏內容豐富的資料、圖片輔助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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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使教學資源取用更加便捷，並能擴展課程外之學習，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林雅文，2005)。 
 
在教學現場中，教師常有教學參考資料取得不易之困境，因而造成學生

的學習成效不佳，現今科技發達與電腦網路普及，數位學習成為新的趨勢，

國家積極發展數位典藏資源，並鼓勵教師應用於教學之中。教師運用數位典

藏資源融入教學特定單元，除提供多元的學習方式外，更能有效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及學習態度，是值得教學者實施的教學參考(林芸暉，2014)。 
 
洪士倫(2003)的研究指出：「數位典藏在教育的應用上有四個層面：數位

典藏改進了典藏文物的解說功能、數位學習擴大了教育的範圍、數位典藏的

教育可按對象設計其內容，以及改變以往僵化的方式及線上查詢的範圍提供

研究者更便利的資訊蒐集效果。」（洪士倫，2003）文獻古籍數位化主要有

典藏、流通、研究與教學四個目的，典藏與流通主要以保存與傳播為目的，

研究與教學則期使舊文獻能為今人所利用 (羅鳳珠，2000)。 
 
1990至1995為期5年之美國記憶先導計畫，挑選美國國會圖書館內收藏關

於美國文化遺產的歷史性檔案，包括歷史照片、手稿、歷史檔案及其他文獻

進行數位化，用來支援美國歷史與文化研究。本計劃為確定此計畫之「核心

讀者」，曾在1992至1993年間，針對幾十個大學、公共和中小學校圖書館進

行調查與測驗，藉此辨識出對「美國記憶先導計畫」數位化館藏最感興趣的

使用者為中學的師生。而在選擇先導計畫中的電子館藏時，美國國會圖書館

除了依據調查所得資料作為參照外，採用以下標準來考量哪些歷史性館藏要

先做數位化轉檔： 
(1) 可與學校課程配合的館藏。 
(2) 適用於現有數位化技術的館藏。 
(3) 目前版權狀況允許數位化的館藏。 
(4) 已有書目資料的館藏。 
(5) 能支援美國國會圖書館其他活動的館藏。 
由此可見在當時優先考量的標準中“可與學校課程配合的館藏”列為第一項

重要參考之要件(梁美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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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中職規劃有臺灣文史課程，但經現職教師反應除了教授教科書內

的相關內容之外，教學資源有限，對於相關議題更是不知從何教起。國臺圖

利用數位典藏成果推廣臺灣學舊籍活化利用，臺灣學舊籍的推廣及應用具有

「支援臺灣史課程教學」特色，可支援臺灣文史教學課程的補充教材，活化

教學，提升學生的興趣，發揮圖書館於支援各級學校教學的社教功能(蔡蕙頻、

程藍萱，2015)。 
 
文獻數位化使得原本僅能封存之特藏文獻資料，同時具有保存、展現、

利用、教育推廣與研究等功能。藉由古舊圖籍文獻的數位典藏，不僅能讓全

球古老珍稀的文獻資源能透過網路的傳播而變得大眾化，使全球的使用者皆

能無遠弗屆的利用到原本遙不可及的古舊典籍中所蘊含的豐富內容，並且使

得珍貴特藏得以有更好的保護以利永久留存，而在數位典藏建置完成之後，

如何能有效的應用並能永續經營，需要經由有效的推廣，進行符合讀者所需

的加值應用，才能對社會造成更深遠的影響。 
 

(三) 核心典藏(Core Collections)在當代的應用 
 

「Core Collections」一詞，根據美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學及資訊科學辭

彙〉(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定義如下：（1）核心

館藏是圖書館館藏中讀者所最需要的資訊，是館藏中經常被讀者使用或有最

高需求性的資料。（2）核心館藏是指以完整的綜合標準書目(Comprehensive 
Standard List)或其他書目指南所建立的館藏。「core collection」在早期是源自

於1934年布萊德福(Samuel Clement Bradford)提出之核心期刊概念，但其研究

重點為科學期刊中論文的分布情形，並未論及其他類型資料。1966年特魯斯

威爾(R.W. Trueswell)認為，圖書館的藏書中僅有少數是最經常流通的，他將這

部份館藏定義為「核心」，並將核心館藏定義為：「滿足一定比例流通需求

的藏書，稱為核心館藏」。也就是說，圖書館的館藏中只要有少數一部份讀

者有高度需求、經常使用的館藏，即可滿足大部分讀者的需求。美國圖書館

學家藍開斯特(F.W. Lancaster)據各項統計及實驗推定：圖書館流通的書，有

60%是集中在10%的館藏，而大約80%是集中在20%的館藏。而核心館藏應滿

足多少百分比讀者的需求？根據施洛特(Stanley J. Slote)的研究指出，核心館藏

應要能夠滿足對現有藏書95％至99％的需求(林呈潢，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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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部份極少有核心館藏相關之論述，僅有張慧銖(2008)指出，圖書館館

藏中，讀者需求最高、最常使用的部分。以完整的標準書目或書目指南所建

立的館藏。核心館藏一詞在國內各圖書館的應用上，在公共圖書館中，台北

及高雄市立圖書館皆在其館藏政策中述及核心館藏。 
 

由於圖書會隨著時序更迭或是知識的翻新而汰舊換新，舊的核心館藏隨

時可能被新穎的圖書所取代。Scheppke(2018)指出，圖書館不應只購買受歡迎

的資料，也應同時保留一個世紀來精選之具有特色的核心館藏，核心館藏是

具有持久價值的經典好書，是一種文化DNA，不該輕易將這些珍貴館藏丟棄

(Scheppke，2018)。由於公共圖書館讀者之所需，館方常不得不淘汰當年精選

的舊核心館藏以騰出空間置放時尚的新館藏，這是許多歷史悠久的老圖書館

常面臨的問題。但這些陳舊的書中卻有許多研究可用的資料，在一般的圖書

館中不容易找到。 
 

近年來因為網路發達及資訊取用自由便捷，以及核心特殊館藏在典藏上

之需要，「core collection」一詞已漸漸有不同之詮釋，在數位時代使用「core 
collection」一詞欲表達之意其實更接近「core special collection」，「核心典藏」

非「核心館藏」，「典藏」具有珍藏之意，「館藏」則指向一般圖書收藏。通常

具有歷史的圖書館其所收存的特殊館藏(Special Collection)中，可能會有一些特

別重要的典藏，可謂特藏中的特藏，通常是與典藏館之間具有歷史意義與應

用價值之文獻。「核心典藏」是因館藏本身與收藏館間之特別的歷史意義，專

就某特別典藏之主題為保存或研究之需要，將該特藏予以數位化，使其具有

數位檔案的特徵與永久保存之功能與價值所建立之具有核心意義之典藏。  
 
OCLC 在 2014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重新解構與排序阮甘納桑(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於 1931 年所創之「圖書館學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報告強調了新圖書館五律仍要傳達的一項重要觀念：「書

籍始終是現代圖書館的品牌」(OCLC, 2014)，圖書館中各種不同的書籍皆為形

塑圖書館品牌形象之重要材料，人們籍由圖書館的書，從而認識、接觸並開

始利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圖書館中深具特色的館藏更是吸引讀者接近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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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招牌，也是圖書館品牌形象塑造的利器。董啟章(2009) 在〈理想的香港

文學館〉一文中寫道：「我們想像中的香港文學館，其中一面的確會像其他博

物館一樣，有館藏展覽，展示香港文學歷來的文物，例如手稿、舊書刊或各

種有紀念價值的物品。一個文學館會把這些物品作有意義的安排，以『形象

化』的方式講述這個地方的文學故事。」麥樂文(2015) 對於將特藏「形象化」

則有以下的說明：「圖書館特藏總予人重門深鎖之感，讀者單靠目錄檢索亦難

免錯失重要文獻，展示之重要在於將館藏『形象化』地展現於人前，拉近與

讀者的距離，降低索閱文獻的門檻，目標正好與圖書館學近年提倡資料的自

由取用（open access）一脈相承。」在現今數位時代，圖書館建置核心典藏，

在眾多的特藏中提出最特別及重要的特藏予以主動推廣展現，使之能夠廣為

眾人知曉，經由核心典藏(Core Collection)的建置，可達到將特藏形象化並推廣

利用之目的。 
  
以下說明國內外圖書館核心典藏個案： 
 
香港大學圖書館的眾多特別館藏中，將東亞地區古董地圖(Antique Maps 

of China)、科學史珍本書籍(Rare Books on History of Science)及林達光文件

(Paul T.K. Lin Papers)，在網頁中特別提列為該館之核心典藏(Core Collection
s)( http://library.ust.hk/collections-resources/special-collections/)(圖2- 1)。 

 

 
圖 2- 1 香港大學圖書館核心典藏 

http://library.ust.hk/collections-resources/special-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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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荷蘭的赫耳墨斯哲學圖書館(Bibliotheca Philosophica Hermetica) ，
這座圖書館收藏了包括密教哲學，煉金術，神秘主義和玫瑰十字會四個主要

部分的3,800種早期印刷書籍、25本中世紀時禱書和400本中世紀後手稿書籍。

因其獨一無二的特色，赫耳墨斯哲學圖書館在其網頁中將上述收藏列為核心

典藏(Core Collections)( https://www.newberry.org/core-collections) (圖2- 2)。 
 

 
圖 2- 2 荷蘭赫耳墨斯哲學圖書館核心典藏 

 
1887年建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的紐伯里研究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為

芝加哥最古老的圖書館，紐伯里圖書館致力於研究美國早期與西部擴張的歷

史，因而收藏了歐、美洲與文明相關主題之各種可提供研究的原始資料，例

如手稿和印刷書籍和地圖的早期版本，這些珍貴館藏材料被保存且代代相傳，

而這些收藏皆是由歷代的圖書館員等人所建立的。目前該館實行「新開放式

使用政策」，以數位化方式收藏20世紀早期的拉科塔（Lakota）繪畫，提供研

究藝術創作的機會，讀者可以出於任何目的共享和重複使用館藏圖像，而無

需向館方支付任何費用，即能線上使用超過170萬張數位圖像 (伍純秀，2018)。
紐伯里圖書館網頁中將這些館藏稱之為「Core Collections」，在此「Core Col
lections」有「核心典藏」之意，為圖書館最重要的收藏，其具有歷史意義且

以數位典藏形式存在。(https://www.newberry.org/collecting-newberry)(圖2- 3)。 

https://www.newberry.org/core-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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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美國伊利諾斯州紐伯里研究圖書館核心典藏 

 
加拿大的西門菲莎大學圖書館(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在其網頁中，於

〈特別收藏和珍本書籍收藏政策〉中介紹「威廉·華茲華斯珍藏」(William Wo
rdsworth Collection)時，使用core collection來表達其為所有收藏中最特別的核

心典藏之一(圖2- 4)。(https://www.lib.sfu.ca/about/branches-depts/special-collecti
ons)。 

 
圖 2- 4 加拿大的西門菲莎大學圖書館核心典藏 

 
位於美國加州的瑪格麗特·赫裡克圖書館(The Margaret Herrick Library)，

是全球研究電影藝術產業最卓越的機構之一，自1928年以來累積保存了大量

關於電影的紙質文物資產，包括書報、照片、劇本、製作記錄等，其官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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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收藏介紹中，將各種報紙和雜誌剪輯的文章、工作室新聞稿、宣傳和廣告

文件、照片等資料，以「The Core Collection Files」特別標誌為該館之核心

典藏(圖2- 5)。(https://www.oscars.org/library/collections) 
 

 
圖 2- 5 美國加州的瑪格麗特·赫裡克圖書館核心典藏 

 
洛杉磯公共圖書館(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的特藏包括各種稀有和獨特

的物品：照片、地圖、書籍、繪畫、版畫、期刊、報紙、小冊子、舷側、旅

游海報、餐廳菜單、時裝板、書櫃、水果箱標籤、手稿等，在其網頁特藏介

紹中以「core collections」一詞介紹包括墨西哥館藏的數項特殊館藏。(https://
www.lapl.org/branches/central-library/departments/rare-books/introduction-our-spec
ial-collections)(圖2- 6)。 

https://www.oscars.org/library/collections
https://www.lapl.org/branches/central-library/departments/rare-books/introduction-our-special-collections
https://www.lapl.org/branches/central-library/departments/rare-books/introduction-our-special-collections
https://www.lapl.org/branches/central-library/departments/rare-books/introduction-our-special-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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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洛杉磯中央圖書館的核心典藏 

 
國內部份，目前以「國立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

深化臺灣核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
m)，首先以”核心典藏”為名稱，進行與臺灣有關的珍貴資料數位保存計劃。

該計畫為「拓展臺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下執行機構數位典藏，提供臺灣研

究核心典藏資料之全面性與完整性。(圖2- 7) 
 

 
圖 2- 7 國立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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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圖書館網頁中，在特色資源項下列出之專題介紹：「美國研究核心

館藏」(NCCU Library Core Collection)( http://www.lib.nccu.edu.tw/zh_tw/reso
urcesGuide/401)，以特別典藏方式提供專門之研究與利用，「Core Collection」
之意在此亦不再侷限於早期之定義。(圖2- 8~圖2- 9) 

 

 
圖 2- 8 政大圖書館網頁美國研究核心館藏介紹 

 

 
圖 2- 9 政大圖館網頁美國研究核心館藏網頁 

 
Priddle與McCann(2015) 發表於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ference Libraries , ACRL）之文章「Off-site storage and sp
ecial collections: A study in use and impact in ARL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使用”core special collections”一詞探討特殊館藏中的核心典藏之

異地存儲與利用問題。另Goertzen(2016)發表於實證圖書館與資訊實務(evidenc

http://www.lib.nccu.edu.tw/zh_tw/resourcesGuide/401
http://www.lib.nccu.edu.tw/zh_tw/resourcesGuide/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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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EBLIP)探討異地存儲如何影響核心

特殊館藏取用的文章「The Impact of Off-Site Storage on Core Special Colle
ctions Activities」，同樣使用”core special collections” 一詞論述其文。在此”

core special collections”之意涵不只是特殊館藏(special collections)，並且指向

特殊館藏中更具核心意義的重要典藏。 
 
由以上國內外各圖書館及相關文章之應用可得見，核心典藏一詞被使用

於標示特藏中的特藏，圖書館在眾多特殊館藏中，將其中對圖書館最獨具意

義之專指性特藏提出標誌為其核心收藏，而此核心典藏之建立，通常為具有

歷史年代之圖書館，專就某特別典藏主題為保存或研究之需要將之數位化，

使其具有數位檔案的特徵與永久保存之功能與價值所建立之具有核心意義之

典藏。近年來由於數位典藏建置逐漸普及，特別具歷史意義或獨具主題特色

的數位典藏，建置館有特別強調予眾周知之需求，因此用「core collection」
一詞予以獨立標示，以顯示與其他一般性特色館藏之區別。 

 
「Core collection」一詞同時具有「核心館藏」和「核心典藏」之意，如

同「特色館藏」和「館藏特色」共同使用「Special collection」一般，二詞皆

自然而然的在現代有了不同的衍義。而「Core collection」不僅是圖書館的特

色館藏，亦是館藏特色，並且與圖書館的館藏歷史有關，是由於圖書館的歷

史而來，並非特別去設定一個收藏的主題，為了收藏目的而去收藏、發展館

藏而使之與他館有所不同。一個歷史悠久的圖書館可能有許多不同的收藏，

但可能有最具特殊性的、無法取代的館藏，代表著對這個館來說具有最重要

意義的收藏。「Core collection」可以給予其不同的名稱，例如圖書館館藏中

因其歷史緣故而留存許多原住民早期之圖文資料，則其「Core collection」可

建置早期原住民資料；若圖書館館藏中保留許多日治時期文獻，則其「Core 
collection」可建置日治時期館藏。 

 
綜上所述，數位典藏之目的，不僅只是為了保存珍藏之資料，保存的重

要目的是為了未來能夠利用，是為未來可能有的使用者而預備，應由未來的

讀者自行決定其是否需要。故如何結合現有之數位典藏內容，予以活化利用

在教學與研究當中是未來重要的課題。在臺灣具有百年歷史的學校圖書館，

多收藏有具珍稀性的日治時期圖籍資料，若僅將之封存收藏未能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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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失去了保存百年的意義。因此成立於日治時期之學校圖書館應積極建立珍

貴舊籍核心典藏，以利舊籍館藏被看見並得以進行推廣利用。為避免重複建

置浪費各項資源，可利用各大圖書館已建立之數位典藏資料庫，以網頁連結

方式利用數位典藏寶貴資源，輔以館內收藏之珍貴舊籍原件，不僅學校師生

利用圖書館網頁即可看見、利用到這些珍貴舊籍館藏，擴大教學與研究學習

之範圍及領域，並可避免重複建置數位典藏所費之人力、經費與時間。保存

與利用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如何將這些近百年學校圖書館中的珍稀舊

籍資料賦予新生命提供校內師生利用，是老校圖書館需要面對與思考的。 
 

第三節 高中圖書館的角色與功能 

 
一、 學校圖書館的任務與功能 

 
學校圖書館的宗旨主要在配合學校教育目標，並支援學校的教育計畫。

因此，在功能角色上，學校圖書館為搜集、組織和使用多元化教材資料的中

心，更是一個活躍的教育和服務機構。其中高中圖書館為學校支援教學之單

位，為增進學生知能，培養其自我教育習慣，以及開發創造力之場所，是教

學與學習中的第二教室，是提供方便攫取知識和資訊的渠道，是成功培育獨

立和終身學習者的關鍵。(王振鵠，1961)。 
 
學校圖書館與一般公共圖書館不同，它是學校的行政單位之一，因此，

在功能上除了提供讀者有益的知識之外，兼具有多項的教育功能：如培養學

生獨立的學習能力、充實生活知識、開拓學生認知領域、支援教學活動、協

助教師從事研究、陶冶學生品性、培養公德心、提供正當休閒等，都是學校

圖書館的功能。高中教育，是國民中學教育的延伸，也是大學教育的預備，

因此，負有承先啟後的重大使命。在這個教育階段中，除了要奠定學生良好

的學科基礎能力之外，同時還要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以做為進一步研

究高深學術發展潛力。這些能力的培養與建立，有賴於教師的教導與學校圖

書館功能的發揮，由此可知高中圖書館具有相當重要的任務(鄒錦秋，1999)。 
 
根據我國 2015 年所修正發布的圖書館法第四條，中小學圖書館是指：「由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所設立，以中小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供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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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各類學習資源，並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之圖書館」。日本的學校圖書館法

第二條也指出：「小學、中學、高中圖書館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圖書、視聽

覺資料、及其他學校教育有關的資料，並進而提供給學生與教員利用。是以

協助學校教育課程之實施，並為培養建全品德的中、小學生為目的而設置的

學校設備」(陳海泓，2002) 
 
Trevillion(2004) 指出，學校圖書館在學校教育中的任務包括： 

(1) 更廣泛的參與學校計畫。 
(2) 重視今日的教學發展，並熟悉各種教學大綱文件。 
(3) 持續為學生提供與教師館員間的協同發展機會。 
(4) 不斷協同發展可滿足學校課程需求的資源。 
(5) 藉由提供有效的學習與教學、適當的在職教育，以及有效的支援

教學，協助教師將資訊技能與資訊傳播科技整合進課程中。 
(6) 提供特別的活動，使學生持續發展批判性思考與獨立學習之能力，

進而促進他們的學習。 
(7) 重視各個學生對於圖書館學習與教學環境之需求。 
(8) 接受當前具挑戰性的教育改革，以及目前對於彈性、協同與整合

的需求，以促進校園社群的學習。 
 
IFLA 與 UNESCO 於 1999 年提出的學校圖書館宣言（IFAL/UNESCO  

School Library Manifesto 1999），認為學校圖書館提供資訊與觀念，是今日資訊

與知識社會成功的基礎，使學生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並發展創造力，因此宣

言強烈支持建立強大而有效的學校圖書館。根據 Onal 的研究表明，學校圖書

館對中學學生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學校圖書館一直是教育不可或缺的

輔助手段，是創造思維的基礎，文化的刺激，以及對個人自我發展的幫助

（Onal，2009）。 
 
高中圖書館之設置目的在於負責蒐集、整理及保存圖書資訊，以全校教

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支援教學與學習，提供學習資源，並實施圖書館利

用教育。圖書館應配合學校教育目標，充實館藏，讓學生可以善用圖書館資

源，以奠定日後研究的基礎及終身學習的知能。圖書館人員應不再侷限於傳

統的業務，也應結合教學、兼具閱讀指導與推廣之任務(陳昭珍、涂進萬，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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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圖書館是學校組織體系中的一個單位，也是學校實施教學的一個據

點。學校圖書館之經營，應配合學校教育目的，順應資訊發展潮流，以充實

館藏，提供服務，促進師生共同參與，時時以「教學資源中心」的角色自我

期許，力求發揮下列五項功能(曾淑賢，2014)： 
 
(1) 提供教學資源的功能：高中圖書館應廣泛蒐集整理圖書與非書資源，

透過各種方式和管道，適時提供教學所需的各類型資料，以利師生教

與學之參考。同時配合學校各單元活動，提供場地與設備，鼓勵教師

帶領學生到館學習，使圖書館成為學校的第二教室。 
(2) 協助學習研究的功能：高中圖書館應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深度與參

考諮詢服務之品質，能考量到學生之個別差異，培養學生擁有自我學

習與獨立研究之能力與習慣。 
(3) 輔導品格發展的功能： 高中圖書館應透過訂定相關規章及利用各項推

廣活動，培養學生具有公德心的觀念，能守規矩重紀律並愛惜公物，

並藉由各種熱心的志願服務，陶塑學生樂於助人的寬闊胸襟。 
(4) 安排知性休閒的功能：高中圖書館應蒐集各類型圖書視聽資訊及數位

資源，提供師生多元、多面向的休閒性活動。 
(5) 促進終身學習的功能：21 世紀為「學習型社會」的新世紀，人人都應

有終身學習的觀念與責任，有能力去獲得、更新和應用知識。高中圖

書館應加強自動化及資訊化之發展，並與學校及社區活動相結合，提

供讀者繼續各種學習新資訊，協助讀者樂於終身學習。 
 

學校圖書館扮演改變師生教與學的教學資源中心的角色，豐沛、良好的

各式館藏資源是支援學校推動閱讀教育的有效利器。21 世紀的學校圖書館，

應整合圖書、視聽資料、教育等多媒體資料，並主動參與學校課程的設計與

執行，提供師生教學探索所需的各類型資料，協助教學者設計教學單元，推

薦適用的教材及資源利用指導，輔助學生學習以提高教學成效。最重要的是，

讓學生有大量閱讀的機會、自我探究的興趣、批判思考的能力、多元關懷的

態度，並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習慣(陳昭珍，2015)。 

 
二、 學校圖書館與支援教學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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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ion, IFLA）的〈中小學學校圖書館宣言〉（1980）述明，學校圖書館

是整體圖書館事業不可少的組成要素。學校圖書館的存在意義是重大的，除

了支援教師教學之功能，更可以培養學生進行閱讀與利用圖書館之習慣。 
 
「學校圖書館」國人常以「中小學圖書館」稱之，在美國則多採用「學

校圖書館媒體中心」（ School Library Media Center）一詞，近年來我國相關文

獻於探討學校圖書館轉型時，多以「學校圖書館媒體中心」、「教學資源中心」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Center）或「學習資源中心」（Learning ResourceCenter）
為訴求(黃瑞秋，2000)。學校圖書館不只可以提供教師教學上的協助，同時也

是提供學生學習、休閒的好去處。教學資源中心有：支援並整合各科教學、

協助教師充實教學內容、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提供學生自我成長的環境、

奠定終身教育基礎，實現生涯教育理念、陶冶個人情操、提供休閒教育情境

等功能(李昆翰，2003)。 
 
學校圖書館之任務在確保師生成為創意發想及有效的資訊使用者。其任

務包括(陳昭珍、簡馨瑩、林菁、賴苑玲、陳海泓，2011)： 

1. 提供各種主題、類型及各種媒體資訊，擴大學生的學習環境，以實現

學校教學目標與任務。 

2. 提供圖書館及媒體利用指導，提昇學生的資訊素養、培養其閱讀習慣、

好奇心及批判能力。 

3. 與教師合作設計教學計畫，以符合個別學習者的需求。 

4. 讓學生具備終身學習的技巧，發展其想像力，並使其成為有責任感的

公民。 

 
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AA

SL）指出，21 世紀的學習者應具備以下四個方面的能力，這些均需具備閱讀

能力及資訊素養方可達成，同時也指出學校圖書館在發展學生學習技能的過

程中扮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而在高中職學校，學生這些能力的培養主要為

高中職圖書館員的工作(曾淑賢，2014)：  
 
(1) 使用科技取得各種資料，以建立批判思考和選取知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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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資訊，以得出結論、做出明智的決定，並在新形勢中，利用知識

以創造新知識的能力。 
(3) 分享知識、道德及多元參與民主社會的能力。 
(4) 學生是被啟發的學習者，能找尋個人有興趣的資訊，參與社群討論，

以追求個人及審美能力的成長。 
     

學校圖書館是提供各類資源和支援多元教學不可或缺的一環，學校圖書

館員(School librarian)在學生的學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學生和圖書資源間

的橋樑，帶領學生探索讀本及多媒體的世界。學校圖書館員在學校之角色及

任務主要有下列四項(陳昭珍、趙子萱，2010)： 
 
(1) 教師：圖書館館員帶領學生進行與課程資訊相關的探索，進行圖書館

利用教育以協助學生了解圖書館中適合其閱讀的書，以及利用圖書館

資源完成各項作業。 
(2) 教學夥伴：學校圖書館員應與教師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協助教師培

養學生獨立研究、資訊素養、資訊科技、理性溝通及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幫助學生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3) 資訊專家：學校圖書館員應以學校課程和學生的興趣為主要考量去建

立圖書館各項資源，發展及組織館藏，幫助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有能力進行思考性閱讀。此外也包含技術性工作，如維護資料庫、網

站、部落格等。 
(4) 行政管理者：學校圖書館員必須規劃、管理並領導學校圖書館的發展，

透過圖書館相關規則的建立、圖書館預算的管理，以及規劃吸引人的

各式閱讀空間，營造開放、積極並創新的學習氛圍。 
 

高中圖書館支援教學服務應以提升教學效能為目標，因此圖書館可配合

教師的教學，舉辦相關活動，例如主題書展、閱讀活動、資訊素養教育等。

將教學與圖書館活動結合的優點在於使教師對其熟悉之領域較具認同感，因

而提高師生參與活動的興趣，教師亦能將圖書館活動融入學科教學之方式，

達到活化教學之目的(陳冠穎，2007)。高中是莘莘學子求學過程中一個學習階

段的終點，與即將啟程的大學學習方式十分不同，因此讓學生在高中階段養

成自我學習的習慣非常重要，圖書館即擔負此關鍵的角色。現今高中學生面

臨多元升學的管道，圖書館所擁有的各項資源，將可作為學生準備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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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器(黃喻淳，2010)。 
 
高中圖書館不僅具有配合教師教學及輔助學生自主學習的功能，亦是提供

師生各類型學習資源的教學支援中心，協助教師準備具創意與啟發性的課程

內容，讓教材能作多元的運用與產出。在現今數位時代，高中圖書館應提供

各式數位化資源，並與教師建立更密切的合作關係，主動掌握資訊並將資訊

以各種方式主動推至師生面前，幫助師生有效地使用圖書館整合之相關資源

與服務，圖書館將以更多元且創新的服務方式達成知識傳播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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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灣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學校圖書館舊籍保存與管理之現

況，並進一步推動各館建立獨具時代意義與特色之核心典藏。本研究之目的

包括：1.探究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典藏之現況；2.探究日治時期公立

高中圖書館舊籍分類與編目現況並建立聯合目錄；3.調查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

書館舊籍之閱覽典藏現況；4.探討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數位化的現況；

5.推動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建立具時代特色之核心館藏。本章首先界

定研究範圍與限制，再依據研究目的提出適宜的研究設計、研究方法、研究

工具、資料搜集與分析，以及研究實施步驟加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對臺灣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圖書館館藏舊籍保存之現況

進行調查研究，期望能瞭解目前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圖書館在保存舊籍時之

現況、想法、保存的方式，以及遇到的問題。因人力、經費、時間之限制，

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 臺灣真正實施普及化的西式教育，是從日治時期開始 (吳文星，2011)，
而臺灣光復後，中國之文化力量介入，在出版品上又是一番不同風貌。

本研究主要調查臺灣日治時期之圖書保存現況，故本研究以 1895 年至

1945 年間臺灣日治時期為研究之範圍。 
二、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日治時期高中學校圖書舊籍保存情形，故限定以臺灣

地區日治時期由日本政府成立之中學校(臺灣光復後改制為公立高中)為研

究對象。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灣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圖書保存之現況。為

求有系統的搜集與分析資料，並於資料之中找出統整性之概念，故擬採取調

查研究的概念與方法。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進行歸納，整理出國內圖書館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

59  

治舊籍保存相關之運作情形，作為半結構式問卷與訪談大綱的參考。本研究

採用二階段研究，第一階段為館藏舊籍調查問卷，藉由問卷調查了解臺灣日

治時期高中學校圖書館舊籍館藏保存之起因、類型、管理、利用與推廣情形。

第二階段採用深度訪談法，透過深度訪談請受訪者分享舊籍保存歷程、遭遇

之困難及挑戰，以及現階段圖書館對館藏舊籍之創新經營模式，以探討建立

核心館藏之可能性。 
 
本研究擬出的研究架構如圖3- 1：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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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是指任何不是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

方法(Strauss and Corbin，1997)，是一種避免數字、重視社會事實的詮釋，最

具代表性的質性研究方法就是深度訪談（Neuman, 2002），其本質強調在動態

的過程中，對所探討的現象與行動，落實在社會脈絡情境中，透過全面式、

深度的探索，了解其豐富的意涵(潘淑滿，2003)。在質性研究之信度與效度，

相對於量化研究的信度與效度，內在效度對應到質的研究之可信賴性

(credibility)，外在效度對應到質的研究之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量化研究

的信度，則對應到質的研究之可靠性(dependability)及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
在可信賴性上，訪談法需透過立意抽樣方法，找到符合研究目的之適合對象，

並且依照訪談基本程序執行：融入情境但不失客觀、做好訪談前的各種準備、

訪談時掌控氣氛，以及正確寫作與報導，就具有可信任性。在可驗證性方面，

在訪談時宜以客觀的角度去分析受訪者的主觀，再深入問本質，以客觀的態

度方法去找到事情的真象(萬文隆，2004)。 
 
本研究針對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進行相關調查研究，在研究方

法上主要利用深度訪談法進行資料收集，實際進行過程首先透過問卷填答收

集目標對象與本研究相關的資訊，整理回收問卷內所提供的訊息，對於符合

本研究立意抽樣標準的對象，則再次詢問是否願意接受研究者進行深度訪談

邀請。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文獻探討二部分，為問卷填答及訪談大綱問題設

計之依據，以了解各圖書館在日治時期舊籍之保存及管理上之情形，以及蒐

集各校圖書館主管之意見及建議。 
 

一、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是調查者根據一定的調查目的精心設計的一份調查表格，是現

代社會用於收集資料的一種最為普遍的工具。問卷調查由受訪者閱讀問題，

解釋問卷中提供的訊息，填答合乎自身意念的答案（Kumar, 2000）。問卷調查

普遍有三種問卷類別，分別為：結構型問卷、半結構式問卷與無結構型問卷。

半結構式問卷是一種混合型的問卷設計，在整份問卷中同時包括有封閉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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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的問題，具有容易作答、回答率高、事後編碼較省時、受測者有充分

的填寫自由度，以及有機會提供較深入的想法等優點（王雲東，2012）。在問

卷調查實施方式的部分共有四種，分別為受訪者自行完成的自填式問卷、訪

問者與受訪者的面對面訪問調查、電話訪談及網路問卷調查（吳明清，1991）。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問卷進行初步調查，藉由問卷初步瞭解高中圖書館

舊籍之保存現況，以提供研究者挑選訪談對象的參考資訊。獲得受訪者同意

參與問卷調查後，依其意願提供可行的填答管道，以寄送書面問卷輔以電子

郵件催覆方式進行，或以紙本及數位式問卷兩者併行的作法進行。書面問卷

提供回郵信封以方便受訪者回覆問卷，數位式問卷則透過研究者的電子帳號

信箱以附加檔案方式寄出，受訪者可以在填答完成後直接回覆。研究者希望

透過問卷調查能對各個圖書館目前保存舊籍館藏現況有初步的理解，也藉此

了解受訪者能否為接續施行的訪談提供更多、更深入的相關資訊。 
 

二、 訪談法 
 
訪談法是質性研究方法中廣泛運用以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指研究者為

能蒐集更為深入的資料，經由預先的題目規劃，以深入訪談的方式獲取必要

資料，經紀錄整理、分析、比較，以達到對該研究主題的研究成果。（葉至誠、

葉立誠，1999）。訪談法依照訪談問題的嚴謹度，分為三種類型：結構式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及半結構式

訪談（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Babbie,1998）。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深度

訪談進行，由於問卷調查法雖可初步取得各館之保存情形概況，但沒有辦法

更深入了解相關議題的經驗與看法，透過與圖書館主任的訪談，可以獲得問

卷調查所未能獲取的資訊。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預先設計訪談大綱（附

錄三），將所有與研究有關聯的主題納入其中，作為訪談過程的基本問題或內

容，研究者根據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針對受訪者回答的內容進行追問，並

依據訪談的具體情形，彈性調整問題與內容之順序。訪談內容主要是了解各

圖書館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的起因、遇到那些主要問題、在保存舊籍上有那

些迫切的需求及建議，以及對於建立核心館藏的看法。受訪者為高中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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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依受訪者訪談實際情況不同，訪談時間歷程約為 40 至 60 分鐘。進

行訪談時，除了以紙筆記錄重要內容外，亦會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

訪談後，由研究者完成逐字稿轉錄，根據內容進行編碼分析，整理出訪談研

究結果。 
 

第四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選擇符合的受訪者，立意取樣有時稱為專家

抽樣(expert sampling)、或判斷抽樣(judgment sampling)，是指研究人員根據某

種目的，刻意尋找具備某種特質的個體來組成研究樣本。立意取樣適用於三

種情況：一、研究者用它挑選可以提供許多資訊的獨特個案；二、 研究者可

以用立意取樣挑選難以接觸到的或特殊的母體；三、研究者要找出特別的個

案類型，再做深入研究。立意取樣的目的不是要推論到較大的母體，而是要

對對象有比較深入的瞭解（Neuman, 2000）。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對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保存及

利用等議題進行初探性研究，因此研究範圍界定在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

圖書館。研究者初期透過教育部統計處「各級學校地理資訊查詢系統」(2019)，

以「學校級別」及「建校年數」篩選出 49 筆資料，並參考臺灣教育沿革誌中

所紀錄之日治時期之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資料(臺灣教育會，1939)。接著透過

網路訪查各學校網頁，對臺灣地區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學校做基本的調查，

總計有 31 所高中學校為成立於日治時期之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由此選擇符

合研究立意的對象。研究者邀請符合本研究立意取樣條件之圖書館參與問卷

填答，共計有 31 所公立高中圖書館(如表 3)。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將回收的問

卷以整理並歸納，藉由結果使研究者瞭解目前圖書館之舊籍相關情形以提供

研究者挑選訪談對象的參考資訊。透過問卷填答與訪談後獲得關於圖書館舊

籍保存的相關資訊，較符合第一種以立意取樣來進行研究的情況。為調查日

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之圖書館保存圖書舊籍之現況，在問卷及訪談階段的

研究對象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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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法： 
 
本研究透過教育部統計處相關統計資料並訪查各校網頁中之學校簡介，

取得各公立高中學校成立年代基本資料，據以編製問卷調查學校一覽表(如表

3- 1)，針對全國 31 所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主任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其

在舊籍館藏保存的現況及種類、範圍、分類及編目情形。 
 

表 3- 1 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 
編

號 
成立

年份 
舊名 現名 網址 

1 1897 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

等女學校 
台北市立中山女子

高級中學 
http://www2.csghs.tp.edu.tw/ 
 

2 1898 台北州立第一中學校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

中學 
http://web.ck.tp.edu.tw/web2007/index.php 
 

3 1904 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

等女學校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 
http://www.fg.tp.edu.tw/bin/home.php 
 

4 1914 台南州立第一中學校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

中學 
http://www.tnssh.tn.edu.tw/ 
 

5 1915 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 國立台中第一高級

中學 
http://www.tcfsh.tc.edu.tw/ 
 

6 1917 台南州立台南第一高

等女學校+台南第二

高等女學校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

中學 
http://www.tngs.tn.edu.tw/tngs/ 
 

7 1919 台中州立台中第一高

等女學校 
國立台中女子高級

中學 
http://itcgs.tcgs.tc.edu.tw/tcgs/ 
 

8 1919 台中州立彰化高等女

學校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

中學 
https://www.chgsh.chc.edu.tw/ 
 

9 1922 台北州立第二中學校 台北市立成功高級

中學 
http://saturn.cksh.tp.edu.tw/ 
 

10 1922 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http://www.hchs.hc.edu.tw/bin/home.php 
 

11 1922 台中州立第二中學校

+台中州立第二高等

女學校 

國立台中第二高級

中學 
http://www.tcssh.tc.edu.tw/main.php 
 

12 1922 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 國立台南第一高級

中學 
https://www.tnfsh.tn.edu.tw/bin/home.php 
 

13 1922 高雄州立第一中學校

+高雄州立第二中學

校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

中學 
http://www.kshs.kh.edu.tw/ 
 

http://www2.csghs.tp.edu.tw/
http://web.ck.tp.edu.tw/web2007/index.php
http://www.fg.tp.edu.tw/bin/home.php
http://www.tnssh.tn.edu.tw/
http://www.tcfsh.tc.edu.tw/
http://www.tngs.tn.edu.tw/tngs/
http://itcgs.tcgs.tc.edu.tw/tcgs/
https://www.chgsh.chc.edu.tw/
http://saturn.cksh.tp.edu.tw/
http://www.hchs.hc.edu.tw/bin/home.php
http://www.tcssh.tc.edu.tw/main.php
https://www.tnfsh.tn.edu.tw/bin/home.php
http://www.kshs.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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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22 台南州立嘉義高等女

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

中學 
http://www.cygsh.cy.edu.tw/Platform/index.aspx 
 

15 1924 台南州立嘉義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https://www.cysh.cy.edu.tw/bin/home.php 

16 1924 台北州立基隆高等女

學校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

中學 
http://www.klgsh.kl.edu.tw/bin/home.php 
 

17 1924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

學校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

中學 
https://www.hgsh.hc.edu.tw/home 
 

18 1924 高雄州立高雄第一高

等女學校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

高級中學 
http://www.kghs.kh.edu.tw/ 

19 1927 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http://www.klsh.kl.edu.tw/ 

20 1927 花蓮廳立花蓮港高等

女學校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

中學 
http://www.hlgs.hlc.edu.tw/bin/home.php 
 

21 1929 澎湖廳立馬公高等女

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http://www.mksh.phc.edu.tw/ 

 
22 1932 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

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

中學 
http://www.ptgsh.ptc.edu.tw/home 
 

23 1936 花蓮港廳立花蓮港中

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http://www.hlhs.hlc.edu.tw/ 

 
24 1937 台北州立第三中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https://www.hs.ntnu.edu.tw/ 
 

25 1938 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http://www.pths.ptc.edu.tw/ 

26 1938 台北州立蘭陽高等女

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

中學 
https://www.lygsh.ilc.edu.tw/menu.php 
 

27 1940 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

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http://www.hwsh.ylc.edu.tw/ 

 
28 1940 台東廳立台東高等女

學校 
國立台東女子高級

中學 
http://www.tgsh.ttct.edu.tw/ 
 

29 1941 台北州立宜蘭中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https://www.ylsh.ilc.edu.tw/ 

30 1941 台東廳立台東中學校 國立台東高級中學 https://www.pttsh.ttct.edu.tw/ 

31 1942 台中州立彰化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http://www.chsh.chc.edu.tw/bin/home.php 

(本研究整理) 
 
(二)、訪談法：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法初步雖可取得目前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

保存之概況，但沒有辦法了解各圖書館舊籍收藏之起因，以及保存上遇到的

各種問題、需求及建議等相關資訊，因此針對問卷調查之回覆結果，於 108 年

3 月 13 日至 108 年 9 月 17 日期間，以仍有保存日治時期舊籍的高中學校圖書

http://www.cygsh.cy.edu.tw/Platform/index.aspx
https://www.cysh.cy.edu.tw/bin/home.php
http://www.klgsh.kl.edu.tw/bin/home.php
https://www.hgsh.hc.edu.tw/home
http://www.kghs.kh.edu.tw/
http://www.klsh.kl.edu.tw/
http://www.hlgs.hlc.edu.tw/bin/home.php
http://www.mksh.phc.edu.tw/
http://www.ptgsh.ptc.edu.tw/home
http://www.hlhs.hlc.edu.tw/
https://www.hs.ntnu.edu.tw/
http://www.pths.ptc.edu.tw/
https://www.lygsh.ilc.edu.tw/menu.php
http://www.hwsh.ylc.edu.tw/
http://www.tgsh.ttct.edu.tw/
https://www.ylsh.ilc.edu.tw/
https://www.pttsh.ttct.edu.tw/
http://www.chsh.ch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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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主任為對象進行訪談。訪談對象的選擇，為問卷調查中填答有保存日治時

期日文舊籍數量較多，或曾經有過推廣利用經驗的圖書館為受訪對象。本研

究依據問卷調查中仍有保存日治時期舊籍的 16 所高中圖書館以立意抽樣的方

式，選出 10 所高中圖書館主任為訪談對象進行訪談，並經取得訪談圖書館同

意。由於實際的研究對象上，尚取決於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訪談，雖然有些

可以訪談的學校藏書資料很豐富，但因故無法進行訪談，是較為可惜的部分。

由於本研究欲探究問題與圖書館未來館藏發展政策相關，因此訪談對象設定

為圖書館主任，透過訪談圖書館主任，可以獲得問卷調查所未能獲取的資訊。

訪談主要目的為了解各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原由及未來發展、遇到那些主

要問題、困難及迫切需要的幫助及建議、教師利用舊籍輔助教學之情形，以

及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及建立核心典藏的需求與看法。 
 
表 3-2 為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學校、職稱及受訪日期，並以訪

談者之編號依序羅列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表 3-2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N=10 
受訪者

編號 
成立年份 學校名稱 現任職務 日文舊籍冊數 訪談日期 

A 1897 中山女中 圖書館主任 1-50 2019/9/17 
B 1919 台中女中 圖書館主任 3215 2019/4/12 
C 1922 台南一中 圖書館主任 1314 2019/5/8 
D 1914 台南二中 圖書館主任 2585 2019/5/2 
E 1927 花蓮女中 圖書館主任 98 2019/4/12 
F 1940 虎尾高中 圖書館主任 62 2019/6/11 
G 1922 高雄高中 圖書館主任 135 2019/5/15 
H 1924 基隆女中 圖書館主任 1-50 2019/5/16 
I 1924 新竹女中 圖書館主任 76 2019/4/11 
J 1922 新竹高中 圖書館主任 1090 2019/3/13 

 
 

二、 資料收集與分析 
 

(1) 本研究初期透過教育部統計處之相關統計資料及訪查各校網頁學校簡介，

取得各公立高中學校成立年代基本資料，續以網路訪查對臺灣地區日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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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立之高中圖書館做基本的調查，選擇符合研究立意的對象，邀請符合

本研究立意取樣條件之圖書館參與問卷填答。 
(2) 訪談對象以回收之問卷據此延伸作為選擇進行訪談受訪者參考，研究者以

電話徵詢符合本研究立意取樣的受訪者接受訪談之意願，本研究以日治時

期公立高中圖書館中目前仍保存有 1895~1945 年出版舊籍較多或曾有推廣

利用經驗的圖書館為訪談對象。  
(3)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預先設計訪談大綱（附錄

一），將所有與研究有關聯的主題納入其中，作為訪談過程的基本問題或

內容，研究者根據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針對受訪者回答的內容進行追問，

並依據訪談的具體情形，彈性調整問題與內容之順序。訪談內容主要對臺

灣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圖書館館藏舊籍特色與保存之情況，希望能從

受訪者的意見中收集與了解對圖書館舊籍館藏建置與管理利用之經驗與看

法。受訪者為高中圖書館主任，依受訪者訪談實際情況不同，訪談時間歷

程約為 30 至 60 分鐘。進行訪談時，除了以紙筆記錄重要內容外，亦會

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訪談後，由研究者完成逐字稿轉錄，根據

內容進行編碼分析，整理出訪談研究結果。 
 

本問卷調查遇有資料填寫不完整或填答錯誤者，以電話連繫問卷填答者

詢問欲選擇之正確答案以完成問卷之填答。在完成所有問卷檢核後，將回收

的有效問卷編碼後輸入電腦，利用 EXCEL 進行資料處理，統計數值、百分比

等數據，最後將問卷填答的內容以表格方式歸納呈現，希望能依此揭露問卷

調查的結果並易於理解。在訪談方面，將訪談內容謄錄為逐字稿進行資料編

碼與歸類，以內容分析的方式來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最後整理出訪談研究

結果，產生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與深入訪談法進行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為半

結構式問卷(請見附錄二)與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三) 。以下將針對本研

究之研究工具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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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調查 
    
由於日治時期公立高中並非所有的圖書館皆有收藏日治時期舊書，故首

先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編製「臺灣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舊籍保存概

況調查問卷」(詳見附錄二)，藉由問卷初步瞭解高中圖書館舊籍之保存現況，

並分析探討各圖書館舊籍保存之各項差異情形。 依據本研究架構，問卷設計

有四個部份： 
(1) 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姓名、職別、任職圖書館年資、負責館務。 
(2) 日治時期舊籍保存概況：日治時期出版圖書之原因、類型、數量、年

代、來源。 
(3) 日治時期舊籍典藏管理概況：分類、編目、閱覽、流通及聯合目錄之

建立。 
(4) 日治時期舊籍數位核心典藏。問卷架構表如表 3- 2，詳細問卷內容參

見附錄二。 
 

表 3- 2 問卷架構表 
問卷架構 內容 

基本資料 受訪者姓名、職別、任職圖書館年資、負責館務 
日治時期舊籍保

存概況 
(1)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總數量？ 
(2)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年代最早為何？ 
(3)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包含那些圖書？ 
(4)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包含那些語文之圖書？ 
(5)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之出版地為何？ 

日治時期舊籍典

藏管理概況 
(1)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有分類編目？使用之分類

法？ 
(2)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提供閱覽及借閱？ 
(3)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典藏環境如何？專室專櫃保管

或與一般書共置？ 
日治時期舊籍之

推廣利用 
(1)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曾進行推廣與利用？ 
(2) 師生是否知曉圖書館有保存日治時期舊籍館藏？ 
(3) 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數位化？ 
(4) 館藏舊籍未數位化的原因或數位化的經費來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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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大綱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設計訪談大綱作為本研究之調查工具進行深入

訪談，其目的在於透過深度訪談請受訪者分享舊籍保存歷程、遭遇之困難及

挑戰，最後是現階段圖書館對館藏舊籍之創新經營模式想法。訪談大綱主要

分為舊籍保存現況、舊籍典藏管理、舊籍數位核心典藏、其他意見四大部份。

(如表 3- 3) 
表 3- 3 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 訪談問題擬定 

一、日治時期公立高

中圖書館舊籍保存之

困難與問題 

(1) 請問貴館至今仍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原因為

何？是否會繼續永久保存？  
(2) 請問貴館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時主要之困難為

何？最需提供之幫助為何？ 
二、日治時期公立高

中圖書館舊籍是否用

於輔助教學及建立聯

合目錄之看法 

(1)請問貴校利用日治時期舊籍館藏輔助教學之經驗

為何？ 
(2)請問您認為將日治時期舊籍建立聯合目錄並數位

化對於提供 108 新課綱教學素材是否有幫助？您的

看法及建議為何？ 
三、建置日治時期舊

籍數位核心典藏之需

求為何？  

(1)請問貴館是否願意建置日治時期舊籍核心典藏，

以自行建置或連結他館數位典藏方式，提供讀者知

曉並查閱利用？ 
(2)如建置核心典藏，貴館需要之幫助為何？您的看

法及建議為何？ 
 
 

第六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及訪談方式調查，研究之實施流程說明如下： 
 
(1) 產生問題意識和設定研究主題方向。 
(2) 針對相關文獻搜集與探討：主題包括圖書資料的保存、圖書館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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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圖書館的核心典藏、高中圖書館的任務等相關文獻，由探討文

獻的內容，形成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問卷與訪談大綱設計的參考依

據。 
(3) 民國 107 年 1 - 2 月間選定問卷填答對象，透過電話邀約或電子郵件

發送問卷填答邀請函，徵求符合本研究立意取樣條件受訪者參與問卷

研究（問卷填答邀請函請見附錄一），對願意參與的圖書館發送電子

郵件或郵寄實體問卷（舊籍館藏問卷請見附錄二）。 
(4) 民國 107 年 3 - 4 月進行問卷發放與回收，總計回收 31 份問卷，據此

延伸作為訪談大綱及選擇進行深度訪談受訪者參考。參酌圖書館所在

位置區域，研究者以電話徵詢符合本研究立意取樣的受訪者接受訪談

意願； 成功約訪後，提供訪談大綱給受訪者參考，實地進行訪談時

亦會提供研究說明文件，請受訪者閱讀及簽名（訪談大綱及訪談錄音

同意書請見附錄三）。 
(5) 選定進行訪談的 10 所公立高中圖書館進行訪談，收集訪談資料並於

結束後轉錄為逐字稿，完成後進行資料的編碼與分析階段，最後產生

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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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研究流程步驟如下，研究流程圖請參見下圖： 
 
 
 
 
 
 
 
 
 
 
 
 
 
 
 
 
 
 
 
 
 
 
 
 
 
 
 
 
  
 
 
 

圖 3- 2 研究流程圖 
 
 

  

擬定研究主題與研究方向 

確認研究架構 

收集並閱讀相關文獻 

設計第一階段問卷調查大綱及選擇訪談對象 

進行問卷調查 

設計第二階段訪談綱要及篩選訪談對象 

實施訪談 

研究開始 

整理與分析訪談結果 

撰寫研究報告 

結束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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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分析 

本研究透過 31 所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圖書館回覆填答問卷，期能瞭

解日治時期舊籍館藏之保存現況、典藏管理及推廣利用之情形，並藉由問卷

調查結果使研究者瞭解目前圖書館舊籍之相關情形，以提供研究者挑選訪談

對象的參考資訊。本章分四節來說明問卷調查結果，第一節為受訪者基本資

料分析；第二節為舊籍保存現況分析；第三節為舊籍典藏環境與管理分析；

第四節為舊籍推廣利用與輔助教學。 
 

第一節 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計 31 所學校填答問卷，其中 16 所學校仍保存有數量不等之日治

時期舊籍，另外 15 所學校已沒有保存日治時期舊籍。本節針對本研究所收集

之 31 份問卷填答者的基本資料及 31 所學校目前舊籍保存情形進行分析，分析

項目主要是調查對象背景的資料分析，以及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保存情形分析。 
 

一、 調查對象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填答者為 31 所學校圖書館主任，有效問卷共計 31份。問卷

填答者學校區域的分布，由表 4- 1得知，位於北區及南區的圖書館各有 9所；

位於中區及東區的圖書館各有 6 所；位於離島地區有 1所。任教科別以資訊類

科(資訊、生活科技)共計 7 人為數最多，其次為國文科 6 位，再來是英文科 4

位，化學科 3位，歷史及公民科各有 2 位，最後是數學、生物、地理、音樂、

美術、體育及健康護理各有 1 人(如表 4- 2) 。在圖書館年資上，以任職一至

五年為最多，共有 12 位主任在圖書館的年資不滿五年。本研究自開始進行問

卷調查至今(2019 年 3月至 2020年 8月)，時隔一年，31 所學校有 9所圖書館

更換主任，約佔 29%，將近三分之一的主管異動。其中於 108 年 8 月更新的學

校有：成功高中、台中女中、台中一中、彰化女中、台南二中、屏東高中、

宜蘭高中、台東高中八所學校，基隆女中主任則於 109年 8月至他校任職，圖

書館未能留住這些優秀的主任，實在是圖書館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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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N=31 
受訪者

編號 
學校名稱 現任職務 任教科別 

任教 
年資 

圖書館 
年資 

 

區域 註 

L01 中山女中 圖書館主任 音樂 19 6 

北區 

 

L02 北一女中 圖書館主任 資訊科技 29 4  

L03 建國中學 圖書館主任 數學 29 9  

L04 師大附中 圖書館主任 英文 17 5  

L05 基隆女中 圖書館主任 國文 29 5 109.8 離職 

L06 基隆高中 圖書館主任 化學 20 8  

L07 成功高中 圖書館主任 公民 17 1 108.8 換 

L08 新竹女中 圖書館主任 國文 25 15  

L09 新竹高中 圖書館主任 歷史 24 12  

L10 台中女中 圖書館主任 生活科技 20 3 

中區 

108.8 換 

L11 台中一中 圖書館主任 化學 26 1 108.8 換 
L12 台中二中 圖書館主任 國文 25 2  

L13 彰化女中 圖書館主任 英文 24 6 108.8 換 

L14 彰化高中 圖書館主任 英文 35 15  

L15 虎尾高中 圖書館主任 國文 22 3  

L16 嘉義女中 圖書館主任 歷史 28 5 

南區 

 

L17 嘉義高中 圖書館主任 生活科技 32 22  

L18 台南一中 圖書館主任 資訊 23 7  

L19 台南二中 圖書館主任 公民 21 2 108.8 換 

L20 台南女中 圖書館主任 英文 35 12  

L21 屏東女中 圖書館主任 生活科技 22 10  

L22 屏東高中 圖書館主任 生物 26 7 108.8 換 

L23 高雄女中 圖書館主任 資訊科技 28 15  

L24 高雄高中 圖書館主任 國文 18 3  

L25 花蓮女中 圖書館主任 健康與護理 20 3 
東區 

 

L26 花蓮高中 
 

圖書館主任 體育 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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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7 蘭陽女中 圖書館主任 資訊 28 14  

L28 宜蘭高中 圖書館主任 國文 12 7 108.8 換 

L29 台東高中 圖書館主任 地理 19 1 108.8 換 

L30 台東女中 圖書館主任 美術 26 4  

L31 馬公高中 圖書館主任 化學 17 7 離島  

註：時隔一年(2019/3 至 2020/8)，9 所圖書館已換主任，佔 29 %，將近 1/3 異動。 
        

表 4- 2 研究對象任教科別分析表 
N=31 

任教科別 數量 百分比 
資訊 7 23% 

國文 6 19% 

英文 4 13% 

化學 3 10% 

歷史 2 7% 

公民 2 7% 

數學 1 3% 

生物 1 3% 

地理 1 3% 

音樂 1 3% 

美術 1 3% 

體育 1 3% 

健康與護理 1 3% 

 
二、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保存情形分析 

 

(1) 本研究針對臺灣地區日治時期成立之 31 所公立高中詢問其舊籍保

存之情形，如下表 4- 3 所示，31 所學校中，16 所學校仍保存日治

時期舊籍，佔 52%；15所學校無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佔 48%。研究

顯示各校舊籍保存與無保存之情形，約各佔一半之比例。本次調查

中有三所學校不知館藏中還有日治時期舊籍，故問卷勾選無書，但

因研究者在三校館網公用目錄查檢到有舊籍書目，告知館方可能有

書並請求協尋，經館方重新翻找而終尋得珍貴舊籍，此為較特殊之

情況，可能與人事頻更迭卻未詳實交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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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舊籍保存數量分析表 

N=31 
保存情形 校數 百分比 

有書 16 52 
無書 15 48 
總計 31 100% 

 
(2) 在 15 所已無保存舊籍的學校中，根據表 4- 4，未保存原因中以因遷

校址、館址等因素未能保存舊籍為最多，有 7 所學校，佔 47%；其

次是因館藏淘汰、報廢因素未保存舊籍，有 3 所學校，佔 20%；再

來是原因不可考及已損毀，各有 2 所學校，各佔 13%；最後則為書

已經捐出，有 1 所學校，佔 7%。 
 

表 4- 4 舊籍未保存原因分析表 
N=15 

無書原因 校數 百分比 
因遷址等原因無保存 7 47 

館藏淘汰 3 20 
原因不可考 2 13 

已因淹水等原因損毀 2 13 
已捐出 1 7 

 
(3) 各校成立之年代不同，藏書量也有差異。根據表 4- 5 顯示，仍保存

有舊籍之學校，冊數較多者集中在 1914 年至 1924 年成立之學校，

1910 年前及 1940 年後成立之學校收藏冊數相對較少。各校日治時

期舊書保存量不因成立年代久遠而冊數愈多，反而成立最早之學校

並未有保存冊數愈多之情形。 
 

表 4- 5 舊籍成立年代與冊數分析表 
N=31 

學校 成立年份 書冊數 
中山女中 1897 1-50 
建國高中 1898 9 
北一女中 1904 0 
台南二中 1914 2585 
台中一中 19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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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女中 1917 186 
台中女中 1919 3215 
彰化女中 1919 0 
成功高中 1922 0 
新竹高中 1922 1090 
台中二中 1922 0 
台南一中 1922 1314 
高雄高中 1922 135 
嘉義女中 1922 100 
嘉義高中 1924 717 
基隆女中 1924 1-50 
新竹女中 1924 76 
高雄女中 1924 0 
基隆高中 1927 0 
花蓮女中 1927 98 
屏東女中 1932 0 
花蓮高中 1936 0 
師大附中 1937 0 
屏東高中 1938 300 
蘭陽女中 1938 0 
虎尾高中 1940 62 
台東女中 1940 0 
宜蘭高中 1941 0 
台東高中 1941 0 
彰化高中 1942 1-50 
馬公高中 1943 0 

註：表格中館方不確定舊籍冊數之學校以數字區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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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日治時期舊籍成立年代與冊數統計 

 
(4) 日治時期臺灣的行政區劃經過多次重新劃分，於 1926 年形成五州

三廳制，其區劃一直沿用至日本離台前(黃敏星，2009)。根據本研

究分析，歸納出在臺灣各區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舊籍保存之情形

如下表 4- 6 至表 4- 7 所示，南部地區有較多學校保存有為數不少之

日治時期舊籍，達 70%，十所學校中有三所學校無保存舊籍；其次

為北區學校，佔 63%，八所學校中有三所無保存舊籍；再來是中區

學校，佔 50%，六所學校中有三所無保存，佔一半之比例，中區各

校舊籍數量且呈現有較大之差距；東區學校則最少，佔 17%，六所

學校中僅有一所仍保存有舊籍，且舊籍數量不多；離島學校則無保

存舊籍。 
表 4- 6 舊籍保存數量分析表(依學校所在區域) 

N=31 
校名 冊數 區域 

中山女中 1-50 

北區 

建國高中 9 

基隆女中 1-50 

新竹女中 76 
新竹高中 1090 
北一女中 0 

成功高中 0 
師大附中 0 
台中女中 3215 

中區 
彰化高中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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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高中 62 

台中一中 0 

彰化女中 0 

台中二中 0 

嘉義高中 717 

南區 

台南一中 1314 

台南二中 2585 

台南女中 186 

屏東女中 0 

屏東高中 300 

高雄高中 135 

嘉義女中 100 

高雄女中 0 

基隆高中 0 

花蓮女中 98 

東區 

花蓮高中 0 

蘭陽女中 0 

台東女中 0 

宜蘭高中 0 

台東高中 0 

馬公高中 0 離島 

註：表格中館方不確定舊籍冊數之學校以數字區段表示。 

 
表 4- 7 舊籍保存數量分析表(依區域) 

N=31 
區域 有書 無書 總計 有書比例 
南區 7 3 10 70% 
北區 5 3 8 63% 
中區 3 3 6 50% 
東區 1 5 6 17% 
離島 0 1 1 0% 
全台 16 15 3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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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舊籍保存現況分析 

 
圖書館的主要功能之ㄧ為典藏與保存圖書，然而圖書在現代普遍空間不

足的限制下，舊書往往最終走向淘汰的命運。學校圖書館肩負提供多元知識

的責任，亦是現今 108 課綱多元學習教育環境中的重要角色，館藏各類資源無

論新舊，皆為重要之參考資料，在保存與維護上不可掉以輕心。本節旨在探

討各高中日治時期舊籍保存之現況，共分為四個小節，分別是各校保存之舊

籍數量、語文、出版地及藏書來源，詳細分述如下。 
 
一、 各校保存之日治時期舊籍數量分析 
 
     根據本研究分析的結果，可歸納出各校舊籍保存之數量如表 4- 8 所示，

以書量 50 至 500 冊所佔比例最高，佔 44%；其次為書量 50 冊以下，以及書量

1000 冊以上各有四所學校，各佔 25%；最後為書量 500 至 1000 冊學校所佔比

例最低，只有一所學校，佔 6%。由表 4-8 可以看出，目前仍保有舊籍的學校

大部份藏書量約有 5 百至 1 千冊，而藏書量在五十冊以下及一千冊以上的學校，

各佔有 1/4 的比例。 
表 4- 8 舊籍保存分析表(依書籍保存規模) 

N=16 

舊籍數量 校數 比例 
1~50 4 25% 
51~500 7 44% 
501~1000 1 6% 
1001以上 4 25% 

總計 16 100% 
 

二、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之語文分析 
 

日治初期對中文限制採漸進式，殖民初期尚允許中文書出版，1918 同化

政策，迫使台人在生活習慣和語言逐漸日本化(蔡盛琦，2002)。本研究詢問各

校舊籍語文，以了解當時圖書出版所使用之語文，本題為複選題。根據本研

究分析的結果，可歸納出各校舊籍收藏圖書之語文統計如表 4- 9，本題為複選

題。各校舊籍中以日文書最多，佔 52%；其次為中文書，佔 32%；再來為英文

書，佔 12%；最後則為德文書，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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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舊籍保存分析表(依語文) 
N=16 

語文 校數 百分比 
日文 13 52% 
中文 8 32% 
英文 3 12% 
其他 1 4% 

 
三、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出版地分析 
 

為了解日本殖民時期圖書出版情形，本研究詢問各校舊籍之出版地點，

以了解當時的圖書出版來源地，本題為複選題。根據本研究分析的結果，可

歸納出各校舊籍收藏圖書之出版地統計如表 4- 10舊籍保存分析表(依出版地)。
舊籍之出版地大多為日本，次為臺灣，極少數為大陸，這是受到殖民政策影

響下的必然現象，中文圖書的出版所受到的箝制。其他則還有德國出版的舊

籍。 
表 4- 10 舊籍保存分析表(依出版地) 

N=16 

出版地 日本 臺灣 日台 日英 中台 日中台 
校數 8 2 3 1 1 1 

 
四、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藏書來源分析 
 

為了解各校日治時期圖書之來源，本研究詢問各校舊籍之來源，本題為

複選題。根據本研究分析的結果，可歸納出各校舊籍藏書來源統計如表 4-11，
舊籍來源為購買及贈送的學校各有 3 所，各佔 16%；其餘的 10 所學校，因年

代久遠且歷經人事更迭，舊籍之來源已不可考，佔有比例 68%。藏書來源比較

特別的一所學校，因淹水及遷建原已無舊藏，現今之日治時期舊籍為校友購

買網路拍賣品贈送給學校收藏。 
 

表 4- 11 舊籍保存分析表(依舊籍來源) 
   N=16 

來源 數量 百分比 
購買 3 19% 
贈送 3 19% 
其他 1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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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舊籍典藏與管理現況 

 
本節旨在探討各高中日治時期舊籍之典藏環境與管理情形，共分為五個

小節，分別為日治時期舊籍之分類編目情形、提供閱覽情形、開放借閱狀況、

陳列及保存方式，詳細分述如下。 
 
一、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分類編目情形分析 

 
圖書分類之重要意義與目的，是使圖書資料能夠有系統地組織起來，便

於排架與清點，不僅方便館員管理，對讀者來說亦可以有清楚且方便尋找的

檢索點尋找相關資料。為了解各館舊籍是否提供檢索及利用，是否使用現今

通用之分類法，以提供各類圖書相同的檢索、標示與利用方法，使讀者便利

尋得圖書。本研究詢問各校舊籍之分類編目情形，根據表 4- 12，舊籍未進行

分類編目的學校有 6 所，佔 37.5%；有分類編目的學校有 10 所，佔 62.5%，其

中 9 所學校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僅一校採用日本十進分類法。 
 

表 4- 12 舊籍編目情形分析表 
N=16 

分類編目 校數 分類法 
無 6  

有 10 中圖法

9 
日本十進法

1 
總計 16 

 
二、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提供閱覽情形分析 

 
為瞭解舊籍是否陳列出來提供讀者閱讀，本研究接著詢問這 16 所學校舊

籍提供閱覽之情形。依據              表 4- 13 所示，16 所學校中，無提供

閱覽或僅以限制閱覽方式提供利用，此二種情形各佔 37.5%；開放舊籍提供師

生閱覽的學校只有 4 所，佔 25%。問卷結果顯示，各校仍以加以保護資料的方

式來收藏這些珍貴舊籍。 
 

              表 4- 13 舊籍閱覽情形分析表   
N=16 

閱覽方式 校數 
開放閱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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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閱覽 6 
無提供閱覽 6 

總計 16 
 

三、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開放借閱狀況分析 
 

由於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仍有部份有提供閱覽之情形，為了解各校是否有

提供借閱服務，本研究詢問這 16 所學校舊籍提供借閱之情形。依據表 4- 14 所

示，16 所學校中有 11 所不開放讀者借閱，佔 69%；僅有 5 所學校有開放讀者

借閱舊籍，佔 31%。 
  

表 4- 14 舊籍開放借閱情形分析表 
   N=16 

借閱狀況 校數 

不開放借閱 11 

開放借閱 5 

總計 16 

 
四、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之陳列方式分析 

 
圖書館為保存珍貴文獻的安全，往往不讓讀者直接接觸到資料，常另立

專區或專室存放，但閉架式的借閱制度與陳列方式卻不便讀者利用。本研究

為了解各校日治時期舊籍是否陳列出來提供讀者利用，詢問這 16 所學校陳列

舊籍之情形。依據       表 4- 15所示，16所學校中以設置專室存放為最多，

佔 1/2；其次是設立專區或以其它方式存放；以混合陳列為最少。 
 
此外，日治時期舊籍之陳列方式還有存放於討論室的學校。 

 
       表 4- 15 舊籍陳列方式分析表 

    N=16 
陳列方式 校數  百分比 
專室存放 8 50% 
設立專區 3 19% 
其他 3 19% 

混合陳列 2 12% 
總計 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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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之保存方式分析 

 
年代久遠或書況不佳之舊籍，皆有必要給予特別的典藏環境，設置恆溫

恆濕設備典藏日據時期日文舊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詢問各館舊籍之

保存置放環境。依據表 4- 16 所示，16 所學校中，有 11 所學校將舊籍置放於

一般書櫃中保存為最多數，佔有 69%；其次是置放於溫濕度控制櫃中保存的學

校有 3 所，佔 19%；最後是以其它的方式保存有 3 所學校，佔 12%，保存方式

包括有架式玻璃櫥櫃、在收藏室中以冷氣 24 小時控制溫濕度，以及在倉庫中

存放。 
表 4- 16 舊籍保存方式分析表 

      N=16 
保存方式 校數 百分比 
一般書櫃 11 69% 
溫濕控櫃 3 19% 
其他 2 12% 
總計 16 100% 

 
 

第四節 舊籍利用情形與數位化現況 

 
日文舊籍館藏為珍貴史料資源，可配合高中教育課程綱要，於歷史、地

理及國文等領域學門中相關教學內容結合，提供教師輔助教學使用。本節旨

在探討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之利用與推廣情形，共分為五個小節，分別為日治

時期舊籍之利用與推廣情形、師生知曉日文舊藏情形、舊籍數位化現況、舊

籍未數位化之原因、舊籍數位化經費來源，詳細分述如下。 
 
一、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利用與推廣情形分析 
 

日治時期舊籍由於具有歷史意義及其珍稀性，擁有此類特藏的高中學校

圖書館多將其重門深鎖，一收便是百年，其間無人聞問、知曉與利用。為了

解各校圖書館是否對其保存之舊籍進行應用，本研究續繼詢問各校舊籍之利

用與推廣情形，根據表 4- 17，無利用推廣的學校有 13 所，佔 81%；有進行利

用推廣的學校只有 3 所，分別為中山女中、台中女中及嘉義高中，佔 19%，多

以新生課程介紹及融入課程方式進行推廣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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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7 利用與推廣情形分析表 
       N=16 

利用推廣 校數 百分比 
無 13 81% 
有 3 19% 
總計 16 100% 

 
二、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師生知曉情形分析 

 
圖書館收藏圖籍是為了利用，但珍貴特藏常封存在櫃中無人知曉，因而

少有機會被利用。為了解各百年高中學校師生是否知曉館內收藏有日治時期

之舊籍，本研究詢問 16 所學校之舊籍是否為全校師生所知曉，依據          
表 4- 18 所示，16 所學校中，有 9 所學校師生部份知曉，佔比例 56%；其次有

5 所學校師生不知道有此藏書，佔 31%；僅有 2 所學校因在新生利用教育介紹

或置於圖網首頁推廣而為全校師生知曉，佔 13%。 
 

表 4- 18 師生知曉情形分析表 
N=16 

師生知曉 校數 百分比 
部份 9 56% 
否 5 31% 
是 2 13% 
總計 16 100% 

 
三、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現況分析 

 
圖書舊籍有保存不易導致不敢輕易閱覽流通的特性，為使圖書館的重要

典藏有妥善的保存環境，避免珍貴圖籍因一再翻閱使用造成損傷，並提供讀

者更方便、迅速的檢索利用，將舊籍數位化並進行加值應用服務，是推廣利

用及保護舊籍的良好途徑，亦是未來的趨勢。為了解各百年高中日治時期舊

籍數位化情形，本研究詢問 16 所學校是否進行舊籍之數位化，依據表 4- 19 所

示，16 所學校中有高達 12 所學校未進行舊籍數位化作業，佔 75%；僅 4 所學

校曾在國資圖之協助下進行少量舊籍之數位化作業，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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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 舊籍數位化現況分析表 
      N=16 

數位化情形 校數 百分比 
未數位化 12 75% 
有數位化 4 25% 
總計 16 100% 

 
四、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未數位化原因分析 

 
舊籍數位化可避免原件丟失與損壞的風險，且可便捷而不限時空的檢索，

利於知識及文化的傳播。但圖書館可能因為某些因素或阻礙而未能進行舊籍

館藏之數位化。在了解 16 所學校之數位化情形後，本研究接著詢問這 16 所學

校舊籍未能數位化之原因，期望透過了解舊籍未進行數位化的原因，以做為

日後推動舊籍數位化作業時重要之參考。本題為複選題。根據表 4- 20 所示，

以人力有限及經費不足這二個原因佔最多數，各佔 27%，各有 10 所學校認為

舊籍館藏數位化，有人力不足及經費有限的困難；其次為設備不足，佔 22%；

最後是缺少參考範例，佔 13%；其它的部份則有 11%，包括了不知有書、大多

數書籍風化蛀蝕嚴重，以及無適當館藏政策來配合。 
 

表 4- 20 舊籍未數位化原因分析表 
N=16  

未數位化原因 校數 百分比 
人力有限 10 27% 
經費不足 10 27% 
設備不足 8 22% 

缺少參考範例 5 13% 
其    他 4 11% 

 
五、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經費來源分析 

 
圖書文獻數位化是一項高成本的作業，在此情況下，各館如何進行舊籍

數位化作業是一大考驗，因此本研究繼續詢問曾有進行舊籍數位化的學校其

經費之來源，根據表 4- 21 所示，16 所學校中有 4 所曾進行部份舊籍之數位化，

佔 25%，這 4 所學校皆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進行合作，使用國資圖經費進行

部份舊籍之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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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1 舊籍數位化經費來源分析表 
      N=16 

數位化經費來源 校數 百分比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4 25% 

校友會 0 0 
家長會 0 0 
學校預算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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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結果分析 

 
本章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舊籍保存與利用之過去經歷與未來規劃。本研究

針對創校於日治時期，目前仍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今高

級中學)圖書館主任進行訪談，期能瞭解迄今仍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主要原因、

繼續保存之想法、保存過程遭遇之困難及所需要之幫助，並探討各校舊籍典

藏管理、推廣及利用、輔助教學及數位化現況，以及核心典藏建置之意願及

建議。在訪談進行中，承蒙國家圖書館曾館長鼎力相助各館進行舊籍之數位

化與寄存，本章中將特別說明。本章分為五節來說明問卷與訪談結果，第一

節為舊籍保存之過去與未來；第二節為舊籍保存所遇困難及所需幫助；第三

節為舊籍館藏與教學輔助；第四節為舊籍數位化與推廣利用。 
 

第一節 舊籍保存原因與未來保存意願 

 
圖書館是知識的殿堂，保存大量的文化資產供人使用。資訊是圖書館一

切服務的基礎，不論資訊以何種型態存在，其擁有者都面臨著保存維護的問

題。日治時期高中為當時培育日本人及台人的基礎教育學校，在戰火頻仍及

國民政府接管、天災頻仍等情形下，臺灣的這些中等學校中，仍保存著為數

不少的舊籍。日治時期的圖書出版因受到限制，圖書的種類及數量並不多，

當時之中學校能夠擁有各種類圖書十分的不易，而歷經戰火、天災及人禍能

倖存至今的書更是具有時代意義。從各校所存留的書籍中，多少可看出一些

當時學校發展著重的部份。有些學校沒有保存任何舊籍，有些學校卻擁有為

數不少的舊籍，這些書存在的緣由與未來的發展，與臺灣文獻遺產的保存與

利用息息相關。本研究從各館保存舊籍之原因及未來之方向進行探討，分成

二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 保存舊籍之原因 
 

日治時期至今，由於時間久遠、各館已歷經多次人事更迭，以及相關的

資料並未留傳下來紀錄當初保存原因，因此保存原因大多已無從考證，多是

口耳相傳前任主管及館員之敍述。這些書經歷任主管更迭一直保存至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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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純粹為了保留而保留，還是希望其有利用的價值。以下是綜合受訪主任之

意見，歸納出保存舊籍的原因，描述如下。 
 
(一) 歷史意義 
 

日治時期成立至今的學校，擁有百年悠久的歷史，也多發展出學校特

有的歷史特色，不僅校園内處處都是文化古跡與歷史建築，圖書館中也存

留有珍貴的圖書舊籍，在在見證曾經的歲月與走過的時光。日治時期至今，

許多建築物早已老舊經整修、重建而成嶄新建築，惟有舊書見證著學校的

歷史。 
 

「因為這是學校歷史的一部分，所以會把它一直留存。」(C:13) 

 

主要我覺得是有歷史的意義，讓學生明白說他的歷史是可能往

前一百年，不是只是停在他們現在，不然我會覺得他們對這個

歷史如果沒有感覺就會比較沒有根吧！然後它也可以見證說：

其實以前我們整個搬遷的過程，這個圖書館已經經過從以前到

我們後來蓋新館這樣子，我覺得它有見證了我們某一些歷史啊！

(F:13-14) (F:51-55) 

 

還有就是那也代表我們學校的建校歷史，因為我們學校從日治

時期已經建校了，現在其實校慶的時候，也會邀請日本校友回

來，這些日本校友也逐漸的凋零，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歷史，代

表我們學校走過的這一個時代，也算是校史的一部分。(I:5-7) 

 

原因當然是說，你要如何說你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學校？我覺得

圖書館也是一個學校歷史的縮影啊！那它應該也要被重視，不

然大部分人都覺得圖書館就是借書、還書的地方。 (J:330-331) 

 
(二) 不確定原因，僅是一直收藏不敢丟棄 

 
日治時期舊籍為館藏中年代久遠的老舊圖書，也因為沒有推廣利用，

只是一直收藏著，也因為沒合適的保存設備。因此多是堆放在倉庫裡，時

間久了對書籍的長久保存十分不利。而此間若有人事更動情形未交接清楚，

便會有不知道館內有此珍貴舊藏的情形。 
 

因為是老書放下來，就是一直放著，因為它是日治時代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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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就是擺在那邊你也不敢說把它清掉。原本是裝在箱子裡堆

放在倉庫，目前在獨立的一區小收藏室存放，但因書架不夠用，

亦是堆疊在書架上，時間久了亦是對書籍的長久保存不利。

(B:9-11) 

 

就一直放在圖書館的館內，就我所知是這樣。(D:18) 

 

其實我有稍微問過，那簡單來講應該就是不可考了，就是當初

有留下來就是留下來了，然後也沒有說特別要去珍藏，都沒有。

(E:20-21) 

 

我們一直就放在那時代的檜木書櫃，這些書就是一直都放在那

邊。其實，應該說我們從舊館搬到新館之後，也沒有去動它，

然後就存在那個角落這樣子。然後因為上次你問了之後，我就

想說那我要去找。(F:10-11) 

 
然而若對收藏之書掉以輕心，未能提供合適之存放空間，則隨時可能

因天災人禍而使書遭到傷害甚至損毀，例如台中一中即發生館方將日治時

期舊書放置於新館地下室，不幸遭颱風水災淹沒之情形，十分可惜。 
 

然後我來的時候，剛好前一任主任，他就是在我們圖書館四樓

有一次剛好淹水，然後他就開始去搶救那些紙箱子，才發現說

裡面是日文書。(D:18) 

 

台中一中的狀況就是你知道的，其實是很悲傷的，因為他們放

在地下室，那是一個比較悲傷的故事。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有說：

啊！書沒有位置就放地下室，我說不行，只要遇到一次就……

除非哪些書你是不要了啦! (J:135-136) 

 
因每一任的主管人員對舊籍的看法不同，有些人覺得是珍藏，需要將

之保存下來；但有些人覺得只是破爛不堪的舊書，不需保存。因此曾有發

生書差點被丟掉的情形，還好學校老師將書搶救回來。 
 

我們之前在民國八十幾年那個時候，聽說曾經有想要把這一批

書丟掉，然後都已經搬到校門口了，後來就是有老師發現，又

把他搶救回來。可能有一些書已經不見了。(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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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來自校友的壓力 
 

由於校友們覺得這些舊籍為學校歷史的一部份，更是很多校友的回憶，

故希望校方能繼續將之保存，不應該把它丟掉，或是推出去(捐贈出去)，
因此館方只能先予以放置收存。 
 

「就我所知道，會一直在館內也有來自於校友的壓力，因為他

們會覺得這是學校的、歷史的一部分，不應該把它丟掉，或者

是推出去。所以目前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就只好先把它放

在那裡。」(D:21-23) 

 
(四) 校友及教職員工情感與記憶的連結 
 

由於這些舊籍為當年學生所使用的課外讀物、課本及參考的用書，校

友們對其有著感情，認為這些書是學校歷史的一部份，無論是校方或校內

的教職員工，對曾經在這所學校的所有人來說，這些都是情感連結的地方。 
 

「對我們一些老校友來講，他們其實有時候還是會回來學校來

緬懷一下，這些他們當時用過的這些書。不管對學校來講，對

學校教職員工來講，或是對畢業的校友來講，它都算是一個他

們在情感上有一個連結的地方。」(C:13-15) 

 

我覺得是對於不同時代的人在這個校園裡面生活過的某些痕跡，

某個時代我可能翻到一本書，這本書可能有某些故事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對圖書館來講，那些書也可能，就是書不只是書，

書裡面除了內容以外，其實他也可以做人跟人之間的某些記憶

的連結。我覺得那個對一個學校的記憶或是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其實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就是那就變成一個有故事的事情。

當校友回來的時候，至少有一個地點、或是有一個東西，跟他

是有連結性的。(J:333-335) 

 

舊書應該被看到這樣子，不然太多人都不知道，然後我也會希

望說，我們藉著這樣子的保存，我覺得也是可以讓學生知道。

(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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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史室收藏 
 

時光無法倒流，但歷史的榮耀卻能傳承。由於學校有計劃的整理校史，

不僅將校內原有圖籍文物聚集妥善保存，並且廣邀校友提供相關文物捐贈，

亦自拍賣網站中搜尋相關拍賣品，豐富校史室的收藏。 
 

「本校校史室成立於 2007 年，之前就搜集校內原有收藏及廣邀

校友捐贈回母校，更在網路上搜尋相關拍賣品，匯集成目前的

校史室物品。」(A:2-3) 

 

「因為我們學校本身校史館還算是有規模，會去固定收藏一些

學校的以前的用品。」(C:17) 

 
(六) 圖書館與其他館不同之特色 
 

受訪者表示，日治時期舊籍是圖書館中具有特色的館藏，是屬於這個學

校的記憶，而且並不是所有學校都有這樣的藏書，是與眾不同的館藏資源。 
 

「因為我會覺得說這個是我們圖書館的特色啦! 那這個這麼好

的東西，就是很少人知道蠻可惜的。然後這些寶藏都其實一直

在圖書館，我覺得比較、比較會喚起人們的記憶這樣子。」

(F:55-56) 

 

「就是很難得，因為並不是每個圖書館都會有日治時期的藏

書。」(i:16 ) 

 

「就是說，這個學校或是這個圖書館裡面有怎麼樣的、特色嗎？

或是跟別人不一樣，就特色的部分！那這個我覺得當然牽涉到

對校史或校園的各種東西，我覺得態度是相對一致的啦！」

( j:21-22) 

 
(七) 對學校財產報銷較為保守謹慎 
 

由於學校之有價值財產在進行報廢作業時需特別小心謹慎，因此歷任

的圖書館主管對舊書的汰換及剔除十分的保守謹慎，不會輕易的任意報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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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之前的主任對於舊書的汰換、剔除這個部分，相對來

講是很保守跟謹慎的，所以一直舊書籍他也沒有去做很多的去

整理汰換，畢竟它是財產嘛！會比較謹慎的，那一方面就是說

這些書籍可能歷屆主任也認為他是有價值的，不會輕易任意把

它去做報廢的動作。」(H:39-40) 

 
(八) 舊籍之價值具珍稀性 
 

日治時期圖書因其時代特殊、數量稀少，以及時間久遠多已絶版，故

具有一定程度的珍稀性，擁有收藏的學校多知其價值非凡，不會輕易丟棄。 
 

「我們有那個日本校長來參訪，然後我有帶他們去看。那其中

有一本他覺得、他們就是很驚訝，因為那一本是貴族在唸的，

是天皇在看的。然後作者也是貴族。我們居然有那一本，而且

保存的不錯，他覺得非常的驚訝。」(D:41-43) 

 

「就是因為它是很珍貴的書籍啊！可以拿來當鎮館之寶。」

(G:27) 

 
 

二、 未來繼續保存舊籍之意願 
 

(一) 繼續留在校內永久保存 
 

1. 因 108 課綱會用到，不會輕易將舊籍資料剔除 
 
由於 108 課綱設有校訂必修課程，學校在課程發展時會使用到相關文

史探討資料，故舊籍文獻是館藏未來主要方向之一，校方不會輕易將舊籍

資料剔除。 
 

會啊！因為最主要就是說，最近 108 課綱必須要有校訂必修，

那校訂必修部分，我們學校的校訂必修是跟這一個文史相關的，

是比較走那種基隆學的這個路線，那所以就會有校訂必修的課

程，他是走這個包括我們基隆的這種文史的這種探討，所以這

個部分的文獻相對來講可能變成是我們將來館藏的主要方向之

一，那這個不會輕易的去把它剔除。(H: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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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書的狀況不好，但會一直保存直到損毀為止 

 
校因知舊籍其意義與價值而多有心將之繼續留存，但普遍未能夠提供

良好的保存環境，僅只能收藏堆置而未能積極思考如何利用，可能之後便

因改換主管後有不同看法，因而被忽略隨意堆置使資料加速受損。受訪者

認為若要妥善地續保存下去，是需要有相關的經費支援才能做到。 
 

我們學校目前還是會繼續保存它，雖然說中間有一段時間就是

可能保存的不是很好……在民國七十幾年那個時候，它有一陣

子被當作是那種，可能就是沒有用的圖書……就把它隨意堆置，

對，所以它其實就是保存上有一點點狀況不是很好。(C:6-10) 

 

應該會繼續保存，可是它的紙質已經都有點脆弱，我也不敢亂

動這樣子，可是它如果一直放著可能我覺得就壞掉了！(f:17) 

 

我們當然就有這個責任跟義務，繼續好好的把他保存下去。一

直到他整個，就是毀損為止，盡我們的能力把它珍藏。(I:11) 

 
3. 留給學生去真實感受確實存在過的歷史 

 
舊籍還可以推廣展示出來給學生知曉，使學生能貼近圖書館舊藏，真

實感受到確實存在過的歷史。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角落可以展示這些東西，像我們那個檜木書

架，學生在搬的時候，我就會跟他說這個書架的年代跟你阿公

阿嬤，可能比你阿公阿嬤還老這樣，那他們就會驚呼：喔！這

個！可能八、九十年。我覺得透過那種觸摸老書櫃這種東西，

他們才會有感覺說，喔！原來圖書館還有這種東西。(F:31-35) 

 
4. 希望未來能被後人繼續利用，否則其價值僅只是一個特色而已 

 
也有圖書館主管意識到將這些書一直存留著，到底它的價值應該是什

麼? 始終將書藏而不用，是否失去存書的本意。 
 
會啊！會永久保留！因為，我覺得是對於不同時代的人在這個

校園裡面生活過的某些痕跡。校內曾有過一些討論，因為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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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學校沒有那麼好的典藏空間是不是就送掉這樣，那時候

我不在行政，但是我有表達我的立場說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留，

因為這個就作為學校的一個特色，但特色也會有一個問題，就

是說它特色還是特色，就是它如果沒有被後面的人繼續利用，

其實它只是一個特色而已。(J:107-109) 

 

應該是會繼續保存，對，可是我也在想說，這一批書到底、把

它放在我們的四樓那它的價值應該是什麼?(D:24) 

 
(二) 希望捐給國家級的圖書館 
 

由於舊籍之紙質多已脆化受損，受訪者表示舊書的狀況會日益劣化，

因此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願意收存，並且為書設立一個專區保存，只

要書能繼續為人利用，受訪者覺得放在那裡都是可接受的。  
 

其實校務會議是有討論過說要不要把它捐出去，但是，我記得

那次校務會議最後是沒有通過。若要捐出去就要找到適當的單

位，就是說，如果有國家級的圖書館，像國資圖這樣，可以有

一個專區，能夠願意去收它，今年 100 週年打算把學校相關的

留下移到校史室，不相關的希望可以捐出，若有可保存的單位，

這些書才不會壞掉，但是我在想他還是會有一個終究的壽命，

因為紙的東西到最後還是會脆化，整個就爛掉了，一定是的！ 

(B:13-16)  

 

以紙本的部分不太可能配合活動讓學生去翻閱，因為你知道嘛！

就是對它來講就是損害，所以我們就是覺得說，國家圖書館可

能會比較好的保存這一些書籍，所以我想說看他們願不願意接

收啦！如果國家圖書館願意幫我們收藏，我覺得很棒。我覺得

書它只要就是，就有人願意看啊，我覺得放在哪裡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可以保存下去就好了！(E:30-32,93-95) 

 

應該會繼續永久保存，因為移交下來都是這一些資料啊，但如

果說保存條件不好我就會考慮就是用捐贈的，或是送到市圖，

公立的圖書館。(G:25) 

 
(三) 未來願意提供舊籍書目提供大眾知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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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需要使用典藏在其他圖書館的館藏資料時，所仰賴的是聯合

目錄等方便查詢的書目檢索工具，便利了解可使用的館藏現狀，以進行館

際互借作業(王梅玲等，2016)。日治時期舊籍雖然被前人有心留存下來，

但因多為封存狀態，故無法為眾人知曉利用。受訪者表示受到語文上的限

制，故在編製書目上相當不易，有學校請熟識日文之教師眷屬幫忙完成；

也有請校內熟悉日文之社團成員協助製作；部份學校則只能先置放著待他

日能得到協助予以處理。為此本研究之舊籍總目錄並無法收集到所有學校

之書目資料，僅列出已完成舊籍書目編製學校之圖書目錄(如附錄七)。 
 

可是因為它是日文的，其實我也看不懂……校內也沒有人能幫

忙，所以目前也很難去做什麼處理。(A:31 ; F:77) 

 

因為那個日文我也不太懂，我就直接拍那個封面給你好不

好?(F:115) 

 

困難在於很多是日文，我們也看不懂，它到底在寫些什麼意思，

到底是應該怎麼分類？那還好是我們同事的先生，他有興趣也

有研究，他就有空就會來幫我們，就是一次幾百本，然後先分

類上架，然後稍微幫我們簡單地處理一下，沒有辦法有非常好

的處理，他只有一個人，工作量也是有限。(C:20-22) 

 

第二節 舊籍保存所遇困難及所需幫助 

 
不同的知識要素相結合，經過重新組合後能夠實現創造性新知識，但社

會主流價值上仍是重新輕舊，使得舊籍之保護與利用，和新書相較，明顯的

受到了忽略。本節針對各校在保存舊籍時所遇到之困難與所需要之幫助進行

探討。分為二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 保存舊籍時所遇到之困難 
 

根據受訪者保存舊籍的實際情況，深入探討其在保存舊籍時所碰到的問

題與困境，以下綜合受訪主任的意見，歸納出圖書館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

困境，描述如下。 
 
(一) 書籍損壞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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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中日治時期書籍出版年份多已近百年或更久，紙質風化及蟲蛀情

形嚴重，因此館方不敢輕易翻動並提供利用，深怕對舊籍造成更大的損傷。

各館在保存珍貴舊籍上，是雖然有心卻深感無力的。 
 

其實最大難處在於，它的書皮，或是內頁，其實風化跟蟲蛀就

是非常地嚴重，所以我們也不太敢去多做翻閱的動作，因為越

常去翻它，那個風化的書頁就掉的越多，那其實這個對我們來

講是，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也只能，就是把

它擺在架上，就盡量少去碰它，(C:16-19) 

 

紙本資料容易損壞，不易保存。(A:6) 
 
 

    
圖 5- 1 舊籍嚴重受損情形 

 
(二) 經費不足 
 
由於大部分的公立高中學校的相關經費十分有限，且在經費分配上圖書館常

是分配的末端，導致經費是不足夠的，因此受訪者表示在經費上是困難的。 
 

應該是經費啦！就是沒有那個經費可以去買那個專門典藏這種

書的櫃子。(E:34) 

 

我覺得還是經費！ (F:49) 

 

需要就是經費的支援，因為我們學校，其實大部分公立學校，

應該資本門的經費都很有限，不一定都會到圖書館這裡，而且

很少，學校也未必願意將錢啊！或者是資源啊！設備啊！全部

到圖書館這邊來。(G: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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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存空間環境不佳，沒有專業的設備 
 
舊籍因出版年代久遠，書況不佳，因此保存的空間需要有溫濕度控制設

備，而高中圖書館常因館藏空間不足，又無溫控相關設備，因此多是堆放在

倉庫內或存放於箱中，較好的狀況是放在書架上，但亦無相關的溫濕度控制

設備，因此書籍隨著年月流逝而日益劣化，館方卻無能為力。 
 

主要是空間，就是沒有一個很大的空間，書保存地方可以有溫、

濕度控制，能夠讓它的溫溼度維持統一。 (B:19) 

 

就是空間跟技術的問題。因為空間的話目前就是堆在那邊嘛！

因為我們其實不像大學，那麼多經費，目前也只能讓它吹冷氣。

它可能還會有蟲的問題、紫外線的問題等。(D:31-32) 

 

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用專業的設備的話，它隨著時間久會慢慢

的退化。雖然說它的，應該說它的，就是日治的那些舊籍它的

質料或者是它印刷的那個紙質其實都是無酸紙欸，那比起我們

的那種一般舊書來講，它其實保存狀況是好的多，有一些民國

五十年的那個紙都脆化了，但是它這些紙完全沒有脆化。所以

我在想說既然它本身都用無酸紙，當初在印刷的時候，而且將

近百年前印刷就有這種條件的話，其實只要稍加的，就是好一

點的設備，它就應該就可以放更久。(G:35-37) 

 

就是設備不足吧！因為其實要好好的珍藏這一些舊籍史料需要

很好的設備、防潮，除蟲、恆溫等等有一些比較昂貴的設施需

要去添購，那我們現在其實是很簡陋，只買了幾個防潮櫃，然

後裡面放了一點除蟲片，所以如果政府可以提供我們這些設備

資源當然是很好。(I:15-16) 

 

       
圖 5- 2 各校舊籍置放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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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缺少圖書館專業人員與專門技術的指導 
 

受訪主任認為，由於舊籍的保存是比較專業的部份，因此圖書館應任用

具有專業素養的館員，高中圖書館館員常由一般行政人員擔任，對圖書館相

關需要較專業的部份易有所缺乏。而舊籍之保存與修補需要專業技術跟知能，

因此受訪者認為圖書館需要具專業素養的人員來協助相關修護技術。 
 

技術的問題，就是如果、至少可以在技術上先指導我們說這一

批書可以怎麼樣保存。我所謂的技術上就是說，比如說它的乾

濕度，我們在現行的空間可以怎麼樣來控制它的那個乾濕度的

部分，比如防蛀啊那些。(D:35-36) 

 

修補書其實跟日文與否沒有特別關係，而是修補書就是可能是

圖書館員，或是圖書館裏面要有人需要的技術跟能力。另外一

個難的是日文書不太好修，不只日文，就比較舊的書其實不好

修，例如說你要修，會牽扯到說你要用現在的工法修嗎？還是

要用怎麼樣的去修，然後他以前的膠，你有辦法？譬如說我們

現在的膠其實是那種你用那個機器熱燙他就可以讓書皮好起來，

可是之前的書可不可以這樣弄？不確定，最好不要這樣弄。

(J:278-280) 
 

舊籍保存有一些比較專業的部分，這些專業的部分一方面就是

要我們的人員必須要有比較好的這種專業的素養，我們之前這

麼多屆的圖書館人員方面並不是專業的人員，我們直到大概三

年前才來了第一位是圖書館的專業人員來當我們的館員，她是

本科系的，台大圖資系的，是校友，自己的學生回來這樣子，

那才有開始有比較專業素養的這個圖書人員，所以在舊書的保

存方面，第一個就是他當然要有這種專業素養。(H:46-47) 

 
(五) 土地產權的受限使環境無法改善 

 
由於有些學校的土地產權複雜，校地中有國有財產局的地，也有市政府

的地，還有本身自己的校地，校內建築物的土地產權不完全屬於校方，因此

圖書館在規劃環境改善時就會遇到困境，在建物整修維護時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為產權問題館方無法依所需去進行環境的改善工程。因此只能就蟲害問題

部份進行改善，潮濕漏水的部分，則沒有足夠的經費可以好好的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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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的環境是相當不理想，大家都知道基隆的環境就是潮濕，

那百年的學校，我們學校 93年多啦！以相對來講是老舊，雖然

校舍有過幾次的翻新，但是圖書館這一棟已經將近四十年了，

那一方面建築物的老舊，一方面就是說我們要做維護時受到很

多的限制。比方說因為潮濕，像我們要做一些防水防漏工程，

或者說要上面要蓋鐵皮之類的都會受限，因為在那個年代我們

這個圖書館這一棟建築物座落的這個土地，他的產權是比較複

雜的，有國有財產局的地，也有市政府的地，還有本身自己的

校地，那有些建築法規他是如果你的產權不是你自己的，你就

不能去做比方說蓋那個鐵皮之類的， 那防水防漏的部分就會

有很大的問題。那再像白蟻啊這些，我來接圖書館之後發現舊

書的保存非常的不理想，這個是很擔心的！但是 我來之後已

經請了蟲害公司來做，對白蟻的部分專門做了幾次的處理，但

是潮濕漏水的部分，總務處那邊一直沒有辦法有一個大筆的經

費可以好好的去處理，處理的時候也受限於法規的部分，沒有

辦法做最好的方式，產權不是你的，法規是不允許這樣做。大

家都知道土木工程裡面抓漏其實是最困難、也最辛苦的，這個

都是困境。(H:49-56) 

   
(六) 語文問題 
 

日治時期舊籍中有部份書籍為日文書，因語文關係無法了解其內容，當

克服萬難，將書從封存堆置的箱中取出欲上架排列時，館方若沒有專業人員

協助翻譯辨識，在分類時就會遇到困難。 
 

裡面很多是日文，我們也看不懂它到底在寫些什麼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統一整理出來就是要把它擺在架上，還是要稍微分類

一下，那其實對我們來講，那到底是應該怎麼分類，其實我們

搞不太懂，還好我們同事的先生，他就是對這方面有興趣也有

研究，他就來協助我們學校做了這些事情(分類)，但他就只有

一個人，利用他空閒的時間，有空就會來幫我們稍微整理，可

能就是一次大概幾百本，然後先分類上架，然後幫我們稍微簡

單地處理一下，也沒辦法有非常好的處理，他只有一個人，工

作量也是有限，第二個難處就是在於這個地方。(C: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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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存舊籍時需要之幫助 
 

在了解了各館保存舊籍遭遇之困難後，根據受訪者反應之實際情況，研

究者進一步詢問各館在保存舊籍時最希望得到之幫助。在訪談進行中，多位

受訪者皆表達期望能有國家級圖書館能夠協助舊籍數位化與寄存、捐贈之迫

切需求，因此研究者將各校此項需求反應給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國家圖

書館正進行「南部分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之興建，肩負保存國家文獻典籍

重責大任的曾館長得知各館之困境，概然允諾玉成，立即研擬舊籍數位化及

寄存相關辦法，並編列預算申請經費補助，召開「國家圖書館與百年高中圖

書館合作『舊籍典藏數位化』及『百年學校記憶』」座談會(附錄五)，邀集各

校齊聚國家圖書館討論各校困難與問題，共同參與舊籍合作典藏及數位化計

畫，並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4 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簽約儀式(圖 5-3)，開始進行

「臺灣百年高中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舊籍典藏及數位化計畫」(附錄六)，
本合作計劃共有十五所學校參與，並合作進行「臺灣記憶」各校老照片、檔

案之建置。至此，封存百年之臺灣日治時期舊籍終重見天日，舊籍數位化與

寄存，不僅便於傳播、知曉與利用，還為書找到最適合的家，不再面臨毀損

或消失之危境。 
 

  
圖 5- 3 國家圖書館與合作學校簽約儀式 

 
以下綜合受訪主任的意見，歸納出圖書館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時需要之幫

助，分述如下。 
 
(一) 舊籍數位化 

 
數位化可以提升舊籍文獻資源的保存與維護，並提供便利檢索應用的資

源，受訪者希望能有國家級圖書館予以協助舊籍之數位化，不僅能保護書籍

不受到自然與人為的傷害，更便利檢索與調閱，以及傳播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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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數位化，建立廣大資料庫以利檢索與調閱。(A:7) 

 

這些書政府若重視的話，可以全滙集到某個國家級的圖書館，

設專區分類存放起來，數位化之後，原來的那個書就是看由那

個單位可以收藏起來，因為他變成就不需要借閱了！它就是類

似一個古物這樣子，就看是放在哪個地方比較好收藏，然後那

個空間比較溫濕度稍微控制起來這樣子。(B:25-26) 

 

我覺得需要有國家級的圖書館可以願意幫我們把它弄成數位化，

那如果數位化，其實在閱讀方面，就是都不會損壞書籍，然後

又可以很方便，讓大家可以尋找到資源，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最

大的幫助，因為只要有需要的人就可以直接從那邊(國圖)去找。 

(E:66-69)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電子檔，電子檔可能我們在傳播這些，不

一定是知識，就是傳播，讓孩子，我覺得更容易看到它，也許

我們可以掛在我們的網頁，他們也許看到那個影像他會知道說：

欸！圖書館有這種東西。那也許有些學生也會有慾望就會進來

看一看，然後我覺得透過現在的科技，可以讓他更延續。 

(F:49-51) 

 

希望可由專門圖書館來協助數位化，再利用連結電子書方式使

用，舊籍內容可提供廣大讀者利用，原書仍收存於本館。(I:18) 

 

我們也是希望說國家圖書館有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讓我們

把那些書全部數位化。(G:107) 

 
(二) 寄存的空間 
 

由於經費及空間問題，各校較難提供合適之舊籍保存環境，且重複購置

昂貴的保存設備十分不經濟，因此受訪者表示，若能將書存放在館外的一個

合適的空間，例如：國家圖書館，擁有溫濕度等的環境控制設備，對舊書的

保存來說亦是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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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國家級的圖書館可以有一個專區，能夠願意去收存它，

因為其實放在這裡。真的沒有一個好空間放，書其實就是慢慢

的損壞了！這些書數量很多，目前有 3 千多本，本校沒有這樣

的經費，沒有保存的能力，若一直擺在學校的空間，環境和溫

濕度都不適合，不容易保存，這些書是很老舊的書，久了會損

壞。(B:35-37) 

 

沒有經費買典藏櫃，所以如果可以就送給那個國家圖書館，是

希望有比較合適的地方可以幫忙保存。(E:39) 

 

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其實如果政府要花大筆的錢在每一個學校

裡面，就是添購這一些昂貴的設施，也蠻不經濟實惠的。所以，

如果有專門收藏這一些舊籍史料的地方，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提

供出去，讓政府單位、相關單位來統一收藏。然後去管理，也

不失是一個對舊書很好的一個保存的管道。(I:21-22) 

 

(三) 國家級或大學圖書館的支援 
 

受訪者覺得需要有經驗的人提供經驗、意見與協助，例如可由國家等級

的圖書館，或者是大學等級的圖書館，來提供舊籍數位化相關的協助。受訪

者希望能夠使用大學的一些專業設備，例如古書防潮、乾燥、清潔等設備，

能夠借用處理，成為區域性的互相支援。 
 

然後，我覺得說，希望是國家來支援這樣子。不只是，我覺得

經費是還好，我覺得主要是經驗。或是說政府它有沒有一個系

列的規劃。因為之前我們有年紀比較大的、八十幾歲的校友，

他就是一直在這邊任職，然後他就說可能那時候，也有一些像

這些舊書就是都被淘汰或銷毀這樣子，我覺得我們不能再這樣

子啊！(E:61-63) 

 

我會覺得說我們真的蠻需要有比較有經驗的人，因為館裡只有

我和幹事二個人，沒有資訊服務組，然後，因為我是國文老師，

所以就對於按連結，或者是告訴我們說要怎麼去做比較好這部

份，我覺得我們需要專門的人可能來幫忙啦！對，我覺得就是

術業有專攻。 (F:3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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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學他們有一些設備，一些古書什麼的保存、防潮、乾燥、

什麼設備，那都幾百萬的阿，那我想說有沒有機會我們借用他

們，讓我們那些書處理一下，讓它清洗一下，等於就是區域性

的一個、一個互相的支援，但要怎麼去建立那個互惠機制，不

然其實他們要多一個人力來幫我們處理這件事情。即使你說，

好！你去他們那邊用，那他也要有人操作給你看啊，那他要不

要？除非你說學校跟學校之間有什麼樣的合作機制裡面去談這

個部分。其實在地有些大學資源的某些設備或許可以協助我們

做一些事情。(J:102-106) 

 

當然另外有一個部分是借助於其他人的經驗，所謂的其他人的

經驗就可能是例如國家等級的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跟

國立臺灣圖書館，或者是大學等級，譬如說清華，清華有沒有

在做這一件事情，清華他們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有做過他們

的日文書，他們為什麼做日文書搞不清楚，日文書的目錄嗎？

或是什麼？那他們做到這樣子，好像也沒有進一步去做什麼事

情。(J:230-233) 

 
(四) 需要經費補助購買專業的設備 

 

各校在保存與維護舊籍之經費上皆有不足之情況，無論是改善空間

與購買設備皆需要有足夠的經費，因此受訪者希望能夠得到相關的補助

經費。 

我覺得這個要保存，要把它弄得好好的應該也要有一筆經費啊！

(F:18) 

 

應該是空間與設備，目前僅有防潮櫃、除蟲片，需要溫、濕度

控制空間的設施，希望國教署或中央可補助學校相關經費。

(I:35-36) 

 
(五) 舊籍保存維護相關研習課程 

 
百年舊書因年代久遠多已朽損破碎，需要精心的修復，才能使珍貴圖籍

文獻不致湮沒失傳，但若操作不慎，也可能毀於一旦。百年高中圖書館中有

許多的舊書，隨著時日推移，皆面臨是否保存或報廢的困擾，因此若國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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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單位能統籌予以協助調查，並提供百年小館所需要之舊籍保存維護相關

研習訓練，而非各館各自土法練鋼，由於不清楚正確修補方法與技術，可能

使用錯誤工法而造成舊籍不可逆之損害，造成文獻的受損。 
 

開辦那個研習，讓我們知道說舊籍，比較需要那些保護裝置啊！

設備啊！還有國家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資源，讓我們知道。(G:32) 

 

因為其實我們有想過要不要去把它做古籍修復，因為有些書其

實還算是滿有價值的。但古籍修復沒辦法復原，還原成原來的

樣子，只能讓它維持這樣的樣貌，不要讓它繼續惡化。(C:26-

27) 

 

全臺灣有這樣子的困擾的學校我覺得應該不少。其實可以用調

訓的方式。圖書館員專案，去調訓這些老師。或者是說，他先

填寫問卷，然後普查。然後普查完之後，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調

訓了。那調訓的話，最重要就是要確定他明年度，或是來年度

他還是圖書館的從業的師長！(G:51-52) 

 

另外一個難的是日文書不太好修，欸不只日文，就比較舊的書

其實都不好修，例如說你要修，會牽扯到說你要用現在工法修

嗎？還是要用怎麼樣的去修，然後他以前的膠，譬如說我們現

在的膠其實是那種膠你用那個機器熱燙他就可以讓書皮起來，

可是之前的書可不可以這樣弄，最好不要這樣弄……現在有點

麻煩是我們當時候是用膠布，用透明膠布貼，所以其實都有傷

到書了！所以圖書館館員裏面需要有人有技術跟能力，就是說

修補或是相關技術培力，因為現在大部分受訓研習什麼的其實

都在做閱讀推廣部門比較多。(J:275-278) 

 
(六) 改善百年老校建物專案經費 

 
臺灣位於亞熱帶氣候區且四周環海，具海島型氣候高溫高濕之特性，不

僅多颱風、豪雨，對建築的構材及室內環境也會產生不良的影響，隨著建築

物之使用年限增長，常有牆壁樓板滲漏水造成壁癌之情形，長期下來會加速

鋼筋腐蝕，造成混凝土劣化剝落，進而影響建築物的結構安全(鄭元良等，

2015)。成立於日治時期之學校，校內許多建築物年久失修，老化的樓板滲漏

嚴重，急需進行防水防漏工程，卻申請不到經費可用，此類工程費用動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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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需要有關單位的幫助。 
 

另外就是，就儲存的環境來講，我們是非常急需一筆經費去做

這種漏水啦這些，因為我們有申請過，但是沒有通過，就是國

教署那邊沒有通過我們這一棟大樓的這種漏水工程，那最近其

實是越來越嚴重了！甚至滴水到天花板的那個泡棉都掉下來，

有安全上的疑慮了！但是那一次整個防水防漏工程下來都是好

幾百萬。(H:63-64) 

 
(七) 學校地籍問題需要由中央協助解決 

 
受訪者雖欲改善圖書館之保存舊籍環境，但因學校圖書館地籍一部份為

市政府的商業用地，產權並不屬於學校，校方欲對老舊圖書館建築物進行改

善環境工程或進行重建都是有難度的，學校面臨得設法花錢去購買自己的校

內圖書館用地之情形，對校方來說非常困擾，因此希望中央能夠幫忙處理解

決。 
 

我們學校圖書館的這一棟建築要做改善的話，或者甚至於重建

的話，那地籍的部分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考驗，因為我們牽扯

到的土地的部分比較複雜，有些是國有財產地或是市政府的地，

如果他是一個公有地，那也許可以用透過交換的方式，或透過

什麼樣的方式捐贈或交換。可是我們有一部分地好像是市政府

的商業用地，商業用地按照法規來講它不能夠捐贈跟那個無償

的換地或什麼的，它好像只能夠價購，只能用錢去買，那學校

根本不可能！主計或者說國教署也不會同意我花學校的錢去買

地來去做這樣的事情，那這個可能就需要中央去處理這樣。各

個學校可能對於建築物的那個或多或少方向不太一樣，類似的

問題，就是說比較複雜性的問題這個部分，可能就非常非常要

仰賴中央去幫我們解決，不然就要靠民意代表這樣，去推這些

事情。(H: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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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舊籍館藏應用於輔助教學現況 

 
臺灣的高中職皆規劃有臺灣文史課程，日治時期舊籍做為支援臺灣文史

教學課程的補充教材，不僅可活化教學，提升學生的興趣，從舊文字中發掘

重組而生的新知識，更能擴展深化學術研究之深廣度。因此根據問卷調查的

結果，進一步再訪談詢問圖書館主任，舊籍館藏在教學輔助之現況，以下就

曾進行舊籍利用、無利用舊籍經驗與未來可應用方向三部份進行分析。 
 

一、 曾進行舊籍之利用 
 

(一) 應用於新課綱校訂必修課程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於 108 學年度正式實施，實施前一兩年各校皆已積極投

入相關課程的規劃，學校老師為因應課綱中校訂必修課程授課之需要，已開

始在多元選修課上進行與學校日治時期相關的課程，文史及地理科老師因備

課需要，會到圖書館調閱舊籍，並開設與學校歷史遺跡相關的課程，圖書館

皆會盡力配合提供。 
 

我們現在主要提供給我們校訂必修課程，由文史科的老師去講

授，不管是學校的歷史，或者是在地的文化，還有一些人文的

踏查，包括一些風土民情的探究，那這個部分就是會專門提供

他們，這個社群，有甚麼需求，有需要添購的書籍，或者是需

要去找尋的這些舊書，我們學校都會盡力的去提供他們。他們

有時候會來借那種很舊的書，那一般來說我們流通書都放在一

般的書庫，那我們的這些舊籍都放在密集書庫區，比較放在裡

面，他們有時候也會去到裡面去找一些比較舊的資料提供他們

做為社群的備課啦！因為我們學校是少數還留有那個完整的日

本的神社在校園裡面，有相關的書籍也會有提到，所以他們也

會去了解。最主要的就是那一段時期，歷史、地理老師他們教

學上會用到，特別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108 的校訂必修，其實

已經在多元選修 run 了一兩年了！將來 108 會變成校訂必修，

大概就是會朝這個方向。(H:69-77) 

 
(二) 應用於專題研究課程及融入各科課程 
 

受訪者表示校內有老師帶領人文社會科學實驗班學生進行相關研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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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至館將舊書自箱中拿出整理，並分類上架，但因書櫃不夠用，部份舊籍也

只能堆疉置放在書架上，受訪者表示這對舊籍的長久保存是不利的情形。另

有受訪者表示每年都會有幾個不同科別的老師會應用舊籍融入課程之中，在

新生課程介紹校史時也會使用到，這些資料能幫助學生知道學校的過去。 
 

曾經有過，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實驗班會去找資料做研究這樣

子，這些書原本是裝在箱子裡堆放在倉庫，有一位林淑華老師

為做相關專題論文研究，有找學生從箱中拿出來整理，不只是

名單的整理，當時還有買書櫃按書的內容分類置放。(B:12-14) 

 

有做過相關專題，有二位老師有就圖書館日治時期的老書來做

專題，後來雄中青年有來採訪，但在推廣利用上人手不足，只

有我一個人，還是要數位化會比較好利用。(G:69-70) 

 

我們有二、三個科目他們會融入他們的課程。比如說我們學校

有古蹟、有校史室，我們的美術科、社會科，還有國文科老師

會融入課程，所以每一年有不同老師在做融入。在歷史課程比

對新舊史料、地理課新舊空間與土地利用比對，藝術課程研究

舊建築元件。另外，我們學生在入學新生始業輔導會有闖關活

動，在校史室，因為學校的過去有點複雜，光是八次更名就有

點記不起來，還有四次遷校，從日治時期到現在校名都非常的

冗長、拗口，種種的這一些資料都可以讓學生知道學校的過去。

(A:7-11) 

 

(三) 外界人士利用 
 

受訪者表示有外界人士在進行與日治時期相關之博、碩士論文調查

時，會到學校來希望能夠利用舊籍資料。 
 

另外就是有外界人士要做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在做調查這方面

的，會來這找書。那時他是在找日治時代的女子教育的主題，

那時候他就是去問每一個圖書館說，你們有沒有日本時代的書，

然後有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樣子，然後他就有來這邊看過好

幾次，還有找幾本書去看。 (B:61-63) 

 
二、 沒有相關利用經驗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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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館藏文獻，歷經天災與人禍的摧殘、館舍的搬遷整修等考驗，

因此書況普遍不佳，各校不敢輕易提供使用，因而師生多不知道有此館藏，

且因語文不通而無法利用其內容，因此各校多表示需待舊籍數位化後始能提

供利用。 
 

(一) 書況不好利用易被破壞 
 

館方擔心舊籍書況已是不佳，若再提供利用會有更加被破壞的情形，故

不敢輕易提供出來給師生利用，如此不僅錯失寶貴資訊研究利用的時機，也

失去了藏書的意義，因藏書是為了利用而非觀賞用。在這情況下，前述各館

建議之數位化使舊籍館藏能夠便於利用，是合適的解決方法。 
 

我們沒有欸，因為書籍的狀況非常不好，因為前年的年底，我

們也才剛從倉庫把它整理出來，它的狀況也不好，不太適合再

去讓老師們去翻閱，所以我們就也比較不會建議老師們拿他來

當輔助教學的一部分。但若老師說要來借用，其實我們也不太

會借給他，因為這個書籍如果常常翻的話，它可能破壞性又會

更大，那我們不知道說老師們借回去給學生翻閱，是不是有做

妥當的保管或收藏。(C:36 ) (C:26-29) 

 

沒有，因為書的狀況很糟糕，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好好，好好的

珍藏那些書籍。所以如果可以把它數位化，我們就會把它，就

是說在做報告的時候或是在歷史科，或是可能有相關科目，就

會告訴所有的老師我們有這樣的資源可以去利用它。因為現在

就是很多元啊！然後可能各校也是有想要去了解日治時期的一

些狀態，或是那個時代背景的一些書籍內容，或是狀況，我的

期待是這樣！(E:79-82) 

 

沒有欸，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堆他們會覺得看到都不會想要去翻

這樣子，很舊，然後它其實擺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它就是以前

那種一個一個的木頭玻璃櫃這樣，而且他們還要拉來拉去，要

拉開那個抽屜啊，我想他們意願應該也不怎麼高吧! 但我覺得

對孩子他們，或是包括也對我們，它會是有意義的，它會呼喚

出一些我們其實也可能沒辦法預期的一些成果或是我們覺得美

好的東西。(F: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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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生不知有此方面的館藏，語文也是一個問題 
 

由於館方多未進行推廣利用，因此大部分老師不知道有這些館藏，所以

多未有利用的經驗。師生大多數對於日文不熟悉，因不易找到所需內容而無

法使用，且無法快速自資料中找到需內容或圖表，在利用上是有難度的，故

老師比較不會主動去找這方面的資料應用。 
 

就是教學輔助的經驗比較欠缺，因為大部分老師也不太知道有

這一批館藏，所以尚未有利用的經驗。然後老師他們在課程設

計上面，目前也沒有跟這地方有一些連結或結合，就是像校定

必修，多元選修上面，老師他們的這個課程設計也比較沒有碰

觸到這部份。(i:20-21) 

 

目前還沒有，因為這一批書之前其實都是被閒置的，所以師生

的利用目前是沒有人用欸！(D:46-) 

 
問題是，它裡面都是日文，很多老師也看不懂。(B:91) 

 

我覺得要看是什麼樣的類型欸，就像我、我一直在想的是說因

為這一些日文書、我們到底是要從什麼角度去切入去認識它。

對，如果我們是從、因為我們館藏很多嘛，那如果是從文學的

角度，那可能要有一點日文的基礎吧！而且它好像用的日文聽

說又跟現代的日文好像有些…(D:48-50 ) 

 

在日治時期的史料上來講，其實相對性的圖表，或者是照片，

其實沒有那麼好找，所以其實很多老師比較不會考慮這部份。

(J:71) 

 
(三) 待數位化後才適合開放利用 
 

由於舊籍書況多不佳，且對館方來說珍稀的舊籍如同鎮館之寶，故是否

提供利用感到十分為難，受訪者表示若是數位化後才會考慮開放大家利用。

而未數位化的資料並無法廣被使用者知曉，且與網路上易取易得之資源相比

並不是便於利用的。 
 

如果數位化之後，當然對較需要的人，他也比較方便，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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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實際上跑一趟來，那有些人真的跑來了，那我們到底要不要

讓他看，其實我們也很為難，因為人家都跑來了，不讓他看好

像不通情理，但是就書籍的保存上來講我們又會擔心。(C:66-

67)  

 

沒有欸。因為它實在是太，就是它實在是很、很典藏的一套書

籍，所以我們就把它當成是鎮館之寶在放著，除非是數位化，

因為其實我們行政會報有討論到數位化，就是數位化之後那也

許就可以提供，就是放在學校的首頁，然後讓大家來瀏覽。

(G:65-67 ) 

 

那還會有一個困難，因為這一些東西。他還沒有數位化，然後

也沒有建立資料庫，那老師只能來翻閱，所以在他們利用上面，

或許是跟其他他們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訊，相較之下，其

實是比較不容易利用的。(i:33-34 ) 

 

三、 未來應用方向 
 

(一) 應用於新課綱相關課程 
 

受訪者表示，舊籍資料對高中新課綱之特色課程及專題研究會有幫助，

社會科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及選修課程也會應用到。在科別上，受訪者認為以

歷史、地理等社會科教師可以應用，在藝術課程中亦可以用到。並可視探究

課題與歷史、地理或其他科目適當協作。 
 
這些舊書對新課綱特色課程應有幫助，對社會科老師來說有更

詳細的資料可以參考，可能他要做某些專題的研究，那他可以

不用到處跑，他可以在校內就裡面的一些文獻可以去找一下相

關的主題，對有用過的人應該可以從這些書中找到能做研究的

東西。國文科很少做歷史脈絡的研究，多是主題式當下的研究，

這種歷史性的還是有挑科的。而且語文上也是一個問題。

(B:40-43) 

 

我真的覺得它對那些做歷史專題研究的人，也許可以去補足一

些比較早期他找不到東西。他如果有需要的話，他就可以補調，

不然他可能查不到，或是說可能只能從網路上知道說有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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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不到書的內容。(B:49-50) 

 
現在 108 課綱，會有一些探究與實作的課程，那社會科也有探

究與實作的課程，他就是訂一個主題，引導學生去做這個主題

的探究，去研究它的時代背景，然後去看這個主題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結論，那如果說它剛好有做到這部份(日治時期)，可

能就會有幫助。(C:56-58) 
 

現在新課綱的關係，有老師想要開選修課。(D:46) 

 
(二) 藉由舊籍的輔助，可增進學生學習的欲望，老師的研究方向也會決定資

料之可用度 
 

受訪者認為學生在學習過去的歷史時，常缺少時代真實的感覺，無法激

發學習的欲望，藉由日治時期當時的古舊文物，能給學生歷史真實存在

的感受，舊籍之內容則與老師是否有意願運用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學生在學習的同時，他可以真正的去看到那個年代的東西，激

起一點學習的慾望。不然我覺得他們都沒有歷史的感覺。可能

透過這個，就是日治時期的東西都還在這邊，應該多少會比較

有一點真實的感覺！(F:45-47) 

 
看老師的學養有沒有在這個面向，如果說老師他比較是看期刊

的，就是光看新的期刊，那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較屬於是新領域

的話，其實舊書提供的有限。那如果說老師他研究的是屬於版

本啊、目錄啊，或者是說舊文獻這種典藏跟比較的話，那就會

比較有幫助。(G:85-87 ) 

 

而且他比較老舊了，所以這些素材就是要看有沒有機會，老師

有沒有朝這方面運用的一個方向。(i: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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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舊籍數位化與推廣利用現況 

一般在談到館藏數位化，只會想到單純且不斷重複的作業，將資料全數

轉為數位資料的過程，但這亦是將每一件館藏重新審視並思考價值的極佳機

會(周澍來、梁鴻栩、吳彩鳳，2014)。舊籍之數位化不僅可提供讀者在不使用

原書的情況下進行閱讀，減少調閱翻動過程對書的傷害，達到保護的目的並

且便利檢索與利用，舊籍之數位化同時也讓保存館有機會去重新省視評估舊

籍之各方面情況。而本研究在第四章已透過問卷調查了解各館舊籍館藏數位

化之現況，本節進一步針對舊籍數位化之具體實施情形、需求與建議、推廣

及利用這三個層面進一步探討。 
 
一、 舊籍數位化實施情形 

 
舊籍數位化不僅需要數位科技技術，且建置過程複雜繁瑣，對各校來說

確有其困難之處。研究者訪問仍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圖書館，各校數位化情

形分成尚未進行數位化，以及部份有進行數位化這兩部份，分別詳述如下。 
 

(一) 日治時期舊籍未進行數位化 
 
根據受訪主任的回覆，未能進行數位化之原因如下。 
 
1. 人力、經費、技術是主要問題 
 

受訪者認為包括校史、文物及舊籍的數位化保存是未來的趨勢，是未

來努力的方向，也是必須要做的，但因人力、經費、技術上的問題，都是

十分需要協助的。 
 

我在想我們未來的方向，是要結合我們的舊籍，包括校史的文

物文件的部分，這些其實都要邁向數位化，所以這些舊的書籍

啊！這個舊物啦！這些數位化的保存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就

是校史的那個典藏數位化，包括這些日據時代的這個書籍的數

位化，這個都是我們未來想要做的，未來必須要做的，但這個

部分牽扯到經費啦！人力啦！當然還有一些技術上的需要的協

助，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H:60-62) 

 

如果真的可以，就是把它數位化，但是因為人力和數位化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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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這些都會是問題。(B:22) 

 
2. 無相關法規標準可以做為參考 
 

也有受訪者表示書籍數量眾多，內容不一，有一些可能沒有保存的價

值，而由於數位化所費不貲，因此建議需去評估及判斷舊籍之利用價值來

決定是否數位化，但又不知評估的標準是什麼?無法有一個參考的標準。 
 

是不是每一本書都需要數位化？像那時候國資圖借去掃描的書

他也是去挑選，覺得它真的有一點保存的價值的，那其他那些

沒有保存價值的，我相信大部分也許是屬於這一類，所以我在

想不太有可能有人是把它全部都數位化，因為也許它的成本、

還有實際上是不是會用到，他們都可能會去評估，但是又有一

個問題，評估的標準是什麼？(B:29-31) 

 
(二) 日治時期舊籍曾進行數位化 

 
國資圖曾協助四所高中進行少量舊籍之數位化，這四所學校中只有二所

有將數位化之檔案置於館網，故受訪者表示會優先將已數位化之檔案提供連

結使用。 
 

我現在會先做的部分就是先把我們之前已經給國資圖數位化那

些做連結，所以讓那些說初步被挑，認為是我們學校在中學的

裡面的特色，這是外面的人挑的特色的那些書的已經電子檔的

部分，數位檔的部分可以被看到(j:239-240)。 

 

二、 舊籍數位化之需求與建議 
 

過去古籍文獻的工作著重於維護及修復，隨著數位時代來臨，透過數位

化工作，可使過去典藏的文獻廣為流傳及閱覽，又不至於因使用而危及古籍

的狀態(曾淑賢，2016)。日治時期舊籍由於其稀少且年代久遠，具有學術研究

之價值，圖書館多予以特別的收藏存放，甚至處於長期封存的狀態，沒有編

目也沒有展示，使得讀者無從知曉與利用。若能將舊籍館藏數位化，將更方

便資訊之傳播、共享與分析應用，但若僅是數位化卻無持續而有效的推廣，

僅偶一為之辦理推廣活動，活動結束後便不再有人關注，之後進入學校的師

生便無從得知訊息，則少有師生會知曉學校還有這些資料可利用。故建置核

心典藏，建立明顯連結此舊籍數位典藏的標幟(logo)，將館內有意義之核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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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予以形象化，使後來的師生也能持續的知曉與利用。並且語文翻譯及文字

辨識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需要持續的完成翻譯及辨識這部份工作，舊籍之

數位化才有意義。 
 
(一) 需要國家級圖書館協助數位化後開放分享共用 

 
由於各館之經費、人力之不足，在執行舊籍數位化作業上力有未逮，

因此皆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予以協助舊籍之數位化作業，並且協助修

復受損之舊籍，使之能夠便利使用及傳播，且能保護原書不受到損傷。也

有受者表示希望能有一個平台，大家可以上傳各校相關圖籍資訊，成為一

個公開分享的資源。 
 
如果可以的話，就整個把它數位化是最好，數位化之後提供出

來給大家參考，這樣子就讓大家都可以查得到，也不會說這本

一定要來這裡翻，否則到底有多少人會知道有這些書? (B:51-53) 

 

如果有數位化我覺得就會相對來講，是比較好的一個方法，比

較不會碰到紙本的部分，實際上我們翻閱真的是不建議啦！如

果由國家級的圖書館出面來做這件事，相對他們的人力上，然

後在處理的過程上的精細度，可能也會好一點，就比起我們校

內自己來做，應該會好很多。(C:51- 53 ) 

 

因為我們學校不可能有那個經費，也不可能有那個人才可以把

它數位化，或是把書籍修復，如果有國家級的圖書館可以幫我

們把它數位化，可以幫我們弄連結之類這樣子，因為我們學校

可能有的只有資訊老師！然後看怎麼樣在我們資訊老師的，他

的能力範圍之內，然後去把它做建置這樣。舊書數位化之後它

其實可以散播的更廣泛，它其實就是也可以做很多的分享啊！

(E:69-71) 

 

那這部份我們要如何把它展示出來，可不可能說像有國家圖書

館會不會有一個從我們點到那邊，不用再透過各個學校，就是

欸可能國圖那邊可以有一個像百年圖書館這樣子(平台)，那我

們點進去裡面很多(資料)，變成它是一個公開的資源。然後也

許我點了這個書之後，可能台南一中有，我是不是就也可以到

那邊去看一看，就是說，開放給所有的人，他們也可以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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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書館，如果我們有的話。(F:85-88 ) 

 

希望可以由專門圖書館來協助數位化，再利用連結電子書方式

使用，舊籍內容可以提供廣大讀者利用，原書仍收存於館內。

(i:18 ) 

 
(二) 需要專業的人士協助及相關標準之參考 

 
舊籍屬於珍貴之古舊圖籍，舊籍數位典藏具有專業度的作業標準需求，

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會破壞珍貴的圖籍，不宜交由校內學生或工作人員幫

忙以一般性掃描方式完成，且因舊籍數量不少，校內無論在人力或時間上

皆無法勝任，因此需要有專業的人士協助，以及相關的標準可以參考。 
 
因為如果說校內自己做數位典藏，就是掃描這部份，其實我們

不太敢做，第一個在處理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沒辦法那麼的保

證說，我們沒有去破壞到這本書，對，那第二個問題是因為他

量大，太多書了！……沒辦法去快速的把這些東西掃完，我們

也比較擔心說，在做的過程中是不是會有破壞，這些日文書籍

其實它的狀態都已經不好了，那我們不可能交給學生來幫忙做，

只好我們自己來做，那自己來做的話，嗯，第一個是時間上的

問題，再來，其實，說實在我們自己本身也不是這種古籍的專

業，就是對待這些珍貴古書籍的處理上，不知道要怎麼去做？

(C:96-100) 

 
(三) 數位化需同時整合軟體進行文字辨識，便於搜尋內容並分析比對 

 
受訪者表示掃瞄後的文字只是圖片，從資訊利用的角度來看，圖片只

是由一堆顏色所構成，因此電腦無法去辨識文字內容。若能藉助功能強大

的文字辨識軟體，幫忙把圖片上的文字抓出來，辨識出它是什麼文字並建

檔，便可提供搜尋使用，它就變成是存在網頁上的一個文字檔，可以提供

使用者去搜尋。如果內文沒辦法全部做到文字辨識，那至少目錄可以做到

文字辨識。 
 
若能數位化將能使保存更完整，檢索更方便，甚至可以整合軟

體加以分析比對。舊籍經掃瞄後僅能成為圖檔，或 PDF 檔，故

僅只是將其電子化，那後端的使用呢？如果只是編輯、美化，

那也只是在網頁上，只是圖檔，我希望裡面的素材是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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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檢索的到的。比如說要找日據時代的一門課，比如說：

女紅課、裁縫或是修身課等的內容，那就可以跟現在的公民與

道德做比較了。不然我們所謂的 e 化，只是一直掃瞄，把文獻

做一個 e 化的存檔而己，無法擷取裡面的資料，(A:7-10) 

 

第希望這些書能夠數位化，然後數位化的時候，最好可以做到

比較精細一點，如果裡面的內容有辦法做文字辨識，可以提供

快速搜尋的功能讓使用者去做搜尋它，它的完整性就會好很多，

這樣當然是最好的，但我知道製作這個功能花費的金錢比較不

少，因為後製作業非常繁瑣…我們還是希望它有像電子書的功

能，可以不用讓使用者一頁一頁去看。如果內文沒辦法全部做

到文字辨識，那至少目錄可以做到文字辨識。我可以找到目錄

上有相關的資料，我就去翻到那一頁就好，但是這個還是不完

整的，連內文都一起把它做文字辨識，那就最快了，我就直接

搜尋就可以找到，哪些是符合我要的 keyword，然後我就是去

那幾頁看(C:73-85 )   

 
(四) 建議設立一個篩選保存舊書的平台 
 
受訪者表示隨著時光的推移，漸漸的一些舊書也會成為百年舊籍，因此希

望能有一個長遠的保存的計畫，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可以建立篩選舊

書的平台，當各收藏館有需求時能夠隨時輸入進行篩選，將符合條件的書

自動篩選出以進行數位化保存。 
 

應該要有專責的部門，是來收書或者是說來理書啊這一些，確

定那一些可以保存，哪一些就是不用保存、可以報廢。如果有

那種訓練，而且他是年度的、固定的訓練機制的話，應該會好

一點。因為隨著時間的久遠，民國，應該說現在民國百年嘛！

那接下來就是民國九十年、九十一年、九十二年……他就會開

始都是有百年的這種書陸續陸陸續續的出現啊！所以它應該是

一種長遠的一種保存的計畫，而不只限於日治時代的舊籍啊！ 

就是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啊！它可以有一個網站，然後可

以讓我們能夠隨時輸入。譬如說這書已經到百年啦！或是說年

份已經到了！那個資料，那我們隨時可以 key in 上去啊！就是

key in，然後各校舊書就可以建檔。那 key in 的同時啊，然後接

下來有選擇，就是接下來有按鍵，可以選擇入館、選擇在館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

116  

存、選擇送入國圖保存數位化後送入國圖保存或者是說數位化

之後，國圖代為保存、代為典藏，那等學校保存條件好一點之

後再、就是再歸還學校。(G:51-56；G:117-120 ) 

 
三、 對建立核心典藏將舊籍特藏形象化以利知曉及推廣利用之看法 
 

現今網路科技發達，知識傳播的型態改變，現代圖書館首要基礎工作便

是發展典藏數位化，讓具有核心價值的典藏得以永久保存、便於管理、增進

知識推廣，以及加值應用(余國瑛，2008)。數位化的成果，需經由更有效的推

廣，才能對社會造成更深遠的影響，透過數位化的成果，圖書館帶領讀者穿

梭古今，成為見證臺灣記憶的入口(陳雪華，2013)。數位化後之舊籍館藏需要

更有效率的推廣方式，透過建置核心典藏將舊籍特藏予以形象化，將使其不

會進入另一種形式的封存狀態，因此研究者就建置數位式核心典藏之情形，

詢問有意願將舊籍館藏數位化之受訪者，對於建置核心典藏之意願及建議。 
 

是的，但需要人力與技術的支援。(A:10) 

 

我覺得核心典藏的想法蠻不錯的！我覺得其實每個圖書館都應

該要有它的特色，比如說我們是女子學校，也許我們可以主要

收集就是跟女子教育有關的東西。那就不管是什麼，只要是跟

女子教育有關的東西我們都能夠收藏好，讓這些書籍的廣度跟

深度可以很多。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女子教育的書，比如說家政，

當時候的家政，還有當時候的品德教育，裡面就是日本人對女

生的特別的，那些規範、那些教育，是怎麼樣去教導那些女生

這樣子，像這些書也許就優先把它掃描起來。(B:43-46) 

 

我們學校可能只有資訊老師，就他的能力範圍之內，然後去把

它(核心典藏)做建置這樣！我就覺得說，因為包括有沒有展示

過，或是對這一些書籍有沒有做過任何可能有"教育意義"的動

作。我有問過，就發現我們學校真的就是把它放著。(E:56-58) 

 

我們如果人力啊、設備夠的話，我們其實早在那時候上上任的

老師，多年前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想法了！(G:95) 

 

這個跟我們現在那個國資圖給我們的(檔案)，我們有放連結，

就是書名 跟連結這樣。我們現在圖書館也有這個啊！(D: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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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綜整討論 

 
本章綜合整理臺灣日治時期成立之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保存與

利用的問券調查與訪談結果，主要分為七節，第一部份為舊籍保存之過去、

現在與未來；第二部分是舊籍典藏環境與管理現況；第三部份是就各館舊籍

保存時所遇之困難及所需之幫助加以說明；第四部份為舊籍與輔助教學，分

別就曾利用舊籍進行輔助教學、未曾有過舊籍輔助教學經驗，以及舊籍輔助

教學未來應用三部份來進行說明。第五部份為舊籍數位化推廣利用。第六部

分是圖書館主任對舊籍保存與利用的看法；第七部分為各校圖書館人員之現

況與問題。 
 

第一節 舊籍保存之現況 

 
(二) 舊籍保存緣由 
 

舊籍是具有歷史意義與特色的學校財產，無論是校內教職員或校友皆十

分的重視。以下歸納至今仍保存舊籍之圖書館，持續保存舊籍之原因。 
 
(1) 具有歷史特殊意義，一直收藏至今。 
(2) 校友視為重要資料，要求校史室收藏保存。 
(3) 教職員生情感與記憶的連結。 
(4) 圖書館與其他館不同之特色。 
(5) 舊籍為學校的財產，不會輕易報銷。 
(6) 舊籍為具有價值之珍稀性文獻。 
(7) 讓現代學生因舊籍而真實感受到確實存在過的臺灣歷史。 

 
基於以上原因，各校舊籍被收藏在圖書館或校史室中不敢輕易丟棄，因

此一直收藏至今。日治時期舊籍為具有歷史意義之珍稀性文獻，紙質多因年

代久遠而受損，各校不敢輕易提供展示翻閱，且因舊籍之語文多為日文，一

般讀者不能了解其內容，這些因素使得利用情形幾乎為零。高中圖書館空間

有限，這些珍貴舊籍因為不開放流通，也無適當保存設備，因此多是封存在

空氣不流通、溫濕度惡劣之倉庫中不見天日；或被置放在地下室等空間而遭

毀損；且年代久遠人事幾經更迭，當主事者之看法不同，便可能輕忽其價值

而將之丟棄，導致許多珍貴資料已不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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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一直保存著舊籍，因其有存在意義與價值，既保存就應是為了未來

可利用，現今卻只存而不用，且多不聞不問，舊籍日益損壞，失去一代傳一

代的意義。最後面臨主管想法不同時，便可能因破舊而被丟棄。因此當務之

急應該及時數位化，便於檢索利用與傳播，並加以妥善保存與維護，盡力保

存文化資產。 
 
(三) 舊籍保存之現況 
 
(1) 仍保存舊籍與未保存舊籍之學校比例各半 
 

日治時期成立至今之 31 所公立高中，有 16 所仍保存有日治時期舊籍，15
所學校已無保存。研究顯示，仍保存有書之學校，冊數較多者集中在 1914 年

至 1924 年成立之學校，1940 年後成立之學校收藏冊數較少。有部份學校原有

日治時期之日文書籍，但書已捐贈給國家級圖書館，僅留存日治時期中文圖

書。部份學校則全數捐出，未留存日治時期圖書。 
 
(2) 多數學校未保存舊籍的原因已不可考，部份學校則因淹水、捐出、遷校、

淘汰等因素未能保存舊籍。 
 

由於歷年來已更換多位圖書館主任，大多數圖書館主任對館內藏有之日

治時期舊籍了解度不高，對館內是否有藏書或未收藏舊籍之原因多不確定，

因此各高中圖書館沒有收藏日治時期舊籍的原因多已不可考，受訪者僅能根

據詢問資深教職員得知之訊息，推論未能保存舊籍之可能原因。根據調查顯

示，圖書館未收存舊籍之原因各校不一，有些因將書置於地下室遇颱風淹水

毀損，如台中一中、馬公高中；有些已將舊書全數捐出，如北一女中、成功

高中；另有因遷校之故未能保存舊籍，如：台中二中因 1945 年戰後未在原校

址復校，而未能收藏舊籍。此外，比較特別的情況是館方並不知館內有此舊

藏，如：建國中學、台南女中及虎尾高中，當研究者第一次去電詢問是否有

舊籍時經答覆已無舊藏，但研究者查檢圖書館公用目錄發現有舊籍書目並去

電追問後，終在倉庫或紙箱中找到 7 本到 186 本的舊書，此情況可能與人事更

迭時未能詳實交接有關。由於百年老校館舍多已老舊，在經歷多次整修、改

建或遷館時會將舊籍淘汰，例如建國高中、台東高中、宜蘭高中，只存留較

新出版之圖書，殊為可惜，若在新館中能規劃展示部份古舊圖籍，不僅能讓

師生親證曾經存在的學校歷史，也會是極具時代意義之館藏特色。 
 

(3) 臺灣各區域中以南部地區學校較多保存有舊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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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各地理區中，仍保存有日治時期舊籍的學校以南部地區校數較多，

且各校保存之舊籍數量也較多；其次為北部地區學校，保存舊籍的學校比例

雖為第二，但保存之舊籍數量明顯的比南區學校要少很多；比較特別的是排

名第三的中部地區，雖中部地區其他學校較少有藏書形，但其中的台中女中，

其藏書量卻居各區、各校之冠，總共有 3千 6百餘冊。據台中女中林淑華(2016)
老師帶領學生的研究報告指出，臺中女中位於中部政經中心，又是日人所就

讀的學校，所以在資源分配上較吃香，學校也有更多經費購置書籍(林淑華，

2016)，她也分析了同樣成立於 1919 年的中女與彰女二所學校在 1938 年的圖

書目錄，顯示臺中女中當時約有 3,000 本的書籍，而彰化女中只有 1,281 冊圖

書，可能與日治時期，臺人與日人教育資源的分配不均有關。此外，中區其

他的學校則藏書不到 50 冊或已無藏書，也可能是上述之原因使得藏書量不多。

在東部地區 6 所學校中僅花女存有不到 1 百本的舊書，其他學校並無存書。 
 
(4) 各校舊籍藏書量不多且數量差距大 
 

目前還有保存舊籍的學校大部份藏書量並不多，且數量呈現較大的差距

情形，調查顯示，目前 16 所仍保存舊籍之學校中，舊籍數量大多集中在 50 至

500 冊之間，再來為書量 1000 冊以上學校及書量 50 冊以下學校各佔 1/4，調查

顯示，各校書量差距頗大。研究者在邀訪電話詢問中得知，無保存舊籍的學

校圖書館大多經過改建、重建或遷校，而因年代久遠且人事更迭，未存留書

之原因已不可考，但各校圖書館主任多推論在此過程中可能因此而淘汰或丟

失了舊書，各書量不高的學校原因可能與此最有關。此外，各校圖書館雖多

有搬遷改建情形，但保留舊籍狀況卻有極大差異，例如台中女中圖書館，林

淑華(2016)指出，台中女中雖經過多次搬遷，但中女始終善加保存此批舊籍，

惟因人力不足只能暫時封存於倉庫中(林淑華，2016)。但也有學校圖書館歷經

搬遷改建，現今館內並無留存日治時期舊籍，雖曾走過那個年代，但沒有留

下任何當時的圖書資料。有些學校則是保存之數量十分稀少。 
 
(5) 舊籍數量未因學校成立年代久遠而保存冊數愈多 
 

由調查結果顯示，日治時期舊籍保存數量未因成立年代愈久遠而冊數愈

多，反而成立最早之學校，並未呈現保存冊數愈多之情形，例如成立年代最

早之中山女中(西元 1897)、建國高中(1898)與北一女中(1904)三校，比起台南

二中(1914)至少早成立 10 年，前述三校擁書數量皆不到 50 本，但新竹高中、

台南二中、台中女中卻保存 1 千至 3 千餘冊的舊籍。 
 
根據林慶弧(2014)的研究指出，臺灣日治初期日本當局在政局穩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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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設立學校提供台人接受近代教育，卻因擔憂臺灣人民經由教育而受到過多

思想啟迪，造成統治者的困擾，而有未重視教育品質之情形(林慶弧，2014)。
在 1910 年以前，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尚未穩定，這時的中學校都位於總督治所

在。在 1910 和 1920 年代，始持續穩定的建立新的中學，擴展到台南、台中和

新竹與高雄等地(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1996)。而日人來台初期之小學校

及中學校(1898 年設立)的入學率並不高，方言眾多，教學設備也不佳(曾蕙雯，

1999)。 
 
因此依據本研究各校圖書收藏數量數據顯示，1910 年前成立之三所高中

學校藏書量，明顯不如 1910 至 1920 年成立之高中學校，此情形可能與日本政

府殖民初期政局未穩，擔憂教育促進人民之意識覺醒，造成統治上之困擾，

而未能提供大量之圖書避免過度開啟民智，反而造成競爭與對立關係，妨害

日本的殖民利益。 
 
(6) 各校保存之日治時期舊籍以日文書最多 
 

日文是殖民教育所使用的語言，受到當局的強力支持，以達成改變臺灣

人為日本人的目的(吳文星，1987)。研究調查發現，各校日治時期舊籍有日文、

中文、英文及德文書，其中以日文書居多，在調查中約佔了 1/2 左右，再來才

是中文書，約佔 1/3，可得見當時高中學校的圖書以日文書為主，中文書為次

之，其他語文的書相對較為少見。日治時期從初期的漸進式同化教育，到為

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而施行的差別教育政策，及至後期的同化政策，日本人

以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廣日文及日語的使用，使臺灣人閱讀中文的機會

越來越少，從當時高中學校的藏書便可見一斑。 
 
(7) 各校保存之日治時期舊籍出版地以日本出版最多 
 

日治時期臺灣受到殖民政策的影響，日本政府積極推廣日語教育，漢字

的使用受到限制，中文圖書的出版也受到箝制，圖書的種類及數量並不多，

在技術上也受限於印刷設備的中文字體缺乏，此時臺灣人所閱讀的圖書，日

文方面由日本進口，中文圖書仍是在大陸出版印刷為多(蔡盛琦，2002；2003)。
據研究調查顯示，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出版地以日本出版為最多，由於日本殖

民政治對漢文的壓抑，使臺灣的出版品受到法令、語言等各方面的限制，中

文書的出版僅佔當時出版品少部分。 
 
(8) 各校保存之日治時期舊籍來源多已不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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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至今已經歷百年，不僅年代十分久遠使得書籍保存不易，各校

主管人員更是歷經多次人事更迭，當年圖書的保存與淘汰，皆未有文字詳實

的紀錄，因此現今的主管人員多已不知館藏舊籍之來源。當年確實有財產登

記為購買的學校不多，此外，有少部份學校舊籍來源得自於贈與，另有學校

為校友出資在網路上購得日治時期舊籍後捐贈給學校典藏，例如中山女中。 
 
(四) 舊籍保存之未來 
 

由於舊籍其具有之歷史意義與參考價值，各校多數仍希望能夠保留在校

內提供師生未來能夠利用，但因保存狀況不佳，多數皆已破損不堪使用，急

需修補維護並數位化以便於檢索與利用，但各校卻無足夠的經費與人力來進

行相關作業，故希望能有國家級圖書館能夠予以協助完成。此外，也有受訪

者表示因無能力繼續保存維護，願意捐給市立或國立圖書館，讓舊籍能有更

好的保存空間與環境。以下歸納各校對舊籍未來看法。 
 
(1) 繼續留在校內提供師生課程利用 

 
本次訪談中有幾所學校表示，由於 108 課綱設有校訂必修課程，學校在課

程發展時會使用到日治時期相關的文史探討資料，故舊籍文獻成為館藏發展

未來的方向之一。此外，新課綱中社會科亦規劃有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目的

為進一步深化及加廣各領域科目的知識吸收，有利於銜接下一階段大專校院

的學習。舊籍文獻內容為臺灣歷史文化之紀錄，正合適學生在學習時，既深

且廣的去探究與研究，相信對臺灣學研究必能有所助益。 
 
(2) 希望國家級圖書館能支援舊籍之數位化 

 
舊籍因其所具之意義與價值，各校多有意將之繼續永久保存，但因其年

代久遠，紙質已脆化不堪輕易翻動，無法有效利用，但這些書若僅是收藏而

不給後人利用，則充其量只能算是館藏的一個特色而己，故各校皆希望能有

機會予以數位化以利保存及利用。但因學校之經費及人力有限，如需數位化

需要有足夠之經費，以及古籍數位化相關專業人員之協助，否則如因不諳相

關專門技術，反而對文獻造成更多傷害。故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能支援

舊籍數位化作業。 
 

(3) 無法提供適當保存環境，希望國家級圖書館能夠代為保存 
 
由於舊籍出版年代久遠，書籍狀況普遍不佳，而學校圖書館在保存舊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

122  

之環境及設備上，卻因經費不足而無能力改善，因此圖書館雖然有意願保存

舊籍，但卻無法提供合適的保存環境，因此希望國家級的圖書館，願意設立

專區代為收藏，否則百年老書一直置放在不適當的環境空間，只會逐年地益

加損壞。館方認為國家級圖書館能夠提供較為合適之環境妥善保存舊籍，以

能繼續延續舊籍之生命，但不確定其是否願意接收。 
 

第二節 舊籍典藏與管理 

 
(一) 日治時期舊籍大多使用中國圖書分類法進行分類編目 
 

由於日治時期舊籍之珍稀性及、對日文字的不認識，以及不知有此館藏，

使得利用者十分稀少，各校多是將之封存在箱內或專櫃收藏起來不提供利用。

因此本研究續問各校之舊籍是否有編目，可以了解是否提供查檢及利用。調

查顯示，日治時期舊籍多使用中國圖書分類法進行分類編目，由於不熟識日

文，以及相對於慣用之中圖法，和漢及十進法不熟悉也不常用。例如台中女

中因舊籍冊數較多，又無專業人員協助辨識日文進行分類，故分編時參考以

日本國家圖書館已有書之類號，故採用十進分類法(林淑華，2016)，否則圖書

無法上架排放，只能堆置箱中。高雄高中和台南女中則因不識日文而無法編

目(訪談+問卷文字)，只能暫置箱中或校史室。 
 
(二) 大部份學校之日治時期舊籍無提供閱覽或採限制閱覽 
 

日治時期舊籍因其珍稀性及紙質易脆化之問題，多需要特別的收藏，但

若未能適當的公開展示或在館網上提供圖標(icon)宣傳，則一般讀者很難發現

館內收藏有此類館藏。因此研究者詢問各館提供閱覽情形，以了解舊籍是否

有被看見而可資利用。研究顯示，大部份學校完全無供閱覽，或是採取限制

閱覽的方式，原因多因館方無人識日文而未編目封存箱中，或因前任館長未

交接清楚,因而不知館內有此收藏而一放多年無人聞問。另外，因舊籍十分破

舊易碎裂，平時不輕易將之展現於人前，採取密閉式收存管理，以申請方式

閱覽。 
 
(三)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多受損嚴重，大多不開放讀者借閱 
 

舊籍之利用目前多為實地至館借閱方式，提供師生翻閱與借閱。只有有

二所學校(嘉義高中、台南二中)將少數國資圖協助數位化之舊籍電子書置放館

網，可在網路上點選觀看。日治時期舊籍因年代已久遠，紙質多已黃化、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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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受潮霉變或有蟲蛀，不堪輕易翻動與借調，故極少提供開放借閱。本研

究發現，大多數的學校皆未開放讀者借閱舊籍，或為申請制提供借閱，僅有

少數學校，或因不知館內有舊籍，或因未意識到其珍貴性，而仍將其置放於

一般無溫濕控制功能的開架書櫃上，因此舊籍仍處在開放流通的狀態。此外，

有二校因研究者查得館網有書再次去電請求找書才發現有目無書，或書目年

代錯誤等情形。 
 
(四)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以設置專室存放為最多，被關注與保護的程度大有差異 
 

日治時期舊籍因年代久遠，紙張產生酸化現象，導致紙材脆化，往往禁

不起翻閱而破損。因此存放空間應注意保持恆溫恆濕，防盜、防火等安全設

施亦需完善，因此最好的保存維護方式是設置舊籍專門閱覽室，但需留意空

間是否開放讀者進入或配合推廣展示，否則亦是無人能知曉利用，因陳列方

式關乎讀者是否看的見。 
 

現今高中學校普遍因經費不足的問題，大多數的圖書館都不重視亦無能

力改善舊籍書庫的存放條件，多將舊籍封存於倉庫等較少利用的空間，亦沒

有配置除濕及通風設備，有些圖書館為老舊建築，牆面滲漏導致的潮濕問題

也得不到及時解決。此外，地下室空間易有水淹之虞，十分的不適合存放珍

貴的舊籍特藏，例如台中一中，即因校方將 3 千餘冊日治時期舊籍置放於新館

地下室，而被颱風水淹全數泡水損失嚴重，雖緊急求助於台文館將之冷凍待

修復，但歷經多年仍是無法挽回。 
 

現今之高中圖書館空間及經費有限，未皆能夠設置符合標準之專門典藏

空間。據調查顯示，多數學校有設立專室來陳列舊籍，其他或另闢專區陳列，

或與一般書混合陳列，但也有被置放討論室或倉庫中的情形，顯示舊籍在各

校被關注與保護的程度大有差異。 
 

  
圖 6- 1 台南二中(左)及新竹女中(右)專室專櫃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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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校日治時期舊籍多置放在一般書櫃中保存 
 

日治時期舊籍出版年代迄今多已逾百年，書況普遍不佳，有關舊籍的維

護，必須特別的謹慎。溫濕度不適當會使圖書文獻受到損壞，也會增強光、

蟲、塵、黴等的擴散度和生長力，加劇破壞率(尹會紅，2015)。臺灣高溫濕熱

的環境下，舊籍常無法妥善地保存，十分需要合宜的典藏環境。只有在保護

舊籍的基礎上，才能談及對舊籍進行最大程度的開發與利用，但臺灣地區高

中學校圖書館通常因為經費有限，雖知書之珍貴但卻無力改善舊籍書庫存放

條件，大多數學校只能將書存放在一般書櫃之中(如圖 6- 1 錯誤! 找不到參照

來源。)，極少有學校能設置適合舊籍典藏之相關設備，因此這些逃過天災人

禍倖存至今的書，無論晴雨或是嚴寒酷暑，仍需繼續的與環境中的有害因子

對抗共處，而這些形同永久封存於條件惡劣環境下的珍貴舊籍，不知何時才

能夠再度重見天日，當年在如此艱困環境下仍能克服萬難的出版，且歷經如

政治、戰亂、水火災等「書厄」仍能存留至今的圖書，必定有它存在的意義。

時間長河不停流逝，隨著年代愈來愈久遠，書籍的狀況只會愈來愈老舊，如

何才能將舊籍之內容做最佳的展現，讓後代人知曉並予以活化推廣利用，實

是需要吾人用心以對，且是刻不容緩的事。 
     

第三節 舊籍保存困境與需求 

 
百年高中圖書館之日治時期舊籍，由於其出版年代久遠，且無適當保存

環境，紙質隨著時間日益脆化，在保存與推廣利用上皆有其困難之處，目前

各校之舊籍不僅損壞情形嚴重，且因各館空間、保存維護設備與經費皆嚴重

不足，舊籍尚需面對可能被報廢丟棄或堆置在不適當地點的風險，無法控制

的天災與人禍因素，更可能使舊籍一夕之間毀損或逐漸消失。此外，語文不

通使得舊籍之閱讀受到阻隔，不易為一般人使用，因此需要有圖書館專業人

員的有心推廣，並且將舊籍予以數位化保存，便利檢索與推廣利用，才能讓

舊籍有被大眾知曉並利用的可能。因此無論在保存、維護或推廣利用上，圖

書館之舊籍皆面臨許多困難或問題，以及需要各項的幫助。以下就舊籍保存

所遇困難與所需幫助，歸納以下結論探究之。 
 
一、 舊籍保存所遇困難 
 

(一) 保存環境不佳，使紙質劣化因而不敢翻動利用 
 

日治時期舊籍出版已超過百年或已近百年，因各校之保存環境不佳，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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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已受到環境中的各種因素，例如：溫度、濕度、光線、酸鹼性、污染物、

害蟲、黴菌等的影響，書籍多出現劣化現象，出現如泛黃、脆化、褐斑、黴

斑、蟲蛀等情況，因此館方不敢輕易提供利用，以免閱讀時翻動書頁對舊籍

造成更大的損傷。因此各館雖然有心保存這些珍貴舊籍，但在保存舊籍的相

關作業上，卻是十分無力的。 
 

(二) 無足夠經費改善舊籍保存空間、環境與專業的設備 
 

在本次調查中，人力與經費不足是各館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其中經費則

是各館在保存舊籍時所遇困境之一。高中圖書館之經費來源，主要為學校分

配之圖書儀器設備費資本門預算，經費的來源有限，在統籌運用的情況下，

適合保存舊籍的專門維護設備之購置規劃實屬不易，亦無經費去改善舊籍之

典藏環境與空間，是以各館明知其為珍貴特藏不能輕易丟棄，卻無適當的有

利空間可以存放，亦無專業的設備能夠妥善的做好保存措施，因此多數學校

只能一直保存收藏在箱中，或放置在書架上，而有些學校為倉庫式密閉空間

書架，有二所學校有提供冷氣溫控。 
 

(三) 專門技術與專業人員的必要 
 

各館雖知這些書是珍貴且意義非凡的，修復舊籍要做到『整舊如舊』，需

要按照安全、真實、可逆的原則，但因為館員並非修護專業人員，不具備相

關之專業知能，不了解珍貴舊書正確的保存之方法與步驟，因此這些百年學

校之工作人員十分需要專業技術之指導及相關課程訓練。然而現今相關課程

多需自費，若學校預算不足或不重視，舊籍就只能依舊封存在倉庫等空間。 
 

另有受訪主任認為，舊籍的修補、維護與保存是屬於比較專業的部份，

管理人員必須要有較好的專業的素養。因此圖書館應任用圖書館專業人員，

與一般政人員相較，專業館員仍是具有較基礎之圖書管理相關專業知能。現

今高中圖書館館員多由一般行政人員擔任，對圖書館中需要較專業的部份易

有所缺乏。 
 

也有幾所圖書館是因舊籍為日文之原因，無法辨識其內容，雖然也想將

書自箱中取出並上架提供閱覽，但館方沒有專業人員協助辨識內容翻譯成中

文，首先在分類時便會遇到困難，因此多只能一直繼續封存在倉庫中，因此

需要有相關日文專門人員協助翻譯辨識舊籍內容，以能規劃後續之推廣利用。 
 

(四) 土地產權的受限無法改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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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些學校的土地產權複雜，校地中有國有財產局的地，也有市政府

的地，還有本身自己的校地，校內建築物的土地產權不完全屬於校方，因此

圖書館在規劃環境改善時就會遇到困境，因為產權問題，在建物整修維護時

受到很多的限制，館方無法依照所需去進行環境的改善工程。因此只能就部

份蟲害問題進行改善，至於潮濕漏水的部分，則沒有足夠的經費可以妥善的

處理。由於法律規定商業用地需以購買，但學校通常沒有那麼多餘的經費可

以使用，故此類情形宜專案處理，政府應對教育機關應有更多的彈性處理空

間，始能幫助百年老校解困。 
 
二、 舊籍保存所需幫助 
 
(一) 舊籍數位化 

 
各校的日治時期舊籍因年代久遠紙質脆化不堪一再翻動，以及無適當的

保存展示環境、語文不易辨識等原因，大多只能將舊籍封存起來，無法提供

讀者閱讀利用。各校亦十分擔憂隨著時光流逝，舊籍會日益損壞，不利於書

籍之繼續永久保存。學受訪者也提出質疑，這些書各自收藏在各校的庫房中，

到底能有多少人會知道那些學校有那些書可利用？因此各校皆有將舊籍數位

化以永久保存之想法與需求，但受限於沒有足夠的人力與經費可以自行將舊

籍數位化，且各校各自購置數位化設備亦是資源的浪費，因此十分希望國家

級的圖書館能夠予以協助舊籍數位化作業。 
 

(二) 寄存的空間 
 
本次調查只有 3 所學校的保存設施上備有防潮櫃或以冷氣來進行温、濕度

控制，其它學校因保存條件差而導致舊籍損傷摧毀的不乏其例，因此百年老

校圖書館亟待改善舊籍之保護條件及保存環境。因此有三所學校提出希望舊

籍能存放在比學校更為合適的收藏保存空間，因此希望這些書能夠存放在國

家級的圖書館中，讓這些珍貴舊籍可以得到更為妥善的保護。 
 

寄存制度是一個國家收集與和典藏該國文化資產最重要的依據(陳昭珍，

2002)。依據 1995 年《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所釋：擔任寄存圖書館必

須要有足夠的陳列及儲存空間，及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因此寄存圖書館宜

由國家級的圖書館來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2018)指出，為解決館藏儲

存空間不足問題，國家圖書館以設置典藏中心的方式，以滿足各個圖書館對

符合經濟性和無害環境空間的需求，在國外相關研究提出的解決館藏空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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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模式中，以建立一個全國集中式的典藏庫是解決館藏空間問題最經濟的

模式(曾淑賢，2018)。現今國家圖書館正在興建南部分館，規劃有適合舊籍保

存之優良空間與環境，各校之舊籍若能夠異地存儲於此，實在是這些歷經天

災人禍仍能倖存至今之珍貴國家文獻遺產之大幸。 
 
為利於持續保存與保護受損的珍貴舊籍，寄存圖書館還可以通過彼此的

協定，將利用價值較高的舊籍進行數位化，不僅可以保護舊籍，並提高傳播

與可見率，利於檢調與利用。寄存學校仍然保有舊籍之所有權，並擁有電子

檔可自行建立各館之核心典藏以利讀者知曉與利用，如此兩館皆可積極利用

與推廣，各校且不需再煩惱舊籍保存與自行數位化之各項經費、設備、人力

等負擔。 
 

(三) 希望得到他館的經驗支援與資源協助 
 

1. 國家級圖書館的經驗支援 
 

由於治時期舊籍多為百年以上之珍貴圖籍，高中學校在維護上需有經驗

的國家級圖書館或有經驗的大型或專門圖書館來支援舊修復與維護之專門技

術與知識。受訪者希望政府能針對具有此需求的百年老校有相關的系列的規

劃，幫助百年學校正確保存與維護珍貴圖籍，否則各校日治時期的相關史料

圖籍將隨著年歲無聲無息地漸漸消失殆盡，終無法完成其存在圖書館中百年

的時代意義及目的。學者岩素芬在專訪中談及，文物修復在大館應有自己的

修復部門，然後大館再來協助小館，因為全台不可能只有一個修復中心來供

給所有需求館的修復作業，但大館可以幫忙小館處理(鄭又嘉，2018)。如今，

國圖、國台圖皆有圖書文物修復部門，若能夠支援尚保存有百年舊籍的圖書

館，對百年高中圖書館之舊籍保存與維護實有久旱逢甘霖之效。 
 

2. 在地大學的資源協助 
 

受訪者提到希望可以借助於其他人的經驗，例如同一個縣市中曾進行日

治時期館藏數位化的國立大學，受訪者覺得大學的舊書保存修復設備，可以

進一步的去做更廣泛的利用與共享，成為區域性的一個互相的支援。大學可

就已有的相關設備資源，幫助同縣市有舊籍數位化及修復需求的百年高中，

將可以省下重複購置相關設備的經費，人力及經驗上亦可以採行合適的方式

支援，以避免重複的學習及找尋舊籍數位化相關流程及方法，徒然地浪費寶

貴時間及人力資源。受訪者也提到可以協商互惠機制，讓彼此可以藉由合作

來達到更好的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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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館際之間可以合作，分享他館經驗 

  
百年高中在舊籍典藏所遇困難同中有異，需要的幫助與支援也不盡相同，

各校在資源不足情形下因應而生的作法各有不同，因此受訪者希望可以有機

會各校分享經驗與作法，同區域之學校或可共用相關之維護機具，並且聯合

傳達所需之幫助與支援，爭取專案補助，以紓解保存舊籍時各方面缺乏之困

境。 
 

(四) 需要相關經費補助 
 

1. 購買專業的設備與空間 
 

百年舊籍之保存與一般圖書不同，需要有具溫濕度控制及防蟲功能的空

間與保存設備，但一般的高中學校並沒有足夠的經費可以購置這些設備，因

此需要國教署或中央給予補助款，專款專用在舊籍保存維護相關設備上。 
 
2. 百年老校改善建物專案經費 
  

日治時期成立之學校大多已是百年老校，校內建築物抵不住歲月摧殘，

常有漏水或牆面剝落等問題，需要…但在修繕上亦有許多困難，若要按照過

去的建築工法，則修繕的成本很高，因此大多只能使用現在簡便的材料，例

如水泥與鐵皮等材料，不僅外觀不甚美觀，長久下來也可能衍生其他問題。

而防水防漏工程動輒數百萬，亦非學校單位能夠負擔。 
 

(五) 舊籍保存相關研習課程 
 
日治時期舊籍經歷了百年時空嚴峻的洗禮，帶著歲月刻劃的傷痕，忠實

地傳遞與延續著依舊珍貴只是被封存住的知識，惟有通過正確合適的方法與

程序，用心去修補時間的傷痕，無論是脆化、黃化、黴菌、蟲害、光害及黴

害等，若沒有經過適當且正確的修補程序，隨著時間的推移及不當保存環境

的蠶食，書籍的受損狀況會持續地惡化，對珍貴舊籍將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百年舊籍之修復實際上需要更為細緻及專門的技術，因此百年老校圖書館員

所需具備之舊籍修復技能，應該需要較為進階的專業講習，因為若不具備專

門技能，稍不小心便可能反而破壞了珍貴舊書。但現今之圖書修復相關講習

多為基礎知能講習，課程內容著重在修補較新的舊書方法，課程時間多為一

天，型式上多為口語及簡報講述，學員多無法親自演練並學習到詳細之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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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修補舊書之方法應是「修舊如舊」，但圖書館中修補圖書工作大部份皆由

圖書館員或志工來負責，但卻無人曾受過修補百年舊書之相關專業訓練，因

此多是以修補一般紙張的方式進行修補工作，常見一本充滿了歲月的老書上

貼滿了透明膠帶，甚至直接以顏色不同的紙覆貼在書的封面上。圖書館員若

未具備專業之修復知能，不僅無法以正確方法修復珍貴舊書，會對書造成之

不可挽回之傷害， 
 

此外，收藏有百年圖籍的老校圖書館工作人員，亦需具有修復操作時保

護自己的相關正確知能，在修復舊籍時做好必要之防護措施，以免存在於陳

舊書籍表面及內頁中的病菌、黴菌等造成工作人員健康之傷害。因此無論在

修補書技能或自身健康防護上，皆需要具有正確的專業知能。因此需要針對

百年老校圖書館舊籍修補人員開設專門課程，並由政府相關單位統籌辦理，

針對百年學校開設舊籍修復專門課程，以利舊籍之長久保存與妥善維護。 
 
    有受訪者認為可以實行圖書館員專案調訓的方法，進行問卷普查確定欲

受訓人員是否在未來仍在圖書館工作，確實調查後始進行相關調訓，才能確

實將舊書修補專門課程提供給確定在未來會進行修複復工作的人員，才能真

正發揮課程功效，因為若是受訓完便離開圖書館，則會造成課程資源之浪費。 
 

(六) 學校地籍問題需要由中央協助解決 
 

百年高中學校始自日治時期建校，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學校之部份校

地成為國有地，並且現今已被規劃為商業用地，但因校方無土地之所有權，

造成使用上無法自主修繕之情形。根據「國立學校申請撥用國有建築用地通

案處理原則」第一條、第二條規定：一、「為應國立學校使用國有建築用地之

需要，以促進學校校務發展，特訂定本處理原則。」二、「申請撥用國有建築

用地屬都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之土地者，應有特別需要，並辦理有償撥

用。」因此學校只能以價購方式取得已使用至今的校地，必須有足夠的經費

來向政府購買校方校地，並且無法透過交換或捐贈等方式取得校地，受訪者

表示學校並無能力負擔此項購地巨額經費，且其他百年老校應該也有類似的

問題，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幫忙解決百年老校之校地所有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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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舊籍與輔助教學 

 
圖書內容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記錄著知識的演進，所表徵的是那個

時代的思想潮流。出版於臺灣日本殖民時期的舊籍，其內容反應了當時臺灣

的社會、文化、教育、經濟、政策等多面向一手資料，為臺灣學研究不可或

缺的史料。而舊籍館藏因其珍稀性，且年代久遠書況不佳等因素，受訪之學

校多數採取閉架式收存，不輕易展示，使得校內師生鮮少有人知曉，因此大

多數學校教師並不曾利用舊籍進行教學活動，在受訪學校中僅有少數學校曾

有過輔助教學之經驗。以下歸納為三項結論探究之。 
 
一、 多數學校師生不知有此館藏，沒有進行輔助教學利用 
 

多數受訪者表示由於舊籍書況不佳，不適合翻閱，採取閉架式存放，沒

有進行相關的館藏推廣活動，因此並無舊籍利用之相關經驗。有部份受訪者

表示因為舊籍呈現被閒置的狀態，始終收藏在庫房中未展示及推廣，因此師

生不知道館內有此方面的館藏，因此並無相關的利用與課程設計經驗，此類

館藏在輔助教學的經驗上比較欠缺。今日已是數位時代，但百年高中圖書館

網站中鮮少有此重要特藏之介紹，校內學生一屆又一屆來去，教師新進又退

休，日治時期舊籍依然沉睡在櫃中及箱中。圖書存在於一所圖書館中百年卻

不利用，其具備之知識意義等同於一張白紙，似乎並無存在該圖書館的必要

性。 
 
二、 少數學校曾應用舊籍進行輔助教學 
 

1.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校訂必修課程教學參考：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校訂必修課程授課需要，受訪者表示文史科

教師已在多元選修課進行相關的課程，老師們會到圖書館調閱舊籍作為備課

之參考，也會開設與學校歷史遺跡相關的課程，受訪者表示圖書館皆盡力配

合提供資料。 
 

2. 應用於專題及研究參考： 
 

有受訪者表示校內有老師帶領人文社會科學實驗班學生至圖書館利用舊

籍進行相關之專題研究，受訪者表示舊籍目前只能堆放在書架上，這對舊籍

的長久保存是不利的情形，因此希望未來能將舊籍數位化，以利保存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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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外界人士因進行相關研究參考所需，會來學校借調利用。此外，有受訪

者表示在新生利用課程時，會利用舊籍來介紹學校歷史，讓學生了解學校的

過去。 
 

3. 融入各科課程 
 

受訪者表示有幾個科目的老師會利用舊籍資料融入教學課程。例如美術

科、社會科，還有國文科，每一年都有不同老師在做融入，在歷史課程中用

來比對新舊史料、地理課應用於新舊空間與土地利用之比對，藝術課程用以

研究舊有建築元件等。而由於資料內容比較老舊，有受訪者認為若老師之研

究領域在此方向就會有幫助，因此由老師來決定資料之運用度。 
 
三、 未來可應用方向 
 

1. 應用於高中新課綱之課程 
 

受訪者表示日治時期舊籍對 108 新課綱之「探究與實作」課程有所幫助，

由於新課綱中，社會科加深加廣選修課規劃有「探究與實作」課程，是期望

學生在閱讀歷史資料後，能夠去整理及分析。新課綱所期待的歷史教學，不

能局限於史實的記憶與理解，還要培養學生運用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探究觀

點等能力(劉慧蘭，2019)。在新課綱中，國中及普通高中歷史必修課程皆有

設計歷史考察，強調做中學，並鼓勵與地理、公民與社會或其他科目適當協

作，以拓展學習者的視野和統整能力。因此教師可透過引導學生閱讀與解析

日治時期文史資料、實地踏查、訪談，或進行各類歷史創作與展演，提升學

生的歷史思維。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社會領域」，有關歷史科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中，「探究與實作」之學習內

容如下：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課程（2 學分） 

本課程強調從具體案例中，透過相關歷史資料的閱讀、整理與分析，學

習甚麼是歷史證據、歷史事實是如何建構的，以及歷史解釋是怎麼形成的，

並探究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爭議。最後，希望學生可以運

用相關的歷史資料，規劃、執行合乎不同時代的歷史類作品創作與展演，或

進行歷史類小論文的研究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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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實體教材增進學生學習的欲望 
 

現代的學生在學習歷史科目時，往往只能憑空想像過往歷史的存在，缺

少真實感，若能藉由當時至今留存下來的建築物或舊籍資料來印證歷史，受

訪者認為如此更能讓歷史學習者有較為深切的體悟與較為真實的感受，增加

學習的欲望與興趣。現今課程多為探究式學習，需要更為深入且真實具有可

及性的資料內容來輔助學習，以加深加廣自主學習的探究空間。 
 

3. 應用數位人文於舊籍內容分析，進行臺灣學相關研究 
 

這段期間多以日文紀錄臺灣發展重要資料多以日文紀錄，相關研究卻因

語文關係無法深入，也限制了高中生自學與探討有興趣範圍。運用現今資訊

科技，例如運用數位人文，能夠研究過往所無法觸及、達到的深廣度，但現

今多應用於研究中國古代文史資料，例如：國家圖書館通用型古籍數位人文

研究平台計畫，即以國圖之特藏文獻明人文集為文本，進行數位人文研究平

臺的開發，進行明代之印刷史、版本史、思想史、文人及仕宦階段之社會網

絡等相關研究(呂姿玲、莊惠茹，2018)。但至今仍未見數位人文技術應用於

研究近代臺灣之文史資料內容分析運用上，十分可惜。 
 

第五節 舊籍數位化與推廣利用 

 
古代的藏書樓，圖書多”藏而不用”或是”藏而難用”(李菊花，2014)，現今

臺灣地區擁有日治時期舊籍的公立高中圖書館，對舊籍的保存利用情形亦如

是，導致珍貴的史料資源因此無法公開、共用與共享。日治時期舊籍為臺灣

學術研究中的稀缺資源，但要查閱舊籍的內容卻是十分的不易，近年來數位

化及網路資訊技術的發達，為舊籍的保護、推廣和利用打開了未來之門。以

下就舊籍之數位化與推廣，歸納以下結論探究之。 
 
一、 大多數學校之日治時期舊籍沒有進行推廣利用 

 
日治時期舊籍，蘊藏臺灣於清末與日本殖民時期重要文史資訊，是史學

研究的重要支持，但光復後國民政府的種種作為，使這些資料不再能被積極

的推廣與利用，只能予以收藏而失去當下利用之時機與價值，逐漸成為塵封

百年的舊籍。時至今日，各館多因其具有之歷史意義與典藏價值而予以封存

珍藏，因此少人聞問，無人知曉，一藏便是百年過去，紙質早已脆化不堪使

用，也錯失了珍貴史料的研究與利用。目前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受限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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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經費不足等諸多困境，大多數學校只能將日文舊籍封存於櫃中，數十年

來幾乎未曾動過，更遑論推廣利用了。此外，缺乏便利之傳播媒介也是使舊

籍無法被善加利用的原因，不僅圖書本身會因不利的收藏環境而逐年損壞，

也因無適當傳播載體及平台，而未能有機會及時利用這些珍貴的資料內容，

阻礙了當年即時利用剛走過去的時代其寶貴知識的傳播與利用。 
 

二、 大多數學校之日治時期舊籍沒有數位化 
 

日治時期舊籍因價值與意義非凡，且因年代久遠紙質脆弱不堪輕易翻動，

因此各校圖書館多將其重門深鎖，不輕易展示，因此少有讀者知曉，亦無法

被利用。隨著時間推進流逝，物換星移，或因人事更迭，或因主管者看法不

同，或因天災人禍毀損遺失，種種的變化皆可能造成舊籍損失，前人有心存

留至今的珍貴舊籍，將不知何時會消失在後繼者無意的傷害之中。現今科技

發達，若能積極將珍藏數十年的舊籍予以數位化，資料內容才能夠展現並活

化利用，讓這些從殖民時期至今日代代相傳的舊籍，發揮其保存的真正意義

與價值。 
 

時代的腳步不斷遞移，乘載文字的載體也會不斷地改變，但古今典籍所

蘊含的文化卻歷久而常新(張圍東，2014)。如今仍保留日治時期舊書的學校，

是站在大時代中少有的位置與擁有難得的機緣，應擔負起文化傳承的使命，

不可輕言放棄。透過舊籍之數位化，使前人留存下來的寶貴圖籍內容能便利

地閱讀與傳遞、分享，未來能夠更有效率與創意的推廣應用，使館藏可以活

化利用，創造舊籍文獻的新價值，讓史料走出封閉的蟲洞書匣，走進人們的

日常生活，使讀者透過認識重要史料，進而認識臺灣社會百餘年來發展的脈

絡。 
 

三、 曾有少量舊籍進行數位化的學校，皆由國資圖協助完成 
 

公立高中學校圖書館一切預算的執行都需遵循相關法令規定，由於圖書

館經費來源以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自備款為主，各學校在圖儀設備費方面的

編列來源大致相同，而圖書文獻數位化是一項高成本的作業，且因各校受限

於人力、設備不足及書況不佳等因素，大部份高中學校圖書館無法自行進行

舊籍數位化作業。2010 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原台中圖書館)進行館藏日文舊

籍數位典藏，其部份經費轉為協助臺灣日治時期成立之中學校進行舊籍的數

位化，由國資圖邀請學者專家審查書目並挑出部份舊籍予以優先數位化(周澍

來、梁鴻栩、吳彩鳳，2014；林淑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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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淑華(2016)的研究指出，幾所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圖書館，如：台

南一中、台南二中、新竹中學，以及台中女中，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的因緣，

是因為圖書館界的前輩胡老師，注意到日治時期的中學校還有許多日文舊籍

館藏，因此向國資圖建議可以將圖書館剩餘的經費，來協助這些學校日文舊

籍數位化(林淑華，2016)。因此目前成立於日治時期的公立高中(原中學校)，
有四所學校其部份舊籍之數位化是由國資圖協助完成的。這四所學校中台南

二中及嘉義高中二所學校有將這些數位化資料置於館網提供閱覽使用。台南

二中建置之舊籍電子書利用檢索介面呈現方式較為清晰易用，是以提供電子

檔連結至國資圖數位典藏服務網的方式利用。嘉義高中則雖有將數位化後之

檔案置於圖書館網站提供讀者閱讀與利用，但僅提供檔案名稱連結，未提供

舊籍書名等標示，使得利用上較為不便。 
 
由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曾派專人至台中女中、新竹高中、嘉義高中等

學校審閱挑選為數不多的舊籍予以數位化，並提供電子檔案給校方，因此受

訪者表示這些經由外界人士檢視，較具特色的舊籍電子檔資料，將會優先置

於學校網站設置網頁連結，利用連結電子書方式使用，舊籍內容可以被看到，

並提供廣大讀者無時空限制地重複利用。 
 

四、 舊籍數位化之需求與建議 
 
(一) 人力及經費問題為舊籍沒有數位化之主要原因 
 

由於數位化影像製作耗時費力、所費不貲，因此並不是一般人力及經費

皆不足的高中學校可以輕易完成的工作。而舊籍數位化作業操作人員亦需有

專門技術以避免在數位化過程中對老舊圖籍造成二度傷害。數位化作業應使

文物能兼顧數位化產出及保持現狀之需求，以降低數位化過程中原件受傷害

程度(高芷彤，2009)。依照舊籍數位化作業需求之相關設備、應注意之條件，

高中圖書館皆是力有未逮。此外，舊籍的推廣利用在重視新書的各校來說都

不會是最優先的項目，畢竟人力有限，因此大多數圖書館遭遇的問題都一樣，

限於人力、經費及設備配合之不足，數位化的冊數都是零星呈現，未能有系

統有規劃的數位化。 
 
(二) 需要國家級或是具相關設備之大學圖書館及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 
 

舊籍永久保存所需之專門維護技術及數位化作業，無論是在設備、經費、

時間、人力及所需之專業技能上，皆非高中學校能力所及，因此受訪者表示

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或是具專門設備之同區域大學圖書館，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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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中完成較具精細度的數位化作業，以及專業性之舊籍維修保存相關作業，

以避免因相關技能不足反傷害破壞已老舊脆化之珍貴舊籍，亦可不重複浪費

相關作業所需之各項龐大資源。透過舊籍數位化作業，可使典藏的舊籍文獻

在不危及文獻本體的情形下廣為流傳及閱覽。受訪者認為包括校史、校內文

物及舊籍的數位化保存是未來的趨勢，也是未來必須要做的。 
 
(三) 需要在數位化時同時進行內容之文字辨識，便於搜尋 
 

由於數位化作業在掃瞄所得為圖片檔，未具有辨識內容之功能，故受訪

者建議舊籍數位典藏可以做到比較精細一點，在進行數位化時最好同時以功

能強大的文字辨識軟體，進行書籍內容之文字辨識，使數位化舊籍具有快速

搜尋內文的功能，提供使用者以關鍵字或詞來進行搜尋，不用一頁一頁翻找

所需資訊，使舊籍數位化典藏的完整性更佳。受訪者表示，製作此功能所花

費之金錢不少，且後製作業繁瑣，因此若因經費或人力上無法做到全部內文

之文字辨識，至少目錄可以做到文字辨識，使用者以目錄搜尋至少可以找到

書中相關的資料。此外，有受訪者表示舊籍數位化後，宜整合軟體加以分析

比對其內容，找出書中可資利用的資訊，使數位化資訊應用可以增加其深度

及廣度，否則若只是將書籍掃瞄成圖片，其功用除展示外，並無其他利用價

值，十分可惜。 
 
(四) 各館之舊籍數位化後能公開共享共用 
 

由於各館所藏舊籍主題及類別不同，平日很難能親自至館翻閱利用，亦

不知各館收藏主題及內容，但數位化後，可以線上閱讀及翻找，比起以前方

便許多。但還是需分別連結至各校網頁找尋，十分不便。因此受訪者建議能

設立一個百年舊籍主題平台，將各校數位化後之電子檔置於其中，提供大家

能公開共用共享珍貴的舊籍資源，以達利用最大化功效。另有受訪者希望能

合併各校資源，將成套但分散收藏於各校的書籍能合併收藏，成為完整的一

套書。 
 
(五) 建議設立篩選保存舊書的平台 
 

我國的出版品法定送存制度，起初規範於出版法，民國 19 年國民政府

公布制定及邇後修正公布的「出版法」，其條文中均有出版品送存規定，但

出版社配合意願不高而成效不佳，至民國 88 年出版法因不合時宜而由政府

明令廢止，基於「無法律無行政」及「出版品送存法定主義」，出版人暫免

除送存義務，直至民國 90 年公布圖書館法，始成為出版品法定送存制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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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源(簡耀東，2001)。此間出版品之送存因出版法廢止而有所中斷，許多

早年出版的舊書因上述原因，國家並未能全數收存，而流落各處，未能納入

國家收藏，完整紀錄臺灣早年的出版作品。 
 
    今日之新書，明日之舊籍。隨著時間的推移，不斷會有早年出版之舊書

到達百年之時間，受訪者認為最好有一個機制、一個篩選保存舊書的平台，

可以定時的將到達百年的圖書上傳過濾複本，若國圖未收藏，則可自動列入

選擇入館，如此將不會有書漏藏的遺珠之憾。 
 

第六節 圖書館主任對舊籍保存與利用的看法與建議 

 
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中針對高中圖書館主任詢問其對於日治時期舊籍館藏

保存議題之開放性的看法，根據主任們的回覆，圖書館舊籍館藏主要面臨的

難題為舊籍保存與維護上的問題，由於受限於人力、經費、空間及設備等因

素，妥善保存舊籍是相當困難的事，因此有下列之意見及建議：  
 
一、 高中不像大學或學術機構，有專門的空間設備能保存這些館藏。 
二、 保存價值該如何認定? 
三、 這些館藏是臺灣歷史的一部份，希望專業的機構能主動提供協助。 
四、 請國家圖書館成立相關編目或典藏網站，以便學校參考。 
五、 全額補助學校進行數位化典藏工作，並建置於學校網頁連結。 
六、 日治時期舊館藏需要有專人判斷或是以發文調查後，由政府辦理研習或

是請專人到校評估，俾便校方更有效率建置館藏資料。 
七、 不只是日治時期，有許多舊籍館藏都面臨人力、經費、設備等問題而無

法被保存下來。 
八、 數位化與恆溫保存。 
 

在研究調查期間，比較特別的狀況是一所收藏數百冊日文舊籍的學校，

也是國資圖曾協助進行少量舊籍數位化的學校，但卻不願接受訪問，也無意

願將舊籍提供國家圖書館協助予以數位化，據該館主任表示，曾有多所國家

級或大學圖書館遊說館方將書捐出或提供予以數位化，但主任表示無意願，

因為主任覺得對方只是想要騙走這批珍貴舊書，主任對這些舊書非常珍惜，

因此無論研究者再三去電邀訪或試圖說服主任將書提供國家圖書館免費予以

數位化，必將書原封不動送還，主任皆不為所動。研究者深覺主任是愛書惜

書之人，因而不放心書離開學校，但百年舊籍一直存放在一般書櫃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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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濕度環境控制，將會對書況持續造成不良的影響。此情況幸得新竹女中前

圖書館主任陳翠黛老師主動協助溝通，終獲信任取得珍貴書單予本研究做為

提供大眾知曉的舊籍目錄彙編，然未數位化的舊籍，仍無法提供大眾得見書

之內容也無法傳播利用，如此無限期封存藏而不用殊為可惜。 
 

第七節 高中圖書館人員之現況與問題 

 
一、 高中圖書館主任皆由教師兼任，異動率偏高。 
 

民國 103 年公布並於 107 年修正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

準」，以及 105 年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中皆明文規定，圖書館應由具有

專業知能之人員專任： 
 

高級中等學校設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人

員專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高級中等教育

法，2020) 
 

目前國內公立高中的圖書館主任多由各科教師兼任，並已成為慣例，但

各科教師常不具備圖書館專業知能，且頻頻更換的圖書館主任，可能使館務

推動無法具一致性、連續性及完整性，此因各科教師可能各有不同之看法與

主張。研究發現，兼任圖書館主任之教師調任至其他課室或轉回專任教師之

頻率頗高。本研究於 107 學年進行研究的問卷調查與訪談，在進入 108 學年後，

研究者再次去電詢問研究相關問題時，當時填寫問卷與訪談的 31 位圖書館主

任，已有 9 位主任已遷調離開圖書館，約佔 1/3，導致研究者在後續撰寫論文

遇有相關問題再次去電詢問，原先訪談的圖書館主任因為已離開其位，故無

法確定新任圖書館主任是否仍會繼續原先的想法與規劃，此情形可能造成館

務政策與方向的變化。在此節錄台中一中圖書館關於歷任圖書館主任的簡介

「看集賢書院 多少風流人物」(台中一中圖書館網站，2020)： 
 

圖書館正式落成至第一任圖書館主任又歷經十多年的歲月，本校首任

圖書館主任為民國 74 年由英文科吳政義老師兼任，民國 81 年化學科

蔡文榮老師兼任，民國 89 年數學科林一民老師兼任，民國 93 年數學

科江政翰老師兼任，民國 96 年生物科朱秋欣老師兼任，民國 100 年物

理科王昭富老師兼任，民國 101年地理科廖財固老師兼任，民國 104年

地理科彭佳偉老師兼任，民國 106 年體育科吳曉暢老師兼任，民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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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則由化學科陳孟宏老師兼任。 

 
由簡介中得知，圖書館主任之任期，出現一至二年間便有所異動情形。

圖書館主管異動頻仍，可能造成對館務難以深入了解與持續長遠關注、規劃

與執行之情形。若新舊任主管頻頻更換且未能確實詳細交接館務，則可能因

新主管之圖書館管理經驗不足或對之前的館務不了解，而發生例如舊籍一置

數十年無人知曉與聞問之情形。 
 

二、  高中圖書館具圖書資訊學背景之專業館員比例不高  
 

依 106、107、108 年度全國高中圖書館調查統計表數據顯示(如圖 6- 2、圖

6- 3、圖 6- 4)，106 年度在 606 位高中圖書館專職館員中，具備圖書資訊學相

關背景者僅為 279 人，佔 46%；107 年度在 548 位高中圖書館專職館員中，具

備圖書資訊學相關背景者僅為 262 人，佔 48%；108 年度在 566 位高中圖書館

專職館員中，具備圖書資訊學相關背景者僅為 242 人，佔 43%；。以上數據顯

示，107-109 年高中圖書館中，具有圖書館專業知能背景之館員所佔比例皆不

到一半，專業館員之比例不高。而這些為數不多的專業館員，亦不具備舊籍

維護之專業知能，對舊籍之維護與修復，無法進行專業且正確之處理。 
 

 
圖 6- 2 106 年度全國高中圖書館調查統計 

註：專職圖書館員：606 人/專職館員具備圖書資訊學相關背景者 279 人 
資料來源：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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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107 年度全國高中圖書館調查統計 

註：專職圖書館員：548 人/專職館員具備圖書資訊學相關背景者 262 人 
資料來源：國家圖書館 

 

 
圖 6- 4 108 年度全國高中圖書館調查統計 

註：專職圖書館員：566 人/專職館員具備圖書資訊學相關背景者 242 人 
資料來源：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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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高中圖書館主任及館員，皆應具備圖書資訊專業知能，並且

不適合與校內其它課室工作職務輪調，否則可能對館務之長遠規劃與執行皆

有不利的影響。圖書館主任和館員來來去去，不停盤算著下一站會去那裡？

可曾定下心來，看看塵封角落中那數十年無人聞問的舊書？學校圖書館同是

保存與保護文獻遺產的地方，在其中工作的館員，應當有保護與傳承文化的

使命。因此建議學校圖書館應落實相關法規中圖書館設置專業館員之制度，

除非一般行政人員能進修取得圖書館法規要求之專業知能，否則學校圖書館

不適合參與校內一般行政人員職務輪調，專任之專業館員可鼓勵其繼續進修

專業知能，或以參加考試的方式來增進專業知能以代替輪調制度。 
 

具備圖書資訊專業知能之專業專任館員，能以專業知能與態度勝任工作，

對於各項館務熟悉瞭解並見微知著，對於館務之進行與遠景之規劃，有能力

持續地檢核並執行完成。圖書館中各項實際館務是由館員負責，在圖書採訪、

出納流通、分類編目、推廣活動、圖書館行銷上，均需以其專業能力來進行，

高中圖書館若無法規範由專業專職館員擔任，圖書館主任又常有職務上的調

動，則對高中圖書館館務之長期規劃及持續進行與發展勢必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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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日治時期成立之中學校舊籍保存與利用之現況，希

望透過瞭解各校日治時期舊籍保存與利用之現況及困難，研擬未來適當之因

應及改善方法，能對臺灣珍貴文化遺產之保護與利用有所幫助，也讓國內的

這些一直封存在高中學校珍藏的舊籍，能有機會被顯露出來。本研究透過問

卷調查以及訪談兩種研究方法，瞭解日治時期舊籍在百年高中之保存與典藏

現況，舊籍在高中學校輔助教學之過去經驗與未來應用方向，並且進一步了

解舊籍保存與維護上各館所碰到的困難與需求，以及各館對於建置聯合目錄

與核心典藏以利推廣利用之相關意見與看法。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論，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彙整問卷

調查與訪談的結果，提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提出對於日治時期舊籍特藏

之保存維護與推廣利用的相關建議：第三節為未來研究建議，針對日治時期

舊籍特藏之保存維護與推廣利用提出未來可行之研究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日治時期舊籍在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學校圖書館保

存維護、典藏管理與教學輔助的現況、舊籍保存維護遭遇的困難與需要之幫

助，以及舊籍數位化與建置核心典藏推廣研究分析。根據問卷與訪談結果，

歸納具體結論如下： 
 

一、 舊籍為具有歷史意義與特色的學校財產，大部份學校希望能夠永久

保存，若無法保存則傾向捐給國家圖書館  
 

「老松魁梧數百年，斧斤所赦今參天」。日治時期舊籍歷經各種天災

人禍倖存至今實在不易。根據訪談結果，各校舊籍保存至今的原因分別為：

具歷史特殊意義、校友要求收藏保存、教職員生情感與記憶的連結、圖書

館與他館不同之特色、學校之財產，以及舊籍為有價值之珍稀文獻。基於

以上原因，各校之舊籍代代相傳，收藏於圖書館或校史室中不敢輕易丟棄，

因此保存至今。多數的學校表示有義務與責任一直收存直到損毀為止，原

因不僅因為未來新課綱會使用到，同時也能讓現代學生真實感受到確實存

在過的歷史，也希望未來能夠找到方法讓舊籍能夠被後人繼續利用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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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價值僅只於是一個特色而己。此外，還是有少數學校因自覺沒有能力

提供合適的收藏環境而傾向捐給國家級圖書館，但卻不知道國圖是否願意

收藏。 
 
二、 有保存與無保存舊籍之學校比例各半，且數量差距大 
 

全國 31 所中學校中，有保存與無保存舊籍之學校比例各半；舊籍數

量從無保存之 0 本到保存最多者 3612 本，數量呈現相當大的差距，且最

早成立之三所學校反而藏書不多，藏書較多之學校集中在 1910 至 1920 年

成立之學校。無保存舊籍之學校無書原因多已不可考，有書之學校對書之

來源亦不甚清楚，有財產登記之學校才能清楚為購買而得，可能皆與年代

已久遠且館內人事頻頻更迭有關；有保存之學校則以在日本出版之日文書

居多。 
 

三、 舊籍保存遭遇的困難主要為經費及專業知能之不足 
 

舊籍之保存與維護，需要專門的設備、合適的空間與環境，以及正確

的維護修補技術，前二者需要有足夠的經費來支持，後者則需要具有專業

知能的館員來正確執行，舊籍才有可能百年如一日的安然存在。但由於現

今高中學校受限於經費不足，無能力購置保存相關設備及改善環境空間，

因此舊籍受到環境中的各種因素，例如：溫度、濕度、光線、酸鹼性、污

染物、害蟲、黴菌等影響，書籍之受損情形嚴重，因而需要進行補護與修

復，但現今之圖書館員多無此專業技能，現今相關圖書修補基礎課程多只

教授新書修補方法，百年舊籍之修補方式與新書不同，需要進階專業之課

程，但現今相關課程多需自費或需簽核由校方支付費用，但學校之各項預

算應用常已是捉襟見肘，只能先讓圖書館的舊籍繼續維持原貌，留在受損

狀態下繼續保存。 
 
此外，有學校遇到的難題幾乎是無解，例如基隆女中，由於部份校地

在光復後被政府規劃為商業用地，若不能自籌費用將校地買回，則連圖書

館漏水之修繕方式都受到限制，因此急需政府的幫助，以專案方式協助百

年老校解決此一難題。保存舊籍之學校另一難題則為舊籍之語文為日文居

多，因此在分類編目與推廣利用上皆十分的不便。 
 
四、 近半數學校舊籍未分類編目，多封存於書櫃或箱中未開放閱覽利用 
 

有收藏舊籍的 16 所學校中近半數未進行分類編目，有分編的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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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國圖書分類法編目者最多，佔 90%。由問卷及訪談得知，各校多因

擔憂翻閱使書籍受損情形惡化，舊籍多不提供閱覽或採限制閱覽，且多不

開放外借。舊籍在不同的學校中受到不同的關注與待遇，多數學校有意識

到舊籍之重要性而予以專室或專區存放，並且封存起來不敢輕易動用。少

數學校則與一般圖書混合陳列在書架上；其它還有陳列於校史室及討論室

之情形。雖然大多數學校另闢他室特別收藏舊籍，但多是置放於無溫、濕

度控制的一般書櫃中，僅有 3 所學校以冷氣或溫濕度控制櫃的方式保護舊

籍。 
 

研究者為確定各館是否有日治時期館藏，曾一館一館的連結至館網公

用目錄查檢，在多所圖書館中查得有舊籍書目，經反應給館方找書後，得

到的書目資料常與正確書目紀錄有差距之情形。早期書目建檔可能由非圖

書館專業背景館員所編製，較未注意書目品質控制，常出現出版年份與出

版社不合實際之情形，例如書目紀錄出版於 1919 年的書，卻是民國 73 年

於台北市星光出版社(為近代之出版社)出版之書；書目紀錄出版於民 22 年

的書，卻出現出版社為幼獅出版社(民 76 年創社)之情形。此外，台南女中

因研究者在網上找到書目去電請求尋書後，原本館方也非常開心找到 966
本舊籍書目紀錄，但經實際找書後，最後確認仍存留在館中的只有 186 本。

由於各館舊籍多呈現封存狀態，常是數十年未曾圖書清點亦未曾利用，故

早期書目常有錯誤情形或有書無目或有目無書，皆無法反應實際之館藏情

形，舊籍留存百年是為此目的？恐是物未能盡其用。 
 
五、 舊籍保存需要之幫助主要為數位化保存及寄存空間 
 

日治時期舊籍因年代久遠紙質多已脆化，不堪一再翻動，各校多不敢

輕易提供讀者閱讀利用，隨著時光流逝，舊籍會日益損壞，不利於書籍之

繼續永久保存，因此各校皆一致表示最需要將舊籍予以數位化。此外，由

於高中圖書館經費有限，館方亦無力改善舊籍存儲之環境，因此多位受訪

者提出異地存儲之期望，希望能有國家級圖書館願意協助提供舊籍存放。

有部份圖書館因為舊籍對學校之歷史意義性，希望舊籍數位化後還是能將

舊籍留在校內保存，這些學校便需要保存維護舊籍之相關經費補助，並能

夠專案免費提供百年老校館員舊籍維護之專業知能課程，以及得到國圖或

大館的經驗支援與資源、技術等之協助。受訪者亦針對圖書館專業訓練課

程提出看法，認為應先通過調查，確認受訓之人員未來仍續任圖書館，否

則受訓完未久便離開圖書館，將造成資源之浪費。另一特別情況是受訪者

學校校地無土地所有權，在光復後被規劃為商業區，學校無力以購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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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自己的校地，圖書館漏水情形嚴重卻無法修繕改善，館方非常困擾。 
 

六、 大多數學校之舊籍未應用於教學輔助及推廣利用，僅少數學校已在

進行舊籍融入教學之應用 
 

各館收藏之日治時期舊籍，多因擔憂書況不佳翻閱將使損壞情形更加

嚴重，或是不知館內有此特藏，因此舊籍多是封存在重重庫房之中，數十

年難有機會展示在讀者之前、更遑論推廣與利用，因此校內師生多不知館

內有此特藏可應用在教學輔助與探究研究之中。而尚未進行數位化之舊籍

與網路上隨手即得的資訊相比，亦是比較不易利用的。舊籍應用於教學輔

助，目前僅有少數先鋒學校在資源困窘的情況下已在進行融入教學之應用，

例如應用於新課綱課程、專題研究等。另有受訪者表示，藉由舊籍能讓歷

史科目學習者有較為真切的體悟與感受，在教學輔助上有增加學生學習欲

望與趣的功效。 
 
七、 各校主要因為人力與經費問題未能自行進行舊籍數位化，少數學校

由國資圖協助完成少量舊籍之數位化 
 

文獻資料數位化所用到的技術非常多，需要有適當的資訊科技與管理

系統、足夠的儲存空間與軟硬體設備，以及包括人力、經費等充裕的資源，

因此舊籍數位化典藏耗費之各項資源皆相當可觀，在此情況下，高中圖書

館多未有能力自行進行舊籍之數位化，因此重藏輕用的現象嚴重。 
 
舊籍之數位化典藏不僅是高成本的作業，各館皆沒有能力可獨立完成，

但若是各校各自購置數位化設備進行數位典藏，亦是各項資源重複的浪費，

因此幾所藏書量比較大的學校(台中女中、新竹高中、台南一中)，皆提出

希望能有國家級的圖書館能夠協助館方將舊籍數位化，受訪者亦建議在進

行數位化時最好同時利用文字辨識軟體進行書籍內容文字辨識，使數位化

後之電子書具有快速搜尋內文的功能，可以提供使用者以關鍵字或詞來進

行搜尋，將使舊籍數位化典藏的完整性更佳。此外，亦可利用整合軟體加

以分析比對其內容，找出書中可資利用的資訊，使數位化資訊應用可以增

加其深度及廣度，否則若只是將書籍掃瞄成圖片，其功用除展示外，並無

其他利用價值，十分可惜。 
 

八、 核心典藏能更有效率的推廣舊籍館藏，希望能得到人力與技術的支

援完成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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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保存有日治時期舊籍之高中圖書館大多未進行推廣利用，對於

建置核心典藏的想法多表示贊同，也有學校曾有過這樣的想法，但皆受限

於人力、技術、經驗與設備等因素而未能即時進行。但也有學校已在圖書

館網頁中以不同的名稱進行舊籍之推廣利用，例如：台南二中之「日治時

代館藏數位典藏」、嘉義高中之「日據時代圖書數位檔」，二校皆利用國資

圖協助館方數位化之電子檔進行建置，前者以電子書形式連結至國資圖網

頁進行利用已建立之資源，後者則將電子檔置於館網，列出檔名提供利用。

由此可知，核心典藏之建置並非必由館方自行建置，若他館已有開放電子

資源可資利用，則可在本館網頁中以設置圖標(icon)方式提供師生連結至

他館進行利用，不僅館內重要特藏能廣為眾人知曉，進而達到推廣利用、

資源共用共享之目的，亦可減少各館重複建置之人力、時間等資源浪費。 
 
先祖先賢珍惜保存圖籍史料留予後人利用，是因知其具有知識價值與

意義，但無法利用合適之載體予以傳播利用，所有的努力與堅持，都在今

日的科技發展下，終有解決的辦法，達成百年願望。這些歷年來存留下的

史料，若不思利用現今科技善加利用，則緃使永久留存再收存一百年，有

何意義呢？若真有可參考利用的資訊也恐怕早已過期，成了不合時宜的文

字。各種類型的圖書館，皆有責任設法將前人收存之經典圖籍提供給眾人

知曉與利用，圖書館並無權利為讀者決定何種資料是其所需要或不需要。

而代代相傳的古舊圖籍，其留存至今必有其存在之價值與意義，圖書館若

不思如何開放出來提供眾人知曉利用，當物換星移，人事全非時，誰又能

擔保這些史料終不會被遺忘或被不經意的丟棄損毀？正逢其時的每一位圖

書館工作人員，皆肩負著歷史責任，擔任著傳承知識與文化的重要角色，

不可不慎! 
 

第二節 建議 

 
一、 由國家級圖書館協助各校將舊籍數位化以保存國家重要文獻遺產  

 
圖書內容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記錄著知識的演進，所表徵的是那

個時代的思想潮流。日治時期舊籍為臺灣珍貴文獻遺產，這些倖存百年且

出版於臺灣日治時期的舊書，其內容反應了當時臺灣社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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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等多面向的一手資料，為臺灣學研究不可或缺的史料。因此將

這些受損不堪使用之舊籍儘快予以數位化提供傳播與利用，實為當前首要

之務。舊籍數位化除了為達到長久保存與傳播利用之目的，若能同時利用

「光學文字辨識技術（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將舊籍影像中

的文字內容轉成數位文字檔案，將更便利查檢內容以資利用。由於舊籍多

以日文出版，國人不易閱讀，故亦需要利用翻譯技術譯成中文，利於後續

之研究、教學、學習與利用。舊籍之內容亦可應用數位人文科技予以比對

分析，歸納出各種利於臺灣研究之資訊。昔日古籍與舊籍因受限於紙本形

式，受到時間與空間之限制，無法廣為流通及利用，前人之智慧與經驗無

法適時廣為提供給大眾知曉與利用，現今拜科技之發達，文獻資料數位化

將可解決此問題，融古合今，創造學術研究新氣象。 
 
二、 各校舊籍寄存於國家圖書館，建立聯合典藏合作機制，並建立數位

整合平台提供眾人查檢利用 
 

國家級圖書館擁有保存維護之專業人員與專門設備，且為國家法定寄

存單位，負有保存國家所有出版品之責，這些出版於日治時期之圖籍，為

紀錄當時臺灣文化之重要文獻，當年因法規不全，未能送存一份國家收存，

而這些舊籍中許多是難得之孤本，卻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消失於保存館，造

成國家重要文獻遺產之損失。國家圖書館此刻正在興建南部分館，有適合

保存舊籍之良好環境空間，因此，各館若能有機會將舊籍送存寄放於國家

圖書館，聯合典藏於國家圖書館中，各校可另闢專區存放，便利校友仍可

至國圖觀看，不會與其他舊籍混存，導至無法區分那一本是那一校曾經的

收藏，也能便利相關研究人員進行各校收藏之異同並探討其原因。 
 
通過寄存，可以改善百年高中日治時期舊籍的保護條件與環境，透過

協商訂定寄存相關協議方案，不僅國家能保存珍貴文獻資產，亦可達到學

校所需要之寄存需求，如此國家既能保存珍貴文獻資產，學校亦能延續擁

有其學校歷史所有物，達到兩全其美的方法。數位典藏將有價值的文化資

產，透過數位化形成數位物件予以典藏應用，將珍貴特藏數位化能大幅提

高研究與使用效益，而建立數位化聯合典藏並且合作利用機制，不僅可以

共同為極具意義且有價值的文化傳承而努力，且對日治時期文獻的研究帶

來了一定程度的實質影響。目前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
系統，數位典藏有關臺灣的歷史文獻，妥善保存臺灣歷史記憶，各校舊籍

數位化後之資料若能聯合典藏於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數位典藏平台之

中，對臺灣文化遺產之數位化保存實有相當的助益，各高中學校之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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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籍亦能擴大應用範圍。 
 
三、 百年學校館網宜建置核心典藏，可將特藏形象化以利知曉、推廣與

利用 
 

百年舊籍特藏因其珍稀性且多已脆化受損，保存館大多不敢輕易使用，

因而封存百年，藏而不用，師生皆無從知曉館內有此珍貴特藏，但是，圖

書文獻存在於一所圖書館中百年不用亦無人知曉，其具備之知識意義等同

於一張白紙。因此，惟有讓這些書重見天日，讓讀者能自由且開放的閱覽

其內容，並由讀者決定其是否有助於讀者之研究與利用，而非由圖書館來

決定這些書是否具有價值及意義，以及是否需要保存及提供出來給讀者知

曉。 
 

核心典藏為各館諸多特藏中最重要特別，具有歷史意義的數位式典藏，

國外已有多所圖書館配合數位典藏之普及，已在館網中建置核心典藏

(Core Collection)，例如：紐伯里研究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等。學校圖

書館建立百年舊籍核心典藏，不僅能達到形象化圖書館的目的，突顯與其

他圖書館之不同處，並可與教學課程相結合，提供文史課程之探究學習材

料，使舊籍文化與學校活動相結合。當新成立的圖書館提供的資訊及資料

都大同小異時，百年圖書館卻因它的歷史與走過的歲月，能夠提供不一樣

的珍貴資料給師生探究、利用與研究。 
 
四、 建立百年圖書網路篩選平台，訂定舊籍篩選標準與保存維護辦法，

交流相關知識、學習各館成功經驗，保護整個臺灣地區的文獻遺產 
 

隨著時光的推移，出版於各年代之舊籍也將逐漸成為百年舊籍。在出

版法及圖書館法明訂送存制度之前所出版的書，因為總總原因未能全數入

藏於國家圖書館，確實有滄海遺珠之憾。故建立舊籍篩選平台，提供簽約

的百年老校，甚至是一般收藏家，一個可以主動上網輸入查核複本的平台，

舊籍每滿百年便可自行至平台輸入書單查核並提供給國圖收藏。如此也能

提供散落在臺灣各地之老舊文獻一個協助數位化的管道，亦可增加臺灣早

期珍貴文獻數位化的機會。而各保存館或個人收藏者，皆可依據相關標準

進行評估舊籍，並且可遵循相關合作保存或捐贈模式幫助舊籍能有更佳之

保存與維護環境。  
 

五、 專款專用提供百年老校舊籍保存與維護相關專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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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高中目前保存有日治時期舊籍之學校為數不多，多數學校因種種

原因將書捐出或丟棄、報廢，許多珍貴舊書已不復見，十分可惜。目前存

留舊籍的學校，因其對校方之重要歷史意義與珍稀價值，多所學校選擇仍

將舊籍留在校內保存收藏，但因高中學校普遍經費不足，無法購置適當之

保存維護設備，因而無法善加保存維護這些珍貴舊籍，只能封存收藏，隨

著年歲流逝而日益脆化、破損。因此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能規劃專款專用於

百年高中老校購置保存維護舊籍之相關設備，使這些倖存至今的珍貴文化

資產能有良好的保存環境及空間設備，能夠在本地、本校善加保存與維護

舊籍，延續百年學校特殊的歷史時代意義。 
 

六、 專案協助百年老校之館員免費參加古籍修復專業訓練 
 

臺灣的百年高中學校中，除了一般館藏，尚有許多與其他新成立學校

圖書館不同的資源—日治時期舊籍，因此百年高中老校的圖書館員，除了

必備的一般圖書管理知能之外，應需具備舊籍保存維修之專業知能，才能

善盡保管維護之責。以免在維護重要舊籍時，使用一般新書修補方法，反

而破壞了古老的紙張，造成書籍不可逆的傷害。因此，百年老校圖書館員，

除應具備圖書館管理專門知能，尚需擁有相關古籍修復專門知能，才能勝

任百年老校圖書館館員。 
 

今日高中圖書館具圖書館職系專業館員之比例不高(如圖表 1、2)，而

少數學校中具專業知能之館員，亦並不具備古籍維護之專業知能，對古籍

之維護修復無法進行專門且正確之處理。故建議在百年高中學校任職之圖

書館員，應由政府相關單位專案協助館員接受相關古籍修復之專門訓練，

使之能具備維護修補專業知能。例如國立臺灣圖書館設有圖書醫院，可以

定期辦理百年老校館員免費進階研習，提供需要的相關維護及修補專業技

能。  
 
 

第三節 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日治時期舊籍之保存與利用，提出相關議題，作為

後續研究方向之參考。 
 

一、針對全臺成立於日治時期之各級學校進行舊籍保存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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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調查進行時有幾所受訪學校主任提到其他成立於日治時期的

農職業學校中亦存有日治時期舊籍，因此建議可進一步擴大研究範圍至全

台各級學校，期將舊籍數位化保存之範圍包含到所有日治時期成立之學校，

儘力搶救珍貴的臺灣文獻遺產。 
 

二、舊籍修補與整理對館員健康造成之影響研究 
 

由於舊籍出版年代久遠，書況十分不佳，不慬紙質脆化碎裂情形嚴重，

亦多有霉變蟲蛀情形，研究者與工讀生過去每逢在整理舊籍當天，喉嚨都

會出現彷彿一層膜般黏附的感覺，接下來幾天便會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

因此研究者在本次調查時本想一併就此情形做調查訪問，但限於時間及研

究內容之方向不同而作罷，因此建議關心此議題之研究者繼續進行探究。 
 

三、臺灣區舊籍保管維護及篩選之規章辦法 
 

本次調查中受訪者表示在保存維護及篩選舊書是否繼續保存時，常沒

有相關的規章辦法可遵循，研究者亦發現臺灣目前對於舊籍如何保存維護，

以及評估保存價值，並無訂定相關之標準或辦法。臺灣目前尚無針對百年

歷史舊籍訂有相關正式的保存保護計劃，因此建議可朝此方向進行研究調

查，對臺灣的舊籍保護建立評估標準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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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填答邀請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抱歉冒昧打擾，學生是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生，

目前對日治時期成立之高中圖書館館藏舊籍保存議題進行相關研究，

探討議題包含：發展緣起、保存現況、經營管理、推廣利用方式等。

參閱貴校網頁得知貴校成立於日治時期，圖書館可能保存有多種日治

時期舊籍館藏，是學生希望能進行研究的對象，能否請貴館協助學生

填答一份研究問卷，問卷如信內附檔。 

因為研究時程的關係，有說明希望能回傳問卷的日期，但獲得實

務上的研究資料更是重要，若需要延後寄回的時間，請不吝跟我說明。

問卷設計不夠周到的題項，或是提供的選項均無法符合圖書館的情況，

也請將實際的情形補充於該題項下，若有文字敘述難以充分表達的部

分，希望有機會能讓學生進行訪問做進一步的了解，期待您的回覆。 

敬祝 順安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梅玲 博士 
研究生：趙儀芳 
聯絡信箱：ifzhao @hgsh.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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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灣高中日治時期成立舊籍館藏保存與利用現況調查問卷 

 
 
 
 
 
 
 
 
 
 
 
 
 
 
 
 
 
 
 
 

第一部份 問卷本文 
 

本問卷本部份共為三大題項，希望能藉此瞭解：貴館日治時期舊籍館藏

之保存現況、典藏管理、推廣利用之情形。 
 

一、日治時期舊籍保存概況 
 
 
 
 
 
1. 貴館是否保存收藏日治時期舊籍？ 

☐是，請續答題2 

☐否，請問沒有收藏的原因為何？ 

☐原無收藏 

☐移轉校史室 

☐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未收藏 

題項說明：日治時期舊籍是指西元 1895至 1945年台灣日治時期出版之圖書。

此類特殊資料之管理，各類型圖書館或有編目或未編目，但多將其特別典藏及

保管，在流通閱覽上可能設有較多的限制。 

敬愛的館長您好：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本次問卷調查。台灣日治時期舊籍紀錄著台灣的

珍貴史料，是研究台灣學的重要參考資源。由於貴校成立於日治時期，圖書館可能保存

有多種日治時期舊籍，故本研究特別邀請您作為訪問對象。本研究論文為「臺灣高中圖

書館日治時期舊籍館藏典藏與利用調查研究」，研究調查之目的是想要瞭解貴館日治時

期舊籍保存與利用之現況，您的寶貴經驗與意見，誠為高中圖書館舊籍館藏保存與利用

情形之重要資料，所有填答內容僅供本次研究分析使用，絶不作其他用途，敬請放心填

答。非常感謝您百忙中協助本研究之調查，在此致上誠摯感謝，並期盼得到您的回覆!        

敬頌  教安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梅玲 博士 

研 究 生：趙儀芳 敬上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9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

165  

2. 貴館目前日治時期舊籍之數量為： 

☐(1)1~50冊 ☐(2)51~100冊 ☐(3)101~150冊 ☐(4)151~200冊  

☐(5)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冊 

3. 貴館目前日治時期舊籍之語文為？(可複選) 

☐(1)日文 ☐(2)中文 ☐(3)英文 ☐(4)其它  

4. 貴館目前日治時期舊籍之出版地為何？(可複選) 

☐(1)日本 ☐(2)大陸 ☐(3)臺灣 ☐(4)其它，出版地為__________ 

5. 貴館日治時期舊籍之來源為？ 

☐(1)購買 ☐(2)贈送 ☐(3)交換 ☐(4)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二、日治時期舊籍典藏與管理 
 

6.貴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有分類編目？ 

☐有，採用之分類法為何？ 

    ☐(1)中國圖書分類法 ☐(2)其它分類法，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無，未分類之原因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貴館日治時期舊籍提供閱覽之方式？ 

   ☐(1)開放閱覽  ☐(2)限制閱覽 ☐(3)無提供閱覽 
8. 貴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提供借閱？ 

   ☐有，採用之借閱方式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9. 貴館日治時期舊籍之陳列方式為何？ 

☐(1)與一般館藏混合排列 ☐(2)設立專區存放 ☐(3)設立專室存放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貴館日治時期舊籍之保存方式為何？ 

☐(1)一般書櫃存放 ☐(2)溫濕度控制櫃存放 ☐(3)其他，____________ 
 

三、日治時期舊籍之推廣利用 
 

11. 貴館之日治時期舊籍是否曾進行推廣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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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12.貴校師生是否知曉圖書館有保存日治時期舊籍館藏？ 

    ☐是 

    ☐部份知曉 

☐否 
13.貴館日治時期舊籍是否進行數位化？ 

☐否，請續答題14 

☐是，請續答題15     
14.貴館日治時期舊籍未數位化的原因？(可複選) 

☐(1)人力有限 ☐(2)設備不足 ☐(3)經費不足 ☐(4)缺少參考的範例 

☐(5)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貴館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作業經費來源為何？ 

☐(1)學校預算 ☐(2)校友會 ☐(3)家長會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 受訪者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個人姓名： 
職    稱： 
任教科別： 
教學年資： 
圖書館服務年資： 
 

歡迎您對日治時期舊籍館藏保存相關議題或本研究提供建議及意見： 
 
 
 
 
   再次感謝您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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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日治時期館藏舊籍保存及利用現況訪談大綱 

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感謝您接

受訪談邀請。本研究進行方式為透過訪談進行資料收集；此次訪談將會全

程錄音，進行過程中若有需要解答的地方請隨時提出，謝謝！ 
 

一、 請問貴館至今仍保存日治時期舊籍之原因為何？是否會繼續永久保

存？  
二、 請問貴館在保存日治時期舊籍時主要之困難為何？最需提供之幫助

為何？ 
三、 請問貴校利用日治時期舊籍館藏輔助教學之經驗為何？ 
四、 請問您認為將日治時期舊籍數位化並建立聯合目錄，對於提供 108

新課綱教學素材是否有幫助？您的看法及建議為何？ 
五、 請問您對於舊籍館藏數位化之看法及意願為何？貴館是否有意願建

置日治時期舊籍核心典藏，以自行建置或連結他館數位典藏方式，

提供讀者知曉並查閱利用？您的看法及建議為何？ 

 
 
 
 
 

名詞解釋 
「核心典藏」為圖書館最具核心意義與價值的特殊館藏。「核心典藏」

將圖書館最具獨一、特殊意義之館藏提出，以自行建置作或連結他館數

位典藏方式提供讀者知曉、查閱與利用。 

例如：香港大學圖書館核心典藏 
 (http://library.ust.hk/collections-resources/special-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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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錄音同意書 

 

茲協助「臺灣日治時期公立高中圖書館日治舊籍館藏調查研究」進行，

本人同意接受訪談以及訪談過程錄音，錄音的資料僅供資料分析之用，

不轉為其他用途；研究者保證內容完全保密。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梅玲 博士 
研究生：趙儀芳 

敬上 
 
 
受訪者：╴╴╴╴╴╴╴╴╴╴╴╴╴（簽名）  
受訪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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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與百年高中圖書館合作「舊籍典藏數位化」及

「百年學校記憶」座談會會議紀錄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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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百年高中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舊籍典藏及數位化計劃 

會議資料  

臺灣百年高中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舊籍典藏及

數位化計畫  

一、合作目的  
國家圖書館負有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研

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責，近年來有系統的致力搶救珍貴圖書文

獻，進行與國內各類圖書館館藏珍貴文獻的數位保存工作，鑑於國內許多的圖書

館與文獻典藏單位典藏著 1911-1949年出版品，該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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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臺灣研究的最佳資源。惟臺灣地區因溫、濕度偏高不利於圖書保存，多

數圖書文獻典藏空間環境缺乏完善的溫溼度恆溫控制環境，圖書因年代久遠紙質

酸化，往往禁不起翻閱而破損，或因損壞而被報廢，為達成保存文化與弘揚學術

之任務，以數位化減少圖書因使用而損壞，得以數位形式備份保存，透過網路提

供國內外讀者及研究人員查詢利用，延長這些實體圖書的保存壽命。104年起

與、國立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合作 1911-1949年出版之館藏、公共圖書館地方文

獻、縣市文化局政府出版品，以及與人文社會學者授權「百人千書」等合作數位

化計畫，該計畫至今仍持續進行未間斷，並建置「臺灣華文電子書庫」資料庫，

將前述之數位化成果 2萬 8,650冊圖書提供全球讀者不限地域、免費查詢利用。  
    為有效集中典藏全國各館所藏有價值之罕用圖書資料，確保我國圖書資料及珍

貴文獻被妥善保存，本館於 106年 12月業獲行政院核定「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

聯合典藏中心建設計畫」納入國家聯合典藏中心的高度密集倉儲設施興建，本興建

工程已進行細部規劃，未來藉由該中心的建立，邀集合作成員館以移轉或寄存其館

藏者參加珍貴及罕用館藏之聯合典藏，解決本館及其他圖書館空間典藏問題外，亦

使各館罕用圖書資料，得以較經濟的方式完善保存，並提供利用。 1895年臺灣、

澎湖因馬關條約成為日本統治領土，日治時期日本人為普及教育需要的大量師資，

除採公費制的師範學校制度。在經濟考量的實業學校是日治時期中等教育重點，包

含農工商漁都廣設實業學校，並於各地設立普通中學培育臺灣人才，包括臺北（一

中、二中、三中、四中、一高女、二高女、三高女、四高女）、竹中、竹女、臺中

（一中、二中、一高女、二高女）、彰中、彰女、嘉中、嘉女、臺南（一中、二

中、一高女、二高女）、高雄（一中、二中、一高女、二高女）、宜中、蘭女等。因

此留下教學所需各學科相關圖書文獻，然這些文獻可能因缺乏人力及良好保存環境

未能善加整理保存進而利用，對於國家圖書館保存圖書文獻職責，提請本計畫與臺

灣百年高等中學合作，將各校圖書館館藏日文舊籍或中文舊籍等圖書文獻加以整

理、進行數位化保存、活化利用，提供民眾作學術研究利用。而各校對這些文獻的

管理，可選擇以贈送移轉給本館或寄存方式，未來皆完善典藏於「全國聯合典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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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後續亦提供調閱服務。  

二、合作對象  
(一)臺灣百年高等中學(圖書館)  

三、合作項目  
(一)合作學校館藏日文或 1949前出版之中文圖書文獻。圖書資料類型包含圖

書、期刊、檔案、照片等  

(二)合作學校前述館藏之數位化相關作業。  
(三)數位化清單及影像檔提供ㄧ份各校留存運用，並採共建共享模式，於國家

圖書館相關電子書平臺開放檢索利用。  

四、合作方式  
    本計畫合作數位化模式分為三種合作方式：贈送、寄存與提供掃描，三種

合作方式之數位化電子檔皆提供完成ㄧ份給合作學校保存利用。  
(一)贈送：合作學校將合作數位化標的圖書於完成數位化後贈送給國家圖書

館，未來典藏於「全國聯合典藏中心」永久典藏保存，圖書資料

掃描後之電子檔提供完成ㄧ份給合作學校保存利用。  

(二)寄存：合作學校將合作數位化標的圖書於完成數位化後寄存於國家圖書館

「全國聯合典藏中心」，圖書資料掃描後之電子檔提供完成ㄧ份給

合作學校保存利用。  

(三)僅提供數位化：合作學校僅提供合作數位化標的圖書供國家圖書館進行數

位化，圖書資料掃描後歸還學校，電子檔提供完成 ㄧ份給合作學校保存

利用。  

五、合作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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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方權利義務  
(ㄧ)合作學校圖書館  

1.同意授權合作標的數位化重製：學校應授權合作標的國家圖書館數位化重

製，並同意於網際網路或內部網路公開傳輸數位檔案，提供讀者基於個人

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  
2.提供合作標的書目清單：學校應提供合作標的書目清單供國家圖書館比對

及查核複本，以進行去重，各合作學校有重複書單將擇佳掃描，避免重複

數位化。  
3.取得合作標的之數位化清單及數位影像檔：無論參與贈送、寄存或數位化

之合作方案，學校皆取得合作標的之數位化清單及數位影像檔，並加以運

用，如利用數位檔進行其他加值利用，應註明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4.選擇館藏贈送給國圖方案：學校於完成數位化作業，可選擇將該批館藏以

贈送方式移轉給本館，未來典藏於「全國聯合典藏中心」，後續亦提供調

閱服務，及電子檔提供文獻傳遞館服務。  
5.選擇館藏寄存聯典中心方案：學校於完成數位化作業，選擇將該批館藏以

寄存方式典藏於「全國聯合典藏中心」，學校仍擁有財產權，但同意該館

藏提供圖書調閱，以電子檔提供文獻傳遞館服務。  

(二)國家圖書館  

1.負責本計畫數位化作業經費，包括圖書運費、掃描、詮釋資料及建檔工作

等。  
2.提供各合作學校合作標的之數位化清單及數位影像檔ㄧ份。  
3.取得各合作學校授權同意合作標的數位化重製，並於網際網路或內部網路

公開傳輸數位檔案，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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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學校記憶合作計畫  

一、 合作目的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平台」典藏各世代的學校記憶，包含傳統漢學教育書院

面貌、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及學生上課情形，以及臺灣教科書內容。2018年以

「臺灣記憶」典藏資源策劃「臺灣記憶：跨世代的校園記憶」，將「教育」放在臺

灣歷史長河中（17世紀至 21世紀），介紹臺灣教育從 17世紀起歷經不同階段的轉

變，邀請讀者思考「教育」的意義及所扮演的角色。  
  

  

 

臺北第一中學校 柔道基本練習(約 1920年代)   

 

展覽主視覺：淡水牛津學堂傳教

士馬偕與著漢服學生合照，黃色

小人物為 1946 年出版《初等國

文教科書》插圖  

  

有鑑於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透過學校設立，大規模引進近代國民教育，

對臺灣人才培育影響深遠。本計畫擬匯入百年高中珍貴的文獻資源之圖書及照

片於「臺灣記憶平台」，藉由平台既有知名度及系統功能（下表），透過數位典

藏開放搜尋、線上策展與融入教學、以及共建共享平台建置，邀請各校一起參

與分享，共同整理編織「百年學校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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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平台」（https://tm.ncl.edu.tw ）建置始於民國 92 年(2003)完成第一代介

面，於 2018 
年以全新面貌上線服務，典藏收錄超過 26 萬筆詮釋資料，及 260 餘萬頁影像，類型包

含圖書文獻、史料、圖像及歷史人物等珍貴資料。  

項目  功能  

1.首頁  可輸入詞彙進行詮釋資料全文搜尋及進階檢索。除搜尋欄位、依據地理

位置與時間軸檢視的功能外，提供最新消息以及輪播行銷櫥窗，亦提供

今日鄉土記事、熱門查詢詞、今日人物等項目。  

2.資料集  包括日治時期明信片、畢業紀念冊、老照片、官修地方志、鄉土文獻、

皮影戲劇本、長老教會文獻、藝文海報等 24資料集，將陸續新增與規

劃百年企業、百年教育等資料集。  

3.大事記要  以時間軸、地區呈現自各種地方志、地方文獻史料以及政府機關網站蒐

集而來之重大事件紀錄，將可配合納入合作單位之大事記。  

4.縣市記憶  具有地理資訊特性之典藏物件在地圖上呈現，具備故事地圖套件，使用

者透過網路可輕鬆漫遊包括臺北市、臺南市、臺中市(進行中) 等地之

重要歷史據點，將陸續完成全臺 6都之故事地圖。  

5.線上策展  包含主題展（4個）、主題網站（16個）、相片共享、大眾史學、知識地

圖等。線上展覽可呈現圖像、文字、年表、影音等資料，將陸續新增百

年教育等主題展內容。  

6.記憶窗口  貫徹 web 2.0精神，讓系統使用者也可透過該窗口分享其個人或家族有

特殊意義之圖像物件，並且結合群眾力量進行大眾史學之資源匯集，透

過群力貢獻全民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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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對象  

臺灣百年高等中學  

  

三、合作項目  

(一) 百年高中之「照片、圖書」之數位典藏。  
1.照片：1949年以前照片為主。  
2.圖書：1949年以前出版之中文、日文及羅馬拼音之圖書，包含「日治時

期畢業紀念冊」。  

(二)線上展覽與教學推廣。  
(三)採共建共享模式，建置數位資源及記憶共享平台。  

  

四、合作方式  

本計畫依合作項目分為三種合作方式：  
(一)數位典藏：針對百年高中資源匯入「臺灣記憶」之學校，將資源以「資料

集」呈現，供外界瀏覽查詢。  

(二)策展及教學：資源匯入「臺灣記憶」之學校，以該校數位資源進行「線上

展覽」，邀請高中參與並融入教學。  

(三)共享平台：資源匯入「臺灣記憶」之學校，提供平台供合作學校上傳管理

數位資源及記憶共享成果。  

  

五、合作期程  

(一)數位資源匯入「臺灣記憶」：109.01-110.10  

(配合「臺灣百年高中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舊籍典藏及數位化計畫」時程)  

(二)數位資源「臺灣記憶」呈現：109.07-110.12  

(三)「臺灣記憶」數位資源策展及教學：110.07-112.07（兩學年四個學期）  

(四)數位資源及記憶「臺灣記憶」共享平台：110.01-113.12  

  1.平台建置 110.0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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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學校共享使用暨平台維護 111.01-113.12  

  

  

六、權利義務  

(ㄧ)合作學校  

1.同意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共同填寫匯入「臺灣記憶」數位資源之詮釋資

料。  
2.同意匯入「臺灣記憶」之數位資源於網際網路或內部網路公開傳輸數位檔

案，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  
3.同意匯入「臺灣記憶」之數位資源供國家圖書館使用及其他加值利用。   

(二)國家圖書館  
1.負責本計畫數位資源之「臺灣記憶」呈現管理、並供外界檢索查詢。  
2.負責本計畫「百年學校記憶」之線上策展及推廣。  
3.負責數位資源及記憶「臺灣記憶」共享平台之功能建置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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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與百年高中館藏舊籍數位化簽約學校 

本附錄資料來源：國家圖書館 

 

 

 

 

 

序號 學校名稱 協議書 合作方案 百年學校記憶 

1 中山女中 V 僅數位  

2 新竹女中 V 僅數位  

3 新竹高中 V 僅數位 V 
4 高雄高中 V 僅數位 V 
5 虎尾高中 V 僅數位  

6 彰化女中 V 僅數位 V 

7 嘉義女中 V 僅數位 V 

8 台南二中 V 僅數位  

9 台中女中 V 寄存+數位化  

10 台南一中 V 寄存+數位化  

11 台南女中 V 
贈送/移轉 
 + 數位化 

V 

12 花蓮女中 V 
贈送/移轉 
 + 數位化 

V 

13 建國高中 V 
贈送/移轉 
 + 數位化 

V 

14 基隆女中 V 
贈送/移轉  
+ 數位化 

V 

15 屏東高中 V 
贈送/移轉 
 + 數位化 

V 

16 成功高中  無 V 

17 屏東女中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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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年 分類
國資圖
數位化

1 人の運 大町 桂月／著 1930 0
2 大百科事典 第10卷 コナ‐サワ 平凡社／編 1933 0
3 大百科事典 第11卷 サン‐シノ 平凡社／編 1933 0
4 大百科事典 第13巻 ムセーワ 平凡社／編 1933 0
5 大百科事典 第14巻 ス〜セキモ 平凡社／編 1933 0
6 大百科事典 第15巻 セキヤ−ソン 平凡社／編 1933 0
7 大百科事典 第16卷 タ−タンセ 平凡社／編 1933 0
8 大百科事典 第17卷 タンソーツン 平凡社／編 1933 0
9 大百科事典 第18卷 ソカ〜タンコ 平凡社／編 1933 0

10 大百科事典 第19巻 タンサーツト 平凡社／編 1933 0
11 大百科事典 第1巻 アーウチ 平凡社／編 1931 0
12 大百科事典 第20巻 ニシヤ−ハシ 平凡社／編 1933 0
13 大百科事典 第21巻 ハス−ヒヤ 平凡社／編 1933 0
14 大百科事典 第22巻 ヒユ−フレ 平凡社／編 1933 0
15 大百科事典 第24卷 ホン−ムス 平凡社／編 1933 0
16 大百科事典 第25卷 ムセ〜ヨシサ 平凡社／編 1933 0
17 大百科事典 第26巻 もんこ‐りしゆ 平凡社／編 1934 0
18 大百科事典 第27卷：補遺 平凡社／編 1934 0
19 大百科事典 第28巻 總索引 平凡社／編 1935 0
20 大百科事典 第29巻 新補 平凡社／編 1935 0
21 大百科事典 第2卷 平凡社／編 1932 0
22 大百科事典 第3巻 ウツーオーム 平凡社／編 1932 0
23 大百科事典 第4卷 オー〜カク 平凡社／編 1933 0
24 大百科事典 第6巻 カウタ‐キユ 平凡社／編 1933 0
25 大百科事典 第7巻 シヨーサーセキモ 平凡社／編 1933 0
26 大百科事典 第8巻 平凡社／編 1933 0
27 大百科事典 第9巻 タンソートイチ 平凡社／編 1933 0
28 大辭典 1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29 大辭典 10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30 大辭典 11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31 大辭典 12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32 大辭典 13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33 大辭典 14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34 大辭典 15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35 大辭典 17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36 大辭典 18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37 大辭典 19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38 大辭典 2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39 大辭典 20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40 大辭典 21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41 大辭典 23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42 大辭典 24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43 大辭典 25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44 大辭典 26 下中 彌三郎／編 1936 0
45 大辭典 3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46 大辭典 4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47 大辭典 5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48 大辭典 6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49 大辭典 7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50 大辭典 8 下中 彌三郎／編 1934 0
51 大辭典 9 下中 彌三郎／編 1935 0
52 内治外交吾が家の顧問 中山 三郎、關 荘一郎／著 1920 0
53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 卷 三省堂／編 1919 0
54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10卷 三省堂／編 1919 0
55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10卷 三省堂／編 1921 0
56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1卷 三省堂／編 1919 0
57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2卷 三省堂／編 1919 0
58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5卷 三省堂／編 1919 0

臺中女中圖書館日文舊籍圖書目錄

附錄七 高中圖書館日治時期舊籍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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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7卷 三省堂／編 1919 0
60 日本百科大辭典 第9卷 三省堂／編 1919 0
61 日本精神叢書 10：吉田松陰の留魂録 紀平 正美／著 1940 0
62 日本精神叢書 12：謠曲と日本精神 佐成 謙太郎／著 1940 0
63 日本精神叢書 13：二宮翁夜話の精神 佐々井 信太郎／著 1940 0
64 日本精神叢書 14：庭園と日本精神 龍居 松之助／著 1940 0
65 日本精神叢書 15：頼山陽と日本精神 鹽谷 温／著 1940 0

66 日本精神叢書 18：世阿彌と其の藝術思想 野上豐一郎／著 1940 0

67 日本精神叢書 19：傳教・弘法と日本文化 金子 大榮／著 1940 0

68 日本精神叢書 20：山鹿素行の配所殘筆 紀平 正美／著 1940 0
69 日本精神叢書 21：徒然草と人生觀 阪口 玄章／著 1940 0
70 日本精神叢書 23：萬葉集と國民性 武田 祐吉／著 1940 0
71 日本精神叢書 26：戰記物語と日本精神 高木 武／著 1940 0

72 日本精神叢書 28：聖徳太子の十七条憲法 白井 成允／著 1940 0

73 日本精神叢書 28：道元と日本の禅 紀平 正美／著 1940 0
74 日本精神叢書 29：芭蕉と俳諧の精神 志田 義秀／著 1940 0
75 日本精神叢書 30：風土記と古代日本 次田 潤／著 1940 0
76 日本精神叢書 31：日蓮と日本の佛教 小林 一郎／著 1940 0
77 日本精神叢書 32：大佛師運慶 丸尾 彰三郎／著 1940 0
78 日本精神叢書 33：萬葉精神 鴻巣 盛廣／著 1940 0
79 日本精神叢書 34：漢詩と日本精神 鹽谷 温／著 1940 0
80 日本精神叢書 35：日本書紀と日本精神 武田 祐吉／著 1940 0
81 日本精神叢書 36：菅家遺誡 : 和魂漢才 加藤 仁平／著 1940 0

82
日本精神叢書 37：奈良時代に於ける國家と
佛教

辻 善之助／著 1940 0

83 日本精神叢書 38：太平記と武士道 高木 武／著 1940 0

84 日本精神叢書 39：古語拾遺と神國日本精神 加藤 仁平／著 1940 0

85 日本精神叢書 4：神樂・神歌 志田 延義／著 1940 0

86 日本精神叢書 40：長谷川昭道の皇道求義 飯島 忠夫／著 1940 0

87 日本精神叢書 42：幕末勤皇歌人集 志田 延義／著 1940 0
88 日本精神叢書 43：國學と玉だすき 久松 潜一／著 1940 0
89 日本精神叢書 44：三經義疏と日本佛教 金子 大榮／著 1940 0

90 日本精神叢書 45：直毘霊—神の道とやまと心 安藤 正次／著 1940 0

91 日本精神叢書 5：十訓抄と道徳思想 藤岡 繼平／著 1940 0
92 日本精神叢書 6：親鸞と日本佛教 小野 正康／著 1940 0

93 日本精神叢書 66：北畠親房と二十一社記 小島鉦作／著 1943 0

94 日本精神叢書 7：日本精神歌集 久松 潜一／著 1940 0
95 日本精神叢書 8：翁問答と日本教育論 海後 宗臣／著 1940 0
96 日本精神叢書 9：心學精粹 石川 謙／著 1940 0
97 世界名著解題 平林 松雄、木村 一郎、高木 敏雄／著 1927 0
98 同窓會誌 第13号 不詳 1941 0 *

99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11巻 (若き姉妹に寄す)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0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12巻 (半生を語る)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1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13巻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2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15巻(信仰篇) 羽仁 もと子／著 1930 0

103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1巻 ( 家庭教育篇 上))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4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3巻 ( 思想しつつ生活し
つつ 中)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5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3巻 (思想しつゝ生活しつゝ)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6 羽仁もと子著作集 第9巻(家庭教育篇 上) 羽仁 もと子／著 1928 0
107 私の生涯 其の1 岩橋 武夫、兒玉 國之進／共譯 19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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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私の生涯 其の2
ヘレン・ケラー／著、岩橋 武
夫、兒玉 國之進／共譯

1936 0

109 私の生涯 其の3
ヘレン・ケラー／著、岩橋 武
夫、兒玉 國之進／譯

1937 0

110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0巻 : 國防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7 0
111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1巻：天文・氣象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2 0

112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2巻：地理篇(日本地理1)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5 0

113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3巻：地理篇(日本地理2)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14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4巻：地理篇(世界地理)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2 0

115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5巻：地理篇(四) 満洲國
地理通論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7 0 *

116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6巻：歷史篇 第1 日本通史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17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8巻：歷史篇(日本風俗史
・日本文化史)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2 0

118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19巻：數學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19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0巻：美術史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2 0
120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1巻：美術史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4 0
121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2巻：美術教育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22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3巻：文藝篇1(文藝理
論、兒童文學)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5 0

123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4巻 : 文藝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24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5巻：文藝篇(西洋文學史)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25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6巻 :地質鑛物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26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7巻：音樂・舞踊・體育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4 0

127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8巻：家庭・公民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28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9巻：修身篇(原論・實践)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4 0

129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2卷：動物篇 無脊椎動物
動物總論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30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30巻：哲學・宗教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31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3卷：植物篇(植物界概説
顕花植物 應用植物)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32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4巻：植物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33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5巻： 生理衛生篇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6 0

134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6巻：物理篇(力學・熱學
・音響學)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5 0

135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7巻：物理篇(電氣磁氣學
・光學)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36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8巻：化學篇(一)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3 0

137 兒童百科大辭典 第9巻：化學篇(二) 有機化學 兒童百科大辭典刊行會／編 1934 0

138 奈良のはたごや : 随筆感想集 小林 一三／著 1935 0
139 南方随筆 南方 熊楠／著 1926 0
140 南洋年鑑 第4回版: 上巻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 1943 0
141 南洋年鑑 第4回版: 下巻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 1943 0
142 思潮學藝新知識大系 矢口 達、加藤 美侖／著 1927 0
143 流轉風景 松原 寛／著 1934 0
144 旅人の眼 川島 理一郎／著 1937 0

145 校友會々誌 第1号〔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編 1925 0 *

146 校友會々誌 第3号〔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新竹高等女學校友會／編 1927 0 *

147 校友會雜誌 第3号〔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 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友會／編 1926 0
148 國書解題　あ‐そ 佐村 八郎／著 1929 0
149 國書解題 た〜わ 佐村 八郎／著 19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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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0卷 七書・鬼谷子
・陸賈新語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1 0

151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1卷 淮南子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1 0
152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2卷 戰國策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53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3卷 史記一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54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4卷 史記 2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3 0

155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5巻 史記列傳 上巻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56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6卷 史記 4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57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7卷 國語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3 0

158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1卷 四書・孝經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59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2卷 易經 書經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60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3卷 詩經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61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4卷 禮記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2 0

162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5卷 春秋左氏傳 上の3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1 0

163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6卷 春秋左氏傳 下巻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1 0

164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7卷 老子 列子 莊子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5 0

165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8卷 荀子・墨子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1 0

166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 第9卷 韓非子・商子 國民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1 0

167 現代母のなやみ 河合 よしの／著 1931 0
168 理化學器械博物標本目錄 前川合名會社／編 不詳 0
169 智識の庫 : 世界奇聞 横山 又次郎／著 1923 0
170 新聞の見方 東京朝日新聞整理部／編 1931 0

171
圖書の受入から配列まで : 學校-圖書館-諸官
公署-會社

林 靖一／著 1933 0

172 圖書の整理と利用法 林 靖一／著 1925 0
173 圖解 現代百科辭典 第1巻 三省堂百科辭典編輯部／編 1931 0
174 圖解 現代百科辭典 第2巻 三省堂百科辭典編輯部／編 1933 0
175 圖解 現代百科辭典 第3巻 三省堂百科辭典編輯部／編 1932 0
176 圖解 現代百科辭典 第4巻 三省堂百科辭典編輯部／編 1932 0
177 漢文大系 第2巻(箋解古文真宝後集)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6 0
178 漢文大系 第3巻(唐宋八家文 上)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5 0
179 漢文大系 第4巻(唐宋八家文 下)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11 0
180 漢文大系 第4巻(唐宋八家文 下)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6 0
181 漢文大系 第5巻(十八史略 小學 孝經)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11 0
182 漢文大系 第6巻(史記列傳 上)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11 0
183 漢文大系 第7巻(史記列傳 下)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11 0
184 漢文大系 第8巻(韓非子翼毳)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11 0
185 漢文大系 第9巻(老子翼 荘子翼)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11 0
186 福澤全集 1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87 福澤全集 2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88 福澤全集 3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89 福澤全集 4 福澤 諭吉／著 1925 0
190 福澤全集 4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91 福澤全集 5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92 福澤全集 6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93 福澤全集 7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94 福澤全集 8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95 福澤全集 9 福澤 諭吉／著 1926 0
196 臺北帝國大學記念講演集 5 臺北帝國大學／編 1936 0 *
197 臺灣年鑑 昭和3年 臺灣通信社／編 1928 0
198 臺灣學生雄辯集 唐澤 信夫／編 1930 0
199 優良圖書一覽 第2輯 茗渓會讀物調査部／編 1933 0
200 キリスト教兒童劇脚本集 高瀬 嘉男／著 1933 1
201 こころとみち : 國學の歷史精神 佐野 一彦／著 1944 1
202 こころの屑籠 西田 天香／著 1935 1
203 この忍耐この努力 金星堂／出版 19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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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ダニエル書講解 末世之福音社編輯部／編 1933 1
205 ナザレのイエス 吉田 悦蔵／著 1928 1
206 一灯無尽 : 一灯園夏の集り講話 西田 天香／著 1933 1
207 一燈園と維摩經 西田 天香／著 1934 1
208 人生は樂園なり : 佛々をひく 竹内 浦次／著 1939 1
209 人格と修養 久保 天隨／著 1925 1
210 大正徳行録 宮内大臣官房／編 1926 1
211 大正徳行録 宮内大臣官房／編 1926 1
212 大谷光瑞全集 第2巻 大谷 光瑞／著 1937 1
213 大谷光瑞全集 第4巻 大谷 光瑞／著 1937 1
214 大谷光瑞全集 第5卷 大谷 光瑞／著 1937 1
215 大谷光瑞全集 第6巻 大谷 光瑞／著 1937 1
216 大谷光瑞全集 第7巻 大谷 光瑞／著 1937 1
217 大谷光瑞全集 第8巻 大谷 光瑞／著 1937 1
218 大谷光瑞全集 第9巻 大谷 光瑞／著 1939 1
219 大學新講義 岡井 慎吾／著 1944 1
220 女訓 川浦 玄智／註 1942 1
221 山鹿素行集 第3巻 山鹿 素行／著 1943 1
222 孔子研究(改版) 蟹江 義丸／著 1927 1
223 少年一休禅師の生涯 松本 浩記／著 1932 1
224 少年日蓮上人傳 高木 英一郎／著 1930 1
225 心の世界 : 心理學入門 黒田 亮／著 1943 1
226 心理學講話 松本 亦太郎／著 1923 1
227 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 井上 哲次郎／著 1923 1

228 日本佛教圖像史  上巻: 藥師如來・阿彌陀如來 内藤 藤一郎／著 1932 1

229 日本思想叢書 第10編 神皇正統記 文部省／編 1934 1
230 日本思想叢書 第2編 古語拾遺 文部省／編 1933 1
231 日本思想叢書 第5編 古事記 文部省／編 1933 1
232 日本思想叢書 第6編 萬葉集 文部省／編 1933 1
233 日本思想叢書 第7編  弘道館記述義 文部省／編 1933 1
234 日本思想叢書 第8編 中朝事實 文部省／編 1934 1
235 日本思想叢書 第9編 日本書紀精粋 文部省／編 1934 1
236 日本倫理思想史提要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9 1
237 日本國民性論 坂井 衡平／著 1922 1
238 日本婦道講座 第1巻 義濟會／編纂 1935 1
239 日本婦道講座 第2巻 義濟會／編纂 1935 1
240 日本婦道講座 第3巻 義濟會／編纂 1935 1
241 日本婦道講座 第4巻 義濟會／編纂 1935 1
242 日本婦道講座 第5巻 義濟會／編纂 1935 1
243 日本道徳論 清原 貞雄／著 1926 1
244 日本精神讀本 伊藤 千真三／著 1933 1 *
245 日蓮聖人傳十講 山川 智應／著 1921 1
246 世渡の道 : 修養指針 大畑 裕／著 1926 1
247 平田篤胤 山田 孝雄／著 1942 1
248 平田篤胤翁百年祭記念論文集 秋田縣社彌高神社奉讃會／編 1943 1
249 平易に説いた法然上人傳 大富 秀賢／著 1933 1
250 幼學綱要 : 口語全譯 蘆谷 重常／著 1935 1
251 正しき人の道 生島 隆一／著 1937 1
252 白日に語る : 一灯園から見た社會問題 西田 天香 著 1934 1
253 弛緩心理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1
254 老子神髄 長島 萬里／著 1921 1
255 臣民の道通釋 小西 重直、高橋 俊乗／ 著 1942 1
256 自警録 新渡戸 稲造／著 1929 1
257 血液型と氣質 古川 竹二／著 1932 1
258 西洋倫理學史 [訂正]3版 三浦 藤作／著 1923 1
259 何が彼を發奮させたか 金星堂／出版 1937 1
260 佛教大辭典 [補訂版]縮版 織田 得能／著 1930 1
261 佛教辭林 藤井 宣正／編 1921 1
262 孝子徳行録 文部省／編 1930 1
263 希臘羅馬宗教思想史 比屋根 安定／著 1931 1
264 希臘羅馬神話 木村 鷹太郎／著 不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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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形態心理學 久保 良英／著 1930 1
266 亞米利加魂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1
267 例話全集 1 : 聖者の光 小原 國芳／編 1931 1
268 例話全集 2 : 第一義 小原 國芳／編 1928 1
269 和解 明石 順三／著 1930 1
270 宗教と人生 帆足 理一郎／著 1924 1
271 宗教讀本 友松 圓諦／著 1934 1
272 彼が今日を築くまで 金星堂／出版 1936 1
273 放送菜根譚講話 加藤 熊一郎／著 1934 1
274 社會改造の哲學 アドラー／著、藤井 章／譯 1924 1
275 近世に於ける「我」の自覺史 朝永 三十郎／著 1921 1
276 近代人の人生觀 人生哲學研究會／編 1925 1
277 近代宗教思想論考 矢吹 慶輝／著 1944 1
278 近代思想十六講 中澤 臨川、生田 長江／著 1923 1
279 思索と體験 西田 幾多郎／著 1923 1
280 苦難の聖化 : 誓願成就の力 竹内 浦次／著 1939 1
281 軍國美談此の精神 池澤 由蔵／編 1937 1 *
282 風土 : 人間學的考察 和辻 哲郎／著 1944 1
283 風俗習慣と神ながらの實修 筧 克彦／著 1933 1
284 修養全集 第9巻：訓話説教演説集 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編 1929 1
285 倫理御進講草案 杉浦 重剛／著 1936 1
286 倫理學原理 土屋 幸正／著 1922 1
287 倫理學概論 荻原 拡／著 1921 1
288 倫理學演義 吉田 靜致／著 1922 1
289 哲學と社會問題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1
290 哲學に於ける科學と宗教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1
291 哲學大辭典  ア−サ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集所／編纂 不詳 1
292 哲學大辭書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集所／編纂 1919 1
293 哲學大辭書 2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集所／編纂 不詳 1
294 哲學大辭書 ツ－ヲ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集所／編纂 1920 1
295 哲學概論 桑木 嚴翼／著 1923 1
296 真人生の基調 牧野 秀／著 1939 1
297 祝詞新講 次田 潤／著 1929 1
298 神あそびやまとばたらき 筧 克彦／編 1924 1
299 神に祀られたる日本女性 矢澤 高佳／著 1938 1
300 神の立琴 明石 順三／譯 1925 1
301 神の救ひ 明石 順三／譯 1928 1
302 神祇辭典 山川 鵜市／著 1924 1
303 神話臺灣生蕃人物語 入江 曉風／著 1924 1
304 神道の話 小倉 鏗爾 ／著 1944 1
305 神道通論 河野 省三／著 1944 1
306 高等教育心理學 關 寛之／著 1928 1
307 國民必携 思想涵養辭叢 高砂圖書出版協會／編 1932 1
308 國民道徳と其の教養 吉田 熊次／著 1928 1
309 國民道徳本論 : 國性論 亘理 章三郎／著 1922 1
310 現代哲學概論 金子 馬治／著 1924 1
311 創世時代と父祖の生活 末世之福音社編輯部／譯 1933 1
312 善の研究 西田 幾多郎／著 1923 1
313 提要日出る國 清原 貞雄／著 1929 1
314 最近 倫理學 伊藤 恵／著 1922 1
315 湖畔聖話 吉田 悦蔵／著 1926 1
316 無限生活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1
317 菜根譚講話 釋 宗演／著 1930 1
318 感激實話全集 續5：使ふ人使はれる人 金星堂／出版 1936 1
319 新しい主義學説の字引 勝屋 英造／編 1921 1
320 新心理學 : 教育科教科書 乙竹 岩造／著 1925 1
321 新撰國民道徳集成 村上 辰午郎／著 1922 1
322 新撰國民道徳集成 村上 辰午郎／著 1922 1
323 新釋女大學 河盛 好藏／著 1944 1
324 聖書物語 前田 晁／譯 1931 1
325 道の傳統 高橋 俊乗／著 1944 1
326 道徳思想の發達 有永 眞人／著 19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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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精神科學叢書 第1編：教育としてのソクラテス 福島 政雄／著 1929 1

328
精神科學叢書 第2編：思想的先覺者としての
山鹿素行

清原 貞雄 著 1930 1

329 精神科學叢書 第6編：國民生活の根本原理 日下 恒／著 1931 1

330 精神科學叢書 第6編：教育的社會學 岩井 龍海／著 1930 1
331 精神修養 逸話の泉 2 高島 平三郎／著 1924 1
332 精神修養 逸話の泉 3 高島 平三郎／著 1924 1
333 精神修養 逸話の泉 4 高島 平三郎／著 1924 1
334 精神修養 逸話の泉 5 高島 平三郎／著 1924 1
335 精神修養 逸話の泉 1 高島 平三郎／著 1924 1
336 臺灣の宗教 増田 福太郎／著 1939 1
337 輓近心理學大集成 三浦 藤作／編 1921 1
338 輓近教育心理學提要 安達 久／著 1931 1
339 論語物語 下村 湖人／著 1938 1
340 歷史哲學概論 河野 正通／譯 1929 1
341 黙示録講解 末世之福音社編輯部／編著 1933 1
342 藤樹先生の學徳 松本 義懿／編 1931 1
343 懺悔の生活 西田 天香／著 1935 1
344 蘆花全集 第1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30 1
345 釋尊物語 木村 善之／著 1934 1

346
辯證法新研究(「教育學術界」ヘーゲル百年
祭記念大特輯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1 1

347 ウェルズ世界文化史大系 Ⅰ 北川 三郎／譯 1922 2
348 ウェルズ世界文化史大系 Ⅱ 波多野 鼎／譯 1922 2
349 ウェルズ世界文化史大系 Ⅲ 新明 正道／譯 1944 2
350 シュティーヴェ獨逸民族二千年史 石川 錬次／譯 1942 2
351 ビルマの現實 齋藤 博厚／著 1941 2
352 フランス大革命史 後編 箕作 元八 著 1920 2
353 フランス敗れたり 高野 彌一郎／譯 1941 2
354 フランス敗れたり 高野 彌一郎／譯 1941 2
355 ローマ・カルタゴ百年戰争史 塚原 富衛／著 1944 2
356 九条武子夫人のお話 松尾 樹明／著 1936 2
357 二千六百年史抄 菊池 寛／著 1940 2
358 二千六百年史抄 菊池 寛／著 1940 2
359 人文地理學研究 小川 琢治／著 1928 2

360 人文地理學概論
エルズワース・ハンチングトン
／著、伏見義夫／譯

1926 2

361 人文地理學講義 淺野 利三郎、井土 梅吉／著 1928 2
362 人生と地理 井上 長太郎／著 1926 2

363
人類の進歩につくした人々(日本少國民文庫
第8巻)

山本 有三／編 1937 2

364 人類學上より見たる西南支那 鳥居 龍蔵／著 1926 2
365 十八史略詳解 笠松 彬雄／著 1929 2
366 大日本女性人名辭書 高群 逸枝／著 1936 2 *
367 大日本史講座 1：古代史・奈良時代史 堀田 璋左右／著 1929 2
368 大日本史講座 10：明治時代史 時野谷 常三郎／著 1929 2
369 大日本史講座 11：國史研究法 大類 伸 (等)／著 1930 2
370 大日本史講座 12：日本外交史 齊藤 文藏／著 1929 2
371 大日本史講座 13：日本古文書學 伊木 壽一／著 1930 2
372 大日本史講座 14：日本宗教史 樹下 快淳／著 1929 2
373 大日本史講座 15：日本風俗史 櫻井 秀／著 1929 2 *
374 大日本史講座 16：日本思想史 本多 辰次郎／著 1929 2
375 大日本史講座 17：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 中山 久四郎／著 1930 2
376 大日本史講座 19：國史綜合年表 滋賀 貞／著 1930 2
377 大日本史講座 3：鎌倉時代史 龍 肅／著 1928 2
378 大日本史講座 4：吉野朝時代史 魚澄 惣五郎／著 1929 2
379 大日本史講座 6：安土・桃山時代史 藤井 甚太郎／著 1929 2
380 大日本史講座 7：江戸時代史 上 栗田 元次／著 1928 2
381 大日本史講座 8：江戸時代史 下 栗田 元次／著 1929 2
382 大日本史講座 9：幕末維新史 藤井 甚太郎／著 19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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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大日本全史 下巻 大森 金五郎／著 1924 2
384 大日本全史 中巻 大森 金五郎／著 1924 2
385 大日本地名辭書 下 吉田 東伍／著 1907 2
386 大日本地名辭書 中 吉田 東伍／著 1910 2
387 大日本地名辭書 汎論索引 吉田 東伍／著 1907 2
388 大正震災記 上 內務省社會局／編 1926 2
389 大正震災記 下 內務省社會局／編 1926 2
390 大阪城悲劇の眞相 小林 博／著 1932 2
391 大東京の現勢 東京毎夕新聞社／編 1934 2
392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八代 國治／ 編 1927 2
393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3 八代 國治／ 編 1927 2
394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3 八代國治／ 編 1934 2
395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4 八代國治／ 編 1934 2
396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5 八代 國治／ 編 1934 2
397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6 附圖 八代國治／ 編 1926 2
398 大增訂 國史大辭典 增補・年表 八代國治／ 編 1927 2
399 山の地形圖 山口 正／著 1944 2
400 中央山脈横斷 入澤 片村／著 1927 2
401 少年乃木大將傳 遠藤 早泉／著 1932 2 *
402 少年二宮尊徳傳 奈良島 知堂／著 1937 2
403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1 (臺灣)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04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10 (北海道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05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11 (樺太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1 2
406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12 (關東州・南満州) 橋本 賢康／著 1931 2
407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4 (奥羽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08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5 (中部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09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6 (四國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10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7 (中國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11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8 (近畿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0 2
412 少年日本地理文庫 9 (關東地方) 橋本 賢康／著 1931 2
413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1 (支那) 西龜 正夫／著 1929 2
414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10 (北欧) 西龜 正夫／著 1930 2
415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11(イタリヤ) 西龜 正夫／著 1930 2
416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12(オーストラリヤ) 西龜 正夫／著 1930 2
417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2 (イギリス) 西龜 正夫／著 1929 2
418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3 (アメリカ) 西龜 正夫／著 1929 2
419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4(フランス) 西龜 正夫／著 1929 2
420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6 (ブラジル)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421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7 (ドイツ) 西龜 正夫／著 1930 2
422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8(ロシヤ) 西龜 正夫／著 1930 2
423 少年世界地理文庫 9 (南洋) 西龜 正夫／著 1930 2
424 少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古谷 義徳／著 1933 2
425 少年右大臣源實朝 林 勇／著 1931 2
426 少年伊藤博文公傳 中村 金蔵／著 1931 2
427 少年坂本龍馬の生涯 神谷 敏夫／著 1931 2

428 少年國史物語 3：鎌倉時代後期・吉野時代 前田 晃／著 1934 2

429 少年國史物語 4：室町・安土桃山時代 前田 晁／著 1934 2
430 少年野口英世博士 奈良島 知堂／著 1933 2
431 少年楠木正成の精忠 濱田 壽郎／著 1931 2
432 少年楠木正行の忠烈 浜田 壽郎／著 1931 2
433 少年徳川家康傳 中村 時蔵／著 1935 2
434 少年頼山陽の生涯 長谷川 安一／著 1929 2
435 少年織田信長傳 春藤 與市郎／著 1930 2
436 少年豐臣太閤 松本 浩記／著 1929 2
437 少年豐臣秀頼と大阪陣 春藤 與市郎／著 1932 2

438 支那人名辭書 上
難波 常雄、早川 純三郎、鈴木
行三／編

1926 2

439 支那人名辭書 下
難波 常雄、早川 純三郎、鈴木
行三／編

1926 2

440 支那人名辭書 中
難波 常雄、早川 純三郎、鈴木
行三／編

19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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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支那小史 : 黄河の水 鳥山 喜一／著 1925 2
442 支那小史 : 黄河の水 鳥山 喜一／著 1935 2
443 支那小史 : 黄河の水 鳥山 喜一／著 1935 2
444 支那四千年史 後藤 末雄／著 1941 2
445 支那地理大系(自然環境篇) 渡邊 光／編 1940 2
446 支那歴代年表  續編 山根 倬三／著 1929 2 *
447 支那學論叢 : 内藤博士還暦祝賀 羽田 亨／編 1926 2 *
448 文明開化 宮武 外骨／著 1929 2 *
449 文藝復興史の研究 朝日 融渓／著 1931 2
450 文藝復興史概論 朝日 融溪／著 1931 2
451 日日の偉人: 一日一人 關根 文之助／著 1933 2
452 日本の誇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編 1930 2

453
日本人はどれだけの事をして来たか(日本少
國民文庫 第3巻)

西村 真次／編 1936 2

454 日本人名辭典 芳賀 矢一／著 1919 2
455 日本人物論 満田 巌／著 1944 2
456 日本文化史序說 西田 直二郎／著 1932 2
457 日本文化史談 上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33 2
458 日本文化史談 中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34 2
459 日本文化生活史 西村 文則／著 1924 2
460 日本石器時代提要 中谷 治宇二郎／著 1929 2
461 日本地名大辭典 第2巻 オ-カ 日本書房／編 1938 2
462 日本地名大辭典 第3巻 キ-コ 日本書房／編 1938 2
463 日本地名大辭典 第4巻 日本書房／編 1938 2
464 日本地名大辭典 第5巻 ツ−ヒ 日本書房／編 1938 2
465 日本地名大辭典 第6巻 日本書房／編 1938 2
466 日本地理大系 12 朝鮮篇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67 日本地理大系 1-2 總論篇 山本 三生／編 1931 2
468 日本地理大系 3 大東京篇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69 日本地理大系 4 關東篇 山本 三生／編 1931 2
470 日本地理大系 5 奥羽篇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71 日本地理大系 6 中部篇 下巻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72 日本地理大系 6 中部篇 下巻 山本 三生／編 1931 2
473 日本地理大系 7 近畿篇 山本 三生／編 1929 2
474 日本地理大系 9 九州篇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75 日本地理大系 別巻1 山岳篇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76 日本地理大系 別巻2 満洲及南洋篇 山本 三生／編 1930 2
477 日本地理大系 別巻3 海外發展地篇 上 山本 三生／編 1931 2 *
478 日本地理大系 別巻4 海外發展地篇 下 山本 三生／編 1931 2
479 日本地理大系 別巻5 富士山篇 武田 久吉／著 1931 2
480 日本地圖帖地名索引 小川 琢治／著 1925 2
481 日本書紀神代巻新釋 田邊 勝哉／著 1943 2
482 日本書記通釋 索引 飯田 武郷／著 1937 2
483 日本書記通釋 第一 飯田 武郷／著 1935 2
484 日本書記通釋 第二 飯田 武郷／著 1937 2
485 日本書記通釋 第三 飯田 武郷／著 1936 2
486 日本書記通釋 第五 飯田 武郷／著 1935 2
487 日本書記通釋 第四 飯田 武郷／著 1936 2
488 日本精神作興歷史讀本 第1 (維新回天記) 實業之日本社／編 1933 2
489 日本精神作興歷史讀本 第2 (南海雄飛記) 實業之日本社／編 1928 2 *
490 日本精神作興歷史讀本 第3 ( 神武建國記) 實業之日本社／編 1933 2
491 日本精神作興歷史讀本 第4 (國難神風記) 實業之日本社／編 1934 2 *
492 日本精神作興歷史讀本 第5 (南朝忠戰記) 實業之日本社／編 1934 2
493 日本論 室伏 高信／著 1926 2
494 日本歷史地理之研究 吉田 東伍／著 1923 2
495 比律賓年鑑 昭和16年度版 大谷 純一／編 1940 2
496 世界大戰史 前篇 箕作 元八／編 1919 2
497 世界地名大辭典 下 小林 房太郎／著 1933 2
498 世界地名大辭典 中 小林 房太郎／著 1933 2
499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0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00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1巻 新光社／編 1931 2
501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2巻 新光社／編 19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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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3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03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4巻 新光社／編 1928 2
504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5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05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6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06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7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07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8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08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9巻 新光社／編 1928 2
509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1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10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21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11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22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12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2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13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3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14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4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15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5巻 新光社／編 1929 2
516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6巻 新光社／編 1931 2
517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7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18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8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19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第9巻 新光社／編 1930 2
520 世界地理圖集 西田 與四郎、帷子 二郎／共編 1931 2

521 世界地誌 : 自然単元
Swaine, George Raymond／
著、金尾 宗平／譯

1930 2

522 世界地誌 西欧及中欧篇 帷子 二郎／著 1931 2
523 世界歷史大系 1 史前史 大島 正満 (等)／著 1934 2

524 世界歷史大系 10 中央アジア史、 印度史
松田 壽男、小林 元、木村 日紀／
著

1935 2

525 世界歷史大系 11 朝鮮・満洲史 稻葉 岩吉、矢野 仁一／著 1935 2
526 世界歷史大系 12 日本史 第1篇 西岡 虎之助／編 1936 2
527 世界歷史大系 13 日本史 第2篇 秋山 謙蔵／編 1935 2

528 世界歷史大系 14 西洋古代史 第1篇 杉 勇、石橋 智信、大畠 清／著 1933 2

529 世界歷史大系 15 西洋古代史 第2篇 杉 勇 ／著 1934 2
530 世界歷史大系 16 西洋古代史 第3篇 岡島 誠太郎 ／著 1934 2
531 世界歷史大系 17 西洋中世史 高市 慶雄／編 1935 2
532 世界歷史大系 18 西洋近世史第1篇 大類 伸／著 1934 2
533 世界歷史大系 19 西洋近世史 第2篇 阿武 實 [等]／著 1936 2
534 世界歷史大系 2 東洋考古學 駒井 和愛(等)／著 1934 2
535 世界歷史大系 20 西洋近世史 第3篇 長 壽吉／著 1934 2
536 世界歷史大系 21 西洋近世史 第4篇 長 壽吉／著 1935 2
537 世界歷史大系 22 西洋最近世史 山脇 重雄／著 1934 2
538 世界歷史大系 23 現代史 村川 堅固／著 1935 2
539 世界歷史大系 24 年表 鈴木 俊 [等]／編 1936 2
540 世界歷史大系 25 史籍解題 平凡社／編 1936 2
541 世界歷史大系 3 東洋古代史 第1篇 橋本 增吉／編 1933 2
542 世界歷史大系 4 東洋中世史 第1篇 志田 不動麿／編 1934 2
543 世界歷史大系 5 東洋中世史 第2篇 三島 一、鈴木 俊／編 1934 2
544 世界歷史大系 6 東洋中世史 第3篇 日野 開三郎／編 1934 2
545 世界歷史大系 7 東洋中世史 第4篇 有高 巌 [等]／著 1935 2
546 世界歷史大系 9 東洋近世史 第2篇 松井 等／著 1934 2
547 古事記通釋 池邊 義象／著 1911 2
548 古事記評釋 中島 悦次／著 1930 2
549 古事記新講 次田 潤／著 1938 2
550 史蹟調査報告 第2輯 臺灣總督府内務局／編 1936 2 *
551 市町村大字讀方名彙 小川 琢治／編 1923 2
552 市町村名辭典 杉野 耕三郎／編 1916 2
553 平安朝史 下村 三四吉／著 1932 2
554 平和なき欧羅巴 ニツチ／著、村田勤／譯 1923 2
555 正傳奥村五百子 小笠原長生／編著 1942 2
556 田健治郎傳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編 1932 2
557 列國史叢書 第1：希臘史 村川 堅固／著 1931 2
558 列婦か妖婦か國史上問題の女性 長坂 金雄／編 1924 2 *
559 吉田松陰 玖村 敏雄／著 1937 2
560 吉田松陰 玖村 敏雄／著 19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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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吉田松陰 中里 介山／著 1933 2
562 名将言行録 七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3 名将言行録 九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4 名将言行録 八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5 名将言行録 六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6 名将言行録 四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7 名将言行録 拾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8 名将言行録 參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69 名将言行録 壹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70 名将言行録 貳編 岡谷 繁實／著 1925 2
571 名婦評傳 齋藤 瀏 著 1944 2
572 名婦龜鑑集 長尾 大學／著 1940 2
573 地理學年報 第1卷 地理學年報編輯所／編 1933 2
574 地理學年報 第2卷 地理學年報編輯所／編 1934 2
575 地理學年報 第3卷 地理學年報編輯所／編 1935 2
576 地理講座 日本篇 第2巻：奥羽・關東 改造社／編 1934 2
577 地理講座 日本篇 第3巻 : 中部・近畿 改造社／編 1934 2

578 地理講座 日本篇 第4巻：中國・四國・九州 改造社／編 1934 2

579 地理講座 日本篇 第5巻：臺灣・南洋諸島 改造社／編 1934 2 *

580 地理講座 日本篇 第6巻：朝鮮・關東州 改造社／編 1934 2
581 地理講座 日本篇 第7巻：總論 改造社／編 1935 2
582 地理講座 外國篇 第2巻：支那 山本 三生／編 1933 2

583 地理講座 外國篇 第4巻 西部及び北部アジヤ 山本 三生／編 1934 2

584 地理講座 外國篇 第5巻 山本三生／編 1934 2

585
地理講座 外國篇第1巻 アジヤの概説と満洲・
蒙古

山本 三生／編 1933 2

586 成瀬先生追懷録 日本女子大學校第25回生／編 1928 2
587 有職故實辭典 關根 正直、加藤 貞次郎／著 1925 2
588 竹崎順子 徳富 健次郎／著 1923 2
589 考古學入門 濱田 青陵／著 1941 2
590 血涙のあと 實業の日本社／編 1925 2
591 西半球遍路第3輯 ：謎の國•夢の國 佐藤 吉治郎／發行 1931 2
592 西洋中世の文化 大類 伸／著 1926 2
593 西洋中世史概説・宗教改革史 原 勝郎／著 1931 2
594 西洋史新話 上卷 箕作 元八／著 1931 2
595 西洋史新話 下卷 箕作 元八／著 1931 2
596 西洋史講話 箕作 元八／著 1913 2
597 西洋全史(附圖) 瀬川 秀雄／著 1908 2
598 西洋通史 上 瀬川 秀雄／著 1928 2
599 西洋通史 下 瀬川 秀雄／著 1928 2
600 西洋通史 中 瀬川 秀雄／著 1927 2
601 西洋最近世史 煙山 専太郎／著 1922 2
602 西洋最近世史 煙山 専太郎／著 1925 2
603 西洋歷史集成 坂本 健一／著 1917 2
604 西洋歷史集成 中巻の上 坂本 健一／著 1919 2
605 西洋歷史講話 上 村川 堅固, 藤本 慶祐／著 1923 2
606 西洋歷史講話 下 村川 堅固、藤本 慶祐／著 1923 2

607 西洋讀史指針
ダブルユー・ウァトキン・デヴ
ィス／著 ; 金子 幹太／譯

1926 2

608
西郷南洲翁基隆蘇澳を偵察し「嘉永四年南方
澳に子孫を遺せし物語」

入江 文太郎／編 1935 2

609 亜米利加をのぞいてきて 西田 天香／著 1930 2
610 佐野常民傳 本間 樂寛／著 1943 2
611 佛印概要 秋保 一郎／著 1942 2
612 佛蘭西史 高市 慶雄／著 1931 2
613 改造世界地理精説 栗原 寅次郎／著 1924 2
614 改造後の最新世界地理集成 下巻 角田 政治／著 1923 2
615 更訂國史の研究 各説 上 黑板 勝美／著 1932 2
616 更訂國史の研究 各説 下 黒板 勝美／著 1936 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 12 頁 台中女中日文舊籍目錄

617 更訂國史の研究 總説 黑板 勝美／著 1933 2
618 私の宗教 岩橋 武夫(等)／著 1937 2
619 赤穂義士と女性 平尾 孤城／著 1944 2
620 赤穗義士讀本 兵庫縣：義芳文庫，1937年 1937 2
621 邦文日本外史 頼 山陽／著、池邊 義象／譯述 1931 2
622 周漢思想研究 重澤 俊郎／著 1944 2

623 忠臣か逆臣か實在か傳説か國史上疑問の人物 國史講習會／編 1924 2

624 忠勇列傳 滿洲上海事變之部 第12巻 忠勇顯彰會／編 1933 2
625 明石将軍 西川 虎次郎／著 1934 2
626 明治孝節録 近藤 芳樹／編 1936 2
627 明治奇聞 宮武 外骨／編 1929 2
628 東方古代世界史 板倉 勝正／譯 1943 2
629 東洋史講座 國史講習會／編 1926 2
630 東洋史講座 國史講習會／編 1926 2
631 東洋史講座 第1期 自太古至後漢末 橋本 增吉／述 1926 2

632 東洋史講座 第2期 自後漢末至南宋の中世 中村 久四郎／述 1926 2

633 東洋史講座 第3期 自蒙古之勃興至明末 高桑 駒吉／著 1926 2
634 東洋史講座 第4期 自清朝初世至現代 松井 等／著 1926 2
635 東洋歷史集成 桜井 時太郎／著 1921 2
636 東洋歷史集成 上 桜井 時太郎／著 1921 2
637 東洋歷史集成 中 桜井 時太郎／著 1921 2
638 東洋歷史詳解 上巻 高桑 駒吉／著 1925 2
639 松陰先生にゆかり深き婦人 廣瀬 敏子／著 1936 2
640 林子平 永田 衡吉／編 1943 2
641 社會地理教育 渡邊 煕一／著 1930 2
642 近世名流大家真蹟書翰選集 大日本報國會／編 1929 2
643 近世國語學史 伊藤 慎吾／著 1928 2
644 近世臺灣史 大園 市蔵／編 1937 2
645 南支大觀 安藤 元節／編 1937 2
646 南方共榮圏：視察と探訪 大谷 敏治／著 1941 2
647 南部臺灣誌 臺南州共榮會／編 1934 2
648 建武の中興と神宮祠官の勤王 神宮祠官勤王顕彰會／編 1935 2
649 建武中興と金崎 小林 健三／著 1937 2
650 後醍醐天皇御事蹟 吉野神宮奉賛會／著 1932 2
651 政局は斯くして動く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2
652 皇太子殿下御外遊記 二荒芳徳、澤田節蔵／著 1924 2
653 科學界の女王キウリー夫人傳 石井 悦朗／著 1932 2
654 食物史 宇都宮 黒瀧／著 1924 2
655 泰國の人と土　コンタイ・ムアンタイ 澤田 謙／著 1941 2
656 神皇正統記新釋 森山 右一／著 1937 2

657 高等女學校 皇國史 初級用 新教授要目準據 長沼 賢海／著 1938 2 *

658 高橋氏文考注 伴 信友／著 1931 2
659 高橋是清自傳 高橋 是清／著 1936 2
660 鬼蓮 阿部 文夫／著 1934 2
661 偉人傳記文庫 第11号：法然上人傳 中川 重／著 1933 2
662 偉人傳記文庫 第14号：二宮尊徳 中川 重／著 1934 2
663 偉人傳記文庫 第1号：明治大帝 中川 重／著 1932 2
664 偉人傳記文庫 第21号：釋迦 中川 重／著 1933 2
665 偉人傳記文庫 第27号 ：リンカーン傳 中川 重／著 1930 2
666 偉人傳記文庫 第62号 ：大隈重信 中川 重／著 1935 2
667 偉人傳記文庫 第8号 ：佐久間象山 中川 重／著 1933 2
668 偉人傳記叢書 第12号 ：新井白石 中川 重／著 1933 2
669 偉人傳記叢書 第14号 ：渡邊華山 中川 重／著 1933 2
670 偉人傳記叢書 第18号 ：キリスト 中川 重／著 1932 2
671 偉人傳記叢書 第19号 ：ソクラテス 中川 重／著 1933 2
672 偉人傳記叢書 第21号 ：マホメツト 中川 重／著 1931 2
673 偉人傳記叢書 第23号 ：ジャンヌダルク 中川 重／著 1933 2
674 偉人傳記叢書 第24号 ：世界探険家 中川 重／著 1932 2
675 偉人傳記叢書 第27号 ：ビスマルク 中川 重／著 19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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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偉人傳記叢書 第27号 ：リンコルン 中川 重／著 1933 2
677 偉人傳記叢書 第28号 ：ワシントン 中川 重／著 1932 2
678 偉人傳記叢書 第29号 ：ナポレオン 中川 重／著 1932 2
679 偉人傳記叢書 第2号 ：西郷隆盛 中川 重／著 1933 2
680 偉人傳記叢書 第31号 ：ガリバルヂー 中川 重／著 1933 2
681 偉人傳記叢書 第34号 ：ガーフイールド 中川 重 著 1933 2
682 偉人傳記叢書 第35号 ：ネルソン 中川 重／著 1934 2
683 偉人傳記叢書 第36号 ：ルーズベルト 中川 重／著 1933 2
684 偉人傳記叢書 第37号 ：ロイドジヨージ 中川 重／著 1933 2
685 偉人傳記叢書 第38号 ：グラツドストン 中川 重／著 1933 2
686 偉人傳記叢書 第39号 ：フランクリン 中川 重／著 1933 2
687 偉人傳記叢書 第41号 ：エヂソン 中川 重／著 1933 2
688 偉人傳記叢書 第42号 ：フーバー 中川 重／著 1933 2
689 偉人傳記叢書 第44号 ：マサリツク 中川 重／著 1933 2
690 偉人傳記叢書 第45号 ：マクドナルド 中川 重／著 1933 2
691 偉人傳記叢書 第48号：ナイチンゲール 中川 重／著 1931 2

692 偉人傳記叢書 第49号：偉人最後の言葉集 中川 重／著 1934 2

693 偉人傳記叢書 第4号 ：大久保利通 中川 重／著 1932 2
694 偉人傳記叢書 第50号 ：勝海舟 中川 重／著 1932 2
695 偉人傳記叢書 第52号 ：クロムウエル 中川 重／著 1931 2
696 偉人傳記叢書 第54号 ：親鸞上人 中川 重／著 1933 2
697 偉人傳記叢書 第55号 ：ピツト 中川 重／著 1931 2
698 偉人傳記叢書 第57号 ：クレマンソー 中川 重／著 1931 2
699 偉人傳記叢書 第58号：渋澤榮一 中川 重／著 1932 2
700 偉人傳記叢書 第59号 ：東郷平八郎 中川 重／著 1932 2
701 偉人傳記叢書 第5号 ：伊藤博文 中川 重／著 1932 2
702 偉人傳記叢書 第61号 ：大隈重信 中川 重／著 1932 2
703 偉人傳記叢書 第64号 ：岩倉具視 中川 重／著 1932 2
704 偉人傳記叢書 第66号 ：ヒツトラー 中川 重／著 1932 2
705 偉人傳記叢書 第67号 ：カブール 中川 重／著 1932 2
706 偉人傳記叢書 第68号 ：リビングストン 中川 重／著 1933 2
707 偉人傳記叢書 第69号 ：後藤象二郎 中川 重／著 1932 2
708 偉人傳記叢書 第6号：坂本龍馬 中川 重／著 1932 2
709 偉人傳記叢書 第8号 ：乃木希典 中川 重／著 1931 2
710 偉人傳記叢書 第9号：豐太閤 中川 重／著 1932 2
711 國史人物論集 天野 正治／著 1931 2
712 國史大辭典 2 八代 國治／ 編 1927 2
713 國史大辭典 4 八代 國治／ 編 1927 2
714 國史美談 : 現代史　卷1 北垣 恭次郎／著 1927 2
715 國史美談 上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24 2
716 國史美談 上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30 2
717 國史美談 下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30 2
718 國史美談 中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24 2
719 國史美談 中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25 2
720 國史美談 中巻 北垣 恭次郎／著 1927 2
721 國史美談 現代史 巻1 北垣 恭次郎／著 1930 2
722 國史概説 上 文部省／編 1941 2
723 國史概説 上 文部省／編 1943 2
724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1 2
725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1 2
726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27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28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29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30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31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32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33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3 2
734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5 2
735 國民西洋歷史 柴田 親雄／著 1935 2
736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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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38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39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40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41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42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43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1 2
744 國民東洋歷史 村上 秀一／著 1934 2
745 國民道徳史傳 高橋 立吉／著 1921 2
746 國勢新東亜地理 國松 久彌／著 1943 2
747 國際社會史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著 1922 2
748 基隆風土記 入江 曉風／著 1933 2
749 現代大支那 濱田 純一／著 1931 2

750 現代欧洲政治及社會史
ジー・エス・シャピロ／著 ; 渡
邊 幾治郎／譯

1922 2

751 現地踏查中支案内 臺灣旅行案内社／編 1939 2
752 眼目を受験に置きたる學習日本地理 淺井 治平／著 1929 2
753 第一第二臺灣霧社事件誌 佐藤 政蔵／編 1931 2
754 奥村五百子 三井 邦太郎／著 1944 2
755 富士と大和民族 佐藤 太平／著 1939 2

756 景觀と文化の發達
パツサルゲ ／著，佐藤弘、國
松久彌／抄譯

1933 2

757 最近の南部臺灣 臺灣大觀社／編 1923 2
758 最新外國地理の要点 工藤 暢須／著 1925 2

759 最新資料日本地理精説(植民地部,占領地部) 長谷川 與三治／著 1920 2 *

760 満洲事変上海事変新満洲國寫真大觀 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著 1932 2 *

761
満洲問題と対照すべき世界の涯の國々 : 亜爾
然丁・伯剌西爾・巴奈馬・秘露・智利

佐藤 夜牛／著 1932 2

762 満洲國の地理歷史 : 少年少女のために 吉松 祐一／著 1931 2
763 満蒙の探査 鳥居 龍蔵／著 1928 2
764 満蒙紹介 南満州鉄道株式會社／著 1921 2
765 満蒙講座 全 教化振興會／編 1934 2
766 註釋仮名の日本書紀 上 植松 安／著 1929 2
767 註釋仮名の日本書紀 下巻 植松 安／著 1926 2
768 奧村五百子 小野 賢一郎／著 1939 2
769 新東亞風土記叢書 佛印の生態 水谷 乙吉／著 1942 2
770 新朝鮮 : 全 青柳 綱太郎／著 1925 2
771 新渡戸稲造傳 石井満／著 1934 2
772 新概觀國史 中村 直勝／著 1944 2
773 新臺灣の人々 宮川 次郎／著 1926 2
774 新臺灣行進曲 北村 兼子／著 1930 2

775 椰子・光・珊瑚礁 : 南方圏風物誌, 日本人發展史 羽生 操／著 1942 2

776 概觀日本地誌 下巻 山本 熊太郎／著 1931 2
777 禁酒の國を見る 杉本 良／著 1928 2
778 義人烈士の面影 飯田 豐二／編 1936 2
779 聖上陛下の生物學御研究 日野 巌／著 1931 2
780 聖將 東郷平八郎傳 小笠原 長生／著 1934 2
781 資料近代日本史 : 明治・大正・昭和篇 土屋義衛／編 1934 2
782 随感録 : 濱口雄幸遺稿 濱口 富士子／編 1931 2
783 随感録 : 濱口雄幸遺稿 濱口 富士子／編 1931 2

784 僕らの南洋 東京日日新聞社南方調査社／著 1942 2 *

785 滿洲建國讀本 徳富 正敬／著 1940 2 *
786 綜合日本文學全史 : 全 三浦 圭三／著 1924 2
787 綜合欧羅巴地誌 佐藤 弘／編著 1931 2
788 維新の史蹟 大阪毎日新聞社京都支局／編 1939 2
789 臺中市史 臺灣新聞社／發行 1934 2
790 臺中州郷土地誌 杉目 妙光／編 1934 2
791 臺中州郷土地誌 杉目 妙光／編 19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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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 臺灣アルプス 豐守 貢、中曽根 武多／共編 1924 2
793 臺灣の一番槍 枠本 乙吉／著 1944 2
794 臺灣の山と蕃人 田中 薫／著 1937 2
795 臺灣を瞥見して 澤本 江南／著 1930 2 *
796 臺灣大觀 樁本義一／著 1923 2
797 臺灣大觀 安藤 元節／編 1932 2
798 臺灣文化史說 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會／著 1935 2

799 臺灣史蹟 : (附) 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 原 幹洲／著 1937 2

800 臺灣各地視察要覽 屋部仲榮／編 1930 2
801 臺灣治績志 井出 季和太／編 1937 2
802 臺灣美事善行録 松尾 歌太郎／著 1934 2
803 臺灣島之現在 大谷 光瑞／著 1935 2
804 臺灣旅行案内 臺灣旅行案内社／編 1925 2
805 臺灣紹介最新寫眞集 勝山 吉作／編 1931 2 *
806 臺灣通俗歷史全集 尾崎 秀真／編 1931 2
807 臺灣善行美譚 中山 馨／著 1935 2
808 臺灣善行美譚 中山 馨／著 1935 2
809 臺灣寫真大觀 產業篇 桑子 政彥／編 1934 2
810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1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2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3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4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5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6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7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8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19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2 2
820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3 2
821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4 2
822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4 2
823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4 2
824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4 2
825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4 2
826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4 2
827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5 2
828 增訂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 俊乗／著 1935 2

829
寫真帖 : 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役戰死者弔魂塔
明治卅七八年日露戰役戰死者忠魂塔

清水 友吉／編 1931 2 *

830 樂土南洋 中上川 蝶子／著 1935 2
831 歐洲政治思想史 高橋 清吾／編 1921 2
832 歐羅巴案内 馬郡 健次郎／著 1933 2
833 穂積歌子 蘆谷 重常／著 1934 2
834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山めぐり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35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川めぐり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36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冬の日本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37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地圖と索引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38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汽車の旅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39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空の旅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40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島めぐり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41 趣味の地理・學習旅行文庫：船の旅 西龜 正夫／著 1931 2
842 鄭成功 稻垣 孫兵衛／著 1929 2
843 黎明の大東亜海 田中 穣／著 1942 2
844 戰後南支南洋と臺灣 吉川 精馬／著 1923 2
845 戰影 水野 廣徳／著 1930 2
846 歷史 火野 葦平／著 1943 2
847 獨逸中世史の研究 增田 四郎／ 著 1943 2
848 賴山陽 坂本 箕山／著 1929 2
849 濠洲の現勢 伊藤 孝一／著 19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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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鮮満發達史：北鮮及東満編 大森 頑石／編 1934 2 *
851 豐太閤と其家族 渡邊 世祐／著 1919 2
852 豐太閤出世録 武田 完二／著 1935 2
853 鎌倉時代史論 日本歷史地理學會／編 1931 2
854 關東中心足利時代之研究 渡邊 世祐／著 1926 2
855 霧社事件の真相 吉川 哲／編 1931 2
856 續 國史美談 中篇 北垣 恭次郎／著 1930 2
857 續 國史美談 後篇 北垣 恭次郎／著 1924 2
858 續 國史美談 後篇 北垣 恭次郎／著 1925 2
859 續 國史美談 後篇 北垣 恭次郎／著 1930 2
860 續 國史美談 後篇 北垣 恭次郎／著 1932 2
861 躍進五ケ年目の滿洲 田中 美濃鄉／著 1937 2 *
862 「しつけ」の科學 折居 千一／著 1943 3
863 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H.T. Creswell／著 1937 3

864 A point scale for measuring mental ability Robert M. Yerkes 1915 3

865 A Record of Taiwan's progress 内藤 英雄／著 1937 3
866 Exchange tables=外國爲替換算表 船尾 桂一／編 1929 3

867 ガールガイド教範
パウエル／著、三島 すみ子／
譯

1925 3

868 かならず成功する實地授業の準備の仕方 宇野 誠一／著 1931 3

869 これからの日本これからの世界 下村 宏／著 1936 3

870 ゼネラル・サイエンス一般理科教育の實際 神戸 伊三郎／著 1932 3

871 ゼネラル・サイエンス一般理科教育法 神戸 伊三郎／ 著 1931 3

872
ダルトン式教育の研究 : 最も新しい自學の試
み

吉田 惟孝／著 1923 3

873 ダルトン案の理論及實際 赤井 米吉／譯著 1924 3

874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ゲーム規則(大正15年度) 大日本體育協會／編 1926 3

875 バベルの塔 : こども倫理學 中島 義一／著 1925 3
876 フィリッピン民族誌 三品 彰英、横田 健一／譯 1943 3 *

877
ベルギー・ハンガリー・オーストリヤ神話と
傳説

松元 竹二／編 1934 3

878 メートル法教授を斯くの如く 山本 孫一／著 1924 3
879 メートル法教授例 伊藤 彩抱／編 1925 3
880 わかることの教育觀 勝部 謙造／著 1934 3
881 一年生の體育ダンスの理論と實際 渋井 二夫／著 不詳 3
882 二大政黨の活動 菅原 牧之助／編 1930 3
883 二年生の體育ダンスの理論と實際 渋井 二夫 著 1929 3
884 人・生活及教育 千葉 春雄／著 1922 3
885 人と人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3
886 人及事業能率之心理 上野 陽一／著 1922 3
887 人間工學 田中 寛一／著 1922 3
888 人間學と國民教育 近藤 壽治／著 1933 3
889 人間學と國民教育 近藤 壽治／著 1938 3
890 人類進化の歸趨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3
891 人類愛 第1輯 坂本 清作／編 1930 3
892 人類愛 第2輯 坂本 清作／編 1930 3
893 人類愛 第3輯 坂本 清作／編 1930 3
894 人類愛 第4輯 坂本 清作／編 1934 3
895 人類愛 第5輯 坂本 清作／編 1934 3
896 人類愛 第6輯 坂本 清作／編 1933 3

897
人類學及人種學上より見たる北東亞細亞 : 西
伯林，北満，樺太

鳥居 龍蔵／著 1924 3

898 八大教育主張 尼子 止／編 1922 3
899 八大教育批判 尼子 止 [等]／編 1923 3
900 三年生の體育ダンスの理論と實際 渋井 二夫／著 1929 3
901 三重組織の國家と責任國家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著 1922 3
902 上古文學選 新町 徳之／編 1926 3
903 大日本女性史 高群 逸枝／著 19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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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大正女學唱歌 天谷 秀／著 1917 3
905 大正新編小學校教授之實際 高等科1學年 今井 彌市／編 1919 3

906 大正新編小學校教授之實際(高等科第2學年) 今井 彌市／編 1919 3

907 大杉榮全集 2 大杉 榮／著 1926 3
908 大杉榮全集 3 大杉 榮／著 1925 3
909 大杉榮全集 4 大杉 榮／著 1926 3
910 大杉榮全集 5 大杉 榮／著 1925 3
911 大杉榮全集 6 大杉 榮／著 1925 3
912 大杉榮全集 7 大杉 榮／著 1925 3
913 大杉榮全集 8 大杉 榮／著 1925 3
914 大杉榮全集 9 大杉 榮／著 1926 3
915 大谷光瑞全集 第1巻 大谷 光瑞／著 1937 3

916
大東亜戰に跳る敵の謀略(時局資料第二種第
二十三號)昭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編 1944 3

917 大戰後の欧米教育 國民教育奨励會／編 1923 3
918 女の權利義務 武井 羽二郎／著 1924 3
919 女子の職場配置 狩野 廣之／著 1944 3
920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1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2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3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4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5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6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7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8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29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30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31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32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33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34 女子中等 日本地理 田中 啟爾／著 1938 3

935 女子中等學校各科教授と學年及學級經營 島根縣立松江高等女學校／著 1936 3

936 女子公民科教科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編 不詳 3 *
937 女子化學教科書 四手井 次太郎／著 1936 3
938 女子日本文法 保科 孝一／著 1928 3
939 女子生理衞生教科書 加藤 元一／著 1937 3
940 女子青年學習書 : 教師用 巻1 社會教育協會／編 1936 3

941 女子昭和新作文 卷2
友田 冝剛、高成田 忠風、佐藤
鶴吉／編

1930 3

942 女子音樂教科書 : 教師用 巻之1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 ／編 1924 3 *
943 女子音樂教科書 : 教師用 巻之2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 ／編 1924 3 *
944 女子音樂教科書 : 教師用 巻之3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 ／編 1924 3 *
945 女子音樂教科書 : 教師用 巻之4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 ／編 1924 3
946 女子音樂教授資料集成 第1編 黒澤 隆朝 [等]／著 1933 3
947 女子修身教授參考 人格篇 亘理 章三郎／著 1926 3
948 女子珠算教科書 初學年用 山崎 與右衞門／著 1934 3
949 女子商業教科書 吉川 鶴雄 ／著 1936 3
950 女子國史通記 : 高等女學校 上級用 西田 直二郎／著 1943 3
951 女子國史通記 : 高等女學校 初年級用 西田 直二郎／著 1938 3
952 女子國史通記 : 高等女學校 初年級用 西田 直二郎／著 1938 3
953 女子國華修身書 : 四年制用 巻一 田中 寛一／著 1937 3 *
954 女子現代文新鈔 卷二 金子 彦二郎／編 1930 3
955 女子現代文新鈔 卷三 吉田 彌平／著 1930 3
956 女子現代文精選 巻5 新村 出／編 1929 3
957 女子現代文精選 巻四 新村 出／編 1928 3
958 女子現代文學新鈔 巻四 金子 彦二郎／編 1928 3
959 女子現代文藝讀本 巻1 國語教育研究會／編 1925 3
960 女子現代文藝讀本 巻2 國語教育研究會／編 1925 3
961 女子現代文藝讀本 巻3 國語教育研究會／編 19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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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女子現代文藝讀本 巻4 國語教育研究會／編 1925 3
963 女子現代作文 上級用 吉澤 義則／著 1934 3
964 女子現代作文 卷一 吉澤 義則／著 1934 3
965 女子現代作文 卷二 吉澤 義則／著 1934 3
966 女子新國文典 全 吉澤義則／著 1927 3
967 女子新國文典 全 修文館編輯部／著 1930 3

968 女子新習字帖 巻4
東京開成館編輯所／編、高塚
錠二／筆者

1937 3

969 女子新鑛物 高等女學校理科用 伊藤 貞市／著 1941 3
970 女子新鑛物 高等女學校理科用 伊藤 貞市／著 1941 3

971 女子補導團便覧 香蘭女學校女子補導團本部／編 1924 3

972 女子補導團便覧 香蘭女學校女子補導團本部／編 1924 3

973 女子農藝教科書 卷の一 辻川 巳之介／著 1919 3
974 女子農藝教科書 卷の二 辻川 巳之介／著 1919 3
975 女子實用珠算教科書 下 後藤 一郎／著 1937 3
976 女子競技 三橋 義雄／著 1924 3
977 女子體育競技の栞 體育研究會／編 1929 3
978 女子體操科教科書 : TEXT BOOK 體育聯盟會編輯部／編 1931 3
979 女性と歷史教育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桜蔭會地歴會／

編 1944 3
980 女性の建設 山高 しげり／著 1944 3
981 女性史研究 歷史教育研究會／編 1937 3
982 女教師の書 安藤 尭雄、鈴木 源輔／著 1944 3 *
983 女學生時代から結婚までの春子の教育 山本 勘助／著 1932 3
984 女學校用 新制西洋史 (高等女學校用) 新見 吉治／著 1941 3
985 女學校用 新制西洋史 (高等女學校用) 新見 吉治／著 1941 3 *
986 女學校用皇國史 上級用 長沼 賢海／著 1937 3 *
987 女學校用園藝教科書 出田 新、金戸 紀／著 1918 3
988 女學唱歌讀本伴奏譜 1 福井 直秋／著 1929 3
989 女學唱歌讀本伴奏譜 2 福井 直秋／著 1929 3
990 女學唱歌讀本伴奏譜 3 福井 直秋／編 1929 3
991 女學唱歌讀本伴奏譜 4 福井 直秋／著 1929 3
992 子供研究講座 第10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9 3
993 子供研究講座 第1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8 3
994 子供研究講座 第2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8 3
995 子供研究講座 第3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8 3
996 子供研究講座 第4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9 3
997 子供研究講座 第5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9 3
998 子供研究講座 第6巻 上村 清敏／著 1929 3
999 子供研究講座 第7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9 3

1000 子供研究講座 第8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9 3
1001 子供研究講座 第9巻 日本両親再教育協會／編 1929 3
1002 小笠原流包結のしるべ 上巻 花月庵 鶴友／著 1931 3
1003 小笠原流包結のしるべ 上巻 花月庵 鶴友／著 1931 3
1004 小笠原流包結のしるべ 下巻 花月庵 鶴友／著 1931 3
1005 小笠原流包結のしるべ 下巻 花月庵 鶴友／著 1931 3

1006 小學校・中學校美術講話資料(逸話評傳篇 上) 後藤 福次郎／著 1940 3

1007 小學校・中學校美術講話資料(逸話評傳篇 下) 後藤 福次郎／著 1939 3

1008 小學校に於ける行進遊戲材料と其指導法 上 三浦 ヒロ／著 1931 3

1009 小學校に於ける私の修身教育 田尻 潤逸／著 1931 3 *
1010 小學校女學校裁縫新教授法の實際 結城 親學／著 1924 3

1011 小學校裁縫教授の新研究
東京府立女子師範學校附属小學
校／編

1924 3

1012 小學校算術科に於ける實驗實測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属中學校數
學研究會／編

1926 3

1013 小學唱歌集 初編 文部省／編 1889 3
1014 小學唱歌集 初編 文部省／編 1889 3
1015 小學唱歌集 第三編 文部省／編 18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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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小學國史教師用書 文部省／著 1936 3
1017 小學國語讀本 : 尋常科用 卷七 文部省／編 1936 3
1018 小學國語讀本 : 尋常科用 卷八 文部省／編 1937 3
1019 小學國語讀本 : 尋常科用 卷十二 文部省／編 1939 3
1020 小學國語讀本 : 尋常科用 卷五 文部省／編 1935 3
1021 小學國語讀本 : 尋常科用 卷六 文部省／編 1936 3
1022 小學國語讀本 : 尋常科用 卷六 文部省／編 1940 3
1023 小學國語讀本指導書 : 尋常科用 巻7 佐藤 徳市、山内 才治／著 1936 3 *
1024 小學國語讀本指導精案 : 尋常科用 巻4 河野 伊三郎／著 1930 3
1025 小學國語讀本新指導書 : 第1學年前期用 小林 佐源治／著 1933 3

1026 小學國語讀本新指導書 尋常科第1學年後期用 小林 佐源治／著 1933 3

1027 小學國語讀本解説 : 尋常科用 巻3 宮川 菊芳／編 1934 3
1028 小學教科書總攬 小學教科書總攬刊行會／編 1933 3 *

1029 小學綴方教授細案 下巻(尋常科5、6學年) 菅蒲 市次郎／著 1927 3

1030 小櫻兒童文集 臺中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編 1926 3
1031 川柳の新研究 今井 柳三／著 1932 3
1032 中等地理 1 文部省／著 1944 3
1033 中等教育 女子算術 津山 三郎／著 1930 3

1034 中等教育に於ける各科教授法の新研究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属中學校中
等教育研究會／編

1938 3

1035 中等教育裁縫教科書 1 成田 順／著 1928 3
1036 中等教育裁縫教科書 1 成田 順／著 1928 3
1037 中等教育裁縫教科書 2 成田 順／著 1928 3
1038 中等教育裁縫教科書 3 成田 順／著 1928 3
1039 中等教育裁縫教科書 3 成田 順／著 1928 3
1040 中等教育裁縫教科書 3 成田 順／著 1928 3
1041 中等教育裁縫新教科書 卷一 佐保會／編 1932 3
1042 中等教育裁縫新教科書 卷一 佐保會／編 1936 3
1043 中等教育裁縫新教科書 卷一 佐保會／編 1937 3
1044 中等教育裁縫新教科書 卷二 佐保會／編 1932 3
1045 中等教育裁縫新教科書 卷二 佐保會／編 1932 3
1046 中等教育模範唱歌 巻の3 楠美 恩三郎／編 1920 3
1047 中等教育模範唱歌 巻の4 楠美 恩三郎／編 1920 3
1048 中等理科化學教本 湯田 重太郎、村田 房一／著 1937 3
1049 中等學校に於ける行の教育 中等教育談話會／編 1934 3
1050 中等學校各科教授の理論と實際 滋賀県立八日市中學校／著 1933 3
1051 中等學校教授法及訓練法 槇山 榮次／著 1930 3 *
1052 中等簿記教科書 細井安次郎／著 1936 3
1053 五年生の體育ダンスの理論と實際 渋井 二夫／著 1929 3
1054 今後の地理教育 鶴居 滋一 [等]／著 1934 3
1055 今後の綴方教育 加藤 知正／編 1933 3
1056 今後の學校體操 日本體育學會／編 1932 3
1057 今後の讀方教育 加藤 知正／編 1933 3
1058 公民科要義 : 系統的要目準拠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3 3
1059 公學校の修身教育 上 臺中州教育會／著 1931 3 *
1060 公學校の修身教育 後篇 臺中州教育會／著 1934 3 *

1061 公學校の修身教育 修正新修身書 各巻の研究(4) 臺中州教育會／著 1934 3 *

1062 公學校用 理科教授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編 1929 3
1063 公學校用 理科教授書 卷三 臺灣總督府／編 1930 3
1064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 第一種 卷4 臺灣總督府／著 1939 3 *
1065 公學校用農業教授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1933 3 *
1066 公學校用農業教授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1933 3
1067 公學校各科學習指導の實際 臺中市幸公學校／編 1934 3
1068 公學校地理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1931 3 *
1069 公學校唱歌 第一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4 3
1070 公學校唱歌 第二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4 3 *
1071 公學校唱歌 第五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不詳 3 *
1072 公學校唱歌 第六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8 3 *
1073 公學校唱歌 第四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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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1926 3 *
1075 公學校理科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1926 3
1076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三 臺灣總督府／著 1929 3 *
1077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三 第一種 臺灣總督府／著 1937 3 *
1078 六年生の體育ダンスの理論と實際 渋井 二夫／著 1929 3
1079 六訂 女子國語讀本 巻10 吉田 彌平 (等) ／著 1929 3 *
1080 少年少女職業指導教本 鈴木 静穂、七澤 甚喜／編 1929 3
1081 少年國史以前のお話 栗山 周一／著 1932 3
1082 手工科新教材集成 紙細工篇 岡山 秀吉 編 1927 3
1083 手形法論 須賀 喜三郎／著 1924 3
1084 支那の人文思想 中山 久四郎／編 1931 3
1085 支那西北ルート概觀 東洋協會調査部／編 1943 3
1086 文化と教育上の諸問題 佐藤 熊治郎／著 1922 3
1087 文化中心理科新教授法 水木 梢／著 1922 3
1088 文化生活と家庭の改善 赤坂 さだ子／著 1922 3
1089 文化教育學の新研究 乙竹 岩造／著 1930 3
1090 文明の没落 室伏 高信／著 1926 3
1091 文明の没落 第2 (土に還る) 室伏 高信／著 1926 3

1092
文部省修身書準據 指導日案兼用 作法指導細
目 尋常一、二、三、四年用

齋田 コト／著 1936 3

1093 文部省準據 お作法手簿 作法教育研究會／編 1935 3
1094 文部省檢定 習字科受験準備の指導 奥山 錦洞／ 著 1928 3
1095 文部省禮法要項便覽 國民禮法研究會／編 1941 3
1096 文部時報 第538号~553号 文部省／編 1936 3
1097 文部時報 第554-571号 文部省／編 1936 3
1098 文部時報 第793号 文部省／編 1943 3
1099 文検参考支那文學史要 橘 文七／著 1927 3
1100 文藝鑑賞讀本 大正篇 齋藤 清衛／編 1927 3
1101 方形ドッチボール試合の要訣 綿引 勝義／著 1931 3  
1102 日支共存史 常田 力／著 1939 3
1103 日本の圖畫教育(教育研究臨時增刊) 初等教育研究會／編 1935 3
1104 日本女性史論 中川 一男／著 1925 3
1105 日本服飾史 櫻井 秀／著 1928 3 *
1106 日本相續法論 牧野 菊之助／著 1924 3
1107 日本國民に送る 永田 城大／著 1931 3
1108 日本國勢圖會 昭和2年版 矢野 恒太／編 1927 3
1109 日本教育新教科書 各科教授法 乙竹 岩造／著 1938 3
1110 日本教育新教科書 各科教授法綱要 乙竹 岩造／著 1938 3
1111 日本教育新教科書各科教授法 乙竹 岩造／著 1938 3
1112 日本教育新教科書教育學綱要 乙竹 岩造／著 1938 3
1113 日本教育學 近藤 壽治／著 1938 3
1114 日本教育學原論 寺田 彌吉／著 1932 3
1115 日本傳説研究 1 藤澤 衛彦／著 1931 3
1116 日本傳説研究 2 藤澤 衛彦／著 1931 3
1117 日本傳説研究 3 藤澤 衛彦／著 1931 3
1118 日本傳説研究 5 藤澤 衛彦／著 1932 3
1119 日本傳説研究 6 藤澤 衛彦／著 1932 3
1120 日本經濟史 瀧本 誠一／著 1921 3
1121 日本經濟史概説 中村 吉治／著 1943 3
1122 日本經濟年報 第39集(昭和14年第4集) 東洋經濟新報社／編 1939 3
1123 日本語讀本 卷一 : 師道學校用 大出 正篤／著 1938 3
1124 日本語讀本 卷二 : 師道學校用 大出 正篤／著 1939 3

1125
日本語讀本 卷二 : 國民高等學校女子國民高等
學校用

大出 正篤／著 1939 3 *

1126 日米國際記要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3
1127 日常作法折紙と水引 大妻 コタカ／著 1932 3
1128 日語國民讀本 卷三：國民學校用 民生部／著 1938 3
1129 月末統計早見表 附平均點早見法 田中 增太郎／著 1935 3
1130 木綿以前の事 柳田 國男／著 1940 3
1131 比體重・比胸囲・比坐高早見表 吉田 童信／著 1937 3
1132 世界の變遷と勞働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3
1133 世界文明之統一 大日本文明協會／著 19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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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世界列國の青少年運動 菅原 龜五郎 編 1931 3
1135 世界政治へまで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2 3
1136 世界國情大觀 高木 斐川／著 1927 3
1137 世界現勢と大日本 満川 龜太郎／著 1926 3
1138 世界經濟地理講話 西田 卯八／著 1926 3
1139 冬季學校體育 宮原 義見／著 1931 3
1140 史的研究天災と對策 本庄 榮治郎／著 1924 3
1141 四年生の體育ダンスの理論と實際 渋井 二夫／著 1929 3
1142 外國為替の基礎知識 木村 增太郎／著 1933 3
1143 平易なる地理作業の理論と實際 前田 虎一郎／著 1934 3
1144 幼兒教育の新研究 永野 芳夫／編 1925 3
1145 幼稚園託兒所育兒法 森川 正雄／著 1920 3
1146 必勝國民讀本 徳富 蘇峰／著 1944 3 *
1147 本邦音樂教育史 日本教育音樂協會／編 1934 3
1148 本邦教育史概説 吉田 熊次／著 1922 3

1149 本質に立脚せる學校體育原論
京都府女子師範學校附属小學校
／編

1933 3

1150 正三の受けた早教育の實際 : 算術の部 井澤 恒美／著 1928 3

1151 民本主義の産業
エドウォード・カ-ペンター／
著, 宮島 新三郎／譯述, 大日本
文明協會／編輯

1919 3

1152 民事訴訟法綱要 板倉 松太郎／著 1924 3

1153
民法對照臺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 : 附關係高等
法院判例

臺灣總督官房法務課／編 1931 3

1154 民俗と藝術 森口 多里／著 1942 3 *
1155 民俗學概論 バ−ン／著,岡 正雄／譯 1927 3
1156 民風作興の具體策 永田 城大／編 1938 3
1157 生物 1: 高等女學校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158 生活改善の栞 生活改善同盟會／編 1928 3
1159 生蕃傳説集 佐山 融吉、大西 吉壽／著 1923 3
1160 立體的地理教授 眞銅 捨三／著 1926 3

1161 全我活動の教育 : プロジェクト・メソット 松濤 泰巖／著 1923 3

1162 全島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1年版 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1936 3 *

1163 全島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0年度 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1935 3 *

1164 全島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3年版 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1938 3

1165 全島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4年版 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1939 3

1166 共産主義批評 室伏 高信／著 1926 3
1167 列國國勢要覧 昭和5年 内閣統計局／編 1930 3

1168
各府県學務課師範主事推薦全國優良小學校模
範經営

學校經営編輯部／編 1928 3

1169 各科の學習心理 松田 友吉／著 1931 3
1170 各科考査法の要諦 齋藤 榮治／著 1928 3
1171 各科作業教育 堀 七蔵／編 1931 3
1172 各科教授の郷土化の實際 水木 梢 (等)／著 1931 3 *
1173 各科教授法最近の進歩 朝日 文彦／著 1931 3
1174 各科教授法新教科書 塚原 政次／著 1920 3
1175 各科視學要領批判 中文館編輯部／編 1930 3
1176 各科精説理科實験觀察の新建設 桑原 理助／著 1934 3
1177 各科學習作業化指導の様式 山崎 博／著 1930 3
1178 地方改良研究 第2巻 内務省地方局／編 1924 3

1179
地理科指導の真髄と新地理書解説 高等科第1
學年 前期用

山崎 宏 [等]／著 1933 3

1180 地理教材としての地形圖 第1輯 地球學團／編 1930 3

1181
地理教材の吟味と敷衍 : 教法精説 尋常科 第5
學年

隈江 信光／著 1934 3

1182
地理教材の吟味と敷衍 : 教法精説 尋常科 第6
學年

隈江 信光／著 19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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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地理教育の綜合的研究 佐藤 左内／著 1931 3
1184 年中事物考 矢部 善三／著 1931 3
1185 成人教育施設案内 石田 新太郎／著 1925 3
1186 早教育と天才 木村 久一／著 1924 3
1187 有色民族の復興と其經濟的自決 宮田 光雄／著 1937 3
1188 自由教育眞義 手塚 岸衞／著 1922 3
1189 行進遊戯 三浦 ヒロ／著 1930 3
1190 西洋教育史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6 3

1191 低學年教育實際叢書(全3巻)
稻村 玉雄、水木 梢、牛島 稔／
著

1934 3

1192 低學年理科教授の理想と實際 諸見里 朝賢／著 1923 3
1193 作文 女子用 3 齋藤 清衛／編 1938 3
1194 作文 女子用 4 齋藤 清衛／編 1938 3
1195 作文 女子用 4 齋藤 清衛 ／編 1938 3
1196 作法指導細目 尋常五、六年用 齋田 コト／著 1936 3
1197 作法教授細目 臺中幸公學校／編 不詳 3
1198 作業主義現代の理科教育 吉田 弘／著 1931 3
1199 作業國史教授の實際 飛松 正／著 1932 3
1200 作業教育の本質 北澤 種一／著 1932 3
1201 希望 8巻6号 後藤 靜香／編 1927 3
1202 我が子の躾方叢書 1：愛兒のしつけ方 加藤 末吉／著 1923 3

1203
我が子の躾方叢書 2：兄弟喧嘩を少くする工
夫叱り方ほめ方

加藤 末吉／著 1921 3

1204
我が子の躾方叢書 3：家庭復習の方法・説諭
の仕方

加藤 末吉／著 1923 3

1205
我が子の躾方叢書 5：愛兒入學前の用意・入
學後父兄の用意

加藤 末吉／著 1921 3

1206 我が子の躾方叢書 6：愛兒の學力を進むる工夫 加藤 末吉／著 1922 3

1207 我が子の躾方叢書 7：愛兒の悪癖矯正 加藤 末吉／著 1923 3
1208 批判的教育學の問題 篠原 助市／著 1924 3
1209 技能科教授郷土化の實際 鈴木 武次／著 1931 3
1210 技能教科の實地授業の準備と指導 鈴木 武次／著 1931 3
1211 抄本徒然草 塚本 哲三／編 1930 3

1212 改正小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の精神と實施上の注意 小學校體育研究會／編 1936 3

1213 改正新恩給法解説 改正恩給法研究會／編 1933 3
1214 改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 右文館編輯部／編 1926 3
1215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八 久松 潜一／編 1940 3
1216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八 久松 潜一／編 1940 3
1217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三 久松 潜一／著 1940 3
1218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三 久松 潜一／著 1940 3
1219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五 久松 潜一／編 1939 3
1220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六 久松 潜一／編 1940 3
1221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六 久松 潜一／編 1940 3
1222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四 久松 潜一／編 1940 3
1223 改訂 新女子國文 四年制 巻四 久松 潜一／編 1940 3
1224 改訂女子動物教科書 飯塚 啓／著 1920 3
1225 改訂女子植物教科書 三好 學／著 1920 3
1226 改訂中等裁縫教科書 卷二 戸板裁縫學校裁縫研究會／編 1936 3
1227 改訂公學校管理法概要 久住 榮一／著 1935 3
1228 改訂新各科教授法綱要 乙竹 岩造／著 1931 3
1229 改訂新教育史 乙竹 岩造／著 1931 3
1230 改訂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類聚 平塚 佐吉／編 1921 3 *
1231 改訂標準女子音樂教科書 第2編 黒澤 隆朝 [等]／著 1939 3
1232 改訂標準女子音樂教科書 第3編 黒澤 隆朝 [等]／著 1939 3
1233 改造されたる世界地理教授資料 木藤 重徳／著 1919 3
1234 改造途上の歐米社會見物 田川 大吉郎／著 1920 3
1235 改新運動競技法 大林 恵美四郎／著 1926 3
1236 決戰下のドイツ婦人 高沖 陽造／譯 1943 3
1237 私の唱歌教授 幾尾 純／著 1926 3
1238 私の國史教育指導 : 教材精説 高1 大久保 馨／著 19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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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 私の國語教育帳 下巻 千葉 春雄／著 1925 3

1240 私の綴方教育陣 : 新しい系統案指導案教材解説 森本 安市／著 1931 3

1241 系統的 發展的 各教科指導案例
京都府女子師範學校附属小學校／
著

1933 3

1242 系統的参考中等標準讀本とその評釋: 古文篇 吉田 桐野／著 1931 3

1243 系統的参考中等標準讀本とその評釋: 現代篇 吉田 桐野／著 1931 3

1244 育つ子の科學教育 半田 雄三／著 1944 3
1245 身體的個性調査法 黒田 福治／著 1934 3
1246 乳兒の保護 三田谷 啓／著 1923 3
1247 兒童の心理及教育 塚原 政次／著 1926 3
1248 兒童心理學序說 青木 誠四郎／著 1924 3
1249 兒童生徒の個性に適應せる職業指導法 水野 常吉／著 1928 3
1250 兒童生徒校外生活指導に關する研究 島田 牛稚／著 1934 3
1251 兒童研究所紀要 第5巻 久保 良英 (等)／編 1922 3
1252 兒童研究所紀要 第6巻 久保 良英 (等)／編 1922 3
1253 兒童學要領 關 寛之／著 1922 3
1254 初等科 國語 5 文部省／編 1943 3
1255 初等科音樂 2 文部省／編 1942 3
1256 初等科音樂 3 文部省／編 1943 3
1257 初等科音樂 4 文部省／編 1943 3
1258 初等科國語一 文部省／著 1942 3
1259 初等料理科 一 臺灣總督府／著 1943 3 *
1260 初等理科書 第4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40 3 *
1261 初等理科書 第5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不詳 3

1262 初等數學 算術・代數・幾何 編纂趣意書(女子用) 數學研究會／著 不詳 3

1263 初等數學教授に就きて 大上 茂喬／著 1915 3
1264 初學者の爲の社會科學概論 木村 毅／著 1932 3
1265 受驗作文講話と模範文 吉田 辰次／著 1935 3
1266 宗敎生活と經濟生活 鎌田 安通／著 1933 3
1267 官衙公署人事撮要 瀨戶山 兼斌／編 1926 3
1268 岩波講座 教育科學 第10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69 岩波講座 教育科學 第11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70 岩波講座 教育科學 第18冊 岩波書店／編 1933 3
1271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2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72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4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73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5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74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6冊 岩波書店／編 1933 3
1275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7冊 岩波書店／編 1933 3
1276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9冊 岩波書店／編 1933 3
1277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1冊 岩波書店／編 1931 3
1278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20冊 岩波書店／編 1933 3
1279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2冊 岩波書店／編 1931 3
1280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3冊 岩波書店／編 1931 3
1281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4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82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5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83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6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84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7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85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8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86 岩波講座教育科學 第9冊 岩波書店／編 1932 3
1287 忠道に關する東西思想の研究 越川 彌榮／著 1927 3
1288 性教育 山本 宣治／著 1923 3

1289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學説人物史 第1巻
明治前期篇

藤原 喜代蔵／著 1942 3

1290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學説人物史 第2巻
明治後期篇

藤原 喜代蔵／著 1943 3

1291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學説人物史 第3巻
大正年代篇

藤原 喜代蔵／著 1943 3

1292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學説人物史 第4巻
昭和前期篇

藤原 喜代蔵／著 19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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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 明治以降 教育制度發達史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294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10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0 3
1295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11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296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12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0 3
1297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2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298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3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299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4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300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5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301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6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302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7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303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8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304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第9巻 教育史編纂會／著 1941 3
1305 明治維新と女性 布村 安弘／著 1936 3
1306 服裝史概説 後藤 守一／著 1943 3
1307 東インド勞働政策史 南洋協會／編 1943 3
1308 東西相觸れて 新渡戸 稲造／著 1928 3
1309 法律・裁判及實生活 山本 龜市、牧野 英一／著 1922 3
1310 物象 : 中學校用 3　第二類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311 物象 : 中學校用 3　第二類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312 物象 3 第一類：高等女學校四年制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313 物象 3 第二類 高等女學校四年制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314 物權法要綱 久保 久／著 1923 3
1315 玩具と子供の教育 關 寛之／著 1925 3
1316 社會心理的解剖 大日本文明協會／著 1921 3
1317 社會生活人への讀方教育 宮川 菊芳／著 1932 3
1318 社會思想の批判的研究 深作 安文 著 1933 3
1319 社會科學大辭典 社會思想社／編 1930 3
1320 社會問題概論 安部 磯雄／著 1923 3
1321 社會問題體系 第1卷 河田 嗣郎／著 1925 3
1322 社會教育思潮 小尾 範治／著 1927 3
1323 社會理想學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3
1324 社會組織の解剖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3
1325 社會遺傳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2 3
1326 芝山巖史 鳥居 兼文／編 1932 3
1327 表情新遊戯 久保 富次郎／著 1926 3
1328 近世國際法史論 板倉 卓造／著 1924 3
1329 近世簿記精義 吉田 良三／著 1926 3
1330 俊寛篇 垣内 松三、齋藤 清衛／編 1929 3
1331 保育教材幼兒の遊びと指導 關 猛、功刀 よし子／著 1944 3
1332 保姆用教育學 森川 正雄／著 1928 3
1333 保險法令輯覽 巖松堂書店編輯部／著 1924 3
1334 南米案内 上: ブラジル篇 十蔵寺宗雄編輯者代表 1932 3
1335 南米案内 下 日本植民協會／編 1932 3 *
1336 南洋案内 日本植民協會／編 1932 3 *
1337 南洋渡航須知 越村 長次／編 1919 3
1338 帝國及列國の陸軍(昭和11年版) 陸軍省／編 1936 3 *
1339 帝國教育五十年史 帝國教育會／編 1933 3 *

1340 帝國最初の植民地臺灣の現況 : 附南洋事情 廣松 良臣／著 1919 3 *

1341 律動的表情遊戯 第1輯 土川 五郎／著 1926 3
1342 律動的表情遊戯 第2輯 土川 五郎／著 1926 3
1343 律動的表情遊戯 第3輯 土川 五郎／著 1926 3
1344 律動的表情遊戯 第3輯 土川 五郎／著 1927 3
1345 律動的表情遊戯 第4輯 土川 五郎／著 1927 3
1346 律動的表情遊戯 第5輯 土川 五郎／著 1928 3
1347 律動遊戯 第一巻 土川 五郎／著 1917 3
1348 律動遊戯 第二巻 土川 五郎／著 1927 3
1349 思潮を汲める理想的學級經營 笠井 義夫、吉本 俊二／著 1926 3
1350 政治哲學の諸問題 村瀬 武比古／著 1922 3
1351 映畫による學習の實際と施設 下野 宗逸／著 1928 3
1352 昭和 第二讀本 巻1 關根 正直、笹川種郎／編 1929 3
1353 昭和 第二讀本 巻3 關根 正直、笹川種郎／編 192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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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昭和 第二讀本 巻4 關根 正直、笹川種郎／編 1929 3
1355 昭和 第二讀本 巻5 關根 正直、笹川種郎／編 1929 3
1356 昭和 第二讀本 巻6 關根 正直、笹川種郎／編 1929 3
1357 昭和10年國勢調査結果表 臺灣總督府／編 1937 3

1358
昭和二年度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
統計書 實數(全島)

臺灣總督府／編 1929 3

1359
昭和二年度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
統計書 實數(州廳第貳卷)

臺灣總督府／編 1929 3

1360
昭和十二年度臺灣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
查統計書 實數(州廳第貳卷)

臺灣總督府／編 1929 3

1361 昭和十年臺中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臺中州／編 1936 3 *
1362 昭和十年臺中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 臺中州／編 1936 3
1363 昭和十年臺中州震災誌 臺中州／編 1936 3
1364 昭和女子音樂教科書 Ⅰ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編 1930 3
1365 昭和女子音樂教科書 Ⅲ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編 1930 3
1366 昭和女子音樂教科書(伴奏譜) Ⅱ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編 1930 3
1367 昭和女子音樂教科書(伴奏譜) Ⅲ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編 1930 3
1368 昭和女子音樂教科書(伴奏譜) Ⅴ 永井 幸次、田中 銀之助／編 1930 3
1369 昭和女子國文讀本 巻1 保科 孝一／編 1928 3
1370 昭和五年臺中州の學校教育 臺中州教育課／編 1930 3 *
1371 昭和作法教本 下巻 吉村 千鶴／著 1929 3
1372 昭和新女子修身訓 四年制用 巻3 小西 重直／著 1941 3
1373 昭和新讀本 卷一 吉澤 義則／著 1928 3
1374 昭和新讀本 卷二 吉澤 義則／著 1928 3
1375 昭和新讀本 卷三 吉澤 義則／著 1928 3
1376 活用を主としたる尋五地理指導案 喜多村九三／監修 1932 3
1377 活用を主としたる尋六地理指導案 喜多村 九三／監修 1932 3
1378 研究本位の理科教育 堀 七蔵／著 1944 3
1379 科學概論 田邊 元／著 1923 3
1380 英國と其領土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3
1381 英國産業革命史論 上田 貞次郎／著 1924 3
1382 英語 1 (高等女學校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編 1944 3
1383 英語新教授法の實際 南石 福二郎／著 1927 3
1384 革新の途にある唱歌教授法要領(前編) 工藤 富次郎／著 1928 3
1385 革新の途にある唱歌教授法要領(後編) 工藤 富次郎／著 1929 3
1386 音程教本 福井 直秋／著 1921 3
1387 音樂 1 : 中等學校女子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4 3
1388 音樂 中等學校女子用 1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4 3
1389 音樂教育の諸問題 青柳 善吾／著 1927 3
1390 修正小學珠算書に拠る珠算教授法 岩下 吉衛／著 1931 3
1391 修身と國史の實地授業の準備と指導 岩井 精造／著 1931 3
1392 修身のまとめ 修身研究會／編 1939 3 *

1393 個人能率增進法 上巻
ハーリントン・エマソン／著,
上中甲堂／譯

1924 3

1394 個人能率增進法 下巻
ハーリントン・エマソン／著,
上中甲堂／譯

1924 3

1395 個性の觀方つけ方育て方 坂本 豐／著 1931 3
1396 倫理叢書第二編 國家生活の倫理 池岡 直孝／著 1925 3
1397 原敬全集 上巻 原 敬／著 1929 3
1398 原敬全集 下巻 原 敬／著 1929 3
1399 家事經濟讀本 松平 友子／著 1926 3
1400 家事實験法 : 學習指導 石澤 吉磨／著 1925 3
1401 家事精義 : 國民學校藝能科 大江 政衛／著 1942 3 *
1402 家庭制度と婦人問題 河田 嗣郎／著 1924 3
1403 家庭教育講話 小川 正行／著 1923 3
1404 旅費法規輯覽 臺中州知事官房會計課／編 1930 3
1405 時局と教育の本義 小西 重直／著 1939 3 *
1406 時局に關する教育資料 第26輯 文部省／編 1919 3 *
1407 時局に關する教育資料 第29輯 文部省／編 1920 3 *

1408
時局下に於ける運動會の計畫と新しい遊戲・
體操・行進

久本 彌吉／著 1938 3 *

1409 時局解説百科要覽 下中 彌三郎／編 193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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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時局資料：一億蹶起す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編 1944 3
1411 時局資料：輸送戰-船舶增産は必勝の鍵- 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編 1944 3
1412 書方教授の實際的新主張 水戸部 寅松／著 1925 3
1413 朗讀法精説 日下部 重太郎／著 1932 3
1414 朗讀研究 野村 政夫／編 1944 3
1415 校外に於ける學生教護の實際的研究 島田 牛稚／著 1932 3
1416 海商法通論 住田 正一／著 1924 3
1417 消費と經濟 文部省／編 1923 3
1418 珠算教授法精義 岡 千賀衛／著 1924 3
1419 神經質兒童の躾け方 杉田 直樹／著 1925 3

1420 神話傳説大系 1：ギリシヤ・ローマ神話傳説集 中島 孤島／編 1933 3

1421 神話傳説大系 13：日本神話傳説集 松元 竹二／編 1934 3

1422 神話傳説大系 14：メキシコ・ペルー神話傳説集 松村 武雄／編 1926 3

1423
神話傳説大系 15：フィンランド・セルヴィ
ア神話傳説集

松元 竹二／編 1933 3

1424 神話傳説大系 3：ヘブライ神話傳說集 松村 武雄／編 1934 3
1425 神話傳説大系 5：イギリス神話傳說集 松元 竹二／編 1934 3

1426 神話傳説大系 8：インド・ペルシヤ神話傳説集 松村 武雄／編 1933 3

1427 索引政治經濟大年表 索引篇 東洋經濟研究所／編 1943 3
1428 索引政治經濟大年表：年表篇 東洋經濟研究所／編 1943 3
1429 航空國民讀本 情報局／編 1941 3 *
1430 茶とその文化 諸岡 存／著 1937 3
1431 茶とその文化 諸岡 存／著 1937 3
1432 記者生活十五年と財界事變史 上村 金六／著 1931 3
1433 高等女學校 皇國史 上級用 長沼 賢海／著 1938 3 *

1434
高等小學校並に高等女學校初年級に於ける裁
縫教材と其の指導法

成田 順／著 1924 3

1435 高等金利計算學 小幡 孫二／著 1928 3
1436 高等教育女子法制・經濟學 宮本 英雄、汐見 三郎／著 1931 3
1437 高等教育女子倫理學 佐々木 秀一／著 1931 3
1438 高等教育女子教育學 下田 次郎／著 1931 3
1439 高等教育兒童心理學 關 寛之／著 1930 3
1440 高等教員検定試験英語科研究の手引 後藤 卯吉、内藤 乾蔵／著 1931 3
1441 高等學校と左傾問題 高山 秋月／著 1932 3
1442 動情遊戯と競技 武田 侃爾／著 1924 3
1443 唱歌の歌ひ方と教へ方 福井 直秋／著 1930 3
1444 唱歌教授の新思潮 猪瀬 久三／譯 1929 3
1445 商法論綱 柳川 勝二／著 1924 3
1446 商業數學 北条 時重／著 1919 3
1447 商業學概論 内池 廉吉／著 1919 3
1448 問題の子供 霜田 静志／譯 1934 3
1449 問題の教師 霜田 静志／譯 1935 3

1450 問題の親
エー・エス・ニイル／著，霜田
静志／譯

1934 3

1451 國文 女學校用 卷一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5 3 *
1452 國文の解釋 : 最新研究 佐藤 正範／著 1928 3
1453 國文故實風俗語集釋 江馬 務／著 1935 3
1454 國史教育論 中村 孝也／著 1934 3
1455 國民の躾と禮法 南雲 ハツヨ／著 1944 3 *
1456 國民防空讀本 内務省計畫局／編 1939 3 *
1457 國民所得の構成 土方 成美／著 1933 3
1458 國民法律大觀 昭和11年度版 伊禮肇後援會／編 1938 3
1459 國民的創作の時代 岡 實／著 1923 3
1460 國民科地理指導書 中等學校第1學年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461 國民科修身指導書 高等女學校第一學年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

1462 國民科國語指導書 中等學校第一學年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
1463 國民科歷史指導書 中等學校 第一學年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3 3
1464 國民食榮養基準 中澤 辨治郎／編 1941 3
1465 國民教養の再出發 武内 義行／著 19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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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 國民學校 日語國民讀本 卷五 民生部／著 1940 3 *
1467 國民學校國語の修練實踐 米田 政榮／著 1942 3 *
1468 國民學校薙刀精義 園部 繁八／著 1943 3 *
1469 國民學校體錬科教授要項 臺灣總督府／著 1942 3 *
1470 國民優級學校 日語國民讀本 卷一 民生部／著 1938 3
1471 國民優級學校 日語國民讀本 卷二 民生部／著 1938 3
1472 國定教科書編纂趣意書集成 : 全 帝都教育研究會／編 1932 3 *
1473 國語の本質とその教育 佐藤 徳市／著 1931 3
1474 國語科要旨の批判と解説 宮川 菊芳／著 1931 3
1475 國語教育の科學的研究 千葉 春雄／編 1933 3
1476 國語教育の基調としての標準語法 友納 友次郎 ／著 1929 3
1477 國語教育原論 鈴木 敏也／著 1933 3
1478 國語學習上の諸問題と其の解答 河野 伊三郎／著 1926 3
1479 國語讀本 : 高等女學校用 元々堂書房／編 1928 3 *
1480 國語讀本の縱斷的研究 秋田 喜三郎／著 1925 3
1481 國語讀本讀方教授の理論と實際 卷2 垣内 松三、齋藤 榮治／著 1926 3
1482 國語讀本讀方教授の理論と實際 卷3 垣内 松三、齋藤 榮治／著 1926 3
1483 國語讀本讀方教授の理論と實際 卷4 垣内 松三、齋藤 榮治／著 1926 3

1484
國際パンフレット通信 (560)山海關事件に對
する各國新聞論調

タイムス出版社國際パンフレッ
ト通信部／編

1933 3 *

1485 國際共産党の話 藤原 信孝／著 1929 3 *
1486 國際事情 續編第4 外務省情報部／編 1931 3
1487 國際事情 續編第5 外務省情報部／編 1934 3
1488 國際教育 文部省普通學務局／編 1925 3
1489 國際聯盟概論 澤田 謙／著 1923 3
1490 婦人の力と帝國の将来 中川 謙二郎／著 1925 3
1491 婦人の法律 片山 哲／著 1923 3
1492 婦人生活の改善 鳩山 春子／著 1923 3
1493 婦人解放と性の壞滅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2 3 *
1494 婦人禮法 下田 歌子／著 1919 3
1495 婦人職業戰線の展望 東京市役所／ 編 1932 3
1496 常識作法 相島 龜三郎／著 1918 3
1497 教育ダンス 内田 トハ、御笹 政重／著 1925 3
1498 教育と内省 岡部 為吉／著 1923 3
1499 教育と現代世相 橘 源太郎／譯 1933 3
1500 教育と産業の進化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3
1501 教育と植民地發展 杉崎 英信／編 1942 3 *
1502 教育と道徳 西 晋一郎 ／著 1924 3
1503 教育の革命時代 土田 杏村／著 1924 3
1504 教育の根本問題としての哲學 小原 國芳／著 1923 3
1505 教育大辭書 1 ア〜コ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集所／編 1918 3
1506 教育大辭書 2 サ―ノ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集所／編 1918 3
1507 教育大辭書 3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所／編 1918 3
1508 教育史料雑考 三浦 藤作／著 1932 3
1509 教育的測定學 田中 寛一／著 1928 3
1510 教育的體育學 大西 要／著 1926 3
1511 教育思想の研究 小西 重直／著 1923 3
1512 教育病理學 富士川 游／著 1930 3
1513 教育學術界 第74巻第4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514 教育學術界 第74巻第5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515 教育學術界 第74巻第6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516 教育學術界 第75巻第1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517 教育學術界 第75巻第2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518 教育學術界 第75巻第3号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519 教室劇集 : 中學年用 齋田 喬、信田 秀一／著 1931 3
1520 教科中心作業教育の實際 堀 七蔵／著 1933 3
1521 教授方法の藝術的方面 佐藤 熊治郎／著 1930 3
1522 教授法思想の変遷 槙山 榮次／著 1932 3
1523 涼風筆戰録 永岡 涼風／著 1931 3
1524 涼風筆戰録 永岡 涼風／著 1931 3
1525 現今讀方教育の破壊と建設 萬福 直清／著 1927 3
1526 現代の文化と法律 牧野 英一／著 1921 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 28 頁 台中女中日文舊籍目錄

1527 現代人の生活と音樂 田邊 尚雄／著 1924 3
1528 現代女子書翰文教本 横上 若太郎／著 1930 3
1529 現代文新鈔 1 吉田 彌平／編 1929 3
1530 現代文新鈔 2 吉田 彌平／編 1929 3
1531 現代文新鈔 4 吉田 彌平／編 1929 3
1532 現代作法書 : 全 甲斐 久子／著 1925 3
1533 現代作業教育 北澤 種一／編 1931 3
1534 現代社會思想倫理的批判 荻原 擴／著 1924 3
1535 現代思潮と教育の改造 谷本 富／著 1920 3
1536 現代修身教育の基潮(教育研究臨時增刊) 初等教育研究會／編 1933 3
1537 現代家事教科書 上巻 井上 秀彦／著 1935 3
1538 現代教育思潮批判(增補版) 佐藤 熊治郎／著 1930 3
1539 現代教育辭典 日本教育學術協會／編 1934 3
1540 現代綴方教育大觀 丸山 林平(等)／著 1929 3
1541 現代綴方學習指導案 淺黄 俊次郎 [等]／著 1930 3
1542 現代職業指針 中央職業研究會／編 1931 3
1543 現代職業案内 東京職業研究會／ 編 1927 3
1544 現代讀方教育大觀 丸山 林平(等)／著 1930 3
1545 現代讀方學習指導案 佐藤 末吉(等)／著 1931 3
1546 現代體育教授法精義 宮原 義見／著 1929 3
1547 現行官廳簿記法 石川 豐太郎、秋山 行藏／纂 1913 3
1548 理化學教授の研究 大島 鎮治／著 1922 3
1549 理科教育の設備と活用 桑原 理助／著 1931 3
1550 理科教壇はなしぐさ 橋本 為次／著 1930 3
1551 理科學習指導要領 橋本 為次／著 1928 3
1552 理科學習指導實録 大浦 茂樹／著 1926 3

1553 理想の體育設備と用具設計並に其の解説 進藤孝三／著 1928 3

1554 理論實際團體遊技 寺岡 英吉／著 1924 3

1555 祭祀公業並臺灣ニ於ケル特殊法律ノ研究 姉歯 松平／著 1934 3

1556 第二國語の講習 八波 則吉／著 1925 3
1557 第二讀本 女子用 齋藤 清衛／編 1927 3
1558 第二讀本 女子用 二 齋藤 清衛／編 1927 3
1559 細目式公學校作法指導の研究 淡水女子公學校／著 1933 3
1560 統制經濟講話 波多野 鼎／著 1940 3 *
1561 統計學講義 郡 菊之助／著 1926 3
1562 郷土のしらべ 前編 臺中州教育課／編 1937 3
1563 郷中教育の研究 松本 彦三郎／著 1943 3
1564 創立十五年回想録 長尾 半平／著 1933 3 *
1565 創作本位綴方指導の具體的研究 河野 清丸／著 1925 3
1566 勞作中心生活の算術新教育 藤原 安治郎／著 1933 3
1567 勞作主義地理教育 宇野 誠一／著 1933 3
1568 勞作主義國史教育 岩井 精造／著 1933 3
1569 勞作生活中心理科教育の原理と實際 栗山 重／著 1931 3
1570 勞作教育の新研究 水木 梢／著 1933 3
1571 勞働經濟講話 坤　前冊 福田 徳三／著 1920 3
1572 尋常小學地理書　巻一 文部省／著 1934 3
1573 尋常小學地理書　巻一 文部省／著 1935 3
1574 尋常小學地理書　巻二 文部省／著 1934 3
1575 尋常小學地理書　巻二 文部省／著 1936 3
1576 尋常小學地理書　巻二 文部省／著 1941 3
1577 尋常小學理化の實験 第五學年用 吉田 弘／著 1924 3
1578 尋常小學理化の實験 第四學年用 吉田 弘／著 1924 3
1579 尋常小學理化の實驗 第六學年用 吉田 弘／著 1924 3
1580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4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5 3
1581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5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3 3
1582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5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4 3
1583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5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4 3
1584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6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4 3
1585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6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5 3
1586 尋常小學理科教授書 第6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編 19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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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尋常小學理科教授書　第五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4 3
1588 尋常小學理科教授書　第四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1932 3
1589 尋常小學新算術取扱の實際 第2學年用 山本 孫一、中野 恭一／著 1927 3
1590 尋常小學新算術取扱の實際 第3學年用 山本 孫一、中野 恭一／著 1926 3
1591 尋常小學農業書 卷1 臺灣總督府／著 1939 3
1592 尋常小學農業書 巻2 臺灣總督府／著 1930 3
1593 尋常小學算術 第1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5 3
1594 尋常小學算術 第1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5 3
1595 尋常小學算術 第1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5 3
1596 尋常小學算術 第1學年 教師用下 文部省／編 1936 3
1597 尋常小學算術 第2學年 兒童用 上 文部省／編 1936 3
1598 尋常小學算術 第2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6 3
1599 尋常小學算術 第2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6 3
1600 尋常小學算術 第3學年 兒童用 上 文部省／編 1937 3
1601 尋常小學算術 第3學年 兒童用 下 文部省／編 1938 3
1602 尋常小學算術 第3學年 兒童用 下 文部省／編 1938 3
1603 尋常小學算術 第3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7 3
1604 尋常小學算術 第3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7 3
1605 尋常小學算術 第3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7 3
1606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兒童用 上 文部省／編 1938 3
1607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兒童用 上 文部省／編 1939 3
1608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兒童用 下 文部省／編 1938 3
1609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兒童用 下 文部省／編 1939 3
1610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38 3
1611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教師用 下 文部省／編 1938 3
1612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教師用 下 文部省／編 1938 3
1613 尋常小學算術 第4學年 教師用 下 文部省／編 1939 3
1614 尋常小學算術 第5學年 児童用 上 文部省／編 1939 3
1615 尋常小學算術 第6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40 3
1616 尋常小學算術 第6學年 教師用 上 文部省／編 1940 3
1617 普選早わかり 朝日新聞社／著 1925 3
1618 智目と行足との新國語教授 金子 彦二郎／著 1936 3
1619 最も正しい修身科問題と解答 臺北修身科研究會／編 1939 3 *

1620
最も要領を得たるバスケットボール : 階段的
指導法と最新規則の解説

三本 義雄／著 1926 3

1621 最も進歩せる教案の形式と教授實際案の立て方 田中 二郎／著 1931 3

1622 最低生活研究 B.S.ラウントリイ／著，長沼弘毅 ／譯 1943 3
1623 最近の心理學と國語教育の問題 千葉 春雄／編 1932 3

1624
最近五年女子高等専門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1年版)

大周社編輯部／編 1936 3

1625
最近五年女子高等専門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6年版)

大周社編輯部／編 1931 3 *

1626 最近文部省各科視學委員視察復命書全輯 川口 勇／著 1937 3

1627 最近訓練原論 小川 正行／著 1933 3
1628 最近教育諸論 槇山 榮次／著 1929 3
1629 最新 教育學大全 上巻 谷本 富／著 1923 3
1630 最新各科成績考査法 渡邊 平三郎 著 1930 3
1631 最新法律 : 笑ひながら研究出来る 桑田 熊蔵／監修 1936 3
1632 最新指導文検標準英語の研究 實方 清／著 1931 3
1633 最新音樂教育學 草川 宣雄／ 著 1934 3
1634 最新音樂教科書  第1卷 教師用 笈田 光吉／著 1938 3 *
1635 最新婦人職業案内 昭和8年版 婦人職業指導會／編 1933 3
1636 最新教育思潮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4 3
1637 最新教育學大全 下 谷本 富／著 1923 3
1638 最新教育學概論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4 3
1639 最新教授學提要(教育學術界臨時增刊)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8 3
1640 最新算術學習指導法 塚本 清／著 1936 3
1641 最新養護體育法汎論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642 最新學校體操精義 宮田 覺造、上林 英太／著 1932 3
1643 最新體育ダンス教本 3 渋井 二夫／著 19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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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最新體育ダンス教本 5 渋井 二夫／著 1933 3
1645 渡航案内 日本植民協會／編 1932 3 *
1646 満支習俗考 井岡 咀芳／著 1942 3 *
1647 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 第5巻ノ4 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査會／編 1921 3
1648 發展的讀方の學習 秋田 喜三郎／著 1930 3

1649 結婚之革命
ウイリアム・カアスン／著、大
日本文明協會／譯

1921 3

1650 結婚新道 安井 洋／著 1944 3
1651 裁縫教育の諸問題 石田 ひろ／著 1930 3
1652 裁縫教授法 高橋 イネ／著 1926 3
1653 裁縫新教授法 木下 竹次／著 1923 3
1654 債權法各論 横田 秀雄／著 1923 3
1655 債權法總論 橫田 秀雄／著 1923 3
1656 勤勞教育 武部 欽一／著 1929 3 *

1657 新しくてわかり易い鑛物の鑑識法と教授の實際 栗田 鼎造／著 1925 3

1658 新らし學校遊戯 前編 川口 英明／著 1932 3
1659 新女子國文 高等女學校 上級用 松本 彥次郎／著 1938 3 *
1660 新女子國文 高等女學校 上級用 松本 彥次郎／著 不詳 3
1661 新文話と文の教育 金子 彦二郎／著 1929 3
1662 新文話と綴り方教育 佐々井 秀緒／著 1931 3
1663 新刑事訴訟法大意 林 頼三郎／述 1924 3
1664 新式中等裁縫 巻2 牛込 ちゑ／著 1933 3
1665 新作法要義 甫守 謹吾／著 1931 3
1666 新抄玉かつま ; 鈴屋集 ; 神皇正統記 澤瀉 久孝／編 1938 3
1667 新制 女子國語讀本 修正版 巻2 東京開成館編輯所／編 1924 3
1668 新制 女子國語讀本 修正版 巻4 東京開成館編輯所／編 1924 3
1669 新制女子修身要訓 卷3 西 晉一郎／著 1939 3

1670 新制女子國文典 上級用(教授參考書内容見本) 東條 操／著 不詳 3

1671 新制度による中(等)學校入學試験の研究 岡部 彌太郎／著 1929 3

1672 新制度の受驗本位 國語自習書 尋常6學年用 國語學習研究會／編 1929 3

1673 新制珠算教科書の取扱 : 甲・乙併用 稲次 静一、八木 瞭衛／著 1931 3
1674 新制國民學校の真髄 堀 七蔵／著 1940 3
1675 新制新撰女子國語讀本 : 四年制用 巻4 佐佐木 信綱、武田 祐吉／編 1938 3
1676 新制新撰女子國語讀本 : 四年制用 巻5 佐佐木 信綱、武田 祐吉／編 1938 3
1677 新制準據 昭和女子教育學 小西 重直／著 1941 3
1678 新定 女子公民科教本 上卷 田中 寛一、堀江 季雄／著 1938 3
1679 新定 女子公民科教本 下卷 田中 寛一、堀江 季雄／著 1937 3
1680 新定 女子公民科教本 下卷 田中 寛一、堀江 季雄／著 1938 3
1681 新定 女子公民科教本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1944 3
1682 新定裁縫教科書  1 宍戸 ミヤ／著 1937 3
1683 新定裁縫教科書 1 宍戸 ミヤ／著 1937 3
1684 新定裁縫教科書 2 宍戸 ミヤ／著 1937 3
1685 新定裁縫教科書 2 宍戸 ミヤ／著 1937 3
1686 新定裁縫教科書 2 宍戸 ミヤ／著 1937 3
1687 新定裁縫教科書 3 宍戸 ミヤ／著 1937 3
1688 新版 女子高等専門學校入學受験案内 大周社編輯部／編 1930 3
1689 新思潮に基ける算術學習指導の實際 小黒 俊治／著 1925 3
1690 新訂刑事訴訟法 牧野 英一／著 1924 3
1691 新訂尋常小學唱歌の解説と其取扱 尋一 井上 武士／著 1932 3
1692 新訂尋常小學唱歌の解説と其取扱 尋二 井上 武士／著 1933 3
1693 新訂尋常小學唱歌の解説と其取扱 尋三 井上 武士／著 1933 3
1694 新時代のまことの國語教授 金子 彦二郎／著 1932 3
1695 新訓練論 山本 良吉／著 1925 3
1696 新教育學要論 乙竹 岩造／著 1932 3

1697 新教科書の解説と指導(教育研究臨時增刊) 初等教育研究會／編 1936 3

1698 新統制經濟讀本
大阪毎日・東京日日新聞社エコ
ノミスト部／著

1940 3 *

1699 新郷土教育の原理と實際 峯地 光重、大西 伍一／著 19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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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新裁縫教科書 卷二 磯畑 せい、村瀬 初代／著 1936 3
1701 新裁縫教科書 卷之一 : 渡邊先生遺稿 渡邊 滋／編 1921 3
1702 新進女子作文 卷1 金子 彦二郎／著 1939 3
1703 新々裁縫教科書 松村 豐、今村 品子／著 1937 3
1704 新々裁縫教科書 3(改訂版) 松村 豐、今村 品子／著 1934 3
1705 新々裁縫教科書 4(改訂版) 松村 豐、今村 品子／著 1934 3
1706 新々裁縫教科書 4(改訂版) 松村 豐、今村 品子／著 1934 3
1707 新々裁縫教科書 4(改訂版) 松村 豐、今村 品子／著 1934 3
1708 新經濟學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3
1709 新算術書の指導精神 尋常第2學年 下 仲本 三二／著 1936 3
1710 新聞人の見たる臺灣 間島 三二／著 1931 3
1711 新撰 女子化學 山崎 榮一／著 1938 3
1712 新撰 女子化學 山崎 榮一／著 1938 3
1713 新撰 女子化學 山崎 榮一／著 1938 3
1714 新撰女子物理 岩田 久吉、井田 光雄／著 1938 3
1715 新撰化學教科書 小川 正孝／著 1908 3
1716 新撰裁縫教科書 卷二 高橋 イネ／著 1938 3
1717 新撰裁縫教科書 卷三 高橋 イネ／著 1938 3

1718 新撰裁縫教科書 卷五
大妻技藝學校・大妻高等女學校
裁縫研究會／著

1933 3

1719
新潮を汲める算術教材の實際的取扱：尋常第
2學年用

松井 和夫、 堀之内 恒夫／著 1926 3

1720 新編女學唱歌 : 教師用 上 成田 為三／編 1928 3 *
1721 新編女學唱歌 : 教師用 下 成田 為三／編 1928 3 *
1722 新調女聲唱歌 上 青木 歌子／作歌、編 1931 3
1723 新調女聲唱歌 下 青木 歌子／作歌、編 1931 3
1724 新調女聲唱歌 中 青木 歌子／作歌、編 1931 3
1725 新學校管理法 乙竹 岩造／著 1934 3
1726 新興教育講話 : 四高師對照 佐々木 秀一 [等]／著 1930 3
1727 新講話資料大成 友納 友次郎／著 1930 3
1728 新體女子日本歷史 高等女學校用 一年用 八代 國治／著 1939 3
1729 會社法講義 松本 烝治／著 1924 3
1730 會計法規通論 武藤 榮治郎／著 1919 3
1731 瑞典式體操學教科書 田邊 郁郎 (等)／譯 1923 3
1732 經濟と生活算術教育第二次の革新 山本 孫一／著 1932 3
1733 經濟地理の教養 田中 薫／著 1928 3
1734 經濟地理學方法論 川西 正鑑／著 1933 3
1735 經濟原論 山崎 覺次郎／著 1922 3
1736 經濟原論 山崎 覺次郎／著 1922 3
1737 經濟學研究 : 公民教育 三木 正一／著 1924 3
1738 補訂國民經濟學原論 上巻 津村 秀松／著 1924 3
1739 補訂國民經濟學原論 下巻 津村 秀松／著 1924 3
1740 話方の研究 臺中州教育課／編 1931 3
1741 話方教育の原理と實際 奥野 庄太郎／著 1928 3
1742 農民經濟史研究 小野 武夫／著 1924 3 *
1743 遊技の系統的研究 大河内 泰／著 1925 3
1744 運動會の準備法と練習遊戯 日本體育學會／編 1931 3
1745 圖畫一・二編纂趣意書 : 中等學校女子用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著 1945 3 *
1746 圖畫教育奨励會史 昭和7年版 圖畫教育奨励會／ 編 1932 3
1747 境遇の王者 竹内 浦次／著 1939 3
1748 實地授業の實際 菊地 秀男／著 1931 3
1749 實踐季節保育所 根岸 草笛／著 1942 3
1750 榮養概評決定・成績平均點早見表 豐川 喜六／著 1930 3
1751 漢文の綜合的研究 小和田 武紀、保坂 弘司／著 1944 3
1752 算術科に關する研究 臺中市教育會／編 1927 3
1753 算術科教育測定報告書 事實問題の部 東京市教育局／編 1933 3
1754 算術教材の建設と吟味と指導 下巻 稲次 静一／著 1931 3
1755 算術教授の實際的新主張 三井 善五郎／著 1926 3
1756 算術教授資料の根本的研究 上巻 大井 全平／著 1925 3
1757 算術教授資料の根本的研究 下巻 大井 全平／著 1926 3
1758 算術新教授法大成 佐藤 武／著 1924 3
1759 精神の復興 : 蘇峰文抜萃 民友社／編 19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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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 精神文化と精神生活 永田 城大／著 1937 3
1761 精神日本の建設 東郷 實／著 1937 3
1762 精神作興報徳研究 岩崎 源兵衛／著 1925 3 *

1763 精神科學叢書 第4編：味ひ方と考へ方の教育 佐藤 熊治郎／著 1932 3

1764 精神科學叢書 第5編：各國教育學の現状 辻 幸三郎／著 1931 3
1765 綜合商業教科書 吉川 鶴雄／著 1936 3

1766 綴り方は斯くの如くあぢはへ  高等科第1學年用 池田 彌一郎、石川 泰助／著 1929 3

1767 綴り方は斯くの如くあぢはへ  尋常科第6學年用 池田 彌一郎、石川 泰助／著 1929 3

1768 綴り方は斯くの如くあぢはへ 尋常科第5學年用 池田 彌一郎、石川 泰助／著 1929 3

1769 綴り方指導體系 尋常科第6學年 田上 新吉／著 1928 3
1770 綴方と地理の實地授業の準備と指導 菊池 秀男／著 1931 3
1771 綴方指導の原理と其實際 奥野 庄太郎／著 1930 3
1772 綴方教育の刷新 五味 義武／著 1929 3
1773 綴方教育の理論と實際 田中 豐太郎／著 1930 3
1774 綴方教授の實際的新主張 丸山 林平、田中 豐太郎／著 1924 3
1775 綴方教授案の立て方と参觀の仕方 朝日 文彦／著 1932 3
1776 綴方學習上の諸問題と其の解答 河野 伊三郎／著 1929 3
1777 綴方讀本 鈴木 三重吉 編 1936 3

1778
臺中州立臺中高等女學校 備品內譯簿 1(昭和8
年度)

臺中高等女學校／編 1933 3 *

1779
臺中州立臺中高等女學校 備品出納簿 1(昭和8
年度)

臺中高等女學校／編 1933 3 *

1780
臺中州立臺中高等女學校 備品出納簿 2(昭和8
年度)

臺中高等女學校／編 1933 3 *

1781 臺中州教育 第3巻第7号 臺中州教育會／編 1935 3
1782 臺中州教育兒童文集号 臨時增刊 臺中州教育會／編 1936 3
1783 臺中州管内概要 臺中州文書課／編 1921 3

1784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女子高等女學校要覽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女子高等女學校
／編

1926 3 *

1785 臺灣の將來を想ふ 名嘉真 武一／著 1932 3
1786 臺灣ノ農業勞働ニ關スル調査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編 1919 3 *
1787 臺灣の蕃族 藤崎 濟之助／著 1931 3

1788 臺灣小學校公學校教員檢定試驗問題及解答 新高堂書店／編 1932 3

1789 臺灣六法 長谷 理教／編 1934 3
1790 臺灣戶口事務提要 嘉常慶／著 1930 3
1791 臺灣戸籍關係法規輯覽 古川 傳吉／編輯 1933 3

1792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1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6 3 *

1793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1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6 3

1794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12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7 3

1795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4年度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29 3

1796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7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2 3

1797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8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3 3 *

1798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集 昭和9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4 3

1799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験問題解答  昭和15年版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40 3 *

1800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問題集 昭和五年度 新高堂編輯所／編 1930 3 *

1801 臺灣地方選舉罰則要義 福地信夫／著 1935 3
1802 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曾 景來／著 1939 3
1803 臺灣法令輯覽 臺灣總督府／編 1923 3 *
1804 臺灣法令輯覽 : 完 臺灣總督府／編 19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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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臺灣特殊の理科教授資料解說 臺北市旭尋常小學校／著 1923 3
1806 臺灣常識是れは便利だ 臺灣實業界社／編 1930 3
1807 臺灣教育事情 昭和12年度版 臺灣時代社教育部／編 1937 3
1808 臺灣經濟叢書 10 臺灣經濟研究會／編 1942 3
1809 臺灣經濟叢書 3 臺灣經濟研究會／編 1935 3
1810 臺灣經濟叢書 4 臺灣經濟研究會／編 1936 3
1811 臺灣經濟叢書 6 臺灣經濟研究會／編 1938 3
1812 臺灣經濟叢書 8 臺灣經濟研究會／編 1940 3
1813 臺灣經濟叢書 9 臺灣經濟研究會／編 1941 3
1814 臺灣資源讀本 宮川 次郎／著 1939 3
1815 臺灣銀行二十年誌 臺灣銀行／編 1919 3
1816 臺灣銀行四十年誌 名倉 喜作／著 1939 3
1817 臺灣蕃界展望 鈴木 秀夫／編 1935 3

1818
臺灣總督府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検査統計書 昭
和12年度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出版 1937 3

1819 銀行論 青木 得三／ 著 1924 3
1820 增訂 學校兒童精神検査法指針 上野 陽一 著 1932 3
1821 增訂日本刑法 牧野 英一／著 1924 3
1822 增補改訂尋常小學唱歌動作遊戯 真島 睦美／著 1926 3

1823
廣島文理科大學・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元第二
臨時教員養成所一覧 昭和10年

廣島文理科大學／著 1935 3

1824 數學教育各論 佐藤 良一郎／著 1929 3
1825 數學教授法 鍋島 信太郎／著 1933 3
1826 標準女子珠算教科書 西脇 喜十郎／著 1929 3
1827 標準女子新化學 内田 壮／著 1936 3
1828 歐米教育史 大瀬 甚太郎／著 1925 3
1829 歐羅巴民族の運命 上 菅 良／譯 1943 3
1830 調べる綴り方の理論と指導實践工作 千葉 春雄／編 1934 3
1831 隣邦の内面觀 坂西 利八郎／著 1936 3
1832 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 淺田 勝太郎／著 1936 3
1833 震災經濟誌 河田 嗣郎／著 1923 3
1834 黎明前の日本女性 竹田 菊子／著 1935 3
1835 學べ!獨逸國民生活 森崎 善一／著 1938 3
1836 學べ!獨逸國民生活 森崎 善一／著 1938 3
1837 學校用色盲検査表 石原 忍／著 1926 3
1838 學校遊戯講座 第2巻 印牧バロー研究會／編 1931 3
1839 學校學級經營法汎論 大日本學術協會／編 1937 3
1840 學校體育文庫 10：排球競技法 多田 徳雄／著 1931 3
1841 學校體育文庫 11：中心教材體操指導法 二宮 文右衛門／著 1931 3
1842 學校體育文庫 3 ：學校教練 森本 義一／著 1930 3
1843 學校體育文庫 5 ：球技指導法 佐々木等／著 1930 3
1844 學校體育文庫 6：運動の施設經營 安田 弘嗣／著 1930 3
1845 學校體育文庫 7：小學校體育 中島 海／著 1930 3
1846 學校體育文庫 8：學校體育概論 大谷 武一／著 1930 3
1847 學校體育文庫 9：陸上競技指導法 野口 源三郎／著 1931 3
1848 學校體育論 第2巻 藤村 とよ／著 1930 3
1849 學校體操の教授 宮田 覺造／著 1930 3
1850 學校體操教授指針 體育研究協會／著 1930 3
1851 學習心理と學習様式 松濤 泰巌／著 1925 3
1852 學習心理學 久保 良英／著 1929 3
1853 學習各論 上巻 木下 竹次／著 1926 3
1854 學習各論 下巻 木下 竹次／著 1929 3
1855 學習各論 中巻 木下 竹次／著 1928 3
1856 學習合理化の原理と實際 宇野 誠一／著 1931 3
1857 學習原論 木下 竹次／著 1929 3
1858 學習諸問題の解決 木下 竹次／著 1930 3
1859 學業成績の研究 青木 誠四郎／著 1929 3
1860 學藝會演出技術と資料集 下巻 テアトルピッコロ／著 1937 3 *
1861 戰ふ電波 中山 龍次／著 1943 3
1862 戰争と硬貨 上山 満之進／著 1929 3
1863 操行身體學業成績の褒め方と戒め方 宇野 誠一／著 1931 3
1864 歷史は轉換す 匝瑳 胤次／著 19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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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歷史教授 北垣 恭次郎／著 1924 3
1866 澤柳全集 澤柳全集刊行會／編 1925 3
1867 澤柳全集 1 澤柳全集刊行會／編 1925 3
1868 澤柳全集 2 澤柳全集刊行會／編 1925 3
1869 澤柳全集 3 澤柳全集刊行會／編 1925 3
1870 澤柳全集 4 澤柳全集刊行會／編 1925 3
1871 澤柳全集 6 澤柳全集刊行會／編 1926 3
1872 獨逸ニ於ケル數學教育 林 鶴一、武邊 松衛／譯 1922 3
1873 獨逸の砂 青山 一郎／著 1941 3
1874 親族法・相續法講義案 我妻 榮／著 1939 3
1875 選抜考査法 田中 寛一／著 1931 3
1876 選拔法概論 楢崎 淺太郎／著 1924 3
1877 聴方教育の原理と實際 奥野 庄太郎／著 1928 3
1878 輿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3
1879 禮のこころ 坂本 貞／著 1942 3
1880 禮式と作法 佐方 鎮子／著 1922 3
1881 禮法要項要義 東洋圖書編輯部／編 1941 3
1882 職業指導 木村 正義／著 1930 3

1883 韻文の解説と其取扱 : 高等小學讀本 女子用 友納 友次郎／著 1930 3

1884 續歴代風俗寫真大觀 下巻 江馬 務／編 1932 3
1885 鐵道論 中川 正左／著 1923 3

1886
讀方と算術教育の鳥瞰と批判 : 實地授業の準
備と指導

石川 太一／著 1931 3

1887 讀方教育の研究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研
究部／編

1930 3

1888 讀方教育の新潮と實際 宮川 菊芳／著 1929 3
1889 讀方教授の刷新 五味 義武／著 1925 3
1890 讀方教授の理論と實際 : 國語讀本 巻1 垣内 松三、齋藤 榮治／著 1926 3
1891 讀方教授の理論と實際 : 國語讀本 巻2 垣内 松三、齋藤 榮治／著 1926 3
1892 讀方教授の實際的新主張 高橋 喜藤治／編 1927 3
1893 讀方學習活動の實際とその説明 山路 兵一／著 1926 3
1894 讀方學習態度の段階的指導 山路 兵一／著 1931 3
1895 鑑賞的美育要義 美育振興會／著 1929 3
1896 體育ダンス教材集 第1編 荒木 直範／著 1926 3
1897 體育ダンス教材集 第2編 荒木 直範／著 1927 3

1898 體育の本質と表現體操
二宮 文右衛門、今村 嘉雄、大
石峯雄／著

1933 3

1899 體育の新組織 小學校の新體操 齋藤 薫雄／著 1933 3
1900 體育指導の原理と方法 大谷 武一／著 1931 3
1901 體操研究會の新指標 : 時局即應全的發展 北井 柳太郎／著 1938 3 *
1902 體操科學習指導案：尋常科第1學年 川口 英明／著 1929 3
1903 體操科學習指導案：尋常科第2學年 川口 英明／著 1929 3
1904 體操科學習指導案：尋常科第2學年 川口 英明／著 1929 3
1905 體操科學習指導案：尋常科第3學年 川口 英明／著 1930 3
1906 體操科學習指導案：尋常科第5學年 川口 英明／著 1931 3
1907 體操科學習指導案：尋常科第6學年 川口 英明／著 1931 3
1908 體操教授に於ける一斉活動遊技の實際 岡崎 榮松, 相澤 清六／著 1922 3
1909 （少年）昆蟲採集法 厚生閣編輯部／編 1931 4

1910
Fourierの級數とLegendre並にBesselの函數
: 應用數學

池田 芳郎／著 1929 4

1911 Ｘ線と其應用 大澤 與美／著 1926 4
1912 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と其の思想 竹内 時男／著 1922 4
1913 お臺所の理科研究 藤尾 節子／著 1943 4
1914 カジョリ初等數學史 フロリアン・カジョリ／著 1929 4

1915 きーぱーと微分學
キーパート／著,吉田 好九郎／
譯

1924 4

1916 きーぱーと積分學 吉田 好九郎／譯 1923 4
1917 ヒックス力學問題詳解 杉山 隆二／著 1927 4
1918 ファーブル蟲物語 ファーブル／ 著 1931 4
1919 ファーブル蟲物語 ファーブル 著 1931 4
1920 ファーブル蟲物語 2 ファーブル 著 19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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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ファーブル蟲物語 3 ファーブル／著 1931 4
1922 ファーブル蟲物語 4 ファーブル／著 1931 4
1923 ファーブル蟲物語 6 ファーブル／ 著 1931 4
1924 ボレル代數學 石井省吾／譯 1930 4
1925 ボレル幾何學 佐藤 良一郎／譯 1929 4
1926 一人で出来る健康法 石黒 憲輔／著 1929 4
1927 一日の保健生活の営み方 南崎 雄七／著 1943 4 *
1928 人生動物學 中澤 毅一／著 1925 4
1929 人間不滅 石川 千代松／著 1929 4
1930 人間學 第3号 村山 耕一郎／著 1931 4
1931 人種地理學 : 環境と人種 徳重 英助／譯 1931 4
1932 人類と文化 赤堀 英三／譯 1931 4
1933 人體寄生蟲 岩田 正俊／著 1944 4
1934 土 納富 重雄／著 1928 4
1935 大日本毒蛇圖集 高橋 精一／著 1922 4 *
1936 大東亜の魚 田中 茂穂／著 1943 4
1937 不等式 林 鶴一、刈屋 他人次郎／著 1929 4
1938 予の實驗せる自彊術 松平 康國／著 1920 4
1939 公算論 : 「確カラシサ」ノ理論 林 鶴一、刈屋 他人次郎／著 1922 4
1940 化學と人生 龜高 徳平／著 1919 4
1941 化學本論 片山 正夫／著 1929 4
1942 化學汎論 箕作 新六／著 1932 4
1943 化學通論 青木 芳彦／著 1923 4
1944 化學試驗問題の研究 龜高 徳平／著 1934 4
1945 化學實驗室に於ける毒と爆發 高瀬 豐吉／著 1925 4
1946 化學辭彙 高松 豐吉、桜井 錠二／著 1918 4
1947 天文と宇宙 荒木 俊馬 著 1937 4
1948 天文と宇宙 荒木 俊馬／著 1941 4
1949 天氣と天氣豫報 梶間 百樹／著 1926 4
1950 天然紀念物解説 三好 學／著 1926 4 *
1951 天體寫真術 中村 要／著 1932 4
1952 少年醫學史 山崎 祐久／著 1933 4
1953 文明と保健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4
1954 方程式論 園 正造／著 1929 4

1955 日本の鳥類と其の生態 : 舊北區の部 第1巻第1号 山階 芳麿／著 1933 4

1956 日本の鳥類と其の生態 : 舊北區の部 第1巻第2号 山階 芳麿／著 1933 4

1957 日本の鳥類と其の生態 第1巻(旧北区の部) 第3号 山階 芳麿／著 1934 4

1958 日本兒童衛生學 岡田 道一／著 1931 4
1959 日本毒蛇圖説 大島 正満／著 1921 4
1960 日本科學史私攷 初輯 小泉 丹／著 1943 4
1961 日本高山植物圖説 河野 齡蔵／著 1931 4
1962 日本蛇類大觀 高橋 精一／著 1930 4
1963 日本魚學 上卷 田中 茂穂／著 1921 4
1964 日常食品榮養價分析一覧表 食糧報國聯盟／編 1942 4 *
1965 日常食品榮養價分析一覧表 食糧報國聯盟／編 1942 4
1966 止血叢書 1：內科止血 桜澤 富士雄、中島 克三／著 1943 4
1967 水 納富 重雄／著 1927 4
1968 水の生活科學 村上 秀二／著 1943 4
1969 世の終り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4
1970 世界の終り 石井 重美／著 1924 4
1971 世界化學史 中瀬古 六郎／著 1924 4
1972 代數學問題集 全 中村 慶次郎／著 1923 4
1973 平面 球面 三角法 掛谷 宗一、蓮池 良太郎／著 1927 4

1974 平面三角法. 地圖作製法
エミル・ボレル 、パーシ・ナ
ン／著，石井 省吾／譯

1928 4

1975 生の神秘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4
1976 生物學史物語 中川 逢吉／著 1932 4
1977 生物學自習用顕微鏡實習指針 石川 光春／著 1935 4
1978 生物覺書 湯浅 明／著 1943 4
1979 生理學實習 浦本 政三郎／著 19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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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生體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2 4
1981 皮膚科及泌尿器科雑誌 2巻3号 日本皮膚科學會／編 1920 4
1982 光の四季 福本 喜繁／著 1942 4
1983 再訂圖計算及ビ圖表 小倉 金之助／著 1935 4
1984 地文學講義 上巻(改訂增補版) 石川 成章／著 1925 4
1985 地球と太陽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4
1986 地球の起原と發達 青山 信雄／著 1932 4
1987 地質現象之新解釋 小川 琢治／著 1929 4

1988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鑛物學及び岩石學地理學
第31回

岩波書店／編 1934 4

1989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鑛物學及び岩石學地理學
第33回

岩波書店／編 1934 4

1990 地震 中村 左衞門太郎／著 1924 4
1991 有機化學 前篇 丹波 敬三(等)／譯 1924 4
1992 有機化學 後篇 丹波 敬三 (等)／譯 1923 4
1993 江戸時代の科學 東京科學博物館／編 1934 4
1994 百歳不老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3 4
1995 耳鼻咽喉科止血 中島 賢二郎／著 1943 4

1996
肉眼・双眼鏡・小望遠鏡觀測星座めぐり 別
篇(星座・星名辭彙)

野尻 抱影／著 1930 4

1997 自然地質學 横山 又次郎／著 1924 4
1998 自然界に於ける人間の位置 平林 初之輔／譯 1922 4
1999 自然科學 博物篇 杉木 唯三／著 1929 4
2000 行列式 林 鶴一／著 1928 4
2001 坂本式動物剥製及標本製作法 坂本 喜一 著 1931 4
2002 妊娠惡阻及其療法 谷口 彌三郎／著 1919 4
2003 私の實験室(少年少女科學叢書) 中島 徳行／著 1934 4
2004 函數論 上巻 竹内 端三／著 1927 4
2005 函數論 下卷 竹内 端三／著 1928 4
2006 初等代數學 小倉 金之助、武邊 松衛／譯 1927 4
2007 初等幾何學特選問題 窪田 忠彦／著 1932 4
2008 初等實用數學 新宮恒次郎／譯 1930 4
2009 呼吸・醗酵・腐敗 田中 潔／著 1943 4
2010 岩石地質學 佐藤 傳藏／著 1931 4

2011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 礦物學及び岩
石學 地理學 第二十八回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12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ジュラ紀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3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マグネサイト鑛床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4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大陸移動説に対する地質學者及び
地理學者の見解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5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哺乳類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6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造岩礦物論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7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構造地質學(二)新期岩層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8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數種の硫化鑛物及び酸化鑛物の化
學的性質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19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頭足類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20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18 鑛床分類法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21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 地質學史(二)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22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10回(地理五)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23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16回(地理八)

岩波書店／編 19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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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12

岩波書店／編 1932 4

2025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13

岩波書店／編 1932 4

2026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14

岩波書店／編 1932 4

2027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15

岩波書店／編 1932 4

2028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18回(地理九)

岩波書局／編 1932 4

2029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24回(地理十二)

岩波書局／編 1933 4

2030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25回　地質・砿物13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31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26回　地質・砿物14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32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29回 地質・砿物16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33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2回 地理1

岩波書局／編 1931 4

2034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30回(地質礦物十七)

岩波書局／編 1933 4

2035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3回 地質礦物2

岩波書局／編 1931 4

2036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4回 地理2

岩波書局／編 1931 4

2037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5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38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7回(地質礦物四)

岩波書局／編 1931 4

2039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
岩石學地理學 第8回 地理4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40
岩波講座 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砿物學及び岩
石學地理學 第11回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41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別項1B 化學史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42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第19巻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43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第22巻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44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增訂版 24回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45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增訂版 第10回(化
學五)

岩波書局／編 1932 4

2046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增訂版 第18回(化
學九)

岩波書局／編 1932 4

2047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增訂版 第20回(化
學十)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48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增訂版 第4回(化學
二)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49
岩波講座 物理學及び化學 增訂版 第6回(化學
三)

岩波書局／編 1931 4

2050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岩
石學 珊瑚礁

岩波書局／編 1934 4

2051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岩
石學地理學 第1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52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岩
石學地理學 第17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53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岩
石學地理學 第19

岩波書店／編 1934 4

2054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礦物學及び岩
石學地理學 第20

岩波書店／編 19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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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砿物學及び岩石
學地理學 第21回　地質・砿物11

岩波書店／編 1932 4

2056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砿物學及び岩石
學地理學 第22回　地理11

岩波書店／編 1932 4

2057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砿物學及び岩石
學地理學 第23回　地質・砿物12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58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砿物學及び岩石
學地理學 第27回　地質・砿物15

岩波書店／編 1933 4

2059
岩波講座地質學及び古生物學砿物學及び岩石
學地理學 第6回　地理3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60 性の原理 下田 次郎／著 1921 4

2061 昆蟲寫真生態 1
木下 周太、八木 誠政、河田 党
／共著

1933 4

2062 昆蟲寫眞生態 2
木下 周太、八木 誠政、河田 黨
／著

1933 4

2063 昆蟲讀本 上 中西 悟堂／著 1936 4
2064 物理化學實驗法 鮫島 實三郎／著 1929 4
2065 物理實験三十題 柏木 好三郎／著 1926 4
2066 物理學と認識 桑木 彧雄／著 1922 4
2067 物理學の基礎的諸問題 第2輯 石原 純／著 1926 4
2068 物理學大觀 日下部 四郎太／著 1923 4
2069 物理學通論 本多 光太郎／編 1924 4

2070 物理學實驗法講義 上巻
内藤 卯三郎、水野 國太郎、池
本 義夫／著

1928 4

2071 物質構造論 福田 光治／著 1927 4
2072 空襲下の救護法 東京都青少年團／編 不詳 4 *
2073 肺結核は治癒す 豐島 烈／著 1944 4
2074 近世應用鑛物精義 比企 忠、柴田 勝熊／著 1919 4
2075 近代科學の諸問題 大日本文明協會／譯 1924 4
2076 近代榮養學の革新 亘 繁／著 1944 4
2077 近代戰に於ける電氣の應用 菅 秋由／著 1944 4
2078 非ゆうくりつど幾何學 梶島 二郎／著 1923 4

2079 南北極地の探検(少年少女科學叢書)
松山 思水／著、山本 幸雄／校
閲

1934 4

2080 南洋群島熱帯植物寫眞集 南洋協會／編 不詳 4
2081 指導用・家庭用健民醫學 赤松 秋太郎／著 1944 4 *
2082 星を語る : 天文随筆 野尻 抱影／著 1930 4
2083 星座の話 山本 一清 著 1944 4
2084 星座めぐり 野尻 抱影／著 1930 4
2085 星座風景 野尻 抱影／著 1931 4
2086 狩猟鳥類掛圖解説 農商務省農務局 編 1924 4
2087 研究自在植物實驗室 神戸 伊三郎／著 1929 4

2088
科外特別題目(岩波講座物理學及ビ化學 別項
化學)

岩波書店／編 1931 4

2089 科學を基礎とした文化生活 枝元 長夫／編著 1923 4
2090 科學を基礎とした文化生活 3 枝元 長夫／編 1924 4
2091 科學日本の誇り發明界の驚異 寺島 柾史／著 1933 4
2092 科學戰と科學教育 臺灣放送協會／編 1944 4
2093 耐火物の化學と試驗法 永井 彰一郎／著 1944 4
2094 重力偏差計による地下探索法 松山 基範／著 1934 4
2095 飛行機と潜水艦(少年少女科學叢書) 松山 思水／著 1934 4
2096 飛行機の理論と設計 甲斐 茂吉 著 1932 4
2097 原色鑛石圖譜 粟津 秀幸／著 1940 4
2098 家事應用理化學 石澤 吉磨／著 1924 4
2099 家庭生物學 山内 繁雄／著 1923 4
2100 家庭物理學 佐藤 充／著 1937 4
2101 氣象常用表(鈔) 昭和10年版 大日本氣象學會／編 1935 4
2102 氣象學 岡田 武松／著 1929 4
2103 海の科學 原田 三夫／著 1924 4
2104 海洋科學 : 海をひらく 丸川 久俊／著 1931 4
2105 海陸の神秘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2 4
2106 珠算能力検定試験標準練習帖 2級 清水 壮太郎／編 19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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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 珠算能力検定試験標準練習帖 3級 清水 壮太郎／編 1943 4
2108 級數論 大石 喬一／著 1929 4
2109 高等代數學 吉田 好九郎／譯 1928 4
2110 高等立體圖學 上巻 久保田 圭佑／著 1923 4
2111 高等立體圖學 下巻 久保田 圭佑／著 1923 4
2112 高等積分學 竹内 端三／著 1924 4
2113 健民と防疫 上巻 井口 乗海／著 1943 4
2114 健民と防疫 下巻 井口 乗海／著 1943 4
2115 動物生態學講話 小林 順一郎／著 1931 4
2116 動物學講義 上巻 石川 千代松／著 1920 4
2117 動物學講話 谷津 直秀／著 1920 4
2118 參考動物學講義 久米 道民／著 1926 4
2119 救急療法と應急手段 富永 哲夫／著 1930 4
2120 教授資料としての世界數學史 小坂 正行／著 1931 4
2121 現代科學之基礎 大日本文明協會／譯 1921 4

2122
現代醫學大辭典 第26卷(醫學用語辭典 總索引
篇)

神田 豐穗／著 1932 4

2123 理化實驗の基礎と應用 藤木 源吾／著 1934 4
2124 理科と直觀科(研究臨時增刊) 初等教育研究會／編 1931 4
2125 理科辭典 郁文會編輯所／編 1924 4
2126 理論實驗化學講義 高田 徳佐／著 1930 4
2127 理論實驗生理學解説 越智 真逸／著 1922 4
2128 眞空放電現象とX線管球の理論 平田 秀樹／著 1925 4
2129 細胞 山羽 儀兵／著 1929 4
2130 通俗講義 天文學 下巻 一戸 直蔵／著 1922 4
2131 通俗講義天文學 上巻 一戸 直蔵／著 1921 4
2132 野鳥と共に 中西 悟堂／著 1941 4
2133 魚の常識 田中 茂穂／著 1943 4
2134 博物科叢話 : 教育参考各科叢話 佐藤 清明／著 1932 4
2135 幾何學 エミル・ボレル／著、佐藤 良一郎／譯 1927 4
2136 幾何學問題集 : 全 中村 慶次郎／著 1922 4
2137 提要實験鑛物學 高橋 純一／著 1920 4
2138 最近化學工業試験法 上巻 田中 芳雄、安藤 一雄／著 1930 4
2139 最近化學工業試験法 下巻 田中 芳雄、安藤 一雄／著 1931 4
2140 最新平面立體解析幾何學 二川 道次／著 1926 4
2141 最新生理學 越智 眞逸／著 1928 4
2142 最新地文地理集成 高橋 純一／著 1922 4
2143 最新理科辭典 郁文舎編輯所／編 不詳 4
2144 植物分類學 第2巻 被子植物篇總論 早田 文蔵／著 1935 4
2145 植物學講話 牧野 富太郎、和田 邦男／著 1936 4
2146 無機化學 前篇 丹波 敬三／纂譯 1925 4
2147 無機化學實驗法詳解 近重 真澄、村上 武次郎 著 1927 4
2148 進化と思想 松村 松年／著 1925 4
2149 圓周率の研究 森谷 公博／著 1930 4
2150 新説有機化學 龜高 徳平(等)／譯 1923 4
2151 新撰生理衛生 上巻 松下 禎二／著 1922 4
2152 暗算の新研究 岩下 吉衞／著 1931 4
2153 萬有科學大系 第1巻 伊藤 靖／編 1927 4
2154 萬有科學大系 第3巻 伊藤 靖／編 1928 4
2155 萬有科學大系 第4巻 伊藤 靖／編 1927 4
2156 萬有科學大系 第5巻 伊藤 靖／編 1928 4
2157 萬有科學大系 第6巻 伊藤 靖／編 1928 4
2158 補習醫學講座 特發性脱疽 本名 文任／著 1943 4
2159 解析力學 : 質点及質点系 三宅 虎雄／著 1932 4
2160 電子及原子論大要 水野 敏之丞／著 1925 4
2161 電池の知識 槇尾 年正／著 1935 4
2162 電氣的地下探査法 松原 厚／著 1934 4
2163 圖式力學 平野 正雄／著 1923 4
2164 圖計算及ビ圖表 小倉 金之助／著 1924 4
2165 圖解科學玩具の作り方 加納 八郎／著 1931 4
2166 實用精神療法 石川 貞吉／著 1930 4
2167 實用數學便覧 米田 麟吉 (等)／編 19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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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8 實験及ビ理論物理學：電氣及磁氣學 森 總之助／編 1924 4
2169 實験及ビ理論物理學：熱學 森 總之助／編 1928 4
2170 實験及理論物理學: 重學及物性論編 森 總之助／編 1922 4
2171 實験及理論物理學：光學 森 總之助／著 1922 4
2172 實験有機合成化學 上巻 森山 剛一郎／著 1927 4
2173 實験觀察植物學講義 中巻補遺 神田 正悌、神野 浅治郎／著 1923 4
2174 實驗を主としたる自然地理學概論 石原 初太郎／著 1929 4
2175 實驗動物學 第1卷 五島 清太郎／著 1921 4
2176 實驗動物學 第2卷 五島 清太郎／著 1921 4
2177 榮養決定簡便割算表 : 學生生徒兒童 豐川 喜六／著 1932 4
2178 榮養決定簡便割算表 : 學生生徒兒童 豐川 喜六／著 1932 4
2179 榮養讀本 鈴木 梅太郎、井上 兼雄／共著 1939 4

2180 算術教材の建設と吟味と指導 上巻 (或下卷) 稲次 静一／著 1931 4

2181 綜合日光療法 正木 俊一／著 1930 4
2182 臺灣タイヤル蕃族利用植物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編 1921 4
2183 臺灣に於ける 花卉園藝 加藤 謙一／著 1929 4
2184 臺灣の衛生事情と其保健生活法 丸山 芳登／著 1929 4 *
2185 臺灣有用樹木誌 金平 亮三／著 不詳 4 *
2186 臺灣高山植物圖説 伊藤 武夫／著 1929 4
2187 臺灣蝶類圖説 伊藤 三男作／著 1929 4

2188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附属林業試驗場植物要覽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編 1918 4

2189 蓄電池及其取扱法 吉川 龜次郎／著 1924 4
2190 輓近化學新講義 東 辰藏／著 1926 4
2191 增訂日本鳥類圖説 上 内田 清之助／著 1922 4
2192 增訂改版日本鳥類圖説 下 内田 清之助／著 1923 4
2193 增補日本鳥類圖説 續篇 内田清之助／著 1921 4
2194 數學教授の心理的研究 中邑 幾太／著 1935 4
2195 數學教授の心理的研究 中邑 幾太／著 1935 4
2196 數學閑話 大上 茂喬／著 1928 4
2197 數學諸論大要(改訂版) 渡邊 孫一郎／著 1924 4
2198 數學叢書 方程式 第二 林 鶴一、國枝 元治／著 1927 4
2199 熱電子管 藤村 信次／著 1924 4
2200 確率及最小自乗法 北村 友圭／著 1928 4
2201 蔬菜の害蟲 高橋 奨／著 1918 4
2202 趣味の天體觀測 中村 要／著 1926 4
2203 趣味の動物 飯塚 啓／著 1921 4
2204 趣味の動物科學 神野 浅次郎／著 1925 4
2205 學校歯科衛生學 岡田 道一、富取 太治／著 1930 4
2206 整數論 竹内 端三／著 1932 4
2207 橢圓函數論 上卷 國枝 元治／著 1932 4
2208 遺傳と素質と體質 木田 文夫／著 1944 4
2209 遺傳學原理 松浦 一／著 1927 4
2210 遺傳講話 桑野 久任／著 1930 4
2211 應用優生學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2 4
2212 應急処置最新救護醫典 久保田 昭亮／著 1934 4
2213 營養化學 田所 哲太郎／著 1924 4

2214 薬用植物和漢名対照便覧
帝國女子醫學薬學専門學校薬學
科／編

1933 4

2215 蟲 横山 桐郎／著 1926 4
2216 醫學と衛生南方生活必携 南崎 雄七／著 1942 4
2217 醫學大辭書 上卷 醫學大辭書編輯局／編 1908 4
2218 醫學大辭書 下巻 大日本百科辭書編輯所／編 1908 4
2219 藥になる食物と病人の食物 伊藤 尚賢／著 1919 4
2220 蟻と蜂 横山 桐郎／著 1926 4
2221 蠅と蚊と蚤 近森 善一／著 1923 4
2222 體力測定 吉田 章信／著 1943 4
2223 體育・衛生統計類纂 吉田 章信／編 1929 4
2224 體育資料統計彙纂 吉田 章信／著 1924 4 *
2225 Daybreak for Our Carrier Max Miller／著 1944 5
2226 ビーズ手藝全書 安藤 復蔵／著 19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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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 ヘヤ-ピン應用 新しい毛絲編と四季の編物 樋口 歌代子／著 1929 5

2228 メートル法新裁縫書 飯塚 まつ代／著 1924 5
2229 やさしい育兒問答 高谷 淳／著 1944 5
2230 一般育兒學 竹内 茂代／著 1943 5
2231 人絹とセルロイド 山賀 益三／著 1931 5
2232 子を護子 横尾 秋夫／著 1943 5
2233 子供の重い病氣の容體と手当 竹内 薫兵／著 1924 5
2234 子供西洋服の拵へかた 松江 みさ子／著 1922 5
2235 小兒實用 和洋裁縫小物集 伊澤 峯子／著 1922 5
2236 内外織物組織及製造學 吉田 喜一／ 著 1920 5
2237 切の工夫 東京婦人生活研究會／編 1944 5
2238 手藝教材染色藝術 新坂 紫舟／著 1931 5
2239 日本支那西洋料理大辭典 緑川 幸次郎、石井 泰次郎／著 1930 5
2240 日本毛織三十年史 日本毛織株式會社／編 1931 5
2241 日本住宅百圖 遠藤 於菟／著 1929 5
2242 日本建築の性格 田邊 泰／著 1943 5
2243 日本家庭大百科事典 1 冨山房百科辭典編纂部／編 1931 5
2244 日本家庭大百科事彙 3 冨山房百科辭典編纂部／編 1930 5
2245 日本家庭大百科事彙 補遺・索引 冨山房百科辭典編纂部／編 1931 5
2246 日本綜合料理 満田 百二／著 1941 5
2247 火 納富 重雄／著 1927 5
2248 世界大發明家出世美談 渡邊 軍治／著 1931 5
2249 主婦の能率增進 臺所科學 富岡 皷川／著 1927 5
2250 生長に基けるこども服 佐賀 ふさ ／著 1924 5
2251 生活改善 系統的家政講話 上巻 甲斐 久子／著 1922 5
2252 生活改善 系統的家政講話 下巻 甲斐 久子／著 1922 5
2253 田中式豚肉調理法 田中 宏／著 1919 5
2254 石油 大村 一蔵／著 1944 5
2255 安価生活法の實際 家政經濟研究會／編 1918 5
2256 衣服と整容法 青木 良吉／編著 1928 5
2257 衣類整理の十二ケ月 山下 榮蔵／著 1937 5
2258 衣類整理の十二ケ月 山下 榮蔵／著 1937 5
2259 住宅家具の改善 生活改善同盟會 編 1928 5
2260 住宅論 佐野 利器／著 1925 5
2261 冷蔵と冷凍 大島 正満／著 1931 5
2262 志みぬき染色洗濯法新書 梶山 彬／著 1916 5
2263 育兒實習書 齋藤 文雄、小林 彰／著 1943 5
2264 刺繍・レース 不詳 不詳 5
2265 和洋裁縫の原理と實際 志摩野 司／著 1932 5
2266 和洋裁縫教本 洋服編 上 堀越 千代子 著 1921 5
2267 和洋裁縫教本 洋服編下 堀越 千代子／著 1921 5
2268 建築構造學 内藤 多仲／著 1923 5
2269 染色の理論と實際 菱山 衡平 、木村 和一／著 1927 5
2270 洋服の裁縫 河井 きの子／著 1927 5
2271 洋裁の基礎的縫ひ方圖説 渡邊 滋、梶原 恒子／著 1936 5
2272 洋裁讀本：婦人服篇 杉野 芳子／著 1933 5 *
2273 研究自在 家事實験室 堀 七藏／著 1926 5
2274 科學玩具の作り方 本間 清人／著 1930 5
2275 科學新書 13 ：橋 成瀬 勝武／著 1943 5
2276 英和洋装辭典 木村 慶市／編 1932 5
2277 食物調理指導書 佐保會／編 1932 5
2278 香料製造化學 關根 重治、赤井 左一郎／著 1927 5
2279 家の生活設計 氏家 壽子／著 1944 5
2280 家事化學講話 菱山 衡平／著 1929 5
2281 家事衣類整理綱要 菱山 衡平／著 1941 5
2282 家事界之智嚢 小松崎 三枝／著 1925 5
2283 家事研究 家庭藝術 5卷10號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家事研究會／編 1924 5
2284 家事研究 第4巻第9号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家事研究會／編 1923 5
2285 家事研究 第6巻4月号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家事研究會／編 1925 5

2286 家事研究 第8巻第1号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家事研究會
編

19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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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7 家事經濟學 : 家庭生活の經濟的研究 上巻 松平 友子／著 1925 5

2288 家事經濟學 : 家庭生活の經濟的研究 下巻 松平 友子／著 1925 5

2289 家事實習案内 改訂版 大江 スミ子／著 1928 5
2290 家政要鑑 上巻 大日本家政學會／編 1908 5
2291 家政要鑑 下巻 大日本家政學會／編 1908 5
2292 家庭で出来る手藝品製作法全集 藤井 達吉／著 1927 5
2293 家庭における燃料之節約 國澤 きよ子／著 1920 5
2294 家庭に必要な電氣の話 北村 末造／著 1925 5
2295 家庭に必要な薬の用ひ方 橋爪 恵／著 1924 5
2296 家庭年中行事 近藤 正一 著 1919 5 *
2297 家庭染色ひとり學び 奥村 平治／著 1919 5
2298 家庭洋服裁縫圖解 岩村 秀太郎／著 1937 5
2299 家庭看護法 越智 キヨ／著 1920 5
2300 家庭看護法提要 井口 乗海／著 1928 5
2301 家庭科學大系 第11回 賀川 豐彦／編 1928 5
2302 家庭科學大系 第15回 賀川 豐彦／ 編 1929 5
2303 家庭科學大系 第16回 賀川 豐彦／ 編 1929 5
2304 家庭科學大系 第17回 賀川 豐彦／編 1929 5
2305 家庭科學大系 第21回 賀川 豐彦／ 編 1929 5
2306 家庭科學大系 第22回 高島 平三郎／著 1929 5
2307 家庭科學大系 第22回 高島 平三郎／著 1931 5
2308 家庭科學大系 第23回 賀川 豐彦／編 1929 5
2309 家庭科學大系 第3回 石原 純(等)／著 1927 5
2310 家庭科學大系 第43回 石井 泰次郎、村井 政善／著 1928 5
2311 家庭科學大系 第59回 根本 豐治／著 1928 5
2312 家庭科學大系 第72回 松村 武雄 (等)／著 1927 5
2313 家庭科學大系 第81回 伊庭 孝(等)／著 1928 5
2314 家庭科學大系 第88回 三木 泰治／著 1927 5
2315 家庭造花術全書 上 金子 支江子 [等]／著 1920 5
2316 家庭造花術全書 下 金子 支江子 [等]／著 1920 5
2317 家庭經濟食物の調理 野口 保興／著 1918 5
2318 家庭實用武田裁縫書 上巻 武田 太郎吉／著 1919 5
2319 家庭實用武田裁縫書 下巻 武田 太郎吉／著 1923 5
2320 家庭榮養日本料理 越智 キヨ／著 1926 5
2321 家庭編物全書 森本 義子／著 1925 5
2322 家庭燃料 石橋 弘毅／著 1927 5
2323 海圖の話 國生 行孝／著 1930 5
2324 特許のかぎ 米田 英夫、高島 宗三／著 1923 5
2325 特許實用新案　活きた出願法 中井 一鵄／著 1931 5
2326 純粋フランス料理 澤本 清嗣／著 1925 5
2327 高等立體圖學 中巻 久保田 圭右／著 1920 5
2328 商事家政 阪本 陶一／著 1914 5
2329 婦人子供洋服の製圖と裁縫 加藤 兼吉／著 1928 5
2330 婦人子供洋服裁縫大講習録 羽仁 吉一／著 1931 5
2331 婦人子供洋服裁縫大講習録 第1巻 羽仁 吉一／編 1931 5
2332 婦人子供洋服裁縫大講習録 第3巻 羽仁吉一 編 1932 5
2333 婦人子供洋服裁縫大講習録 第6巻 羽仁 吉一／編 1932 5
2334 強磁性材料 村川 洯／著 1944 5

2335 採光通風を主とする住みよき小住宅の設計 笹治 庄次郎 著 1930 5

2336 現代の洋服裁縫 : 基礎的技術及女兒服編 宍戸 ミヤ／著 1931 5
2337 現代婦人手藝全集 第5：毛糸編物篇 石藤 壽子／著 1929 5
2338 現代都市計畫 大日本文明協會／著 1922 5
2339 普通教育理化學器械及藥品目録 島津製作所／編 1928 5
2340 普通新編裁縫書 上 錦織 竹香／著 1905 5
2341 普通新編裁縫書 中 錦織 竹香／著 1905 5
2342 最近趣味の電氣學 關口 定伸／著 1924 5
2343 最新毛系レース編法圖解 寺西 緑子／著 1930 5
2344 最新和洋料理法 赤堀 吉松、赤堀 峯吉／著 1925 5
2345 最新和洋料理法 赤堀 吉松、赤堀 峯吉／著 19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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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6 朝日住宅圖案集 刀禰館正雄／編 1929 5 *
2347 絞り染實例集 東京手藝染色協會／編 1936 5

2348 裁縫おさいくもの
伊藤文子、小川錠子、高田久子
著

1920 5

2349 裁縫の急所 渡邊 芳苗、佐伯 はま子／著 1924 5

2350 裁縫必携 和服1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高等
女學校裁縫研究會／編

1938 5

2351 裁縫必携 和服2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高等
女學校裁縫研究會／編

1938 5

2352 新しい毛糸編物の仕方 内藤 高子／編 1924 5
2353 新兵器化學 : 毒ガスとケムリ 西澤 勇志智／著 1925 5
2354 新胎教 下澤 瑞世／著 1926 5
2355 新家庭講話 小此木 武子／著 1914 5
2356 新家庭讀本 椚田 常吉／編 1932 5
2357 銃後の榮養献立 大日本産業報國會／編 1944 5 *
2358 電氣測定法 大河内 治／著 1930 5
2359 電燈及照明 藤井 隣次／著 1922 5
2360 圖解日本座敷の飾り方 杉本 文太郎／著 1912 5
2361 圖解日本座敷の飾り方 杉本 文太郎／著 1919 5
2362 圖解本位新住家の設計 横山 信／著 1923 5
2363 實用ミシン裁縫全書 粟井 くま子／著 1922 5
2364 實用色染學 正編 中島 武太郎／著 1922 5
2365 實用刺繍全書 岡本 榮次郎、木村 俊臣／著 1921 5
2366 實用和洋料理 村井 政善／著 1926 5
2367 實用熱帯果物蔬菜加工法 福原與之助／著 1925 5
2368 實験上の育兒 天野 馨／編 1921 5
2369 榮養經濟主婦のお料理 稲垣 美津子／著 1930 5
2370 精進料理法 東京割烹講習會／編 1920 5
2371 臺所の改造 山下 信義 著 1929 5
2372 臺所の設計 : 及簡易日本料理 龜井 まき子 著 1915 5
2373 增訂普通作法精義 全 錦織 竹香／著 1922 5
2374 樂しい我が家のお料理 櫻井 ちか子／著 1927 5
2375 編物の新しい編方 小林 富美子／著 1924 5
2376 調理法の研究 熊田 むめ／著 1931 5
2377 趣味の無線電話 苫米地 貢／著 1923 5
2378 戰時下の育兒法 岡本 喆二／著 1944 5 *
2379 戰時下の榮養 大森 憲太／譯 1938 5 *
2380 燃料問題の將來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5
2381 興亜國民保健食 大村 キク／著 1943 5 *
2382 應用家事精義 第1卷 大江 スミ子／著 1916 5
2383 織物の實際研究：標本添付 田中 清範／編 1931 5
2384 織物仕上法 池田 伊介／著 1921 5
2385 織物原料篇 西田 博太郎／著 1921 5
2386 織物常識 津田 次作／著 1925 5
2387 鑛床學 山口 義勝／著 1920 5

2388 The birth control 悩める人々に產調秘話 臺灣產調研究會／編 1929 6

2389 メートル法の栞 伊藤 彩抱／編 1923 6
2390 日本の海運 伊東 米治郎／著 1922 6
2391 水産寶典 大日本水産會／編 1925 6
2392 交通地理學 井上 長太郎／著 1930 6
2393 列國資源動員の現勢 日本國際問題調査會／編 1942 6
2394 西洋草花 印東 熊兒／著 1920 6
2395 改訂 輓近商業珠算 川村 貫治／著 1942 6

2396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覧會誌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覧會／
編

1939 6

2397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覧會誌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覧會／
編

1939 6

2398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12巻：オーストラリア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經濟資源

清川 正二、金子 鷹之助／著 1943 6 *

2399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12巻：オーストラリア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經濟資源

金子 鷹之助、清川 正二／著 19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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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1巻：南方農林水産資源
總論

近藤 康男／著 1944 6 *

2401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1巻：南方農林水産資源
總論

近藤 康男／著 1944 6

2402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2巻：南方鑛産資源總論 山根 新次／著 1944 6

2403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3巻：南方經濟資源開發
概論

山田 文雄／著 1943 6

2404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3巻：南方經濟資源開發
概論

山田 文雄／著 1943 6

2405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4巻：佛印の經濟資源 逸見 重雄／著 1944 6

2406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4巻：佛印の經濟資源 逸見 重雄／著 1944 6 *

2407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6巻：マライの經濟資源 大谷 敏治／著 1943 6

2408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6巻：マライの經濟資源 大谷 敏治／著 1944 6

2409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7巻：ビルマの經濟資源 蒲池 清／著 1943 6

2410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8巻：インドの經濟資源 伊東 敬／著 1944 6

2411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第9巻：フィリッピンの經
濟資源

大谷 喜光／著 1943 6

2412 盆栽 : 附鉢植花卉 宮澤 文吾／著 1924 6
2413 重要商品精義 : 農林水産の卷 田所 哲太郎／著 1919 6
2414 重要商品精義 : 鑑定法の卷 田所 哲太郎／著 1919 6
2415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1卷 石井 勇義／著 1930 6
2416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2卷 石井 勇義／著 1931 6
2417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3卷 石井 勇義／著 1931 6
2418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4卷 石井 勇義／著 1932 6
2419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5卷 石井 勇義／著 1933 6
2420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6卷 石井 勇義、穂坂八郎／編 1934 6
2421 家庭園藝 新しい草花の作り方 堀切 参郎／著 1924 6
2422 栽培花卉葉と花 水野 正治／著 1929 6
2423 栽培花卉葉と花 續篇 水野 正治／著 1931 6
2424 茶の科學 加藤 博／著 1943 6
2425 高山植物と山草の培養 石田 文三郎、原 秀雄／著 1934 6
2426 高等利息算 : 全 原口 亮平／著 1929 6
2427 商業地理學概論 野口 保市郎／著 1925 6
2428 現代商業美術全集 第7 (實用看板意匠集) アトリエ社／編 1928 6
2429 理想の庭園及公園 野間 守人／著 1923 6
2430 産業の人道化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1 6
2431 通信志 氣象篇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編 1926 6
2432 通信教授和歌新講話 上野 竹次郎／編 1915 6
2433 陸上及空中交通論 大槻 信治／著 1922 6
2434 魚の味 田中 茂穂／著 1925 6
2435 最近蔬菜園藝全書 喜田 茂一郎／著 1919 6
2436 傳書鳩 岩田 巌／著 1926 6
2437 愛馬讀本 小津 茂郎／著 1941 6

2438
農事試驗場特別報告第一號 臺灣ノ害蟲ニ關
スル調查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編 1938 6 *

2439 農事調査 第1 臺灣農作物經濟調査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編 1919 6 *
2440 農業地理學 西龜 正夫／著 1931 6
2441 農業地質學 岩崎 重三／著 1931 6
2442 農業政策 石坂 橘樹／著 1924 6
2443 實験花卉園藝 上巻 盧 貞吉／著 1924 6
2444 實験花卉園藝 下巻 盧 貞吉／著 1924 6
2445 實験花卉園藝 續篇 盧 貞吉／著 1919 6
2446 實験造園樹木 上原 敬二／著 1925 6
2447 對岸事情と臺灣の產業 名嘉真 武一／著 1935 6 *
2448 精神文化と産業知識 永田 城大／編 193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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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9 臺中州 米增産必成 臺中州產業部農水產課／編 1944 6 *
2450 臺灣炭業論 竹本 篁處／著 1921 6
2451 臺灣産重要木材標本樹種説明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編 1916 6 *
2452 臺灣産業の實相 久山 文朗／編 1932 6

2453 臺灣農家便覽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
編

1924 6

2454 蓖麻讀本 志佐 誠／著 1944 6
2455 熱帯と其の農業 鈴木 力治／著 1919 6
2456 興亞農民讀本 山崎 延吉／著 1939 6 *
2457 簡易農用薬劑 渡邊 幸吉／著 1926 6
2458 The ukiyoye primitives 野口 米次郎／著 1933 7
2459 アルス美術叢書 19：六朝時代の藝術 梅澤 和軒／著 1928 7
2460 アルス美術叢書 25：廣重 木村 荘八／著 1928 7
2461 アルス美術叢書 普及版 28(信實) 下店 静市／著 1928 7
2462 アルス美術叢書 普及版 5(ゴーガン) 山崎 省三／著 1928 7
2463 ヴァレーボール : 附 規則 川口 英明／著 1924 7
2464 オーケストラの聴き方 音樂研究會／編 1925 7
2465 オリムピック陸上競技法 野口 源三郎／著 1923 7

2466 オリンピック競技の組織的研究：トラック篇 高見澤 忠雄／著 1927 7

2467
オルガン獨奏名曲集(Masteprieces for reed
organs)

眞條 俊雄(等)／編 1932 7

2468 かうもり. 狐と虎(唱歌劇 第2編)
山本 壽、橋本 留喜、田上 新吉
／作

1924 7

2469 キャムピング 茂木 慎雄／著 1928 7
2470 クレオン染 : 染色藝術 矢崎 好幸／著 1925 7
2471 コーチと練習の秘訣 : 陸上競技 楢崎 正雄／著 1929 7
2472 ゴールに入る 人見 絹枝／著 1931 7
2473 シューバート歌曲集 1 野村 光一、唐端 勝／譯 1934 7
2474 シューベルト歌曲選集 第2編 石倉小三郎／譯歌 1929 7

2475 シューマン作曲 ヴァイオリン協奏曲二短調 柿沼 太郎／著 不詳 7

2476 スケツチの第一歩 鶴田 吾郎／著 1932 7
2477 スケツチの描き方 中澤 弘光、森脇 忠／著 1925 7
2478 スケツチの描き方 學校美術協會／編 1936 7
2479 スポーツマンの精神 矢島 鐘二／著 1924 7
2480 スポーツを語る 鳩山 一郎／著 1932 7
2481 スポーツ百科知識 昌弘社編輯部／編 1930 7

2482 チャイコフスキイ : 一生と作品研究
ローザ・ニユーマアチ／著、柿
沼 太郎／譯

1925 7

2483 チルデン庭球術 大久保 昶彦、伊藤 蘭太郎／譯 1923 7
2484 デンマーク體操 柳田 亨／著 1931 7
2485 トラック(競走) 森田 俊彥／著 1930 7
2486 ニールス・ブック基本體操の眞相 新體育社／著 1931 7
2487 ニルス・ブツク體操アルバム 玉川學園教育研究所／編 1931 7
2488 ニルスブツク基本體操の厳正批判 日本體育學會／編 1931 7
2489 バスケットボール 三橋 義雄／著 1926 7
2490 バックハンドの研究 東京商科大學庭球部／編 1924 7
2491 ピアノ技術の心理 三木 佐助／編 1925 7
2492 フィールド（跳擲） 森田 俊彦／編 1930 7
2493 ベートーヴェンの死 兼常 清佐／著 1927 7
2494 ベートーヱンの一生と作品研究 柿沼 太郎／譯 1925 7
2495 ミレー大畫集 第1巻 小寺 健吉／編 1933 7
2496 ミレー大畫集 第2巻 小寺 健吉／編 1933 7
2497 ミレー大畫集 第3巻 小寺 健吉／編 1933 7
2498 リップス美學大系 稻垣 末松／譯 1926 7
2499 ローンテニス 福田 雅之助／著 1926 7
2500 ロダン以後 蔵田 周忠／著 1926 7
2501 一寸法師(唱歌劇 第5編) 山本 壽、橋本 留喜／作 1924 7
2502 九條武子夫人歌と書道のおしへ 羽室 樟園／編 1932 7
2503 人物資料圖案集 上 杉浦 非水、渡邊 素舟／著 1933 7
2504 三部合唱曲集 井上 武士／編 19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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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 大百科事典 第12巻 シハ〜シヨ−コ 和田 三造／編 1934 7
2506 大雅堂 小杉 未醒／著 1928 7
2507 女子のティームゲームス 佐々木 等、富田 彦二郎／著 1926 7
2508 女子の運動競技 寺田 瑛／著 1923 7
2509 女子體育學原論 高橋 清長／著 1928 7
2510 子供の為のピアノ小曲集 小松 耕輔／編 1925 7
2511 子供の喜ぶ可愛いダンス 第3集 桜がり 寺岡 英吉／著 1924 7
2512 小形活動寫真術 上巻 吉川 速男／著 1931 7
2513 山田耕作全集 1 山田 耕作／著 1931 7
2514 山田耕作全集 4 山田 耕作／著 1930 7
2515 山田耕作全集 8 山田 耕作／著 1930 7
2516 山田耕作童謠百曲集 1(1-20)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17 山田耕作童謠百曲集 2(21-40)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18 山田耕作童謠百曲集 3(41.43.48.50-60)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19 山田耕作童謠百曲集 4(61-80) 山田 耕作／著 1928 7
2520 山田耕作童謠百曲集 5(81-98) 山田 耕作／著 1929 7
2521 山田耕作童謡百曲集44仔馬の道ぐさ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22 山田耕作童謡百曲集45郵便くばり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23 山田耕作童謡百曲集46あわて床屋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24 山田耕作童謡百曲集47この道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25 山田耕作童謡百曲集49 JOAK 山田 耕作／著 1927 7
2526 山田耕筰名歌選 1 山田 耕筰／著 1932 7
2527 山田耕筰名歌選 2 山田 耕筰／著 1932 7
2528 山岳講座 第1巻 木暮 理太郎／監修 1935 7
2529 山岳講座 第2巻 木暮理太郎／監修 1935 7
2530 山岳講座 第3巻 木暮理太郎／監修 1936 7
2531 山岳講座 第4巻 木暮理太郎／監修 1936 7
2532 山岳講座 第5巻 木暮 理太郎／監修 1936 7
2533 山岳講座 第6巻 木暮理太郎／監修 1936 7
2534 山岳講座 第7巻 木暮理太郎／監修 1936 7
2535 山岳講座 第8巻 木暮 理太郎／監修 1936 7
2536 中級寫眞術 加藤 直三郎／著 1928 7
2537 中等教育模範唱歌 巻の2 楠美 恩三郎／編 1920 7

2538
中等部女子用合同體操 : 女子中等學校, 女子
青年團, 工場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539 五種十種競技 佐藤 信一／著 1928 7
2540 少女運動競技の仕方 横井 春野／著 1923 7
2541 支那繪畫史研究 下店 静市／著 1944 7
2542 方形デッドボール競技法 上林 英太／著 1926 7
2543 日本のテニス 針重 敬喜／著 1931 7
2544 日本山岳遭難史 春日 俊吉／著 1933 7

2545 日本水上競技聯盟規約及競技規定(昭和6年改正) 日本水上競技聯盟／編 1931 7

2546 日本全國女學校校章校歌集 第1集 平尾賛平商店學藝部／編 1932 7
2547 日本美術の特質 矢代 幸雄／著 1943 7
2548 日本美術史研究 浜田 耕作／著 1943 7
2549 日本美術史概説 黒田 鵬心／著 1933 7
2550 日本美術史講話 黒田 鵬心／著 1929 7
2551 日本音樂の研究 田邊 尚雄／著 1926 7
2552 日本畫人名辭典 1 東方書院／著 1933 7
2553 日本畫新技法講座 第1巻：風景畫法 アトリヱ社／編 1933 7
2554 日本畫新技法講座 第5巻：材料用具解説 アトリヱ社／編 1933 7
2555 日本繪畫史 關 衛／著 1931 7

2556 日本體育叢書 第11篇 ：バスケツトボール 藤山 快隆／著 1924 7

2557 日本體育叢書 第19篇 ：スローイング 上田 精一／著 1930 7
2558 日本體育叢書 第3篇 ：フットボール 佐々木等／著 1922 7
2559 日本體育叢書 第4篇：スローイング 二村 忠臣／著 1922 7
2560 日本體育叢書 第5篇 ：テニス 畠山 勇三／著 1923 7
2561 日本體育叢書 第6篇 ：キャンピング 增田 健三／著 1926 7
2562 日本體育叢書 第9篇 ：スコーアリング 星野 龍猪／著 1923 7
2563 木曽街道六十九次解説 不詳 193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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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4 水泳 齋藤 巍洋／著 1929 7
2565 水泳（改造社運動叢書, 第3編） 梅澤 親光／著 1923 7
2566 水泳十講 池田 尚康／著 1932 7
2567 水泳法及水泳生理學 關 正次／著 1925 7
2568 水泳指針 文部省／著 1928 7
2569 水泳指導要項 日本水上競技聯盟／編 1932 7
2570 世界美術全集 13 春秋社／編 1930 7
2571 世界美術全集 23 春秋社／編 1928 7
2572 世界音樂講座 1 春秋社／編 1933 7
2573 世界音樂講座 10 春秋社／編 1934 7
2574 世界音樂講座 12 春秋社／編 1934 7
2575 世界音樂講座 13 春秋社／編 1934 7
2576 世界音樂講座 14 春秋社／編 1933 7
2577 世界音樂講座 15 春秋社／編 1935 7
2578 世界音樂講座 16 春秋社／編 1934 7
2579 世界音樂講座 2 春秋社／編 1933 7
2580 世界音樂講座 3 春秋社／編 1933 7
2581 世界音樂講座 4 春秋社／編 1933 7
2582 世界音樂講座 5 春秋社／編 1933 7
2583 世界音樂講座 6 春秋社／編 1933 7
2584 世界音樂講座 7 春秋社／編 1933 7
2585 世界音樂講座 8 春秋社／編 1934 7
2586 古代發見 秋山 大／著 1943 7
2587 古典歌曲集 1 鹽入 龜輔／譯 1934 7
2588 四部合唱曲集 井上 武士／編 1927 7
2589 本朝畫人傳 上 村松 梢風／著 1933 7
2590 本朝畫人傳 下 村松 梢風／著 1933 7

2591 生花投入盛花切花長く保つ水揚秘法皆傳 松島 種美／著 1919 7

2592 生活文化と美術 津田 敬武／著 1941 7
2593 印度の佛教美術 松本 文三郎／著 1920 7
2594 各種運動競技規則全集 昭和10年度 朝日新聞社運動部／編 1935 7
2595 各種運動競技規則全集 昭和七年度 朝日新聞社／編 1932 7
2596 各種競技規則全集 昭和六年度 朝日新聞社／編 1931 7
2597 合唱曲選集 第1卷 山田 耕作／編 1931 7
2598 合唱曲選集 第2卷 二部合唱篇 外山 國彥、大中 寅二／編 1931 7
2599 合理的體操學 今井 學治／著 1920 7
2600 名作插畫全集 1 平凡社／編 1935 7
2601 回想のセザンヌ 有島 生馬／譯 1920 7
2602 自畫像 加藤 虎太郎／著 1936 7
2603 色彩常識 池田 元太郎／著 1926 7
2604 西洋音樂の知識 小松 耕輔／著 1929 7
2605 西洋音樂十二講 前田 三男／著 1924 7
2606 投擲 二村 忠臣／著 1928 7
2607 改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 右文館編輯部／編 1926 7
2608 改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 右文館編輯部／編 1926 7
2609 改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 右文館編輯部／編 1926 7
2610 忽ち上達する實習寫真術 松山 思水 著 1923 7
2611 油畫の描き方 山本 鼎／著 1925 7
2612 油繪新技法講座 1：油繪總論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2 7
2613 油繪新技法講座 2：技法・材料論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2 7
2614 油繪新技法講座 4：風景畫技法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1 7
2615 油繪新技法講座 5：静物畫技法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2 7
2616 油繪新技法講座 6：油繪沿革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1 7
2617 油繪新技法講座 7：西洋畫派解説篇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2 7
2618 油繪新技法講座 8：洋畫用語解説篇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2 7

2619 花咲爺(唱歌劇 第3編)
山本 壽、橋本 留喜、田上 新吉／
作

1924 7

2620 近代美術十二講 森口 多里／著 1924 7
2621 非水圖案集 杉浦 非水／著 1919 7
2622 前田寛治畫集 前田 寛治／著 1932 7
2623 指導籠球の理論と實際 李 想白／著 19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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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 重音唱歌集 1 小山 作之助／著 1901 7
2625 音楽の知識と實際 小泉 洽／著 1926 7
2626 音樂の一般的智識 杉浦 躬行／譯 1924 7
2627 音樂の思想と法則 田坂 晋三郎／譯 1924 7
2628 音樂受驗者の爲に 共益商社書店編輯部／編 1930 7
2629 音樂歷史ものがたり 井上 武士、上田 壽四郎／著 1941 7
2630 風景畫を描く人へ 鍋井 克之／著 1929 7
2631 書の科學及書の教授 佐藤 隆一／著 1926 7
2632 浮世繪美人大首畫の研究 尾崎 久彌／著 1927 7
2633 茶道 撫石庵 緑堂 1934 7
2634 配色総鑑 6 和田 三造／編 1934 7
2635 配色總鑑 1 和田 三造／編 1933 7
2636 配色總鑑 3 和田 三造／編 1933 7
2637 配色總鑑 4 和田 三造／編 1934 7
2638 配色總鑑 5 和田 三造／編 1934 7
2639 健康體操 :中等部男子用體操 5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0 健康體操 國民ダンス 17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1 健康體操1 :初等部體操 : 初歩ノモノ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2
健康體操11 :高等部女子用體操 : 大學, 高等女
子青年團, 工場高等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3
健康體操11 :高等部女子用體操 : 大學, 高等女
子青年團, 工場高等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4 健康體操12 :民眾體操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5 健康體操13 :民眾體操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6 健康體操14 :民眾體操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7 健康體操15 :國民ダンス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8 健康體操16 :國民ダンス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49
健康體操2 :初等用體操 : 國民保険體操, ラヂ
オ體操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50
健康體操4 :中等部男子用體操 : 男子中學校用,
中等用, 儀式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51
健康體操6 :中等部合同體操 : 男子中等學校,
青年團, 工場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52
健康體操7 :中等部女子用體操 : 女子中學校,
女子青年團, 女子中等團體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53
健康體操8 :中等部女子用合同體操 : 女子中等
學校, 女子青年團, 工場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54
健康體操9 :中等部女子用合同體操 : 女子中等
學校, 女子青年團, 工場用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2 7

2655 動物資料圖案集 上 杉浦 非水／編 1933 7
2656 動物資料圖案集 下 杉浦 非水／編 1933 7
2657 動物資料圖案集 中 杉浦 非水／編 1933 7
2658 動態寫真術 上田編輯部／編 1921 7
2659 唱歌新遊技十六講 久保 富次郎、戸谷 俊子／著 不詳 7
2660 唱歌新遊戯童心ダンス十三講 久保 富次郎／著 不詳 7
2661 國家及國民ノ體育指導 岡 千賀松／著 1923 7
2662 國歌君が代講話 小田切 信夫／著 1929 7
2663 基本體操と其批判 : ニイールスブツク 森 悌次郎／著 1931 7
2664 排球コーチ 上山 辰二／著 1929 7
2665 掛物と日本生活 西堀 一三／著 1941 7
2666 教育唱歌集 : 新編 教育音樂講習會／編 1930 7
2667 現代西歐圖案集 足立 源一郎／編 1928 7
2668 現代圖案文字大集成 辻 克己／編 1934 7
2669 現代體育の施設と管理 文部省／編 1932 7
2670 球技大集成 大日本球技研究會／編 1934 7
2671 球技大集成 大日本球技研究會／編 1934 7
2672 陸上競技の教授 佐々木等／著 1926 7

2673
最も要領を得たるヴアレーボールの階段的指
導法と最新規則の具體的補充解説

坂東 廣市／著 1926 7

2674 最も新しい唱歌遊技二十一講 久保 富次郎／著 不詳 7
2675 最近科學上より見たる音樂の原理 田邊 尚雄／著 19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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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6 最新ヴァレーボール規則の解說 多田徳雄／著 1926 7
2677 最新用器書法精義 山崎 競／著 1920 7
2678 最新各種競技規則(昭和4年) 朝日新聞社運動部／編 1929 7
2679 最新排球規則の解説 多田 徳雄／著 1931 7
2680 植物資料圖案集 上 杉浦 非水／編 1933 7
2681 植物資料圖案集 上巻 杉浦 非水、渡邊 素舟／著 1933 7
2682 硬球軟球テニスの仕方 針重 敬喜／著 1924 7
2683 童謡と舞踊 第1輯 久保 富次郎／著 1924 7
2684 童謡と舞踊 第2輯 久保 富次郎／著 1924 7

2685 童謡小曲學校舞踊 上
眞島睦美／振付,中山晋平／作
曲

1929 7

2686 童謡小曲學校舞踊 下
眞島睦美／振付,中山晋平／作
曲

1925 7

2687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1 田村 虎藏 (等)／編 1931 7
2688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3 田村 虎藏 (等)／編 1931 7
2689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4 田村 虎藏 (等)／編 1931 7
2690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5 田村 虎藏(等)／編 1932 7
2691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6 田村 虎藏 (等)／編 1932 7
2692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7 田村 虎藏(等)／編 1932 7
2693 童謡唱歌名曲全集 8 田村 虎藏 (等)／編 1932 7
2694 華道全集 1 基本之巻(上)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695 華道全集 10 意匠花之巻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696 華道全集 11 儀禮花之巻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697 華道全集 12 : 水揚法の卷 角谷 緑三／編 1936 7
2698 華道全集 2 基本之巻(下)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699 華道全集 2 基本之巻(中)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700 華道全集 4 水盤之巻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701 華道全集 5 重生之巻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702 華道全集 6 懸生の巻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703 華道全集 7 寄生之巻 角谷 緑三／編 1936 7
2704 華道全集 9 草木之卷(上)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705 華道全集：草木之卷下(第九卷) 角谷 緑三／編 1935 7
2706 新しい庭球術 : コーチ・練習・試合 太田 芳郎／著 1931 7
2707 新式圖案文字 大沼 知之／著 1940 7
2708 新曲と聴音 徳山 璉／著 1932 7
2709 新曲と聴音練習 第2卷 下總 皖一／著 1932 7
2710 新曲と聽音練習 第1卷 下總 皖一／著 1931 7
2711 新集團競技法 野口 源三郎／著 1940 7
2712 新選藝術唱歌 : 伴奏附 第1集 下總 皖一／編 1930 7
2713 新選藝術唱歌 : 伴奏附 第1集-第5集 下總 皖一／編 1930 7
2714 新選藝術唱歌 : 伴奏附 第3集 下總 皖一／編 1930 7
2715 新選藝術唱歌 : 伴奏附 第5集 下總 皖一／編 1930 7
2716 新響五千番合本 第1巻 新響社／編 1929 7
2717 新響樂究版合本 1 新響社／出版 1929 7
2718 萬花圖鑑 5 辻 永／著 1930 7
2719 萬花圖鑑 7 辻 永／著 不詳 7
2720 萬花圖鑑 8 辻 永／著 1930 7
2721 運動生理學 吉田 章信／著 1919 7
2722 運動年鑑 (昭和14年) 朝日新聞社／編 1939 7
2723 運動年鑑 9 (大正14年) 朝日新聞社／編 1925 7
2724 運動哲學 出口 林次郎／著 1927 7
2725 運動會用體育練習技の實際 石丸 節夫、得能 正親／著 1924 7
2726 運動衛生學 吉田 章信／著 1921 7
2727 運動競技全書 内務省／編 1925 7
2728 運動體育誌上展覽會 内外教育資料調査會／編 1922 7

2729 鉛筆スケッチとデッサンの描き方 : 誰にも出来る 荻野 光風／著 1932 7

2730 圖案新技法講座 5 アトリエ社／出版 1932 7
2731 圖案新技法講座 6：解説東洋名作圖案集 アトリヱ社／編 1923 7
2732 團體を主としたる繩跳運動 宇佐見 守／著 1940 7
2733 歌曲の作曲法 池尻 景順／著 1929 7
2734 歌舞伎名作集 上 河竹 繁俊／著 19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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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5 歌謡作曲法 山田 耕筰／著 1932 7
2736 臺灣に於ける 絶対音感及和音感教育法 望月 桑太郎／著 1941 7
2737 臺灣蕃族の歌 第1集 竹中 重雄／著 1935 7
2738 臺灣體育之理論及實際研究 永田 重隆／著 1927 7
2739 舞踊の美學的研究 小寺 融吉／著 1928 7
2740 寫眞のうつし方 三宅 克己／著 1928 7
2741 寫眞の失敗と其の原因 鈴木 八郎／著 1927 7
2742 歐米體育史 岡部 平太、安川 伊三／譯 1927 7
2743 範畫選集 東邦藝能研究會／編 1921 7
2744 學校球技全集 巻3 學校球技研究會／編 1932 7
2745 學校朝禮歌 松島 彜／著 1937 7
2746 聲音と其の訓練 柴田 知常／著 1927 7
2747 禮の美 長谷川 如是閑／著 1944 7
2748 繪を配した圖案文字 藤原 太一／著 1926 7
2749 繪を配した圖案文字 藤原 太一／著 1931 7
2750 繪を配した圖案文字 藤原 太一／著 1932 7
2751 藝術鑑賞論 蘆田 正喜／著 1925 7

2752 競技と遊戯 : 理論實際
可兒 徳、石橋 藏五郎、寺岡 英
吉／著

1922 7

2753 競技心理學 可兒 徳、奥藤 多蔵／譯 1931 7
2754 競技運動の心理 野口 源三郎／著 1931 7
2755 競泳 和久山 修二／著 1929 7
2756 籠球コーチ 鈴木 重武／著 1928 7

2757 籠球の原理
W.E.ミーンウェル／著、柳田
亨、星野 隆英／譯

1931 7

2758 籠球の原理
W.E.ミーンウェル／著、柳田
亨、星野 隆英／譯

1931 7

2759 籠球競技法 安川 伊三／著 1929 7
2760 鑑賞畫選 昭和4年版 藤村 耕一／編 1929 7
2761 體力測定(增補改訂 ) 吉田 章信／著 1934 7
2762 體育ダンス 砂本 靖二／著 1922 7
2763 體育ダンスと表現遊戲 水谷 式夫／著 1924 7
2764 體育ダンスと表現遊戲 1 水谷 式夫／著 1924 7
2765 體育ダンスと表現遊戲 2 水谷 式夫／著 1924 7
2766 體育ダンスと表現遊戲 3 水谷 式夫／著 1924 7
2767 體育ダンスと表現遊戲 4 水谷 式夫／著 1924 7
2768 體育ダンスと表現遊戲 6 水谷 式夫／著 1924 7
2769 體育ダンス精義 荒木 直範／著 1924 7
2770 體育即生活論 三橋 喜久雄／著 1925 7
2771 體育教材としての學校舞踏三十四講 小瀬 峰洋／著 1925 7
2772 體育新心理學 齋藤 薫雄／著 1931 7
2773 體育運動心理 江上 秀雄／著 1923 7
2774 體育運動生理 吉田 章信／著 1922 7
2775 體育辭典 木下 東作、寺岡 英吉／著 1928 7
2776 體操必携 全日本體操聯盟／編 1936 7
2777 體操教授法の真髄 今井 學治／著 1923 7
2778 體操競技遊戯集成 尼子 止／著 1921 7
2779 體操競技遊戯集成 尼子 止／著 1921 7
2780 ことはのいつみ 補遺 落合 直文／著 1920 8

2781 ナショナル第四讀本研究 下巻
熊本 謙二郎、喜安 璡太郎／共
編

1925 8

2782 ナショナル第四讀本研究 中巻 熊本 謙二郎、喜安 璡太郎／編 1929 8
2783 三四年の英文法 岡田 明達 [等]／著 1937 8
2784 大日本國語辭典 上田 萬年、松井 簡治／著 1928 8
2785 大日本國語辭典 巻3 上田 萬年、松井 簡治／著 1921 8
2786 大日本國語辭典 索引 上田 萬年、松井 簡治／著 1928 8
2787 大字典 上田 萬年 (等)／編 1936 8
2788 大言海 大槻 文彦／著 1933 8
2789 大言海 大槻 文彦／著 不詳 8
2790 大言海 第1巻 あ〜き 大槻 文彦／著 1932 8
2791 大言海 第3巻 せーは 大槻 文彦／著 1934 8
2792 大言海 第4巻 ひ〜を 大槻 文彦／著 19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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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 大東亜共通語としての日本語教授の建設 平松 誉資事／著 1942 8 *

2794 女子現代作文 卷三 吉澤 義則／著 1934 8
2795 女子新文學 巻1 吉澤 義則／編 1929 8
2796 女子新作文 尾上 八郎、堀越 喜博／著 1923 8
2797 女子新作文 卷一 澤瀉 久孝、木枝 增一／著 1938 8
2798 小さい國語學 安藤 正次／著 1925 8
2799 中根式速記知識 中根 正世／著 1931 8
2800 井上日英會話 井上 十吉／著 1920 8
2801 分り易く・覺え易い作文の研究 三省堂編輯所／編 1934 8
2802 文章の話 里見 弴／著 1937 8
2803 文章講話 五十嵐 力／著 1926 8
2804 日台會話大全 杉 房之助／著 1931 8
2805 日本の言葉 新村 出／著 1943 8
2806 日本口語法講義 山田 孝雄／ 著 1924 8
2807 日本大辭典・言泉 あ〜か 落合 直文／著 1931 8
2808 日本大辭典・言泉 き〜さ 落合 直文／著 1931 8
2809 日本大辭典・言泉 し〜ち 落合 直文／著 1932 8
2810 日本大辭典・言泉 つ〜ひ 落合 直文／著 1931 8
2811 日本大辭典・言泉 ふ〜を 落合 直文／著 1932 8
2812 日本大辭典・言泉 索引 落合 直文／著 1931 8
2813 日本文法史 福井 久蔵／著 1934 8
2814 日本文法論 山田 孝雄／著 1929 8
2815 日本文法講義 山田 孝雄／著 1922 8
2816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1：原理篇 前本 一男／編 1934 8
2817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2：方法編 厚生閣／出版 1934 8
2818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3：組織篇 厚生閣編輯部／編 1934 8
2819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4：構成編 前本 一男／編 1934 8
2820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5：技術篇 前本 一男／編輯 1934 8
2821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6：指導篇 前本 一男／編 1934 8
2822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7：研究篇 前本 一男／編 1934 8

2823 日本現代文章講座 8：鑑賞篇 : 現代作家の文章 前本 一男／編 1934 8

2824 日本語源 上 賀茂 百樹／著 1943 8
2825 古代語新論 奥里 将建／著 1921 8
2826 式辭大全 自治館編輯局／著 1925 8
2827 式辭文例集 臺中州文書課／編 1935 8
2828 式辭文例集 臺中州文書課／編 1935 8
2829 作文三十三講 五十嵐 力／著 1914 8
2830 作文講話及文範 芳賀 矢一(等)／著 1943 8

2831 声の教育 第1部(明るく美しい發音の研究) 小林 光茂／著 1925 8

2832 声の教育 第1部(明るく美しい發音の研究) 小林 光茂／著 1925 8

2833 声の教育 第2部 (日本語發音の創生) 小林 光茂／著 1926 8
2834 更訂 國文解釋法 塚本 哲三／著 1937 8
2835 参考古語辭典 江波 煕／編 1936 8
2836 英文學研究の道程 伊東 勇太郎／著 1932 8
2837 英語アクセント早わかり 長谷川 康／著 1923 8

2838 英語發音學
アール・ビー・マッケロー, 片
山 寛／共著

1915 8

2839 修訂 國文解釋法 塚本 哲三 著 1943 8
2840 修辭法講話 佐々 政一／著 1922 8
2841 書翰文講話及文範 芳賀 矢一、杉谷 代水／著 1943 8
2842 書簡文講話 木枝 增一／著 1939 8
2843 訓示演説式辭集 永田 城大／編 1935 8
2844 高等口語法講義 木枝 增一／著 1931 8
2845 高等國文法講義 木枝 增一／著 1929 8
2846 國文學び方考へ方と解き方 塚本 哲三／著 1929 8
2847 國語研究 金田一 京助／著 1943 8
2848 國語科學講座 第10輯 明治書院／編 1934 8
2849 國語科學講座 第11輯 明治書院／編 193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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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 國語科學講座 第12輯 明治書院／編 1935 8
2851 國語科學講座 第1輯 明治書院／編 1933 8
2852 國語科學講座 第2輯 明治書院／編 1933 8
2853 國語科學講座 第3輯 明治書院／編 1933 8
2854 國語科學講座 第4輯 明治書院／編 1933 8
2855 國語科學講座 第5輯 明治書院／編 1933 8
2856 國語科學講座 第6輯 明治書院／編 1933 8
2857 國語科學講座 第7輯 明治書院／編 1934 8
2858 國語科學講座 第8輯 明治書院／編 1934 8
2859 國語科學講座 第9輯 明治書院／編 1934 8
2860 國語音声の特質と國語教育 木村 萬壽夫／著 1938 8
2861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 劉 克明／編 1929 8
2862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3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4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5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6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7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8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69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0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1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2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3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4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5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6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7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8 國語漢文参考圖録 小野 教孝／編 1929 8
2879 國語漢文故事熟語の解釋 : 最新研究 前嶋 成／著 1938 8
2880 國語學史 小島 好治／著 1939 8
2881 現代女子作文 巻1 金子 彦二郎／著 1940 8
2882 現代女子作文 巻2 金子 彦二郎／著 1930 8
2883 現代女子作文 巻3 金子 彦二郎／著 1930 8
2884 現代女子作文 巻4 金子 彦二郎／著 1930 8
2885 現代女子作文参考　巻3 岩城 準太郎／著 1931 8
2886 現代女子作文参考　巻4 岩城 準太郎／著 1931 8
2887 現代文範 前篇 吉川 秀雄／著 1927 8
2888 現代作文新講 服部 嘉香／著 1933 8
2889 現代英文學評論 春山 行夫／編輯 1931 8
2890 現代國語精說 日下部 重太郎／著 1932 8
2891 最新女子作文 卷1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8
2892 最新女子作文 卷2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8
2893 最新女子作文 卷3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8
2894 最新女子作文 卷4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8
2895 最新英和熟語難句大辭典 廣瀬 雄、大嶋 隆吉／編 1921 8

2896
發音式仮名遣とその文法: 付錄・常用漢字案
・仮名遣改正案・漢語整理案

河津 啓太郎／著 1932 8

2897 働く女性の手紙 中川 文江／著 1933 8
2898 敬語法の研究 山田 孝雄／著 1924 8
2899 新式 獨和大辭典 登張 信一郎／著 1935 8
2900 新和佛辭典 松井 知時、上田 駿一郎／著 1919 8
2901 新訂 國文解釋法 塚本 哲三／著 1926 8
2902 新修漢和大字典(增補版) 小柳 司氣太／著 1937 8

2903 新譯註解和獨辭典
エルンスト・ウォールファール
ト、小田切 良太郎／編

1912 8

2904 解説日本文法 湯澤 幸吉郎／著 1931 8
2905 試驗によく出る和文英譯 : 正しき譯し方 大島 隆吉／著 1926 8
2906 詳解漢和大字典 服部 宇之吉、小柳 司氣太／著 1921 8
2907 詳解漢和大字典 服部 宇之吉、小柳 司氣太／著 1931 8
2908 詳解漢和大字典 服部 宇之吉、小柳 司氣太／著 1931 8
2909 詳解漢和大辭典 服部 宇之吉、小柳 司氣太／著 193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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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僕等の文章 私達の詩 百田 宗治／編 1940 8

2911 漢字漢語假名遺整理案 : 臨時國語調査會發表 木枝 增一／編 1929 8 *

2912 漢和大字典 三省堂編集所／編 1921 8
2913 精註雅俗故事讀本 上 平岡 龍城／譯 1917 8
2914 精註雅俗故事讀本 上 平岡 龍城／譯 1918 8
2915 臺灣實情 式辭類纂 國分 金吾／著 1931 8
2916 廣辭林 金澤 庄三郎／編 1911 8
2917 廣辭林 金澤 庄三郎／編 1931 8
2918 廣辭林 金澤 庄三郎／編 1931 8
2919 標準マライ語文法 鶴岡 一雄／著 1943 8
2920 標準日本口語法 松下 大三郎／著 1930 8
2921 標準語の語法 岩井 良雄／著 1944 8
2922 模範 新英和大辭典 神田 乃武(等)／編 1919 8
2923 模範佛和大辭典 柳川 勝二 (等)／編 1921 8

2924 熟語正解漢和大辭典
立川書店編輯部／編 ; 中川久四
郎, 諸橋轍次／監修

1934 8

2925 趣味のペン 習字書簡 石島 古城／著 1932 8
2926 蕃語研究 安倍 明義 編 1930 8
2927 諺語大辭典 藤井 乙男／編 1917 8
2928 齋藤和英大辭典 齋藤 秀三郎／著 1928 8
2929 辭苑 新村 出／編 1936 8
2930 辭苑 新村 出／編 1938 8
2931 辭苑 新村 出／編 1939 8
2932 Grimm's fairy tales 山崎 貞／譯 1926 9

2933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Oliver Goldsmith／著 1912 9

2934 The three billy goats gruff 不詳 不詳 9

2935
Typhoon, and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福原 麟太郎／注解 1928 9

2936 あいこく百人一首 : 繪と解 梅田 章／著 1943 9
2937 あいこく百人一首 : 繪と解 梅田 章／著 1943 9
2938 アントニーとクレオパトラ 坪内 逍遙／譯 1922 9
2939 おはなし 相馬 昌治／著 1932 9
2940 おもひ草 佐佐木 信綱／著 1921 9
2941 お氣に召すまゝ 坪内 逍遥／譯 1923 9
2942 くさふぢ : 歌集 小泉 苳三／著 1933 9
2943 こどもの詩教育 佐々木 秀緒／著 1932 9
2944 コリオレーナス 坪内 逍遙／譯 1922 9

2945 シムベリン
シェークスピヤ／著、坪内 逍遥／
譯

1923 9

2946 ジュリヤスシーザー
シェークスピア／著、 坪内 逍遙／
譯

1923 9

2947 たけくらべ評釋 鈴木 敏也／著 1932 9
2948 つはもの叢書：或る兵の手記 陸軍省つはもの編輯部／編 1934 9 *
2949 テムペスト 坪内 逍遙／譯 1915 9
2950 トルストイ全集 トルストイ／著 1925 9
2951 トルストイ全集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52 トルストイ全集 1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53 トルストイ全集 11 トルストイ／著 1929 9
2954 トルストイ全集 12 トルストイ／著 1931 9
2955 トルストイ全集 14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56 トルストイ全集 15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57 トルストイ全集 17 トルストイ／著 1931 9
2958 トルストイ全集 18 トルストイ／著 1931 9
2959 トルストイ全集 2 トルストイ／著 1929 9
2960 トルストイ全集 21 トルストイ／著 1931 9
2961 トルストイ全集 22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62 トルストイ全集 5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63 トルストイ全集 6 トルストイ／著 1930 9
2964 のぼり路 : 歌集 齋藤 茂吉／著 1943 9
2965 ノロ高地 : ノモンハン戰車殱滅戰記 草葉 榮／著 194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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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6 ハムレット 坪内 逍遙／譯 1923 9
2967 バンビの歌 菊池 重三郎／譯 1941 9
2968 ヘッダ・ガブラー 坪内 士行／譯 1918 9
2969 ボルネオ : 風下の國 野原 達夫／譯 1940 9
2970 マクべス(沙翁傑作集 第10編) 坪内 逍遙／譯 1923 9
2971 み光のもとにて : 歌集 尾上 柴舟／著 1928 9
2972 やさしい國文學史 大澤 重夫／著 1934 9
2973 やますげ : 歌集 松村 英一／著 1924 9
2974 リチャード三世 坪内 逍遙／譯 1920 9

2975 レ・ミゼラブル 第１
ユーゴー／著、豐嶋 與志雄／
譯

1927 9

2976 レ・ミゼラブル 第2
ユーゴー／著、豐嶋 與志雄／
譯

1927 9

2977 レ・ミゼラブル 第3
ユーゴー／著、豐嶋 與志雄／
譯

1928 9

2978 ロスメルスホルム
ヘンリツク・イブセン／著、坪
内士行、島村民蔵／譯

1922 9

2979 わが旅の記 吉田 絃二郎／著 1939 9
2980 をさなものがたり : 少年の讀本 島崎 藤村／著 不詳 9
2981 一茶俳句全集 大橋 裸木／編 1929 9
2982 七部集猿蓑評釋 新田 寛／著 1932 9
2983 二都物語 ディケンズ ／著、柳田泉／譯 1928 9
2984 人生詩人ブラウニング 帆足 理一郎／著 1928 9
2985 人間 石川 千代松／著 1929 9

2986 人麿の世界 : その皇室觀・世界觀の新研究 森本 治吉／著 1943 9

2987 十二夜(沙翁傑作集 第18編) 坪内 逍遙／譯 1924 9
2988 十訓抄詳解 石橋 尚寶／著 1930 9
2989 上代歌謡の研究 安田 喜代門／著 1931 9
2990 上代歌謡の研究 第2巻 安田 喜代門／著 1931 9
2991 千代女と菊舎尼 山中 六彦／著 1943 9
2992 千夜一夜 : 完譯アラビアンナイト 大宅 壯一 (等)／譯 1930 9
2993 土に祈る 相馬 御風／著 1940 9
2994 大鏡詳解 佐藤 球／著 1929 9
2995 女子 現代文精選 巻一 新村 出／著 1929 9
2996 女子 現代文精選 巻二 新村 出／著 1929 9
2997 女子 現代文精選 巻三 新村 出／著 1929 9
2998 女子近代詩歌選 東京國文學會／編 1926 9
2999 女子新文學 巻2 吉澤 義則／編 1929 9
3000 女子萬葉 高藤 武馬／著 1944 9
3001 女性短歌讀本 今井 邦子／著 1937 9
3002 女保護司 : 長篇小説 沖邑 良彦／著 1944 9
3003 女學生朗讀短篇集 野村 政夫／著 1943 9
3004 子供のための世界美術家物語 栗原 登／著 1930 9
3005 子規全集 第10巻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06 子規全集 第11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07 子規全集 第12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08 子規全集 第13巻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09 子規全集 第14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10 子規全集 第15巻 正岡 子規／著 1926 9
3011 子規全集 第16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12 子規全集 第17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13 子規全集 第18巻 正岡 子規／著 1931 9
3014 子規全集 第1巻 正岡 子規／著 1931 9
3015 子規全集 第2卷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16 子規全集 第2巻 正岡 子規／著 1932 9
3017 子規全集 第3巻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18 子規全集 第3巻 正岡 子規／著 1932 9
3019 子規全集 第4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20 子規全集 第4巻 正岡 子規／著 1933 9
3021 子規全集 第5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22 子規全集 第5巻 正岡 子規／著 193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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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 子規全集 第6巻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24 子規全集 第7巻 正岡 子規／著 1930 9
3025 子規全集 第8卷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26 子規全集 第9巻 正岡 子規／著 1929 9
3027 小さいアイヨルフ 坪内 士行／譯 1922 9
3028 小泉八雲全集 1 小泉 八雲／著 1930 9
3029 小泉八雲全集 10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0 小泉八雲全集 11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1 小泉八雲全集 12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2 小泉八雲全集 13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3 小泉八雲全集 14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4 小泉八雲全集 15 小泉 八雲／著 1932 9
3035 小泉八雲全集 16 小泉 八雲／著 1932 9
3036 小泉八雲全集 2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7 小泉八雲全集 3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38 小泉八雲全集 5 小泉 八雲／著 1930 9
3039 小泉八雲全集 6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40 小泉八雲全集 7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41 小泉八雲全集 8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42 小泉八雲全集 9 小泉 八雲／著 1931 9
3043 小泉八雲全集 別冊 小泉 八雲／著 1930 9
3044 山本有三全集 山本 有三／著 1931 9
3045 川柳手ほどき 喜月庵 柳汀／編 1931 9
3046 中村憲吉選集 中村 憲吉／著 1925 9
3047 五元集 榎本 其角／著 1932 9
3048 天體と日本文學 堀尾 實善／著 1932 9
3049 少年マルコ・ポーロ大旅行記 吉原 公平／著 1935 9
3050 少年山鹿素行傳 松本 浩記／著 1930 9
3051 少年切支丹と天草の乱 宮崎 久松／著 1928 9
3052 少年毛利元就傳 野尻 二太郎／著 1931 9
3053 少年古事記物語 宮崎 久松／著 1929 9
3054 少年保元平治合戰記 宮崎 久松／著 1929 9
3055 少年徒然草讀本 古谷 義徳／著 1928 9
3056 少年聖徳太子御傳 佐々木 貞之／著 1931 9
3057 少年僧空海の一生 松尾 矗明／著 1932 9
3058 心に太陽を持て 山本 有三／著 1935 9
3059 文章讀本 谷崎潤一郎／著 1934 9
3060 文章讀本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061 文學原論
エルンスト・エンスター／著、
高橋 禎二／譯

1924 9

3062 文學理論の研究 垣内 松三／編 1934 9
3063 文學概論 本間 久雄／著 1928 9
3064 文學遺跡巡禮 第1篇 光葉會／編 1938 9
3065 文藝年鑑 1925年版 日本年鑑協會／編 1925 9
3066 文藝年鑑 1933年版 文藝家協會／編 1933 9
3067 文藝年鑑 1934年版 文藝家協會／編 1934 9
3068 文藝年鑑 昭和６年版 文藝家協會／編 1931 9
3069 文藝學概説 石山 徹郎／著 1931 9
3070 文藝講座 1 文藝春秋社／編 1925 9
3071 文藝講座 2 文藝春秋社／編 不詳 9
3072 文藝講座 3 菊池 寛／編 1925 9
3073 日本文學大系 第21巻：古代劇文學 能勢 朝次／著 1939 9
3074 日本文學大辭典 別卷 藤村 作／編 1935 9
3075 日本文學大辭典 第1巻 藤村 作／編 1935 9
3076 日本文學大辭典 第2巻 藤村 作／編 1935 9
3077 日本文學大辭典 第3巻 藤村 作／編 1935 9
3078 日本文學全史 上代文學史 佐佐木 信綱／著 1935 9
3079 日本文學全史 江戶文學史 下巻 高野 辰之／著 1938 9
3080 日本文學全史 明治文學史 上巻 本間 久雄／著 1935 9
3081 日本文學者年表 赤堀 又次郎／著 1927 9
3082 日本文學論素描 : 歌謡圏の國文學 志田 延義／著 1936 9
3083 日本古典讀本 12：現代短歌 石山 徹郎 著 194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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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4 日本合戰譚 菊池 寛／著 不詳 9
3085 日本名作選(日本少國民文庫 第16巻) 山本 有三／編 1936 9
3086 日本和歌讀本 太田 水穂／著 1933 9
3087 日本婦道記 山本 周五郎／著 1944 9
3088 日本現代文學十二講 高須 芳次郎／著 1924 9
3089 日本詩集 1923版 詩話會／編 1923 9
3090 日本戯曲全集 第33巻 現代篇 第1輯 渥美 清太郎 (等)／編 1929 9
3091 日本戯曲全集 第34巻 現代篇 第2輯 依田 學海／編 1930 9
3092 日本戯曲全集 第39巻 現代篇 第7輯 渥美 清太郎 (等)／編 1929 9
3093 日本戯曲全集 第40巻 現代篇 第8輯 森 鷗外 (等)／著 1928 9
3094 日本戯曲全集 第42巻 現代篇 第10輯 渥美 清太郎 (等)／編 1928 9
3095 日本戯曲全集 第43巻 現代篇 第11輯 中村 吉蔵 (等)／編 1928 9
3096 日本戯曲全集 第45巻 現代篇 第13輯 渥美 清太郎(等)／編 1928 9
3097 日本戯曲全集 第49巻 現代篇 第17輯 藤森 成吉 (等)／編 1929 9
3098 月雪花 芳賀 矢一／著 1927 9
3099 世界文學全集 34 佛蘭西近代戲曲集 辰野 隆 (等)／譯 1928 9
3100 世界文學全集 9 ファウスト(其他) ゲーテ／著、秦 豐吉／譯 1927 9

3101 世界戯曲全集 第11巻(獨墺篇 2) (ゲーテ集)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著

1929 9

3102 世界戯曲全集 第12巻(獨墺篇 2) (獨逸古典劇集)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1928 9

3103
世界戯曲全集 第23巻(露西亜篇 1 露西亜古典
劇集 )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部／編 1928 9

3104
世界戯曲全集 第26巻(露西亜篇 4 露西亜近代
戯集 )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部／編 1929 9

3105 世界戯曲全集 第28巻(イプセン集)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1928 9

3106 世界戯曲全集 第29巻(ストリンドベルヒ集 )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部／編 1928 9

3107 世界戯曲全集 第33巻(佛蘭西篇 3)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不詳 9

3108 世界戯曲全集 第36巻(白耳義・和蘭近代劇集)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部／編 1928 9

3109 世界戯曲全集 第37巻(伊太利篇)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1928 9
3110 世界戯曲全集 第40巻(印度・支那劇集)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1928 9

3111
世界戯曲全集 第7巻(英吉利篇 5 英吉利近代
劇集)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1928 9

3112 世界戯曲全集 第9巻(愛蘭劇集) 世界戯曲全集刊行會／出版 1928 9
3113 世間胸算用詳解 植村 邦正／著 1935 9
3114 以尺報尺 坪内 逍遥／譯 1920 9
3115 北支物情 岸田 國士／著 1938 9
3116 古人を説く 荻原 井泉水／著 1929 9
3117 古今和歌集評釋 金子 元臣／著 不詳 9
3118 古典と女性 塩田 良平／著 1943 9
3119 古典考究 : 記紀篇 石井 庄司／著 1944 9
3120 史的唯物論より觀たる近代日本文學史 篠田 太郎／著 1932 9
3121 平家物語評釋 梅澤 和軒／著 1923 9
3122 本居宣長玉鉾百首論釋 蒲生 俊文／著 1942 9
3123 正史實傳いろは文庫 岡村庄兵衛／編 1910 9
3124 正岡子規 高濱 虚子／著 1943 9
3125 正岡子規歌集 橋田 東聲／著 1928 9
3126 甲子吟行 松尾 芭蕉／著 1932 9
3127 白孔雀 : 歌集 九条 武子／著 1929 9
3128 白描 : 明石海人歌集 明石 海人／著 1939 9
3129 石川啄木全集 石川 啄木／著 1931 9
3130 伊藤野枝全集 伊藤 野枝／著 1925 9
3131 光る雲 與謝野 晶子／著 1928 9
3132 全譯近松傑作集 : 第2巻 近松 門左衛門／著 1929 9
3133 合本春夏秋冬 高浜 清／編 1921 9
3134 吉野拾遺評釋 永野 忠一／著 1931 9
3135 年刊歌集 日本歌人協會／編 不詳 9
3136 年刊歌集 昭和7年版 日本歌人協會／著 1932 9
3137 有島武郎全集 1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38 有島武郎全集 1 有島 武郎／著 19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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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9 有島武郎全集 10 有島 武郎／著 1930 9
3140 有島武郎全集 3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1 有島武郎全集 3 有島 武郎／著 1931 9
3142 有島武郎全集 4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3 有島武郎全集 5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4 有島武郎全集 6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5 有島武郎全集 7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6 有島武郎全集 8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7 有島武郎全集 9 有島 武郎／著 1929 9
3148 江戸文學概説 二宮 守／著 1931 9
3149 江戸文學選集 鈴木 敏也／著 1927 9
3150 百人一首講義 佐佐木 信綱／著 1924 9
3151 竹取物語全釋 吉田 九郎／著 1930 9
3152 自然禮讃讀本 野口 米次郎／著 1933 9
3153 艸木蟲魚 薄田 泣菫／著 1929 9
3154 西行法師名歌評釋 尾山 篤二郎／著 1935 9
3155 西鶴文集 幸田 露伴／編 1925 9
3156 西鶴名作集 藤井 乙男／著 1935 9
3157 住吉物語詳解 浅井 峯治／著 1932 9
3158 佐藤春夫全集 1 改造社／出版 1931 9
3159 佐藤春夫全集 2 改造社／出版 1932 9
3160 佐藤春夫全集 3 改造社／出版 1932 9
3161 作文 女子用 齋藤 清衛 ／著 不詳 9
3162 作歌入門 生田 蝶介／著 1931 9
3163 作歌捷徑 批評と添刪 若山牧水／著 1923 9
3164 吾が日吾が夢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1924 9
3165 志゛や志や馬馴らし 坪内 逍遥／譯 1920 9
3166 志賀直哉全集 志賀 直哉／著 1931 9
3167 抒情英詩集 中村 為治／譯 1927 9
3168 改訂 萬葉讀本 佐佐木信綱／著 1938 9
3169 改訂 萬葉讀本 佐佐木 信綱／著 1938 9

3170 改造文庫, 第2部第55篇：朝の蛍 : 自選歌集 齋藤 茂吉／著 1929 9

3171 改造文庫, 第2部第56篇：十年 : 自選歌集 島木 赤彦／著 1930 9

3172 改造文庫, 第2部第57篇：川のほとり 古泉 千樫／著 1929 9

3173 改造文庫, 第2部第60篇：立春 : 自選歌集 木下 利玄／著 1929 9

3174 改造文庫, 第2部第61篇：花樫 : 自選歌集 北原 白秋／著 1930 9

3175 改造文庫, 第2部第63篇：槻の木 : 自選歌集 窪田 空穂／著 1929 9

3176 改造文庫, 第2部第65篇：原生林 : 自選歌集 前田 夕暮／著 1929 9

3177 改造文庫, 第2部第67篇：作曲白秋童謠集 北原 白秋／著 1929 9

3178 改造文庫, 第2部第90篇：井泉水句集 荻原 井泉水／著 1929 9
3179 改造文庫, 第2部第94篇：室生犀星詩集 室生 犀星／著 1929 9
3180 杜甫と彌耳敦 徳冨 蘇峰／著 1917 9
3181 狂言集成 野々村 戒三、安藤 常次郎／編 1931 9
3182 秀歌論 谷 馨／著 1944 9
3183 私の住む世界 岩橋 武夫 (等)／譯 1937 9
3184 里見弴全集 第2巻 里見 弴／著 1932 9
3185 里見弴全集 第3巻 里見 弴／著 1932 9
3186 里見弴全集 第4巻 里見 弴／著 1932 9
3187 其角研究 上 寒川 鼠骨、林 若樹／編 1927 9
3188 和歌に志す婦人の為に 佐佐木 信綱／著 1931 9
3189 和歌論語 見尾 勝馬／著 1933 9
3190 夜明け前 第2部 島崎 藤村／著 1939 9
3191 定本 源氏物語新解 金子 元臣／著 1930 9
3192 定本 源氏物語新解 上 金子 元臣／著 1925 9
3193 定本 源氏物語新解 下 金子 元臣／著 19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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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 宝蔵 明治書院／編 1932 9
3195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0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196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1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197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2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198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3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199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4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200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5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201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6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202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7回 岩波書局／編 1932 9
3203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8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3 9
3204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9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3 9
3205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1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06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20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3 9
3207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2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08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3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09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4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10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5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11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6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12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7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1 9
3213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8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214 岩波講座日本文學 9回 岩波書局／發行 1932 9
3215 明治大正文學全集 42 春陽堂／編 1929 9
3216 明治大正文學全集 45 春陽堂／編 1929 9
3217 明治大正文學全集 7 春陽堂／編 1929 9
3218 明治大正詩史 巻上 日夏 耿之介／著 1929 9
3219 明治大正詩史 巻下 日夏 耿之介／著 1929 9
3220 明治大正詩史全索引 日夏 耿之介／著 1929 9
3221 明治文學選集 鈴木 敏也／著 1926 9
3222 東海道中膝栗毛輪講 三田村 鳶魚／編 1930 9
3223 東海道中膝栗毛輪講 三田村 玄龍／編 1930 9
3224 枕草子通解 金子 元臣／著 1929 9
3225 林耀亭翁の面影 陳 清池／編 1938 9
3226 柹蔭集 : 歌集 島木 赤彦／著 1928 9
3227 法城を護る人々 上 松岡 讓／著 1925 9
3228 法城を護る人々 下 松岡 讓／著 1926 9
3229 法城を護る人々 中 松岡 讓／著 1925 9
3230 牧水全集 第10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31 牧水全集 第12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32 牧水全集 第12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33 牧水全集 第1卷 若山 牧水／著 1929 9
3234 牧水全集 第2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35 牧水全集 第3卷 若山 牧水／著 1929 9
3236 牧水全集 第4卷 若山 牧水／著 1929 9
3237 牧水全集 第5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38 牧水全集 第6卷 若山 牧水／著 1929 9
3239 牧水全集 第7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40 牧水全集 第9卷 若山 牧水／著 1930 9
3241 物語日本文學, 第10巻：大鏡 藤村 作／譯 1935 9
3242 物語日本文學, 第11巻：堤中納言物語 藤村 作／譯 1935 9
3243 物語日本文學, 第13巻：太平記 藤村 作／譯 1936 9
3244 物語日本文學, 第14巻：增鏡 藤村 作／校注 1936 9
3245 物語日本文學, 第16巻：義經記 藤村 作／編 1935 9
3246 物語日本文學, 第17巻：曽我物語 藤村 作(等)／譯 1936 9
3247 物語日本文學, 第18巻：西鶴名作集 藤村 作／編 1935 9
3248 物語日本文學, 第20巻：芭蕉一代物語 藤村 作／編 1936 9
3249 物語日本文學, 第22巻：雨月物語 上田 秋成／著 ; 志田 義秀／譯 9
3250 物語日本文學, 第24巻：椿説弓張月 藤村 作／編 1935 9
3251 物語日本文學, 第2巻：萬葉集 藤村 作／編 1936 9
3252 物語日本文學, 第8巻：蜻蛉日記 上 藤村 作／譯 1935 9
3253 芭蕉文集の詳解と鑑賞 俳文篇・紀行篇 岩田 九郎／著 1933 9
3254 芭蕉翁の一生 小林 一郎／著 1932 9
3255 花屋日記 籾山 仁三郎／編 19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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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6 花袋全集 第10卷 田山 花袋／著 1924 9
3257 花袋全集 第11卷 田山 花袋／著 1923 9
3258 花袋全集 第12卷 田山 花袋／著 1924 9
3259 花袋全集 第2卷 田山 花袋／著 1923 9
3260 花袋全集 第4巻 田山 花袋／著 1924 9
3261 花袋全集 第5卷 田山 花袋／著 1923 9
3262 花袋全集 第7卷 田山 花袋／著 1923 9
3263 花袋全集 第8卷 田山 花袋／著 1923 9
3264 近世名家國文新釋 山田 武司／著 1928 9
3265 近代文藝十二講 生田 長江 [等]／著 1928 9
3266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0巻 (脚本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67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1巻 (洒落本代表作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68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2巻 (黄表紙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69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3巻(怪異小説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70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4巻 (山東京傳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6 9

3271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5巻 (曲亭馬琴集 上)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72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6巻 (曲亭馬琴集 下)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73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7巻(式亭三馬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74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8巻 (十返舎一九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6 9

3275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9巻 (柳亭種彦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6 9
3276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1巻(假名草子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277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20巻 (為永春水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278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21巻 (人情本代表作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6 9

3279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22巻 (落語滑稽本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280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23巻 (狂文俳文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6 9

3281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25巻 : 日本小説年表 付
總目録

國民圖書／編 1929 9

3282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3巻 (井原西鶴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83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5巻(八文字屋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284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6巻: 近松門左衛門集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85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7巻: 近松門左衛門集 下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286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8巻(名作浄瑠璃集 上)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87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第9巻(名作浄瑠璃集 下)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288 近代英文學鑑賞 澤村 寅二郎／著 1929 9
3289 近松世話物集 藤村作／譯 1935 9
3290 金槐集評釋 小林 好日／著 1927 9
3291 南総里見八犬傳 2 塚本 哲三／編 1917 9
3292 南総里見八犬傳 4 塚本 哲三／編 1918 9
3293 南總里見八犬傳 1 塚本 哲三／編 1917 9
3294 南總里見八犬傳 3 塚本 哲三／編 1917 9
3295 南總里見八犬傳 5 塚本 哲三／編 1918 9

3296 南總里見八犬傳 6
滝澤 馬琴／作、塚本 哲三／校
訂

1918 9

3297 室町文學選集 鈴木 敏也／著 1927 9
3298 後藤方泉講談集 後藤 方泉／著 1937 9
3299 洒落本草雙紙集 笹川 種郎／著 1936 9
3300 秋江随筆 近松 秋江／著 1923 9 *
3301 突撃中隊の記録 牧野 英二／著 1943 9
3302 美文韻文 黄菊白菊 大町 桂月／著 1921 9
3303 美談逸話集 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 編 1938 9

3304
英文學史 : ドライデン時代よりヴイクトリア
王朝初期迄

小日向 定次郎／著 192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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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 英文學史 : 黎明期よりミルトン時代へ 小日向 定次郎／著 1929 9
3306 英詩鑑賞: 評註編 齋藤 勇／著 1929 9
3307 軍記物語研究 五十嵐 力／著 1931 9
3308 重修增鏡詳解 和田 英松、佐藤 球／著 1929 9
3309 風と笛 : 童謡集 北原 白秋／著 1943 9
3310 風隱集 : 歌集 北原 白秋／著 1944 9
3311 俳句と戰線 岩井 徳祐／著 1940 9
3312 俳句の作りやう 高浜 虚子／著 1921 9
3313 俳句の話 伊藤 正雄／著 1943 9
3314 俳句新釋 市橋 鐸／著 1932 9
3315 俳句講座 第10巻：地方俳史篇 山本 三生／編 1933 9
3316 俳句講座 第1巻：史的研究篇 山本 三生／編 1933 9
3317 俳句講座 第2巻：俳風評傳篇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18 俳句講座 第3巻：概論作法編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19 俳句講座 第4巻：俳論俳文篇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20 俳句講座 第5巻：鑑賞評釋篇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21 俳句講座 第6巻: 俳書解説篇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22 俳句講座 第7巻：特殊研究篇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23 俳句講座 第8巻 : 現代結社篇 山本 三生／編 1932 9
3324 俳句講座 第9巻：俳人評傳篇 山本 三生／編 1933 9
3325 俳句鑑賞 : 芭蕉七部集 川島 つゆ 著 1943 9
3326 俳句鑑賞の為に 山口 誓子／著 1938 9
3327 俳諧名作集 潁原 退蔵／著 1935 9
3328 俳諧註釋集 上巻 佐々 醒雪、巌谷 小波／校訂 1927 9
3329 俳諧註釋集 下巻 佐々 醒雪、巌谷 小波／校訂 1927 9
3330 兼好抄(日本文學讀本大系) 垣内 松三、齋藤 清衛／編 1929 9
3331 夏目さんの人及思想 島 為男／著 1932 9
3332 夏目漱石 續 森田 草平／著 1943 9
3333 島崎 藤村 木枝 增一／著 1943 9
3334 徒然草解釋 塚本 哲三／著 1925 9
3335 旅のまた旅 荻原 井泉水／著 1929 9
3336 旅ゆく心 細田 民樹／著 1942 9
3337 旅順戰蹟秘話：附營口の思ひ出 上田 恭輔／著 1928 9 *
3338 校本 十六夜日記 塚本 哲三／編 1930 9
3339 校本 方丈記 塚本 哲三／編 1929 9
3340 校定和泉式部日記新釋 竹野 長次／著 1930 9
3341 校註 日本文學大系 第10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42 校註 日本文學大系 第20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43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1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44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2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8 9
3345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3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46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4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347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5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不詳 9
3348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6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7 9
3349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7巻：太平記 上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5 9
3350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8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51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19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352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21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53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22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9 9
3354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23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9 9
3355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24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30 9
3356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2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5 9
3357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3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7 9
3358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4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7 9
3359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5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7 9
3360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6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361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8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362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9巻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8 9
3363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第7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 1927 9
3364 校註雨月物語 佐藤 仁之助／著 1924 9
3365 校註藩翰譜常山紀談新鈔 新井白石、湯浅常山、八波則吉著 1937 9
3366 浮世草子名作集 藤井 乙男／著 193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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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7 海の豪族 長谷川 伸／著 1941 9
3368 真夏の夜の夢 坪内 逍遥／譯 1921 9
3369 神曲 生田 長江／譯 1929 9
3370 草枕評釋 鈴木 敏也／著 1931 9
3371 隻手に生きる 小川 真吉／著 1941 9
3372 參考太平記 太田 藤四郎／編 1943 9
3373 啄木追懐 土岐 善麿／著 1932 9
3374 啄木寫真帖 吉田 孤羊／著 1936 9
3375 國民傳説　今昔百話新譯 阪井 衡平／著 1929 9
3376 國民詩朗讀のために 榊原 美文／著 1942 9
3377 國姓爺後日物語 : 附・臺灣紅涙史 鹿島 桜巷／著 1914 9
3378 國歌大觀 : 五句索引 歌集部 松下 大三郎、 渡邊 文雄／編 1901 9
3379 國語資料 現代詩鑑賞 小林 好日／著 1927 9
3380 從軍五十日 岸田國士／著 1939 9 *
3381 添刪本位俳句の作り方 富安 風生／著 1939 9
3382 現代文範 後篇 吉川 秀雄／著 1927 9
3383 現代國文學講話 坂井 衡平／著 1925 9
3384 現代詩の理論と評釋 : 詩の入門 新屋敷 幸繁／著 1929 9
3385 現代詩人全集 新潮社／編 1929 9
3386 現代詩人全集 1(初期十二詩人集) 新潮社／編 1930 9

3387 現代詩人全集 10
福士 幸次郎、佐藤 惣之助、千
家 元麿／著

1929 9

3388 現代詩人全集 11
白鳥 省吾、福田 正夫、野口 雨
情／著

1930 9

3389 現代詩人全集 12
柳澤 健、富田 砕花、百田 宗治
／著

1930 9

3390 現代詩人全集 2
島崎 藤村、土井 晩翠、薄田 泣
菫／著

1930 9

3391 現代詩人全集 3
蒲原 有明、岩野 泡鳴、野口 米
次郎／著

1930 9

3392 現代詩人全集 4
河井 酔茗、横瀬 夜雨、伊良子
清白／著

1929 9

3393 現代詩人全集 7
日夏 耿之介、西条 八十、加藤
介春／著

1930 9

3394 現代詩人全集 8
生田 春月、堀口 大學、佐藤 春
夫／著

1929 9

3395 現代詩人全集 9
高村 光太郎、室生 犀星、萩原
朔太郎／著

1929 9

3396 現代詩人全集 9
高村 光太郎、室生 犀星、萩原
朔太郎／著

1929 9

3397
現代詩講座 第10卷(詩語辭典・世界詩人人名
辭典)

百田 宗治／編 1930 9

3398 現代詩講座 第1巻 (詩學及詩歌論) 百田 宗治／編 1930 9
3399 現代詩講座 第2巻 (世界近代詩研究) 百田 宗治／編 1930 9
3400 現代詩講座 第3巻 (世界新興詩派研究) 百田 宗治／編 1929 9
3401 現代詩講座 第4巻(日本現代詩研究) 百田 宗治／編 1929 9
3402 現代詩講座 第5巻 (詩の作り方研究) 百田 宗治／編 1929 9
3403 現代詩講座 第6巻 (詩歌の鑑賞) 百田 宗治／編 1930 9
3404 現代詩講座 第7巻 (童謡及民謡) 百田 宗治／編 1930 9
3405 現代詩講座 第9巻 (現代日本詞華選) 百田 宗治／編 1930 9
3406 現代随筆大觀 評論随筆家協會／編 1927 9
3407 逍遥選集 別冊 第1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08 逍遥選集 別冊 第2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09 逍遥選集 第10巻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10 逍遥選集 第11巻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11 逍遥選集 第12巻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12 逍遥選集 第12巻 坪内 逍遥／著 1931 9
3413 逍遥選集 第1巻 坪内 逍遥／著 1926 9
3414 逍遥選集 第2巻 坪内 逍遥／著 1926 9
3415 逍遥選集 第4巻 坪内 逍遥／著 1926 9
3416 逍遥選集 第5巻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17 逍遥選集 第6巻 坪内逍遥／著 192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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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8 逍遥選集 第7巻 坪内 逍遥／著 1927 9
3419 逍遥選集 第8巻 坪内 逍遥／著 1926 9
3420 逍遥選集 第9巻 坪内 逍遥／著 1926 9
3421 野鴨 坪内 士行／譯 1919 9
3422 雪月花 : 散文韻文 大和田 建樹／著 1922 9
3423 黄表紙傑作集 蘇武 利三郎／著 1927 9
3424 傑作浄瑠璃集 下 隆盛時代 樋口 慶千代／著 1935 9
3425 奥の細道評釋 樋口 功／著 1944 9
3426 奥の細道詳講 : 全 岩田 九郎／著 1930 9
3427 揚子江ノアヒル 鐵村 大二／著 1939 9
3428 朝鮮・臺灣・海南諸港 野上 豐一郎、野上 彌生子／著 1942 9
3429 湖月抄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0 湖月抄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1 湖月抄 第1冊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2 湖月抄 第3冊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3 湖月抄 第4冊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4 湖月抄 第5冊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5 湖月抄 第6冊 北村 季吟／著 1928 9
3436 滞獨随筆 山口 青邨／著 1937 9
3437 短歌文法七十講 生田 蝶介、松本 仁／著 1932 9
3438 短歌用語小辭典 : 附枕詞解 生田 蝶介／著 1932 9
3439 短歌年鑑 [第1輯](昭和8年版) 短歌新聞編輯局／編 1933 9
3440 短歌初學 臼井 大翼／著 1931 9
3441 短歌講座 第8巻 女流歌人篇 改造社／編 1932 9
3442 短歌講座 第9巻 修辭文法篇 改造社／編 1932 9
3443 短歌讀本 柿本人麿 窪田 空穂／著 1943 9
3444 童話と其の味ひ方・解説 長尾 豐／著 1930 9
3445 童話學 蘆谷 重常／ 編 1931 9
3446 童謠研究 吉鹿 則行／著 1928 9
3447 童謡鑑賞の實際 河野 伊三郎／著 1928 9
3448 筆の跡を顧みて 柴山 愛藏／著 1931 9
3449 筑摩野 : 歌集 若山 喜志子／著 1930 9
3450 街頭に送る 随筆 (奧付) 與謝野 晶子／著 1931 9
3451 評釋一茶の名句 臼田 亜浪／著 1928 9
3452 評釋伊勢物語大成 新井 無二郎／著 1931 9
3453 評釋芭蕉の名句 岡倉 谷人／著 1928 9
3454 逸話秘話 田中 貢太郎／編 1927 9
3455 新しい詩味ひ方 西條 八十／著 1925 9
3456 新文學 1巻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9
3457 新文學 2巻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9
3458 新文學 3巻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9
3459 新文學 4巻 冨山房編輯部／編 1928 9
3460 新古今和歌集評釋 下巻 窪田 空穂／著 1936 9
3461 新古今和歌集詳解 鹽井 正男／著 1929 9
3462 新古今集講話 小島 吉雄／著 1943 9
3463 新作詩入門 百田 宗治／著 1933 9
3464 新訂現代文解釋法 塚本 哲三／著 1931 9
3465 新修女子國文學史 佐成 謙太郎／著 1939 9
3466 新進女子作文　巻4 金子 彦二郎／著 1939 9
3467 新進女子作文　巻4 金子 彦二郎／著 1939 9
3468 新萬葉集 3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69 新萬葉集 4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0 新萬葉集 8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1 新萬葉集 別巻 宮廷篇 山本 三生／編 1937 9
3472 新萬葉集 第1巻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3 新萬葉集 第2巻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4 新萬葉集 第5巻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5 新萬葉集 第6巻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6 新萬葉集 第7巻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7 新萬葉集 第9巻 山本 三生／編 1938 9
3478 新撰女子國文 低學年用 新村 出／編 1934 9
3479 新講和歌史 兒山 信一／著 19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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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新講和歌史 斉藤 清衛／著 1935 9
3481 新講俳諧史 青木 健作／著 1935 9
3482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11卷：謡曲百番 物集 高量／編 1923 9

3483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10巻：神皇正統記・梅
松論・讀史余論

日本文學叢書刊行會編 1923 9

3484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12巻：奥の細道 . 宇津
羅衣 . 芭蕉七部集 . 蕪村七部集

日本文學叢書刊行會編 1923 9

3485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1卷：源氏物語 上 物集 高量／編 1922 9
3486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2卷：源氏物語 中 物集 高量／編 1922 9
3487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3卷：源氏物語 下 物集 高量／編 1923 9

3488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4卷：竹取物語伊勢物語
大和物語

物集 高量／編 1922 9

3489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5巻：紫式部日記 . 和泉
式部日記 . 更科日記 . 十六夜日記 . 枕草紙 . 方
丈記 . 徒然草

日本文學叢書刊行會 1923 9

3490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7巻：古事記 . 大鏡 . 水
鏡

日本文學叢書刊行會編 1922 9

3491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8巻：今鏡 . 增鏡 日本文學叢書刊行會 1924 9
3492 新釋日本文學叢書, 第9巻：平家物語 物集 高量／編 1922 9
3493 源氏物語 卷10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494 源氏物語 卷11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495 源氏物語 卷12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496 源氏物語 卷2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497 源氏物語 巻1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498 源氏物語 巻13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499 源氏物語 巻14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00 源氏物語 巻15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1 源氏物語 巻16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2 源氏物語 巻17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3 源氏物語 巻18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4 源氏物語 巻19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5 源氏物語 巻20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6 源氏物語 巻21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7 源氏物語 巻22 谷崎 潤一郎／著 1940 9
3508 源氏物語 巻23 谷崎 潤一郎／著 1941 9
3509 源氏物語 巻24 谷崎 潤一郎／著 1941 9
3510 源氏物語 巻25 谷崎 潤一郎／著 1941 9
3511 源氏物語 巻26 谷崎 潤一郎／著 1941 9
3512 源氏物語 巻3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3 源氏物語 巻4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4 源氏物語 巻5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5 源氏物語 巻6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6 源氏物語 巻7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7 源氏物語 巻8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8 源氏物語 巻9 谷崎 潤一郎／著 1939 9
3519 源平盛衰記 上巻 池邊 義象／編 1914 9
3520 源平盛衰記 下巻 池邊 義象／編 1930 9
3521 源平盛衰記 中巻 池邊 義象／編 1930 9
3522 義理 守随 憲治／著 1941 9
3523 萬葉の地盤 田邊 幸雄／著 1943 9
3524 萬葉の精神 中河 與一／著 1937 9
3525 萬葉植物考 豐田 八十代／著 1931 9
3526 萬葉集 古今集 物集 高量／著 1922 9
3527 萬葉集の倫理 實方 清 [等]／著 1942 9
3528 萬葉集代匠記 附錄 木村 正辭／校訂 1925 9
3529 萬葉集代匠記 第2輯 木村 正辭／校訂 1925 9
3530 萬葉集代匠記 第3輯 木村 正辭／校訂 1925 9
3531 萬葉集代匠記 第4輯 木村 正辭／校訂 1925 9
3532 萬葉集代匠記 第4輯 木村 正辭／校訂 1925 9
3533 萬葉集代匠記 第5輯 木村 正辭／校訂 1925 9
3534 萬葉集全釋 第一冊 鴻巣 盛廣／著 1937 9
3535 萬葉集全釋 第二冊 鴻巣 盛廣／著 193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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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萬葉集全釋 第三冊 鴻巣 盛廣／著 1937 9
3537 萬葉集全釋 第五冊 鴻巣 盛廣／著 1937 9
3538 萬葉集全釋 第六冊 鴻巣 盛廣／著 1937 9
3539 萬葉集全釋 第四冊 鴻巣 盛廣／著 1937 9
3540 萬葉集物語 尾山 篤二郎／著 1929 9
3541 萬葉集物語 森岡 美子／著 1941 9
3542 萬葉集總索引 本文篇 正宗 敦夫／編 1929 9
3543 萬葉集總索引 本文篇 下卷 正宗 敦夫／編 1929 9
3544 萬葉集總索引 單語篇 正宗 敦夫／編 1931 9
3545 詩の話 酒井 秀夫／著 1943 9
3546 詳註全釋近松傑作集 : 第1巻 若月 保治／注 1928 9
3547 詳註全釋近松傑作集 : 第3巻 若月 保治／注 1930 9
3548 詳註例句 歲事記大觀 今井柏浦／編 1931 9
3549 随筆日本文學 舟橋 聖一／著 1942 9
3550 歌に就ての考察 花田 比露思／著 1924 9
3551 歌はかうして作る 尾山 篤二郎／著 1929 9
3552 漱石・人とその文學 松岡 譲／著 1944 9
3553 漱石全集 第10卷 夏目 漱石／著 1924 9
3554 漱石全集 第11卷 夏目 漱石／著 1924 9
3555 漱石全集 第1卷 夏目 漱石／著 1924 9
3556 漱石全集 第2卷 夏目 漱石／著 1924 9
3557 漱石全集 第3卷 夏目 漱石／著 1937 9
3558 漱石全集 第7卷 夏目 漱石／著 1924 9
3559 與謝野晶子全集  6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0 與謝野晶子全集 12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1 與謝野晶子全集 13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2 與謝野晶子全集 2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3 與謝野晶子全集 3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3 9
3564 與謝野晶子全集 4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5 與謝野晶子全集 5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3 9
3566 與謝野晶子全集 7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7 與謝野晶子全集 8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4 9
3568 與謝野晶子全集 9卷 與謝野 晶子／著 1933 9
3569 與謝野晶子選集 與謝野 晶子／著 1921 9
3570 閨秀俳家全集 勝峰 晋風／著 1922 9
3571 增訂 新撰俳諧辭典 不詳 不詳 9
3572 增訂新撰俳諧辭典 岩本 梓石、宮澤 朱明／共著 1927 9
3573 增補　日本俳諧史 池田 常太郎／著 1930 9
3574 廣瀬淡窗 小西 重直／著 1944 9
3575 戯曲の見方と考へ方作り方 邦枝 完二／著 1928 9
3576 樋口一葉論 湯地 孝／著 1926 9
3577 標準古典解釋 漢文部 第1巻 塚本 哲三／著 1943 9
3578 歐洲の雀 安騎 東野／著 1940 9
3579 趣味の國史川柳 藤野 重次郎／著 1934 9
3580 戰國時代和歌集 川田 順／著 1943 9
3581 頭注平家物語鈔 鈴木敏也／著 1939 9
3582 謠曲大觀 別卷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3 謠曲大觀 首巻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4 謠曲大觀 第1卷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5 謠曲大觀 第2卷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6 謠曲大觀 第3卷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7 謠曲大觀 第4巻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8 謠曲大觀 第5巻 佐成 謙太郎／著 1931 9
3589 謠曲物語 和田 萬吉／編 1925 9
3590 謠曲辭典 蜂谷 時順／著 1925 9
3591 謡曲評釋 第5集 大和田 建樹／著 1925 9
3592 謡曲評釋 第6集 大和田 建樹／著 1928 9
3593 謡曲評釋 第9集 大和田 建樹／著 1928 9
3594 藤村女子讀本 卷 一 島崎 藤村／著 1932 9
3595 藤村女子讀本 卷二 島崎 藤村／著 1932 9
3596 藤村女子讀本 卷三 島崎 藤村／著 1932 9
3597 藤村女子讀本 卷四 島崎 藤村／著 193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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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8 藤村讀本 第1卷 島崎 藤村／著 1926 9
3599 藤村讀本 第2卷 島崎 藤村／著 1926 9
3600 藤村讀本 第3卷 島崎 藤村／著 1926 9
3601 藤村讀本 第4卷 島崎 藤村／著 1926 9
3602 藤村讀本 第5卷 島崎 藤村／著 1926 9
3603 藤村讀本 第6卷 島崎 藤村／著 1926 9
3604 藤森成吉全集 1 藤森 成吉／著 1932 9
3605 鶉衣 : 校訂註釋 横井 也有／著、石田 元季／編 1928 9
3606 蘆花全集 第11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9 9
3607 蘆花全集 第14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30 9
3608 蘆花全集 第15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9 9
3609 蘆花全集 第17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9 9
3610 蘆花全集 第19卷 徳富 蘆花／著 1929 9
3611 蘆花全集 第20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30 9
3612 蘆花全集 第2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9 9
3613 蘆花全集 第5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30 9
3614 蘆花全集 第7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9 9
3615 蘆花全集 第8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9 9
3616 蘆花全集 第9卷 徳富 健次郎／著 1928 9
3617 譯註鈔本 亨釋書 大村 桂巖／校註 1931 9
3618 讀本傑作集 和田 萬吉／著 1935 9
3619 鑑賞讀本 上 田上 新吉／編 192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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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題名 出版者 出版地 年代
1 林清一 圖書 受入  配列  大阪屋號書店 1925
2 森清 日本十進分類法 日本圖書館協會 1930
3 日本圖書館協會 圖書館      該會 東京 1925
4 吉澤義則 日本古刊書目 帝都 東京 1925
5 桂五十郎 漢藉解題 明治書院 東京 1911
6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7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8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9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0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1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2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3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4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5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6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7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8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19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0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1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2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3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4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十九)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5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6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7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8 塙保已一 新校群書類從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 1925
2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7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8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3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7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台南一中圖書館日文舊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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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4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7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8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38
5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7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8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6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7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8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7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7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8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89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0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1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2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3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4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5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96 塙保已一 續群書類從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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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物集高見 群書索引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11
98 物集高見 群書索引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11
99 東京經濟新聞社 人名辭典 該社 東京 1911

100 齊藤精輔 百科大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11
101 齊藤精輔 百科大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11
102 齊藤精輔 百科大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11
103 齊藤精輔 百科大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11
104 物集高見 群書索引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11
105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06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07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08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09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0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1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2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3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4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5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6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7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8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19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20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21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22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23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24 物集高見 廣文庫 廣文庫刊行會 東京 1925
125 教育聯合通信社 國民常識大觀 該社 東京 1925
126 蓑和藤次郎 米南文集 台灣經世新 報社 1925
127 大阪每日新聞社 每日年鑑 該社 大阪 1911
128 大阪每日新聞社 每日年鑑 該社 大阪 1911
129 豬野二郎 大眾人事錄 帝國秘密塚 偵社 1925
130 小松綠 伊藤公全集 昭和 東京 1925
131 小松綠 伊藤公全集 昭和 東京 1925
132 小松綠 伊藤公全集 昭和 東京 1925
133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34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35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36 平泉澄 日本叢書(七) 雄山閣 東京 1925
137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38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39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40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41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42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43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44 平泉澄 日本叢書 雄山閣 東京 1925
146 內務省社會局 大正震災志 岩波書店 東京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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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內務省社會局 大正震災志 岩波書店 東京 1911
148 得能文 現今 哲學問題 第一書房 東京 1925
149 紀平正美 行 哲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11
150 千葉命吉 哲學 改造 同文館 東京 1911
151 山內得立 現象學敘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152 勝部謙造 人間 見   同文書院 東京 1925

153 津田左右吉 文學與現    我 國民思想
研究 洛陽堂 東京 1911

154 津田左右吉 文學與現    我 國民思想
研究 洛陽堂 東京 1911

155 津田左右吉 文學與現    我 國民思想
研究 洛陽堂 東京 1911

156 菊池謙二郎 水戶學論藪 誠文堂新光社 1925
157 岩橋遵成 近世日本儒學史 寶文館 東京 1925
158 諸橋轍次 儒學 目的 宋儒 活動 大修館書店 東京 1925
159 簡野道明 老子解義 明治書院 東京 1911
160 北村澤吉 儒學概論 關書院 東京 1925
161 吉川幸次郎 尚書正氣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162 吉川幸次郎 尚書正氣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163 元良信太郎 心理學概論 丁未 東京 1911
164 三浦藤作 國民道德大集成 中興館書店 東京 1911

165 藤井健治郎
    氏倫理學 根本問
題

同文館 東京 1911

166 三浦藤作 西洋倫理學史 中興館書店 東京 1911
167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68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69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0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1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2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3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4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5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6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7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8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79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80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81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82 高島平三郎 精神修養逸話 泉 洛陽堂 東京 1911
183 伊藤千真三 日本國民自覺史 寶文館 東京 1925
184 國體講演錄 出版年不詳

185 大倉邦彥 勤勞教育 理論 方法 三省堂 東京 1925
186 福富一郎 全體性 構造 同文書院 東京 1925
187 深作安文 國民道德概說 同文書院 東京 1925
188 武部飲一 勤勞教育 隆文館會社 東京 1925
189 金子彥二郎 日本國民性 實的研究 明治圖書會社 1925
190 教育敕語 學校教育 1911
191 教育敕語講話 1911
192 栗田元次 史的研究日本 特性 寶文館 東京 1925
193 永田城大 民族復興 具體策 實業的台灣社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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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上村哲彌 生命 育   第一出版社 東京 1925
195 教育學會 教育敕語衍義 大同館 東京 1911

196
青少年學徒 賜  敕語衍
義

1939

197 孫田秀春 國體 本義解說大成 大明堂書店 東京 1925
198 王道哲學 出版年不詳

199 田中常憲 明治天皇御製讀本 1938
200 德富豬郎 國民小訓 明治書院 東京 1925
201 里見岸雄 國體科學研究 錦正社 東京 1925

202 千葉命吉 萬世一系 哲學 天皇即位史論 厚生閣書店 1927

203 明治天皇 御聖德 1913
204 杉森孝次郎 人類 再生 東方時論社 東京 1911
205 中川善之助 婚姻 河出書房 東京 1925
208 教育敕語漁發關係資料集 國民精神文化教育所 1939
209 教育敕語漁發關係資料集 國民精神文化教育所 1939
210 教育敕語漁發關係資料集 國民精神文化教育所 1939
211 河合榮治郎 學生 生活 日本評論社 東京 1925
212 竹內富子 學生教養講座 二笠書局 東京 1925
213 伊藤堅逸 宗教心理學 洛陽堂 東京 1911
214 高神覺昇 新興日本 宗教 日本青年館 東京 1925
215 田中義能 神道概論 日本學術協會 1936
216 神道 國民的自覺 1936
217 台灣新聞社 明治神宮璧畫史 該社 台中市 1925
218 經政春秋社 別格官幣社精史 該社 東京 1925
219 有光次郎 神社行政宗教行 常盤書房 東京 1925
220 國民教育普及會 歷代御陵帖 該會 東京 1911
221 織田得能 佛教大辭典 大倉書店 東京 1925
222     創世時代 父相 生活 末世之福音社 1925
223 中村久四郎 歷史及歷史教學 共立社 東京 1925
224 村田數之亮 光史世界  情熱 星野書店 京都 1925
225 矢伯常 御即位大嘗祭 中文館書店 1928
226 世川種郎 日本文化史 雄風館書房 東京 1925
227 立川書店 神皇正統記鈔 立川書店 東京 1925
228 植松安 古事記全釋 廣文堂書店 東京 1911
229 飯田武 日本書紀通釋 內外書籍會社 1925
230 飯田武 日本書紀通釋 內外書籍會社 1925
231 飯田武 日本書紀通釋 內外書籍會社 1925
232 飯田武 日本書紀通釋 內外書籍會社 1925
233 飯田武 日本書紀通釋 內外書籍會社 1925
234 植植一郎 古事記現代考 皇國青年教會 1925
235 田邊勝哉 日本書紀神代卷新釋 明世堂書店 東京 1925
236 熊田葦城 日本史蹟 著者 東京 1911
237 有賀長雄 大日本歷史 博文館 東京 1911
238 大森金五郎 大日本全史 富山房 東京 1911
239 大森金五郎 大日本全史 富山房 東京 1911
240 大森金五郎 大日本全史 富山房 東京 1911
241 新見吉松 武家政治 研究 1925
242 德富緒一郎 豐臣時代 民友社 東京 1911
243 德富緒一郎 豐臣時代 民友社 東京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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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德富緒一郎 豐臣時代 民友社 東京 1911
245 德富緒一郎 豐臣時代 民友社 東京 1911
246 德富緒一郎 豐臣時代 民友社 東京 1911
247 德富緒一郎 家康時代 民友社 東京 1911
248 吉田柬伍 新編日本讀史地圖 富山房 東京 1911
249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0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1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2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3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4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5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6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7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8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59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0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1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2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3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4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5 經濟雜誌社 國史大系 該社 東京 1911
266 早反一郎 日本地史 研究 內田老鶴圃 東京 1911
267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68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69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0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1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2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3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4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5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6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7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8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79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80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81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82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83 德川光國 大日本史索引 大日本雄辯會 東京 1925

284
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
所

讀史備要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1925

285 加藤玄智 日本文化史論纂 中文館 東京 1925
286 中岡清一 大塔宮之吉野城 吉野叢書刊行會 東京 1925
287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88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89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0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1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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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3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4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5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6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7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8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299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300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301 中山泰昌 明治編年史 財政經濟學會 東京 1925
302 八木國治 國史大辭典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25
303 八木國治 國史大辭典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25
304 八木國治 國史大辭典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25
305 八木國治 國史大辭典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25
306 八木國治 國史大辭典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25
307 八木國治 國史大辭典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25
308 黑板勝美 國史能研究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309 大森金五郎 現代日本史 富山房 東京 1925
310 大森金五郎 最新日本歷史年表 富山房 東京 1925
311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國史資料集 該所 東京 1925

312
富山房國史辭典編纂
部

國史辭典 富山房 東京 1925

313 村林孫四郎 古事記辭典 錦正社 東京 1925
314 高橋建自 日本歷史圖錄 不明 東京 1911
315 高橋建自 日本歷史圖錄 不明 東京 1911
316 後藤守一 日本歷史考古學 四海書房 東京 1925
317 原房助 台灣大年表 台灣經世新 報社 1925
318 青柳網太郎 新朝鮮 新聞社 京城 1911
319 台灣時事報社 滿蒙地理風俗寫真大觀 該社 台北市 1925
320 村上玉吉 南部台灣史 州共榮會 台南 1925
321 大園市藏 台灣始政四十年史 日本植民地批判社 台北 1935
322 中曾根武多 台灣    台灣    藝行所 1911
323 大塚清賢 躍進台灣大觀(續) 中外每日新 聞社 1925
324 武內貞義 台灣 出版不明 東京 1925
325        歐洲諸國發達史 房山房 東京 1911
326 西洋史研究會 西洋史研究 生活社 東京 1925
327 松本順 人事興信錄 人事興信所 東京 1925
328 佐野惠作 皇室 御紋章 三省堂 東京 1925
329 松本純郎 山鹿素行光生 至文堂 東京 1925
330 前田恆治 山鹿素行   誕生 培風館 東京 1925
331 熊本縣教育會 名僧鐵眼 該會 熊本 1925
332 田中朝吉 原敬全集 朝風社 東京 1925
333 田中朝吉 原敬全集 朝風社 東京 1925
334 治田賴輔 日本紋章學 明治書院 東京 1911

335 京都府 先賢遺芳 京都府文化
團體聯合
會

1925

336 尼子止 濱口雄幸 寶文館 東京 1925
337 黑川真賴 纂輯御系圖刊會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38 黑川真賴 纂輯御系圖刊會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39 黑川真賴 皇位繼承篇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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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黑川真賴 皇位繼承篇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41 黑川真賴 皇位繼承篇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42 黑川真賴 皇位繼承篇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43 黑川真賴 皇位繼承篇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44 黑川真賴 皇位繼承篇 纂輯御系圖刊會 1925
345 臺灣教育會編 北台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 臺灣教育會 1937
346 藤崎濟之助 台灣史 樺山大將 國史刊行會 1926
347 高橋重治 青淵圖顏錄(上) 青淵回顧錄刊行會 1925
348 高橋重治 青淵圖顏錄(下) 青淵回顧錄 刊行會 1925
349 小森德治 明石元二郎 台灣日新報社 1925
350 小森德治 明石元二郎 台灣日新報社 1925
351 宿利重一 兒玉源太郎傳 對胸舍 東京 1925
352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3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4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5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6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7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8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59 吉田東伍 大日本地名辭書 富山房 東京 1911
360 栗原寅治郎 改造世界地理精說 大同館書店 東京 1911
361 小林房太郎 世界地理精義 南光社 東京 1911
362 三村信男 地理學通論 大同館書店 東京 1925
363 三村信男 地理學通論 大同館書店 東京 1925
364 上野竹次郎 歷代皇宮 千代田會事 務所 1925
365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66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67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68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69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70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71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72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73 石橋五郎 日本地理大系 改造社 東京 1925
374 石橋五郎 日本地理大系 改造社 東京 1925
375 石橋五郎 日本地理大系 改造社 東京 1925
376 石橋五郎 日本地理大系 改造社 東京 1925
377 飯本信之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新光社 東京 1925
378 佐沐清治 圖說日本地理 賢文館 東京 1925
379 佐沐清治 圖說日本地理 賢文館 東京 1925
380 佐沐清治 圖說日本地理 賢文館 東京 1925
381 佐沐青治 日本地誌 賢文館 東京 1925
382 石田龍次郎 世界地理 河出書房 東京 1925
383 小林房太郎 世界地名大辭典 南光社 東京 1925
384 小林房太郎 世界地名大辭典 南光社 東京 1925
385 澤田欠雄 日本地名大辭典 日本書房 1925
386 澤田欠雄 日本地名大辭典 日本書房 1925
387 澤田欠雄 日本地名大辭典 日本書房 1925
388 澤田欠雄 日本地名大辭典 日本書房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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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澤田欠雄 日本地名大辭典 日本書房 1925
390 澤田欠雄 日本地名大辭典 日本書房 1925
391 佐藤義亮 世界現狀大觀 新潮社 東京 1925
392 社會思想社 社會科學大辭典 山本三生 東京 1925
393 入江俊郎 自治政策 雄風館 東京 1925
394 蠟山政道 公民政治論 雄風館 東京 1925
395 高橋清吾 憲法政治 雄風館 東京 1925
396 小島憲一郎 現代大日本政治史 帝國教育硏究會 1928
397 小島憲一郎 現代大日本政治史 帝國教育硏究會 1928
398 小島憲一郎 現代大日本政治史 帝國教育硏究會 1928
399 和田英松 修訂官職要解 明治書院 東京 1911
400 濊谷平四郎 產業組合指針 產業組合同志會 1925
401 濊谷平四郎 產業組合指針 產業組合同志會 1925
402 史學會 東西交涉史論 富山房 東京 1925
403 佐野暹 街庄執務指針 撰者 台南 1925
404 小林雄吉 立憲政友會史 立憲政友會 東京 1911
405 小林雄吉 立憲政友會史 立憲政友會 東京 1911
406 小林雄吉 立憲政友會史 立憲政友會 東京 1911
407 小林雄吉 立憲政友會史 立憲政友會 東京 1911
408 田川大吉郎 普選 話 日本評論社 東京 1911
411 有光次郎 戶籍制度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2 有光次郎 農村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3 有光次郎 社會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4 有光次郎 財務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5 有光次郎 自治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6 有光次郎 地方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7 有光次郎 都市計畫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8 有光次郎 教育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19 有光次郎 選舉制度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20 有光次郎 警察行政衛生行政 常磐書房 東京 1925
421 廣濱嘉雄 法律綱要 雄風館 東京 1925
422 金子堅太郎 憲法制定 歐米人 評論 日本青年館 東京 1925
423 三浦周行 法制史 研究 岩波書店 東京 1911
424 上田保 趣味 法律 趣味 法律普及會 1930
425 古川傳吉 台灣戶籍關係法規輯覽 台發月報發 行所 1925
426 穗積重遠 民法總論 有斐閣 東京 1911
427 穗積重遠 民法總論 有斐閣 東京 1911
428 美濃部達吉 日本憲法 有斐閣 東京 1911
429 通貝詮 新恩給法釋義 良書普及會 東京 1911
430 肥沼淺五郎 國際經濟統計表 內外經濟調 查會 1925
431 富田芳郎 經濟地理學原論 古今書院 東京 1925
432 朝日新聞社 日本經濟統計總觀 朝日新聞社 大阪 1925
433 內外經濟調查會 拓殖總覽 該會 東京 1930
434 林進發 台灣經濟果  展望 眾公論社 東京 1925
435 伊藤敬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25
436 伊藤敬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25
437 伊藤敬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25
438 伊藤敬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25
439 伊藤敬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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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河田嗣郎 經濟學原論 日本評論社 東京 1925
441 南亮三郎 經濟學 基礎的諸問題 寶文館 東京 1925
442 豬谷善一 經濟學的相對性 同文館 東京 1925
443 竹越與三郎 日本經濟史(1) 平凡社 1911
444 竹越與三郎 日本經濟史 平凡社 1911
445 竹越與三郎 日本經濟史 平凡社 1911
446 竹越與三郎 日本經濟史 平凡社 1911
447 竹越與三郎 日本經濟史(5) 平凡社 1911
448 竹越與三郎 日本經濟史(6) 平凡社 1911
449 上方成美 我 國民經濟 財政 日本評論社 東京 1911
450 阿倍浩 經濟思想十二講 新潮社 東京 1911

451 杉浦和作 台灣會社銀瞈
台灣會社銀行錄發行
所

1911

452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鑑 該會 東京 1925
453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報 該會 東京 1925
454 太田正孝 日本財政論 雄風館 東京 1925
455 內務大臣房文書課 國勢一班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925
456 夫野恆太 日本國勢圖會 國勢社 東京 1925
457 森數樹 統計學概論 岩松堂 東京 1911
458 內務大臣官房文書課 國勢一班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925
459 內務大臣官房文書課 國勢一班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925
461 永井亨 社會問題 雄風館 東京 1925
462 高山岩男 文化類型研究 文堂書房 東京 1925
463 近代學術研究會 各科教授大集成 中興館 東京 1911
464 近代學術研究會 各科教授大集成 中興館 東京 1911
465 藤原喜代藏 近代教育學大集成 中興館書店 東京 1911
466 參反國芳 修身教授 實際 集成社 東京 1911
467 近藤彌壽大 學習經濟論 文教書院 東京 1911
468 大漱基太郎 歐洲教育史 成美堂 東京 1911
469 大瀨基太郎 教育心理學 廣文堂 東京 1911
470 大瀨基太郎 續歐洲教育史 廣文堂 東京 1911
471 山田孝雄  教育勒語及戊申昭書解義 宝文堂 1909

472 相島魯三郎 祝祭日及 國民記念日講話資料 明治圖書會社 1911

473 國篤郎 公民教育講話 寶文館 東京 1911
474 吉野秀公 台灣教育史 著者 台北 1925
475 千葉命吉 教育現象學 南光社 東京 1925
476 國民新聞 教育改造論 啟成社 東京 1925
477 關寬之 兒童宗教教育 東洋圖書會社 東京 1925
478 千葉敬止 公民科精義 教育研究会 東京 1929
479 千葉敬止 公民科精義 教育研究会 東京 1929
480 千葉敬止 公民科精義 教育研究会 東京 1929
481 原房孝 道德教育新論 培風館 東京 1925
482 武政太郎 個性調查法 培風館 東京 1925
483 野田義夫 修身及公民教育原論 教育研究会 東京 1932
484 關原吉雄 學校學級實踐訓育法 賢文館 東京 1925
485 川口勇 最新文部省親察復命書全輯 玄文社 東京 1925
486 立川昭二 日本教育學 諸問題 成美堂 東京 1925
487 阿部重孝 新興日本 教育 日本青年館 東京 1925
488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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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0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1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2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3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4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5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6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7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8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499 教育史編纂會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龍吟社 東京 1925
500 大山惠佐 國民學校令釋義 富山房 東京 1925
501 大阪每日新聞社 學問 新體制 日黑書店 東京 1925
502 櫻井役 中學教育史稿 受驗研究社 東京 1925

503 藤原書代藏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
人學院人物史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42

504 藤原書代藏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
人學院人物史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42

505 藤原書代藏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
人學院人物史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42

506 藤原書代藏
明治、大正、昭和教育思想
人學院人物史

東亞政經社 東京 1942

507 宇野哲人 藩學史談 文松堂 東京 1925
508 大日本出版會 入學考查 精神 心構 該社 東京 1925

509
滋賀縣立八日本中學
校

中等學校各科教授 理論 實際 文泉堂 東京 1925

510 千葉春雄 實力養成讀法指導 厚生詞 東京 1925
511 山口正明 紙芝居 話方教育 未廣公學校 台南 1925
512 對馬敬吾郎 新地理教授 動向 經營 友生書院 東京 1925
513 台灣教育會 台灣教育沿革誌 該會 台北 1925
514 北豐吉 學校衛生概論 右文館 東京 1911
515 浦島登 最新理科精義 台灣予供世界社 1925
516 浦島登 最新理科精義 台灣予供世界社 1925
517 浦島登 最新理科精義 台灣予供世界社 1925
518 水禾梢 算術新教授法 教育研究會 東京 1925
519 鍋島信太郎 數學教育各論 建文館 東京 1925
520 鍋島信太郎 數學教育各論 建文館 東京 1925
521 鍋島信太郎 數學教育各論 建文館 東京 1925
522 鍋島信太郎 數學教育各論 建文館 東京 1925
523 鍋島信太郎 數學教育各論 建文館 東京 1925
524 千葉敬止 生     公民科學教授 三元堂 東京 1925

525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26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27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28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29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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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31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32 戶田貞三
新制公民科教材及教授法講
座

中文館書店 東京 1939

533 東京行政學會 文部省例規總覽 玄文社 東京 1925
534 東京行政學會 文部省例規總覽 玄文社 東京 1925
535 篠原助市 教育辭典 1911
536 文部省 公民教育資料集成 帝國公民教育協會 1925
537 大部省 公民教育大系 帝國公民教育協會 1925
538 千葉敬止 生     公民科教授 三元堂 東京 1925
539 國民訓育聯盟會 教育革新方案 第一 東京 1925
540 寺田文市 國民學校 理解 實踐 明治圖書 東京 1925
541 由良哲次 國民學校 本質 明治 東京 1925
542 阪本一郎 國民學校教則解說 明治圖書株式會社 1925

543 豐川喜六 比體重比胸圍比坐高模範早見表 東都書藉會社 1925

544 關口泰 時局 青年教育 岩松堂 東京 1925
545 己竹岩造 日本教育學 樞軸 目黑書店 東京 1925
546 岡田道一 學校衛生 急救法 明治圖書會社 1925
547 關原吉雄 私 理科教育 明治圖書 東京 1925
548 海後宗臣 學校環境 整備 改善 明治圖書 東京 1925
549 春日賢一 現代國民禮法 目黑書店 東京 1925
550 國學院大者 日本趣味十種 文教書院 東京 1911
551 甫守謹吾 間臺北作法間違 易作法 啟文社 東京 1925
552 安田德太郎 大自然科學史 三省堂 東京 1925
553 安田德太郎 大自然科學史 三省堂 東京 1925
554 安田德太郎 大自然科學史 三省堂 東京 1925
555 安田德太郎 大自然科學史 三省堂 東京 1925
556 安田德太郎 大自然科學史 三省堂 東京 1925
557 安田德太郎 大自然科學史 三省堂 東京 1925
558 東京天文台 理科年表 丸善會社 東京 1925
559 林鶴一 數學作圖不能問題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560 長澤魯之助 解析立體幾何 共立社 東京 1925
561 林博士 和算術研究 開成館 東京 1925
562 林博士 和算術研究 開成館 東京 1925
563 松本敏三 函數   表現 富山房 東京 1925
564 竹內端三 整數論 共立社 東京 1911
565 東京三學研究會 實用圖解數量算出公式 鐵道圖書局 東京 1925
566 島本一男 支那數學史 生活社 東京 1925
567 藤原松三 代數學 內田老鶴圃 東京 1925
568 藤原松三 代數學 內田老鶴圃 東京 1925
569 中邑幾太 數學教授 心理的研究 中文館 東京 1935
570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1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2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3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4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5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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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7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8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79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80 田中寬一 數學教育 建文館 東京 1936
581 米山國藏 初等教學 建文館 東京 1925
582 高須鶴三郎 高等立體幾何學 袁華堂 東京 1925
583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84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85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86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87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88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89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0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1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2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3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4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5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6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7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8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599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600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601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602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603 共立出版會社 基礎數學講座 該社 東京 1925
604 富山興太郎     式數學整理3 月 數研 東京 1925
605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06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07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08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09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0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1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12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3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4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5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6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7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8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19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20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21 穗刈四三二 數學演習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622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23 過正次 函數論 朝倉書店 東京 1925
624 過正次 函數論 朝倉書店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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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26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27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28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29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0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1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2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3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34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5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6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7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8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39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40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41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42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43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44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45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46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47 橋本純次     式幾何 數研 東京 1925
648 橋本純次     式幾何 數研 東京 1925
649 橋本純次     式幾何 數研 東京 1925
650 橋本純次     式數學 數研 東京 1925
651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52 橋本純次     式數學 數研 東京 1925
653 橋本純次     式數學 數研 東京 1925
654 橋本純次     數學 數研 東京 1925
655 富山興太郎     式幾何整理3 月 數研 東京 1925
656 片野善一郎 教師    數學史 明治圖書 東京 1925
657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58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59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60 吉田洋一 新數學    培風館 東京 1925
661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2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3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4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5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6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7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8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69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70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1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2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3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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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5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6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7 穗刈四三二 高校數學研究選書 共立 東京 1925
678 岩切晴二 數學Ⅰ精義(代數編) 培風館 東京 1925
679 岩切晴二 數學Ⅰ精義(幾何編) 培風館 東京 1925
680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81 岩切晴二 數學Ⅱ精義 培風館 東京 1925
682 岩切晴二 數學Ⅲ精義 培風館 東京 1925
683 岩切晴二 三角法精義 培風館 東京 1925
684 岩切晴二 高校生 幾何初步 培風館 東京 1925
685 橋本純次     式數學 數研 東京 1925
686 橋本純次     式數學 數研 東京 1925
687 橋本純次     式幾何 數研 東京 1925
688 橋本純次     式代數 數研 東京 1925
689 富山興太郎     式代數整理3 月 數研 東京 1925
690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91 富山興太郎     式幾何整理3 月 數研 東京 1925
697 齊藤利彌 微分方程式 廣川書店 東京 1925
698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699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0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1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2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3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4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5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6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7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8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09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10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11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12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13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14 布川正已 數學 評論社 東京 1925
715 竹內時男 書換     物理學 內田老鶴圃 東京 1911
716 森總之助 物理學 積喜館 大阪 1911
717 森總之助 物理學 積喜館 大阪 1911
718 森總之助 物理學 積喜館 大阪 1911
719 森總之助 物理學 積喜館 大阪 1911
720 森總之助 力學 丸善會社 東京 1911
721 若桑光雄 高校 物理 培風館 東京 1925
722 東京大學 物理問題300選 共立 東京 1925
723 金原壽郎 物理 研究 旺文社 東京 1911
724 中谷宇吉郎 物理問題解法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25
725 中谷宇吉郎 物理問題解法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25
726 小出昭一郎 物理演習1200題 山田書院 東京 1925
727 關根幸四郎 物理實驗法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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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芝魯吉 物理 基礎 旺文社 東京 1925
729 清水光治 物理 徹底整理 數研 東京 1925
730 簡井俊正 物理計算問題 徹底的研究 共立 東京 1925
731 旺文社 物理 要點 該社 東京 1925
732 原島鮮 物理 裳華房 東京 1925
733 久保田廣 基礎實驗物理學 商工 東京 1925
734 一瀨正已 高等物理學問題選講 培風館 東京 1925
735 吉本市 物理問題700選 培風館 東京 1925
736 久保田廣 基礎實驗物理學 商工 東京 1925

737 大須賀康宏
理科機器構造操作圖解大事
典

全國教育圖書會社 1925

738 鹽谷茂 PSSC物理實驗特集 共立 東京 1925
739 鹽谷茂 PSSC物理實驗特集 共立 東京 1925
740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1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2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3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4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5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6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7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8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49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0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11) 共立 東京 1925
751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2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3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4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5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6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7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8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59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60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61 小栗捨藏 物理化學講座 共立 東京 1925
762 算作新天 膠質化學 山海堂 東京 1929
763 久保田勉之助 化學實驗法 裳華房 東京 1925

764 科學 實驗編輯部
光生 生徒    化學實
驗

共立 東京 1925

765 緒方章 化學實驗操作法 南江堂 東京 1925
766 緒方章 化學實驗操作法 南江堂 東京 1925
767 緒方章 化學實驗操作法 南江堂 東京 1925
768 緒方章 化學實驗操作法 南江堂 東京 1925
769 緒方章 化學實驗操作法 南江堂 東京 1925
770 火田一夫 基礎有機化學實驗 丸善會社 東京 1925
771 日本分析化學會 分析化學便覽 丸善會社 東京 1925

772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73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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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75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76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77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78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79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80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81
化學大辭典編集委員
會

化學大辭典 共立 東京 1925

783 青山信雄 地球 物理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84 橫山又次郎 氣界地學講話 甲稻田大學 東京 1911
785 橫山又次郎 海洋學講話 甲稻田大學 東京 1911
786 地理教室 地理論叢 古今書院 東京 1925
787 藤本治義 地理學汎論 地人書館 東京 1925

788 岩崎重三
礦物岩石鑑定吹管分析及地
質表

內田老鶴園 東京 1911

789 中村新太郎 始生代及 原生代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0 加藤武夫 太平洋學術合議編輯雜記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1 南英一 人工礦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2 柴田秀賢 不透明礦物 光學的鏡檢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3 遠藤誠道 新生代 化石植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4 槙山次郎
魚類、兩棲類、爬虫類、鳥
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5 小林真一 奧陶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6 坪井忠二
測地學的方法    見出
   地殼 變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7 那須信治 地震計 依 地下探索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8 木下魯城 黑礦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799 坪井誠太郎
礦物及 岩石 光學的鏡檢
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0 江原真伍 日本三角貝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1 半澤正四郎 有孔虫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2 津屋弘達
周口店洞窟 最近發現
Sinanthropus 就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4 杉健一 接觸變成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5 吉村豐文 結晶接影圖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6 早玻一郎 古生物學序論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7 本間不二男 構造地質學 火成岩體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8 坪井誠太郎
     研究地球物理學
實驗 岩石學上 業績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09 大村一藏 石油地質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0 山口鐮次 火山噴出物概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1 大塚彌之助 第四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2 石本已四雄 地震現象  地殼變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3 坪井幸六 本邦 硫黃及 燐礦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4 松原厚 地球化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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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渡邊萬次郎 金屬礦物上其產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6 石原富松
閃亞鉛礦及 類似礦物 熔
燒的性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7 福池信也 本邦諸礦山 礦物產出狀態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8 渡邊貫
開通  清水隧道 地質問
題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19 上治寅次郎 地質圖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0 遠藤隆次      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1 山根新次 支那地史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2 大石三郎 中世代 植物化石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3 小川琢治
經緯鏡台 依 長石 識別
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4 遠藤隆於
北米合眾國      學
會 於  地質學部 近況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5 柴田雄次
配位說  見  珪酸鹽礦
物 化學式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6 大谷壽雄 地質圖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7 半澤正四郎 馬來及 比律賓群島 地史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8 中尾清藏
所謂關東    機械的並
  礦物學的研究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29 神津淑祐
驚   圓錐狀形岩床 環
狀岩脈 發見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0 本間不二男 構造地質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1 伊藤貞布 結晶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2 加藤武夫 礦床學總論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3 半澤正四郎
紡錘虫科有孔虫 分類 就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4 加藤武夫 動力地質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5 磯部甫 酸性自土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6 植村癸已男
土壓論  見 關西線龜
瀨隧道附近地   考察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7 早反一郎      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8 木村健二郎 含稀有光素礦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39 高橋純一 水或岩序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0 八木次男 海綠石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1 坪井忠二
地球物理學的 見 東北日
 西南日本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2 木真山次郎 新第三系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3 伊藤貞市 結晶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4 南英一 礦物及 岩石 化學分析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5 宮部直已 山崩 關  文獻抄錄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6 阿部謙夫 水文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7 杉山敏郎 腔腸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8 門倉三能 結晶計算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49 鶴見志津夫 本溪湖碳 熱的性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0 今村明恆
地震波   地球內部 打
玲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1 加藤武夫 動力地質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2 德米 腹足類及 瓣鰓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3 神津俶祐 礦物 X射線現象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4 上四潤一
北海道駒 岳火山 大爆發
後 基盤 水準變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5 新帶國太郎      礦床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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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平林武 礦床分類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7 神津俶祐 造石礦物論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8 松山基範
重力偏差計   地下探索
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59 德永重康 哺乳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0 清水三郎 頭足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1 大石三郎    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2 松下進 地史學總論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3 田山利三郎 珊瑚礁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4 青木廉二郎
大陸移動說 對  地質學
者及地理學者 見解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5 德田貞一 日本地體構造序論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6 渡瀨正三郎 白全礦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7 長尾巧 古第三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8 早反一郎 腕足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69 遠藤隆次 節足動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0 山田賀一 金屬礦物 選礦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1 早反一郎 木邦產化石腕足類文獻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2 小川琢治 地質史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3 小川琢治 地質史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4 山田光雄 結晶物理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5 津屋弘逵 本邦火山 構造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6 田中館秀三 日本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7 加藤武夫 萬國地質學會議編輯雜記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8 福富忠男 地下水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79 早反一郎 石炭紀二疊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0 德永重康 三疊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1 富田達     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2 杉建一 日本變成岩總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3 杉山敏郎 白堊紀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4 青木省三 棘皮動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5 今野圖藏 古生代 植物化石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6 伊藤貞市 結晶學(三)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7 石島涉 石烏藻類編輯雜記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8 松村瞭 化石人類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89 加藤武夫 動力地質學(二)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90 本間不二男 構造地質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91 松原厚
教種 硫化礦物及 酸化礦
物 化學的性質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92 松原厚 電氣的地下探查法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93 岡田武松 氣象學講話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894 小岩井兼輝 結晶圖譜 振興館 東京 1911
895 松山亮藏 生物界 智囊 中興館 東京 1911
896 松山亮藏 生物界 智囊 中興館 東京 1911
897 野原茂六 遺傳 實驗上品種 改良 明文堂 東京 1919
898 中澤毅一 動物 比較   人間 岩波書店 東京 1911
899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0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1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2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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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4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5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6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7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8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09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0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1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2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3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4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5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6 藤井健次郎 生物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17      自然異 於  人間 地位 改造社 東京 1925
918 大阪教育圖書編集部 生物演習 研究 教育圖書 大阪 1925
919 小野記彥 生物 傾向 對策 旺文社 東京 1925
920 紋纈理一郎 教育生物學 養賢堂 東京 1925
921 三好學 人生植物學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922 白井光太郎 植物病理學 嵩山房 東京 1911
923 永井威三郎 植物 遺傳 變異 隆文館 東京 1911
924 伊藤武夫 續台灣植物圖說 台灣植物圖說發行 1925
925 村越三千男 圖說植物辭典 中文館 東京 1925
926 濱健夫 植物形態學 中文館 東京 1925
927 岡崎常太郎 通俗直翅類圖說 松邑三松堂 東京 1911
928 岡崎常太郎 通俗蝶類圖說 松邑三松堂 東京 1911
929 丸毛信滕 實用昆蟲學 古今書院 東京 1925
930 川村多實二 日本淡水生物學 裳華房 東京 1911
931 岡田彌一郎 日本漁類圖說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2 岡田彌一郎 日本漁類檢索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3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4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5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6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7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8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39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0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1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2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3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4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5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6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7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8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49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0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1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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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3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4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5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6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7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8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59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39
960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1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2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3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4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5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6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7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8 岩田正俊 日本動物分類 三省堂 東京 1925
969 內務省 兒童 衛生 同文館 東京 1911
970 糸左近 生理 病理 金剌芳流堂 東京 1911
971 糸左近 生理 病理 金剌芳流堂 東京 1911
972 糸左近 生理 病理 金剌芳流堂 東京 1911
973 糸左近 生理 病理 金剌芳流堂 東京 1911
974 額田豐 病弱 轉  健康 艸文堂 東京 1911
975 田中祐吉 間違     衛生 大阪屋書店 東京 1911
976 井上金輔 生理衛生教授 理論及實際 大同館 東京 1911
977 三田谷 教授衛生 同文館 東京 1911
978 田中祐吉 間造     治療 大阪屋書店 東京 1911
979 近森善一郎 蠅 蚊 蚤 東北農業研 究所 1911
980 厚生省藥務局 日本藥局方 廣川書店 東京 1925
981 秋原安治 工業概論 雄風館 東京 1925
982 川田正鑑 工業立地變動論 中興] 東京 1925
983 伊原教之助 粘工 岩波書店 東京 1931
984 渡邊貫 土木地質學 岩波書店 東京 1932
985 藤原金太郎 國民    讀本 山海堂 東京 1942
986 竹本篁處 台灣炭業論 編者 台北 1911
987 高橋純一 石油礦床 成因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88 可野信一 樺太 礦業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89 福田連 砂鐵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90 渡邊萬次郎 接觸礦床論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991 阿部良之助 碳液化工業 諸問題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25
992 日本評論社 金 銀 該社 東京 1925
993 錦織清治 持殊鋼      1925
994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995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996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997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998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999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1000 酒見恆太郎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 誠文堂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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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神津俶祐 窯業原料礦物 岩波書店 東京 1925
1002 台灣釀造研究會 釀造便覽 該會 台北 1925
1003 石山皆男 人絹       1925
1004 木村增太郎 中小商工業 將來 日本青年館 東京 1936
1005 國產調查協會 國產總覽 該會 東京 1925
1006 佐久英彥 台灣產業評論 撰者 台北 1911
1007 那須皓 新農村 基調 日本青年館 東京 1937
1008 川島祿郎 肥料學 西 原刊行會 1925
1009 富堅常治 實驗果樹園藝 裳華堂 東京 1921
1010 富堅常治 實驗果樹園藝 裳華堂 東京 1921
1011 富堅常治 實驗果樹園藝 裳華堂 東京 1921
1012 武四德七郎 實用特用作物 明文堂 東京 1925
1013 芹澤立 台灣蔬菜園藝要覽 第一教育社 台北 1935
1014 工藤祐舜 日本有用樹木分類學 丸善會社 東京 1922
1015 佐藤弘 產業貿易 雄風館 東京 1925
1016 西魯正夫 重要商品地理學 古今書院 東京 1925
1017 今泉國太郎 會計法述義 大雄閣 東京 1925
1018 古尺恆敏 圖案事典 文海堂 東京 1925
1019 島田重義 最新家具談計圖集 三共 東京 1925
1020 主婦 友 室內     家具 編者 東京 1925
1021 武藤重典      世界 造形社 東京 1925
1022 出口林次郎 世界體育史 文書堂 東京 1927
1023 內務省 運動競技全書 朝日新聞社 大阪 1911
1024 體育研究所 學校體操解說 日本體育聯盟 1925
1025 筧克彥 日本體操 春陽堂 東京 1925
1026 紙上技術   陸上競技 世界書院 東京 1925
1027 淺川正一 陸上競技 指導 雄山閣 東京 1925

1028 金子藤吉
           


逍遙書院 東京 1911

1029 小池禮三 水泳 旺文社 東京 1925
1030 東次石衛門      施設 用具 旺文社 東京 1925
1031 吉岡隆德 短距離走法 新技術 不昧堂 東京 1925
1032 末利博 體育心理學 逍遙書院 東京 1925
1033 末利博 體育心理學 逍遙書院 東京 1925
1034 小川正太郎 軟式野球 旺文社 東京 1925
1035 高津春繁 比較言語學 河出書房 東京 1943
1036 五十嵐力 縮刷新文章講話 早稻田大學 東京 1911
1037 佐久間鼎 日本音聲學 京文社 東京 1925
1038 松下大三郎 標準日本口語法 中文館 東京 1925
1039 大島正健 國語 語根匹   分類 第一書房 東京 1925
1040 反井衡平 古文學 詩味 文書堂 東京 1925
1041 金子彥次郎 新文話 文 教育 明治圖書會社 1925
1042 高橋龍雄 國語音調論 中文館 東京 1925
1043 日下部重太郎 現代國語精說 中文館 東京 1925
1044 河津啟太郎 發音式假名遣    文法 三元堂 東京 1925
1045 金子彥二郎 新時代 主   國語教授 三元堂 東京 1925
1046 保科孝一 新體國語學文 賢文館 東京 1934

1047 山田孝雄
漢文 訓讀  傳   語
法

寶大館 東京 1911

1048 金子彥二郎     國語教育 三元堂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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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 保科孝一 國語 日本精神 實業之日本社 1936
1050 岡本千萬太郎 國語觀 白永社 東京 1925
1051 寺川喜四男 台灣 於  國語音韻論 台灣學芄社 台北 1925
1052 淺野信 日本文法辭典 八弘書店 東京 1925
1053 日本語 世界化 1925
1054 菊澤秀生 國語 國民性 修文館 東京 1925
1055 大西雅雄 朗讀學 修文館 東京 1925
1056 飛田隆 言語形象學 修文館 東京 1940
1057 石黑修 日本語 問題 修文館 東京 1940
1058 木技增一 國語 道 出來島書店 大阪 1942
1059 湯澤幸四郎 國語史概說 八木書店 東京 1943
1060 福井久藏 國語學史 厚生閣 東京 1925
1061 金澤壓三郎 辭林 三省堂 東京 1911
1062 森下松衛 作文辭典 明治書院 東京 1911
1063 落合直文 言泉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1064 上田萬年 國語辭典 富山房 東京 1911
1065 落合直文 言泉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1066 落合直文 言泉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1067 落合直文 言泉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1068 井上賴國 難訓辭典 啟成社 東京 1925
1069 大規文彥 言海 六合館 東京 1925
1070 大規文彥 言海 六合館 東京 1925
1071 上田萬年 國語辭典 金港堂 東京 1911
1072 上田萬年 國語辭典 金港堂 東京 1911
1073 落合直文 言泉 大倉書店 東京 1911
1074 西協玉峰 漢文 解 方 敬文館 東京 1911
1075 山田孝雄 日本文法講義 寶文館 東京 1911
1076 山田孝雄 日本口語法講義 寶文館 東京 1911
1077 宮田幸一 教壇 英文法 1925
1078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79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0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1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2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3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4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5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6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7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8 大塚高信 現代英文法講座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89 青木常雄 中學生 英語 培風館 東京 1925
1090 小野圭次郎 英語 熟語研究法 小野圭出版社 1925
1091 井上義昌 英語類語辭典 開拓社 東京 1925
1092 入江祝衛 英作文辭典 有朋堂 東京 1925
1093 大塚高信 新英文法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25
1094 福原麟太郎 英語教育事典 研究社 東京 1925
1095 大塚高信 英語慣用法辭典 三省堂 東京 1925
1096 野村八良 國學全史 閱書院 東京 1925
1097 池邊義象 源平盛衰記 博文館 東京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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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池邊義象 源平盛衰記 博文館 東京 1911
1099 池邊義象 宇津保物語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0 池邊義象 宇津保物語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1 池邊義象 今昔物語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2 池邊義象 今昔物語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3 池邊義象 蜻蛤日記更科日記  他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4 池邊義象 太平記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5 池邊義象 太平記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6 池邊義象 源氏物語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7 池邊義象 源氏物語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8 池邊義象 櫻花物語(上)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09 池邊義象 櫻花物語(下)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10 池邊義象 水鏡、大鏡、今鏡、增鏡 博文館 東京 1911
1111 五十嵐力 國歌 胎生及 發達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911
1112 昭憲皇太后 昭憲泉太后御集 文部省 東京 1911

1113 池邊義象
義經記、承久記、水條九代
記

博文館 東京 1925

1114 高須芳次郎 日本近世文學十二講 新潮社 東京 1911
1115 七理重惠 謠曲 元曲 積文館 東京 1926
1116 柿村里松 倭漢朗詠集考証 日黑書店 東京 1911
1117 尾崎久彌 西行上歌集新釋 修文館 東京 1924
1118 豐田八十代 萬葉集新釋 廣文堂 東京 1911
1119 武笠三 誹風柳樽二篇通釋 有朋堂 東京 1911

1120
朝比奈和泉文集刊行
會

朝比奈知泉文集 該會 東京 1925

1121 植木直一郎 日本古典研究 大朋堂 東京 1925
1122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3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4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5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6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7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8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29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0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1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2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3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4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5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6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7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8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39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40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41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42 國民圖書會社 近代日本文學大系 該會社 東京 1925
1143 竹木貫一 漢學者傳記集成 閱書院 東京 1925
1144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45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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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47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48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49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0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1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2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3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4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5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6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7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8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59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0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1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2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3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4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5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6 國民圖書會社 國歌大系 該會 東京 1925
1167 本美鐵三 明治大政天皇歌書解題 白帝書房 東京 1925
1168 金子元臣 古今和歌集評釋 明治書院 東京 1925
1169 上田萬年 近松語彙 富山房 東京 1930
1170 上田萬年 新古今和歌集詳解 明治書院 1933
1171 野口恆重 義注倭名類聚抄 曙社 東京 1925
1172 野口恆重 義注倭名類聚抄 曙社 東京 1925
1173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74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75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76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77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78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79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80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81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82 山本三生 排句講座 改造社 東京 1933
1183 窪田空穗 新古今和歌集評釋 東京堂 東京 1925
1184 正宗敦夫 萬葉集總索引 白水社 東京 1925
1185 正宗敦夫 萬葉集總索引 白水社 東京 1925
1186 池田魯鑑 古典文學論 第一書房 東京 1925
1187 小山左文二 模範漢文通解 辭書 東京 1911
1188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89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0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1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2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3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4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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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6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7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8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199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0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1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2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3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4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5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6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7 谷崎潤一郎 源氏物語 中央公論社 東京 1939
1208 宮崎建三 朝香久爾爾殿下奉迎記 太陽通信台灣支社 1925
1209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0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1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2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3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4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5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6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7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8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19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20 竹添進一郎 漢文大系 富山房 東京 1911
1221 國民文庫刊行會 國譯漢文大戰 該會 東京 1911
1222 國民文庫刊行會 國譯漢文大戰 該會 東京 1911
1223 國民文庫刊行會 國譯漢文大戰 該會 東京 1911
1224 國民文庫刊行會 國譯漢文大戰 該會 東京 1911
註：僅列出1895-1945年出版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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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年 出版者

1 增補文獻備考1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朝鮮研究會

2 增補文獻備考2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朝鮮研究會

3 增補文獻備考5 青柳綱太郎 1918年 朝鮮研究會

4 增補文獻備考6 青柳綱太郎 1918年 朝鮮研究會

5 增補文獻備考7 青柳綱太郎 1918年 朝鮮研究會

6 增補文獻備考8 青柳綱太郎 1918年 朝鮮研究會

7 增補文獻備考9 青柳綱太郎 1918年 朝鮮研究會

8 增補文獻備考10 青柳綱太郎 1918年 朝鮮研究會

9 圖書館教育 田中敬 1918年 同文館

10 明治的漢字 後藤朝太郎 1912年 寶文館

11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1卷 鶴田久作 1922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2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2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3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3卷 鶴田久作 1922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4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4卷 鶴田久作 1922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5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5卷 鶴田久作 1908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6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6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7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7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8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8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19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9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20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10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21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11卷 鶴田久作 1922年 神田印刷所

22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12卷 鶴田久作 1922年 神田印刷所

23 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15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24 漢文大系 服部宇之吉 1909年 冨山房

25 漢文典 兒島獻吉郎 1913年 冨山房

26 續漢文典 兒島獻吉郎 1914年 冨山房

27 漢文新釋上卷 久米印之彥 1915年 有朋堂

28 漢字の研究 安達常正 1911年 六合館

29 漢文の完成 星野書局編輯部 1940年 野星書局

30 漢字音の系統 後藤朝太郎 1911年 冨山房

31 漢學速成 三輪文次郎 1910年 郁文社

32 漢籍國字解全書 荒川信賢 1910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33 新辭典 藤村作 至文堂

34 高等漢文講義 九保得 1912年

35 和漢朗詠集新釋 江見清風 1913年 明治書院

36 和漢諷詠類選 渡邊殖 1911年 博文堂

37 古事類苑(官位部第一冊) 名村泰藏 1904年 神宮司廳

38 古事類苑(官位部第二冊 名村泰藏 1905年 神宮司廳

39 古事類苑(宗教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10年 神宮司廳

40 古事類苑(宗教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41 古事類苑(宗教部第三冊) 野村宗十郎 1912年 神宮司廳

42 古事類苑(宗教部第四冊) 野村宗十郎 1913年 神宮司廳

43 古事類苑(政治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09年 神宮司廳

44 古事類苑(政治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09年 神宮司廳

45 古事類苑(政治部第三冊) 野村宗十郎 1910年 神宮司廳

台南二中圖書館日文舊籍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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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古事類苑(法律部第一冊) 名村泰藏 1902年 神宮司廳

47 古事類苑(法律部第二冊) 名村泰藏 1902年 神宮司廳

48 古書類苑(神祇部第一冊) 名村泰藏 1897年 神宮司廳

49 古書類苑(神祇部第四冊) 名村泰藏 1912年 神宮司廳

50 古事類苑(文學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01年 神宮司廳

51 古事類苑(文學部第三冊) 野村宗十郎 1901年 神宮司廳

52 古事觀苑(封祿部) 野村宗十郎 1910年 神宮司廳

53 古事類苑(樂舞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09年 神宮司廳

54 古事類苑(樂舞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0年 神宮司廳

55 古事類苑(泉貨部) 名村泰藏 1899年 神宮司廳

56 古事類苑(禮式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0年 神宮司廳

57 古事類苑(服飾部) 野村宗十郎 1910年 神宮司廳

58 古事類苑(方技部) 野村宗十郎 1909年 神宮司廳

59 古事類苑(天部) 野村宗十郎 1908年 神宮司廳

60 古事類苑(遊戲部) 野村宗十郎 1908年 神宮司廳

61 古事類苑(地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12年 神宮司廳

62 古事類苑(地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2年 神宮司廳

63 古事類苑(地部第三冊) 野村宗十郎 1913年 神宮司廳

64 古書類苑(人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2年 神宮司廳

65 古書類苑(動物部)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66 古事類苑(植物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67 古事類苑(植物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68 古事類苑(部門目錄) 野村宗十郎 1914年 神宮司廳

69 古書類苑(兵事部) 名村泰藏 1911年 神宮司廳

70 古事類苑(器用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71 古事類苑(器用部第二冊)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72 古書類苑(姓名部) 名村泰藏 1902年 神宮司廳

73 古事類苑(居處部) 野村宗十郎 1912年 神宮司廳

74 古書類苑(帝王部) 名村泰藏 1902年 神宮司廳

75 古事類苑(產業部第二冊) 神宮司廳

76 續群書類從正續分類總目錄 太田藤四郎 1929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77 續群書類從第一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東京活版

78 續群書款從第三輯 西島政之 1903年 秀英社

79 續群書類從第四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80 續群書類從第五輯 市島謙吉 1909年 武木印刷所株式會社

81 續群書類從第六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82 續群書類從第七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83 續群書類從第九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7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84 續群書類從第十二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85 續群書類從第十三輯 市島謙吉 1909年 武木印刷所株式會社

86 續群書類從第十四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87 續群書類從第十六輯 市島謙吉 1909年 武木印刷株式會社

88 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3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89 續群書類從第20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3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90 續群書類從第21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3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91 續群書類從第21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4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92 續群書類從第22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4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3頁 台南二中日文舊籍書目

93 續群書類從第22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4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94 續群書類從第23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3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95 續群書類從第23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6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96 續群書類從第24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5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97 續群書類從第24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5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98 續群書類從第25輯上 太田藤四郎 1269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99 續群書類從第25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4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0 續群書類從第26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5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1 續群書類從第27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5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2 續群書類從第27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6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3 續群書類從第28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7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4 續群書類從第29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5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5 續群書類從第29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6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6 續群書類從第30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5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7 續群書類從第30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8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108 續群書類從第31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7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09 續群書類從第31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6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10 續群書類從第32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6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11 續群書類從第32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7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12 續群書類從第33輯上 太田藤四郎 1927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13 續群書類從第33輯下 太田藤四郎 1928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14 續群書類從補遺一 太田藤四郎 1928年 纜群書款從完成會

115 續群書類從補遺二 太田藤四郎 1928年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16 新群書類從第一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東京活版

117 新群書類從第二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東京活版

118 新群書類從第三輯 市島謙吉 1908年 武木印刷株式會社

119 新群書類從第四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20 新群書類從第五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21 新群書類從第六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22 新群書類從第七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東京活版

123 新群書類從第八輯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24 新群書類從第九輯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25 新群書類從第十輯 市島謙吉 1908年 武木印刷株式會社

126 大辭典 (第一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27 大辭典 (第二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28 大辭典 (第三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29 大辭典 (第四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0 大辭典 (第五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1 大辭典 (第七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2 大辭典 (第八卷) 下中彌三郎 1937年 平凡社

133 大辭典 (第九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4 大辭典 (第十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5 大辭典 (第十一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6 大辭典 (第十二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7 大辭典 (第十三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8 大辭典 (第十四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39 大辭典 (第十五卷) 下中彌三郎 1935年 平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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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大辭典(第十六卷) 下中彌三郎 平凡社

141 大辭典 (第十七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2 大辭典 (第二十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3 大辭典 (第二十一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4 大辭典 (第二十二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5 大辭典 (第二十三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6 大辭典 (第二十四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7 大辭典 (第二十五卷) 下中彌三郎 1936年 平凡社

148 大百科事典 第1卷 下中彌三郎 1931年 平凡社

149 大百科事典 第3卷 下中彌三郎 1931年 平凡社

150 大百科事典 第4卷 下中彌三郎 1932年 平凡社

151 大百科事典 第6卷 下中彌三郎 1932年 平凡社

152 大百科事典 第7卷 下中彌三郎 1932年 平凡社

153 大百科事典 第8卷 下中彌三郎 1932年 平凡社

154 大百科事典 第10卷 下中彌三郎 1933年 平凡社

155 大百科事典 第12卷 下中彌三郎 1933年 平凡社

156 大百科事典 第13卷 下中彌三郎 1933年 平凡社

157 大百科事典 第14卷 下中彌三郎 1933年 平凡社

158 大百科事典 第15卷 下中彌三郎 1933年 平凡社

159 大百科事典 第16卷 下中彌三郎 1933年 平凡社

160 大百科事典 第20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61 大百科事典 第21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62 大百科事典 第24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63 大百科事典 第25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64 大百科事典 第26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65 大百科事典 第27卷 下中彌三郎 1934年 平凡社

166 大百科事典 第28卷 下中彌三郎 1935年 平凡社

167 大百科事典 新補 下中彌三郎 1939年 平凡社

168 日本百科大辭典(第二卷) 齋藤精輔 1918年 三省堂印刷部

169 日本百科大辭典(第六卷) 齋藤精輔 1918年 三省堂印刷部

170 日本百科大辭典(第九卷) 齋藤精輔 1918年 三省堂印刷部

171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3卷 吉澤義則 1924年 王朝文書叢書刊行會

172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5卷 吉澤義澤 19年 王朝文書叢書刊行會

173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6卷 吉澤文雄 1925年 王朝文書叢書刊行會

174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7卷 吉澤義則 1917年 王朝文書叢書刊行會

175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8卷 吉澤義則 1925年 王朝文書叢書刊行會

176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9卷 吉澤義則 1869年 王朝文學叢書刊行會

177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11卷 吉澤義則 1869年 王朝文學叢書刊行會

178 全譯王朝文學叢書第12卷 吉澤義則 1927年 王朝文書叢書刊行會

179 義經傳 黑板勝美 1914年 博文堂

180 七書上卷 久保天隨 1913年 博文堂

181 七書下卷 久保天隨 1913年 博文堂

182 論語 久保天隨 1914年 博文堂

183 新論語 村上俊藏 1916年 東亞堂書房

184 論語講話 大江文城 1910年 東京堂書房

185 論語解義 簡野道明 1936年 明治書院

186 尚書正義  第一冊 吉川幸次郎 1940年 岩波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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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尚書正義  第二冊 吉川幸次郎 1940年 岩波書店

188 孝道上卷 澤柳政太郎 1911年 冨山房

189 孝道下卷 澤柳政太郎 1911年 冨山房

190 大學中庸孝經 久保天隨 1913年 博文堂

191 四書集註 上 宇野哲人 1920年 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

192 四書集註 下 宇野哲人 1920年 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

193 四書索引 森本角藏 1921年 經書索引刊行會

194 義經記 曾我物語 三浦里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195 哲學叢書第二篇 田邊元 1919年 岩波書店

196 價值的哲學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7 現代思潮十講 京都帝國大學以文會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98 思潮評論 大西祝 1908年 警醒社書店

199 國體國是及現時の思想問題 建部遯兵 1920年 弘道館

200 支那哲學史講話 宇野哲人 1914年 大同館

201 老莊哲學 高瀨武次郎 1909年 榊原文盛堂

202 道の國日本 深作安文 1939年 東洋書店

203 我建國思想の本義 加藤玄智 1912年 目黑書店

204 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 藤田德太郎 1938年 文學社

205 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4卷 藤田德太郎 1939年 文學社

206 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5卷 藤田德太郎 1938年 文學社

207 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6卷 藤田德太郎 1939年 文學社

208 日本精神の本質 井上哲次郎 1941年 廣文堂

209 日本精神讀本 佐藤義亮 1938年 新潮社

210 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 井上哲次郎 1905年

211 日本古學派之哲學 井上哲次郎 1934年 冨山房

212 日本精神說的批判 荻原擴 1932年 明治圖書

213 精神文化及產業知識 永田城大 1934年 實業之台灣社

214 教育哲學概論 帆足理一郎 1919年 洛陽堂

215 教育學說と我が國民精神 吉田熊次 1936年 目黑書店

216 現代理想的葛藤(上) 市島謙吉 192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17 現代理想的葛藤(下) 市島謙吉 192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18 オイゲソの哲學 稻毛詛風 1914年 大同館

219 オイゲソ精神生活の哲學 得能文 1914年 弘道館

220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 安倍能成 1916年 岩波書店

221 現代に於ける理想の哲學 京都帝國大學學友會 1917年 弘道館

222 近代哲學大系 村田豐秋 1927年 成光館

223 現代の哲學 高橋里美 1917年 岩波書店

224 現代哲學概觀 大島正德 1931年 至文堂

225 現代人心理と現代文明 米田庄太郎 1919年 弘文堂書局

226 近代思想十六講 佐藤義亮 1916年 新潮社

227 計理學提要  下 鹿野清次郎 1920年 大倉書店

228 實用主義の哲學 豐田臻 1918年 佐藤出版社

229 生命的不可思議上卷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30 偉國民の奮鬥 箕作元八 1913年 博文館

231 野心論 澤柳政太郎 1915年 實業之日本社

232 文明の極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33 六韜三略講話 阿部首道 1910年 有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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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心理學十回講義 元良勇次郎 1906年 冨山房

235 民族發展の心理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36 意識的問題 西田幾多郎 1920年 岩波書店

237 能率の心理 上野陽一 1919年 同文館

238 心理と人生 高島平三郎 1913年 不老閣

239 比較心理學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0 弛緩心理論 市島謙吉 192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1 綜合心理學 遠藤隆 1914年 巢園學舍

242 犯罪心理學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3 恐慌論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4 了解心理學 上村福幸 1930年 目黑書店

245 社會之心理的解剖 市島謙吉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6 社會心理學 高部勝太郎 1917年 磯部甲陽堂

247 青年心理學 青木誠四郎 1938年 賢文館

248 風土心理學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9 貧民心理の研究 賀川豐彥 1918年 警醒社書店

250 發達心理學 武政太郎 1938年 培風館

251 現代性格心理學 小野島右左雄 1941年 中文館書店

252 現代社會心理 市島謙吉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53 輓近心理學大集成 三浦藤作 1919年 日清印刷

254 心靈生活 市島謙吉 1917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55 應用心理十四講 高島平三郎 1920年 洛陽堂

256 近世說美少年錄（上卷）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57 近世說美少年錄（下卷）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58 倫理學說十回講義 中島力造 1911年 冨山房

259 實際の哲學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60 人格の哲學と超人格の哲學 朝永三十朗 1909年 弘道館

261 懺悔の生活 西田市太郎 1914年 洛陽堂

262 青淵修養百話  乾卷 澁澤榮一 1915年 同文館

263 青淵修養百話  坤卷 澁澤榮一 1915年 同文館

264 常識之基礎 加藤雄一郎 1914年 東亞堂書店

265 人生觀的問題 由良哲次 1936年 目黑書店

266 人性論 永井潛 1916年 實業之日本社

267 人格教育學的思潮 中島半次郎 1921年 同文館

268 倫理書 豬狩又藏 1927年 政教社

269 良心起原論 大西祝 1912年 警醒社書店

270 少年と道德 市島謙吉 1918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71 十訓抄詳解 石橋尚寶 1914年 明治書店

272 修養論 加藤熊一郎 1914年 東亞堂書店

273 修養の模範 林董 1909年 丙午出版社

274 處世之道 大內青巒 1915年 至誠堂書店

275 人格及修養 井上哲次郎 1916年 廣文堂

276 日日的修養 三田愛劍 1917年 忠誠堂

277 向上論 南條文雄 1914年 東亞堂書店

278 自省訓 藤澤衛彥 1915年 東亞堂書店

279 修省論 幸田成行 1914年 東亞堂書店

280 修養小品 加藤熊一郎 1915年 至誠堂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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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國華修身書講話 帝國書院編輯部 1938年 關西販賣所

282 實驗修身教授法 加藤末吉 1913年 良朋堂書店

283 思索と體驗 西田幾多郎 1919年 岩波書店

284 益軒十訓上卷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書店

285 國民性十論 芳賀矢一 1913年

286 國民之教養 北原種忠 1929年 皇道會出版社

287 民本主義的教育 前田太郎 1918年 隆文館

288 生活及社會觀 湯原元一 1914年 大阪寶文館

289 哲學と教育．學校と社會 田制佐重 1923年 文教書院

290 最近倫理學の進步 子止 1918年 早稻田同文館

291 最近倫理學說の研究 中島力造 1914年 岩波書店

292 應用社會學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93 大日本倫理思想史發達史卷上 岩橋遷成 1915年 目黑書店

294 大日本倫理思想史發達史卷下 岩橋遷成 1915年 目黑書店

295 東洋倫理學 遠藤隆吉 1911年 弘道館

296 東洋倫理研究 遠藤隆吉 1911年 弘道館

297 日本精神概說 清原貞雄 1934年 東洋圖書

298 國家及國民論 市村光馬 1914年 隆文館

299 歐米列強國民的訓練 野田義矢 1913年 同文館

300 日本倫理彙編第一卷 井上哲次郎 1901年 金尾文淵堂

301 日本倫理彙編第二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2 日本倫理彙編第三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3 日本倫理彙編第四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4 日本倫理彙編第五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5 日本倫理彙編第六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6 日本倫理彙編第七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7 日本倫理彙編第八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8 日本倫理彙編第九卷 井上哲次郎 1911年 金尾文淵堂

309 日常倫理學 榎本恒太郎 1909年 內外出版協會

310 倫理的帝國主義 浮田和民 1929年 隆文館

311 歐米道德教育の趨勢 本愛之助 1913年 弘道館

312 歐洲各國民の心性  上卷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313 歐洲道德史  上卷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314 日本倫理と日本精神 深作安文 1937年 目黑書店

315 國體的本義 三浦藤作 1937年 東洋圖書

316 歐洲各國民の心性(下卷) 大鳥居弃三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317 我が國民思想の研究  貴族文學の時代 津田左右吉 1919年 洛陽堂

318 我が國民思想の研究  武士文學の時代 津田左右吉 洛陽堂

319 我が國民思想の研究  平民文學の時代 津田左右吉 洛陽堂

320 我國に於ける國體觀念の發達 深作安文 1920年 金港堂

321 德育と倫理(全) 中島力造 1908年 目黑書店

322 意志と現識としての世界(中) 姊崎正治 1912年 博文館

323 歐洲道德史下卷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324 道德と品行 遠藤隆吉 1916年 廣文堂

325 同圓異中心主義と道德生活 吉田靜致 1921年 中文館書店

326 現代道德思想 田良哲次 1931年 理想社

327 國民道德の教養 吉田熊次 1913年 弘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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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國民道德要領 市川市郎 1917年 東京堂

329 國民道德序論 恆理章三郎 1917年 金港堂

330 國民道德概論 井上哲次郎 1912年 三省堂書店

331 國民道德要領講義 田中義能 1918年 東京堂書店

332 主觀道德學要旨 藤井健治郎 1913年 弘道館

333 犯罪搜查論 堅田忠美 1931年 警眼社

334 倫理御進講草案 豬狩又藏 1936年 倫理御進講草案刊行會

335 倫理學 大西祝 1906年 警醒社書店

336 倫理學大系 蟹江義丸 1907年 博文館

337 倫理學大集成 吉田靜致 1913年 同文館

338 倫理學の根本問題 西晉一郎 1924年 岩波書店

339 倫理學概論 荻原擴 1920年 東京寶文館

340 倫理と文學 芳賀矢一 1924年 博文館

341 國民道德とデモクラシー 吉田熊次 1919年 目黑書店

342 新道德論 浮田和民 1913年 南北社

343 論理學 大西祝 1912年 警醒社書店

344 實踐倫理講義 吉田靜致 佐藤善治郎 1913年 同文館

345 倫理學原論 大島直治 1909年 目黑書店

346 日本宋學史 西村天囚 1909年 梁江堂書店 杉本要

347 帝國教育會五十年史 帝國教育會 1933年 共同印刷

348 西教史談 山本秀煌 1919年 洛陽堂

349 戀愛觀之宗教觀 阪倉篤太郎 1922年 兩角祝

350 哲學及宗教 浩々洞 1914年 無我山島

351 宗教の真諦 上卷 大鳥居弈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352 宗教の真諦 下卷 大鳥居弈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353 信教の自由と學問の獨立 姊崎正治 1915年 大同館

354 禪宗哲學 小野清秀 1917年 廣文堂書店

355 神道精義 加藤玄智 1938年 大日本圖書

356 原始佛教思想論 木村泰賢 1922年 秀英社

357 神智と神愛 鈴木真太郎 1914年 丙午出版社

358 神の立琴 明石順三 1925年

359 宗教統一論 第一卷 米屋三五郎 1918年 上田尾

360 新撰諸祭神名總覽 佐藤三郎 1937年 明文社

361 佛教の精神 常盤大定 1936年 大日本圖書

362 佛教統一論  第一編大綱論 村上專精 1907年 金港堂書籍

363 開目鈔詳解上 本多日生 1919年 大鐙閣

364 佛陀論 村上專精 1904年 金港堂書籍

365 國譯大藏經(第一卷) 鶴田久作 1918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66 國譯大藏經(第二卷) 鶴田久作 1918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67 國譯大藏經(第三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68 國譯大藏經(第四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69 國譯大藏經(第五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0 國譯大藏經(第六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1 國譯大藏經(第七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2 國譯大藏經(第八卷) 鶴田久作 1918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3 國譯大藏經(第九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4 國譯大藏經(第十卷) 鶴田久作 1918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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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國譯大藏經(第十一卷) 鶴田久作 1918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6 國譯大藏經(第十三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7 國譯大藏經(第十四卷) 鶴田久作 1921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8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二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79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三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0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四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1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五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2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六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3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七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4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九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5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十卷) 鶴田久作 1919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6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十一卷) 鶴田久作 1920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7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十二卷) 鶴田久作 1920年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8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十三卷) 鶴田久作 國民文庫刊行會

389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十四卷) 鶴田久作 國民文庫刊行會

390 國譯大藏經(論部第十五卷) 鶴田久作 國民文庫刊行會

391 大藏經要義(1卷) 本多日生 1918年 秀英社

392 大藏經要義(2卷) 本多日生 1917年 博文館

393 大藏經要義(5卷) 本多日生 1918年 三秀舍

394 大藏經要義(10卷) 本多日生 1918年 三秀舍

395 大藏經要義(11卷) 本多日生 1918年 三秀舍

396 佛教の要諦 立莊後道 1918年 玄黃社

397 佛教の新研究 可賴秀治 1918年 大阪屋號書店

398 佛教大辭彙 第一卷 私立佛教大學 足立瑞義 1914年 冨山房

399 大無量壽經講話 不詳 1918年 不詳

400 アエスタ經  上 松宮春一郎 1920年 世界聖典

401 グニエル書講解 末世之福音社 1930年 末世之福音社

402 佛教論理學 村上專精 1918年 丙午出版社

403 觀音經俗語解 英雲外 1920年 隆文社

404 國文學十二種佛語解釋全 織田得能 1901年 光融館

405 佛樣的戶籍調べ 醒蝴惠瑞 1918年 二松堂書店

406 白隱禪師言行錄 高橋定坦 1916年 東亞遠書局

407 日本佛教史綱 下卷 村上專精 1899年 各府縣下特約販賣店

408 釋迦牟尼傳 井上哲次郎 1917年 前川文榮閣

409 ニィチェのツアラツストラ 阿部次郎 1919年 新潮社

410 新約全書解題 松宮春一郎 1920年 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

411 基督教十講 官川經輝 1915年 北文館

412 新約外典 世界之聖典全集刊行會 1920年 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

413 國民道德と基督教 海老名彈正 1914年 北文館

414 基督教講話 山室軍平 1917年 警醒社書店

415 日本基督教史 山本秀煌 1918年 洛陽堂

416 印度宗教史 姊崎正治 1909年 東洋印刷

417 印度佛教思想史 橘惠勝 1919年 大同館

418 日蓮宗派逸話集 津端武 1918年 昭文堂

419 日蓮 半井桃水 1916年 新潮社

420 日宗哲學 小野清秀 1917年 廣文堂書店

421 日蓮上人 高島平三郎 1914年 洛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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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日本儒教 伊藤干真三 1934年 東洋書院

423 儒教の精神 高田真治 1937年 大日本圖書

424 常識百話 遠藤隆吉 1913年 冨山房

425 中學新應用理科 東京開成館 1935年 東京開成館

426 近代科學諸問題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27 科學的管理法 大日本文明協會 119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28 科學概論 福永文之助 1914年 警醒社

429 現代科學の基礎 市島謙吉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30 科學の精神と其效用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31 大鑛物學 中卷 佐藤傳藏 1915年 六盟館

432 標準應用理科 田中芳雄 1938年 冨山房

433 科學と臆說 林鶴一 1914年 大倉書店

434 今日の科學思想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35 新しき科學 中澤重雄 1919年 天佑社

436 數學叢書(第一編) 林鶴一 1908年 大倉書店

437 數學叢書(第二編) 林鶴一 1908年 大倉書店

438 數學叢書(第五編) 林鶴一 1908年 大倉書店

439 數學叢書(第九編) 林鶴一 1910年 大倉書店

440 數學叢書 第十四編 林鶴一 小倉金之助 大倉書店

441 數學叢書 第十一編 林鶴一 大倉書店

442 數學叢書(第十八編) 林鶴一 1910年 大倉書店

443 數學叢書(第十九編) 林鶴一 1912年 大倉書店

444 數學叢書(第二十編) 林鶴一 1920年 大倉書局

445 數學叢書(第十二編) 林鶴一 1920年 大倉書店

446 數學教育各論 佐藤良一郎 1929年 東洋圖書

447 進化論講話 丘淺次郎 1911年 開成館

448 人類進化論 大橋新太郎 1913年 博文館

449 自然界之理化智囊 大森乙五郎 倉林源四郎 1924年 中興館書店

450 生物の世界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51 歐米植物觀察 三好學 1914年 冨山房

452 人類進化の研究 丘淺次郎 1915年 大學館

453 肉食植物之研究 服部他助 1908年 小川尚榮堂

454 應用理科資料集成  上卷 山內繁雄 1914年 鍾美堂書店

455 標準應用理科 田中芳雄 1937年 冨山房

456 應用理科要說 田中芳雄 1935年 冨山房

457 中等應用理科教科書 桑木彧雄 1929年 三省堂

458 鳳氏交流工學理論階梯 第三編 鳳秀太郎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459 大自然科學史第三卷 加藤正 1941年 三省堂

460 科學思想發達史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461 大自然科學史 第二卷 加藤正 1941年 三省堂

462 所得數理 森村金造 1919年 丸善株式會社

463 新主義數學(上卷) 大橋新太郎 1912年 文部省

464 新主義數學(下卷) 大橋新太郎 1912年 文部省

465 應用數學 第九卷 芝龜吉 1943年 河出書房

466 初等數學史 小倉金之助 1931年 山海堂

467 高等商業數學(上) 小林行昌 1919年 丸善株式會社

468 高等商業數學(下) 小林行昌 1919年 丸善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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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數學教育史 小倉金之助 1932年 岩波書店

470 手形法 松本烝治 1919年 中央大學

471 手形法論 青木徹二 1914年 有斐閣

472 珠算精義 玉置哲二 1919年 大阪屋號書店

473 算數代數學 掛谷宗一 1940年 大日本

474 算術辭典 長澤龜之助 1914年 大阪寶文館

475 計算法及計算器械 小平吉男 1935年 岩波書店

476 新式算術講義 高木負治 1913年 伯文館

477 和算研究集錄(上) 林鶴一 1937年 東京開成館

478 和算研究集錄(下) 林鶴一 1937年 東京開成館

479 算術講義 寺尾壽 1917年 冨山房

480 算術四則問題 林鶴一 1914年 太倉書店

481 計算法 長澤武雄 1931年 丸善株式會社

482 珠算通解 石橋梅吉 1939年 日本出版社

483 算術應用問題正解 宮下軍平 1914年 二松堂

484 近似數之計算及省略計算 全澤卯 1912年 春野文魁堂

485 代數學概論 田中已夫 1928年 共立社

486 代數學分類集 田中雅麿 1916年 東海堂

487 圖表代數學 山內鶩 1916年 目黑書店

488 初等幾何學(第一卷) 小倉金之助 1913年 山海堂

489 初等幾何學(第二卷) 小倉金之助 1915年 山海堂

490 初等幾何學講義 小倉金之助 1916年 山海堂

491 初等幾何學 澤山勇三郎 1931年 積善館

492 現代新幾何(基本) 阿部八代太郎 1930年 東京開成館

493 解析幾何學 林茂增 1919年 山海堂

494 解析幾何學演習 小林幹雄 1926年 南條初五郎

495 改訂天文講話 橫山又次郎 1914年 早稻田大學

496 航空氣象學 岡田武松 1942年 岩波書店

497 新編農業氣象學 稻垣乙丙 1916年 博文館

498 地學叢書 鑛物學 石川成章 1914年 大日本圖書

499 地球發達史 石田成章 1909年 大日本圖書

500 地學講話(地熱の作用) 井原儀 1914年 大同館

501 氣候及土壤論 佐佐木祐太郎 1914年 博文堂

502 物理學初等實驗集上卷 大橋新太郎 1914年 固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

503 物理學初等實驗集下卷 大橋新太郎 1914年 固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

504 物理學 中篇 飯盛里安 1916年 同勞社

505 物理實驗測定法 早川金之助 1916年 目黑書店

506 物理學實驗法 萱島榮 1913年 大日本圖書

507 物理學汎論上卷 日下部四郎太 1918年 裳華坊

508 物理學詳解講義 本多光太郎 1916年 內田老鶴圃

509 中等物象 一 文部省 1944年 大日本印刷

510 理論物理學 第一卷 玉城嘉十郎 1918年 內田老鶴圃

511 物理學通論 本多光太郎 1915年 內田老鶴圃

512 物理學實驗法 友田鎮三 1910年 開成倉庫

513 改訂物理學教科書 貝厚良介 1916年 冨山房

514 少年物理學史 平田巧 1928年 教育研究會

515 中等理化教科書 桑木彧雄 1932年 三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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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最近理化學的進步 尼子止 1917年 早稻田同文館新誌部

517 物理學講義 田中三四郎 1916年 金刺芳流堂

518 普通教育物理學 山口銳之助 1907年 大日本圖書

519 物理學要論 福田光治 1928年 山海堂出版社部

520 物理學(電氣及磁氣學) 森總之助 1909年 積善館本店

521 物理般論（第一卷） 木村駿吉 1901年 大日本圖書

522 物理般論（第二卷） 木村駿吉 1901年 大日本圖書

523 書換へられたる物理學 竹內時男 1921年 內田老鶴圃

524 物理學講義實驗法 森總之助 1903年 丸善株式會社

525 度量衡要義 上總亨 1916年 警眼社

526 測量學講義 上 坂岡末太郎 1199年 裳華房

527 各國度量衡  第一篇 高田勝雄 1911年 教文館

528 量 單位及測定論 小野澄之助 共立社

529 力學 愛知敬一 1919年 裳華房裳華

530 實用力學 前篇 佐野榮治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531 實用力學 後篇 佐野榮治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532 解析力學 下卷 重光蔟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533 力學講義 田中三四郎 1916年 金刺茅流堂

534 振動論 坪井忠二 1943年 河出書房

535 物象 三 山本慶治 1943年 中等學校教科書株式

536 實驗及ビ理論物理學(光學) 森德之助 1917年 積善館本店

537 靜電場 谷安正 1942年 和出書局

538 續原子論 水野敏之丞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539 放射能(上)
皆川理 杉本朝雄 三宅靜

雄
1943年 白水社

540 放射能(下)
皆川理 杉本朝雄 三宅靜

雄
1943年 白水社

541 近世化學講義(有機) 加納清三 1919年 內田老鶴團

542 近世化學講義 塚本又三郎 內田老鶴圃

543 近世化學講義 不詳 不詳

544 化學實驗法 齊藤容 1913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545 化學實驗法詳解 檻本竹治 龜高德平 1918年 東京寶文館

546 寫真化學 菊池真一 1957年 共力出版株式會社

547 近代化學の勝利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548 近代化學講義(無機) 塚本又三郎 1915年 內田老鶴圃

549 化學本論 片山正夫 1916年 內田老鶴圃

550 中等化學 理科研究所 1931年 目黑書店

551 實驗化學 柏木一三 1918年 教育研究會

552 化學講義 池田清 1916年 金刺芳流堂

553 化學百話 久原弓弦 1908年 丸善株式會社

554 中等教育化學の真髓 永海佐一郎 1927年 積善館

555 分析化學原理 織田經二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556 分析化學上卷 松井元興 1918年 裳華房

557 定性分析教科書 大村幸次 1918年 共益商社書局

558 定量分析法 生田秀 1912年 丸善株式會社

559 無機化學講義 鴨居武 1914年 光封館書店

560 無機化學 石田安治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561 無機化學 富永齊 1929年 秀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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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無機化學 不詳 不詳

563 無機化學粹 山田董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564 無機化學の基礎 永海佐一郎 內田老鶴圃

565 無機製造工業 化學中卷 田中芳雄 1929年 丸善株式會社

566 有機合成化學（上） 森山岡小一郎 1927年 內田老鶴團

567 硝酸製造法 中谷達次郎 1918年 丸善株式會社

568 基準有機化學 久保田勉之助 1930年 裳華坊

569 地文鑛物講話 種村宗八 1908年 早稻田大學

570 岩石學 坪井試太郎 1935年 岩波書局

571 地震學講話 大森秀吉 1907年 東京開成館

572 地學叢書(地震學 全) 今村明恒 1906年 大日本圖書

573 動力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574 地震學氣象學 岡富信一 共立社

575 普通測地學上卷 野坂喜代松 1912年 冨山房

576 大日本帝國地質圖說明書 農商務省地省調查所 1900年 東陽堂

577 日本土壤論 恒藤規障 1912年 成美堂

578 鑛山測量術 今泉嘉一郎 1913年 秀英舍

579 鑛物學講義 鈴木豐 1927年 山海堂

580 應用鑛物精義 比企宗 1915年 善館

581 鑛床學 山口義勝 1912年 丸善株式會社

582 鑛物界之現象 安東伊三次郎 1913年 光風館

583 地學叢書(實驗鑛物學) 廣瀨  芳 1913年 大日本圖書

584 岩石教科書 山崎直方 1911年 金港堂

585 生物學的人生觀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586 生物概論 安東伊三次郎 1907年 寶文館

587 生物學講義 谷津直秀 1920年 元真社

588 生物學講話 五淺次郎 1916年 開成館

589 生物學實驗器具と藥品 湯淺明 1963年 北隆館

590 死的研究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591 死者之書 松宮春一 1920年 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

592 生物學的戰爭觀 市島謙吉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593 生の神秘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594 不老長壽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595 能力の研究 市島謙吉 1917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596 遺傳論 山內警雄 1915年 秀英舍第一工廠

597 遺傳的人性 齊藤茂之郎 1918年 心理學研究會

598 日本人種改造論 海野幸德 1911年 冨山房

599 人種改良學 大鳥居奔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600 遺傳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601 生體論 市島謙吉 192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602 博物學研究指針 小島美津次 1913年 東京館

603 植物學 小柳津要人 1959年 丸善株式會社

604 植物學講義(第三卷) 牧野富太郎 1913年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605 植物學講義(第六卷) 牧野富太郎 1914年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606 植物學講義(第七卷) 牧野富太郎 1913年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607 植物學各論(隱衣部) 安田篤 1911年 博文館

608 植物學各論(院花部) 安田篤 1911年 博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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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植物學講義(下) 三好學 1914年 冨山房

610 內外普通植物誌 齋田功太郎 1910年 大日本

611 普通植物 松村任三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612 植物考 松山亮藏 1911年 丸善株式會社

613 植物學上卷（生理學） 三宅驥一 1913年 隆文館

614 植物學下卷（形態學） 三宅驥一 1913年 隆文館

615 植物系統學上 池野成一郎 1914年 裳華坊

616 植物系統學下 池野成一郎 1914年 裳華坊

617 植物名彙（漢名編） 松村任三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618 植物名彙（和名編） 松村任三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619 人生植物學 三好學 1918年 大倉

620 實驗大菊のリ作方 深井住三 1934年 博文館

621 植木屋の裏おきて 橋本八重三 1930年 六合館

622 大日本老樹名木誌 本多靜六 1913年 日清印刷

623 普通植物檢索表 文部省 1915年 國家教科書共同販賣所

624 植物社會 三好學 1903年 東京印刷株式會社

625 植物圖鑑 牧野富太郎 1908年 東京博物學研究會

626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1 村越三千男 1933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27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2 村越三千男 1933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28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3 村越三千男 1933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29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8 村越三千男 1935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30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9 村越三千男 1935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31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11 村越三千男 1935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32 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12 村越三千男 1935年 植物原色大圖鑑刊物會

633 增訂草木圖說(草部)一輯 飯沼慾齋 1900年 成美堂

634 增訂草木圖說 二輯 飯沼慾齋 成美堂

635 增訂草木圖說 三輯四輯 飯沼慾齋 成美堂

636 植物細胞及組織學講義 田原正人 1914年 東洋

637 日本植物病理學上卷 出田新 1909年 裳華房

638 植物生態美觀 三好學 1913年 冨山房

639 日本藻類名彙 岡村金太郎 1916年 成美堂書店

640 海產動物學 飯塚啟 1912年 博文館

641 日本鳥類圖說上 內田清之助 1913年 警角生社書局

642 日本鳥類圖說下 內田清之助 1914年 警角生社書局

643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1 加藤正世 1932年 厚生閣

644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2 加藤正世 1933年 厚生閣

645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3 加藤正世 1933年 厚生閣

646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4 加藤正世 1933年 厚生閣

647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5 加藤正世 1933年 厚生閣

648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7 加藤正世 1933年 厚生閣

649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8 加藤正世 1933年 厚生閣

650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9 加藤正世 1934年 厚生閣

651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10 加藤正世 1934年 厚生閣

652 原色日本昆蟲圖鑑12 加藤正世 厚生閣

653 動物學講義 山鳥舌五郎 1913年 東京寶文館

654 參考動物學講義 山鳥舌五郎 1913年 東京寶文館

655 動物採集保存法 成田丑之助 1911年 成美堂書店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15頁 台南二中日文舊籍書目

656 內外普通動物誌 秋三達三 1913年 興風社

657 實驗動物學1 五島清太郎 1912年 金港堂書籍

658 實驗動物學2 五島清太郎 1912年 金港堂書籍

659 鳥類剝製法 小野田伊久馬 1913年 成美堂書店

660 日本昆蟲學 松村松年 1907年 秀英舍

661 森林昆蟲學 新島善直 1913年 博文館

662 日本昆蟲總目錄卷一 松村松年 1905年 警醒社書店

663 蜘蛛的生活 河本龜之助 1919年 洛陽堂

664 日本千蟲圖解第一 松村松年 1916年 警醒社書局

665 日本千蟲圖解第二 松村松年 1916年 警醒社書局

666 日本千蟲圖解（卷一） 松村松年 1911年 警醒社書局

667 日本千蟲圖解（卷二） 松村松年 1911年 警醒社書局

668 日本千蟲圖解（卷三） 松村松年 1911年 警醒社書局

669 日本千蟲圖解（卷四） 松村松年 1908年 警醒社書局

670 續日本千蟲圖解（卷一） 松村松年 1908年 警醒社書局

671 續日本千蟲圖解（卷二） 松村松年 1912年 警醒社書局

672 續日本千蟲圖解（卷三） 松村松年 1912年 警醒社書局

673 續日本千蟲圖解（卷四） 松村松年 1912年 警醒社書局

674 昆蟲學 三宅恒方 內田清之助 警醒社書店

675 最近昆蟲學 松村松年 警醒社書店

676 圖說害蟲と益蟲 長野菊次郎 博文館

677 日本毒蛇圖說 大島正滿 1921年 晃文館

678 昆蟲分類學 松村松年 不詳

679 人類界之現象 大鳥居弃三 1901年 光風館書店

680 最新生理學講義 庄司久 1911年 修學堂

681 兒童的疑問人的身體 堀七藏 1914年 同文館

682 生理學粹 山田董 1914年 南江堂書店

683 國家與保健 市島謙吉 192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684 幸福學 市島謙吉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685 文明と保健 市島謙吉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686 應用優生學 布島謙吉 192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687 教育的衛生 富士川 游 1916年 日本學術普及會

688 益軒先生不老長命之要訣 熊野城浩 1931年 事業界內容批判

689 藥物學 石原弘 1912年 博文館

690 萬葉集總釋第一 武田佑吉 1942年 樂浪書店

691 衣服哲學 高橋五郎 1917年 玄黃社

692 全露農業大博覽會 野澤源之丞 1923年 世界思潮研究會

693 支那農業經濟論 若林友康 1940年 生活社

694 日本農作物害蟲篇 佐佐木忠次郎 1914年 成美堂書店

695 柑橘害蟲調查報表 脅谷洋次郎 1909年 博文館

696 果樹園藝新書 拓植六郎 1913年 成美堂書店

697 花壇庭院之知識 石井勇義 1929年 資文館

698 西洋草花 印東雄兒 1913年 六合館

699 丁抹田園生活 內務省地方局譯 1914年 博文館

700 實際養蜂 諏訪本吉 1918年 博文館

701 鋼筋混凝土之設計及施工法 小川敬次郎 1919年 裳華房

702 工業力學 柴田畦作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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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構造力學 福田武雄 1943年 河出株式會社

704 水利機械學下卷 伊藤萬太郎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705 水力 田邊朔郎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06 發電水力 佐佐木信綱 1912年 丸善株式會社

707 機關車工學前篇 井上大寂 1918年 工學書院

708 改計蒸汽タビン 內丸最一郎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09 機械學 中卷和機械論之部 前篇 宮城音五郎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0 水力機械學(上) 伊藤萬太郎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1 機械學(下) 宮城春五郎 1919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2 機械學下卷 宮城音五郎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3 機械學中卷 宮城音五郎 1919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4 蒸汽機關 內丸最一郎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5 應用航空力學 小野正三 1925年 修教社書院

716 通俗科學叢書第九編 グライダー 增田正文 1939年 岩波書店

717 電氣通話 青柳豐三 1919年 大日本工業協會

718 電氣工學下卷 荒川文六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19 現代の電話工學 若目田利助 1919年 建築書院

720 變壓器及誘導電動機 鳳 秀太郎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21 近世應用電氣學 龜高德平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22 電話の理論と其應用 利根川守三郎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23 現代的電氣化學工業 柳厚英一郎 1918年 東京寶文館

724 電燈及照明 藤井隣次 1924年 早稻田大學初版社

725 真空管式無線電話の實驗 濱地常康 誠文堂

726 電器測定器 齊藤確 1916年 大日本工業學會

727 理論電氣學(第一卷) 水野敏之丞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728 電機設計法(上卷) 中條清三郎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729 電機設計法 (下卷) 中條信三郎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730 理論電氣學(第二卷) 水野敏之丞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731 電機學校叢書(第五卷) 電機學校 1915年 電機學校

732 採鑛學 上卷 山口義勝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33 採鑛學 下卷 山口義勝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34 人生と鑛物界 柴田勝雄 1908年 成美堂

735 合金學 1931 後藤正治 1940年 冨山房

736 合金學 1927 後藤正治 1939年 冨山房

737 合金學 後藤正治 1940年 冨山房

738 金屬合金及加工法上卷 齊藤大吉 1913年 丸善株式會社

739 金屬合金及加工法下卷 齊藤大吉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0 改計瓦斯及石油機關前篇 內丸最一郎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1 改計瓦斯及石油機關後篇 內丸最一郎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2 瓦斯及副產物工業（上） 井版義一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3 瓦斯及副產物工業（中） 井版義一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4 瓦斯及副產物工業（下） 井版義一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5 發生爐瓦斯 井版義一 1918年 丸善株式會社

746 最新應用化學 後藤常市 1918年 小西書店

747 日用化學講義 近藤耕藏 1914年 四海民藏

748 燃料問題的將來 市島謙吉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749 食品化學(前編) 田所哲太郎 1923年 丸善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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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甘蔗糖及瓜哇製糖論 草鹿砥佑志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751 炭酸飲料百話 倉島謙 1912年 丸善株式會社

752 磁氣的物質 本多光太郎 1918年 裳華房

753 火藥學 西松唯一 1914年 丸善株式會社

754 色素製造化學 川口德三 1916年 秀英社第一工廠

755 染色工業用藥品 西田博太郎 1919年 博文館

756 最新工業電氣化學講義 丸山護 1917年 東京出版社

757 電氣化學 加藤與五郎 1929年 丸善株式會社

758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第1卷) 田中芳雄 1939年 新光社

759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第2卷) 松井元太郎 1939年 誠文堂

760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第3卷) 內田俊一 1939年 誠文堂

761 最近化學工業大系(第5卷) 近藤清治 1939年 誠文堂

762 最近化學工業大系(第6卷) 小川菊松 誠文堂

763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第10卷) 君島武雄 誠文堂新光社

764 最新化學工業大系(第14卷) 箕作新六 誠文堂新光社

765 最新簡易製鐵術 向井武松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66 酵素化學(總論) 田所哲太郎 1929年 丸善株式會社

767 化學工業大要1 家藤與五郎 1913年 丸善株式會社

768 有機製造工業化學（下） 田中芳雄 1916年 丸善株式會社

769 酵素化學(各論) 田所哲太郎 1933年 丸善株式會社

770 生物化學 石尾貞朝 1928年 內田老鶴圃

771 化學工業大勢講話 水津嘉之一郎 1915年 春秋社書店

772 最近化學工業試驗法（上） 田中芳雄 1917年 丸善株式會社

773 實驗化學工業 第三卷 西田博太郎 1917年 化學工業發行所

774 實驗化學工業 第二卷 西田博太郎 慶松勝左衛門 化學工業發行所

775 現代化學工業 小栗捨藏 1919年 丸善株式會社

776 歐米の製造業  下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777 坩堝製鋼と電氣製鋼 向井哲吉 1918年 丸善株式會社

778 最近乾式試金術 永野英輔 1918年 內田老鶴圃

779 纖維素及其工藝(下卷) 中村桓 1913年 丸善株式會社

780 人造色素繪具製造法 池田元太郎 1918年 近田書店

781 繪の具製造法 矢野道也 1911年 博文館

782 教育及產業的進化 市島謙吉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783 穀類の話 橫井時敬 1903年 冨山房

784 清涼飲料水之新研究 倉島謙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785 畜產學教科書汎論 八鍬儀七郎 1914年 成美堂書店

786 家畜飼養原理 山下脇人 1909年 清木嵩山堂

787 畜產學 牛豚篇 大谷貞方 1914年 東亞堂書房

788 海產學植物 遠藤吉三郎 1911年 博文館

789 歐米水產大觀 藤田經信 1910年 裳華房

790 製藥化學 上卷 (故)下山順一郎 1904年 松崎蒼虯堂

791 鑛產物工業分析法 船木勝三 1915年 冨山房

792 支那蠶絲業之研究 鴻巢久 1919年 丸山舍書籍部

793 現代日用寶鑑 吉柳每裏 1915年 大日本家庭協會

794 商行為論 青木徹二 1909年 有斐閣

795 消費組合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796 日本商業地理學 武田英一 1909年 同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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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 國際商業及交通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798 會計檢查法規集 會計檢查院長官屬 1916年 朝陽會

799 簿記教科書  上卷 吉田良三 1919年 同文館

800 簿記教科書  下卷 吉田良三 1919年 同文館

801 日本會計法規解義 平三慶次郎 199+年 自治館

802 官有物會計通論 武藤榮治郎 1917年 東京寶文館

803 重要商品精義(第一卷) 田所哲太郎 1919年 同文館

804 重要商品精義(第二卷) 田所哲太郎 1919年 成文館

805 英語青年 (第18、19卷) 武信由太郎 1907年 英語研究社

806 英語青年 (第20、21卷) 武信由太郎 1908年 英語研究社

807 外來思想批判 深作安文 1919年 右文館

808 思想涵養辭叢 高砂圖書出版協會 1932年 台灣評論社

809 唯物史觀解說 界利彥 1920年 大鐙閣

810 工業簿記 吉田良三 1908年 同文館

811 最近地理要報 野口保興 1913年 目黑書店成美堂

812 教育大辭書 上 森山章之丞 1912年 同文館

813 教育大辭書 下 森山章之丞 同文館

814 教育辭典 篠原助市 1924年 關西專賣

815 現今教育學說の根本思潮 吉田熊次 1936年 目黑書店

816 現今教育思潮大觀 入澤宗壽 1933年 同文書院

817 世界教育史要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818 世界の大勢と大正教育の方針 佐々木吉三郎 1918年 目黑書店

819 世界教育名著叢書第3卷 田制佐重 1924年 文教書院

820 世界教育名著叢書第4卷 田利佐重 1924年 文教書院

821 世界教育名著叢書第6卷 田制佐重 1924年 文教書院

822 世界教育名著叢書第8卷 田利佐至 1924年 文教書院

823 世界教育名著叢書第11卷 田利佐至 1925年 文教書院

824 世界教育名著叢書第12卷 田利佐至 1925年 文教書院

825 系統的教育學 吉田熊次 1914年 弘道館

826 教育思想學說人物史第一卷 藤原喜代藏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827 教育思想學說人物史第二卷 藤原喜代藏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828 教育思想學說人物史第三卷 藤原喜代藏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829 教育思想學說人物史第四卷 藤原喜代藏 1944年 東亞政經社

830 實際的教育學 澤柳正太朗 1911年 同文館

831 興亞教育論 關口泰 1940年 三省堂

832 教育學說選集 田制佐重 1924年 文教書院

833 日本教育文庫 家訓篇 黑川真道 1910年 同文館

834 日本教育文庫 衛生及遊戲篇 黑川真道 1911年 同文館

835 日本教育文庫 心學篇 黑川真道 1911年 同文館

836 日本教育文庫 孝義篇上 黑川真道 1910年 同文館

837 日本教育文庫 孝義篇下 黑川真道 1910年 同文館

838 日本教育文庫  女訓篇 黑川真道 1910年 同文館

839 日本教育文庫  學校篇 黑川真道 1911年 同文館

840 日本教育文庫  訓誡篇上 黑川真道 1910年 同文館

841 日本教育文庫  訓誡篇中 黑川真道 1910年 同文館

842 日本教育文庫  教科書篇 黑川真道 1911年 同文館

843 日本教育文庫  宗教篇 黑川真道 1911年 同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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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立國教育論 松宮春一郎 1917年 興亡史論刊行社

845 教育大意 河野清丸 1913年 目黑書店

846 教育目的論 吉田熊次 1938年 目黑書店

847 教育的倫理學講義 中島力造 1914年 弘道館

848 教育的論理學 入澤宗壽 1917年 弘道館

849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1 關屋龍吉 1938年 龍吟社

850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2 關屋龍吉 1938年 龍吟社

851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3 關屋龍吉 1938年 龍吟社

852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4 關屋龍吉 1938年 龍吟社

853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5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54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6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55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7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56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8 關烏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57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 9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58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10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59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11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社

860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12 關屋龍吉 1939年 龍吟堂

861 教育勅語渙發關係資料集   第一卷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1940年 龍吟社

862 教育勅語渙發關係資料集   第二卷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1940年 龍吟社

863 教育勅語渙發關係資料集   第三卷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1940年 龍吟社

864 教育勅語講話 川村理助 1939年 培風館

865 教育勅語と學校教育 桓理章三郎 1932年 電新堂

866 帝王教育思想史 西田宏 1915年 洛陽堂

867 國民教育講堂訓話 相島龜三郎 1913年 同文館

868 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講話資料集 角田政治 1913年 隆文館

869 日本教育史 宮川保全 1903年 大日本圖書

870 學校兒童精神檢查法指針 上野陽一 1920年 中文館

871 中等學校教授法及訓練法 槙山榮次 1930年 東洋圖書株式

872 中等教育的革新及日本的使命 大熊權平 1918年 冨山房

873 現行中等學校令及關係法規總覽 東京行政學會 1932年 玄文社

874 英語教育 岡倉由三郎 1942年 博文館

875 中等教育作業科實施法 上條勇 1933年 精興社

876 今日に處するの道 深作安文 1937年 目黑書店

877 高等日本文法 三矢重松 1912年 明治書店

878 高等國文講義 山內二郎 1909年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879 大學講義全集(第一輯) 佐久間鼎 1918年 大日本圖書

880 教育行政法 松浦鎮次郎 1912年 東京出版社

881 新教育の主張と生命 谷本富 1909年 六盟館

882 新教育者の修養 谷本富 六盟館

883 西洋教育事情 19年

884 歐洲教育之進化 第二輯 谷木富 1915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885 教育測定の原理と方法 大件茂 1931年 培風館

886 我國の教育 澤柳政太郎 1910年 同文館

887 實際教育論 鶴藤幾太 1924年 教育研究會

888 大英國の教育 藤原喜代藏 1912年 大野書店

889 歐米教育の印象 野上俊夫 1919年 岩波書店

890 歐米教育の自動的傾向 河野清丸 1918年 明誠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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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英獨教育の比較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892 勤勞教育 武部欽一 1929年 隆文館

893 全國學校衛生設施狀況梗概 文部省 1917年 小林印刷所

894 三百六十五日訓 盧川忠雄 1920年 三友堂書局

895 訓練論 吉田熊次 1913年 弘道館

896 學校體操的教授 宮田覺造 1930年 一成社

897 學校體育概論 大谷武一 1930年 一成社

898 相撲道の復活と國策 藤生安太郎 1939年 栗田書店

899 學校體操教材の學理的解說 石丸節夫 1923年 都材有為堂

900 陸上競技 加賀一郎 1932年

901 體操通俗講話 二階堂 1917年 東京寶文館

902 排球競技法 多田德雄 1932年 一成社

903 學校體操教授要目解說(第六卷) 櫻庭武 19年

904 體操發達史 坪井玄道 1910年 大日本圖書

905 小學校體育 中島海 1930年 一成社

906 小學校體操教授書 初等教育研究會 1913年 大日本圖書

907 體操遊戲講演集 福田作太郎 1910年 文成社

908 學校体育論 藤村と 1926年 南光社

909 學校體操の教材と其實地指導法 小倉長一郎 1930年 大日本圖書

910 學校體操的原理及教授法 向井虎吉 1915年 洛陽學

911 體育と體操の理論 森伴藏 1923年 成武堂

912 體操學理 利根政喜 1916年 兵林館

913 學校體操之理論的研究 向井虎吉 1914年 盛林館

914 學校體操要義 永井道明 1913年 大日本圖書

915 劍道 高野佐三郎 1927年 良書普及會

916 陸上競技指導法 野口源三郎 1931年 一成社

917 柔道 宗像逸郎 1913年 內外出版協會

918 勞作教育新論 梅根悟 1932年 成美堂

919 勤勞教育 白土千秋 1929年 教育研究會

920 國語教育及教授的新潮 保科孝一 1914年 弘道館

921 學校教練 森本義一 1930年 一成社

922 國語教授法精義 保科孝一 1916年 目黑書店

923 綴方教授の實際 花田甚五郎 1916年 教育新潮研究會

924 ABC的研究 吉田幾次郎 1914年 不詳

925 柔道は斯うむて勝て 小田常胤 1919年 南北社

926 巢鴨の劍道 巢鴨學園劍友會 19年 東洋印刷

927 最近各科教授的進步 尼子止 1919年 大日本學術協會

928 新体國語教本教授必攜 開成編輯所 1912年 博文館

929 歐洲に於ける體操の新傾向 森悌次郎 1931年 一成社

930 日本之体育(上篇) 日本体育會 1903年 日本体育會

931 寄宿舍及青年の教育 瀧浦文彌 1926年 單純生活社

932 禪及武士道 橫尾賢宗 1916年 秀英社

933 禮の意義と構造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1941年 畝傍書房

934 禮儀作法精義 松崎雙葉 1914年 南北社

935 結婚之革命 市島謙吉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936 現今的猶太種族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37 傳統 平泉澄 1942年 至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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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國民功業論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39 貯蓄機關論 下村宏 1911年 寶文館

940 太平洋の優越者 三瓶勇佐 1911年 寶文館

941 風俗習慣と隨神の實修 筧克彥 1929年 春陽堂

942 日本民俗學 中山太郎 1931年 大岡山書店

943 日本民俗學入門 柳田國男 1942年 日本出版配給

944 近世風俗志合卷 室松岩雄 1915年 朝陽舍書店

945 嬉遊笑覽  下 喜多村信節 1916年 近藤出版社

946 嬉遊笑覽  上 市島謙吉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47 和漢文操 鶉衣 風俗文選 三浦理 194年 有朋堂書局

948 俗語大辭典 堀籠美善 1917年 集文館

949 日本的精神的本義 安藤堯雄 19年 弘學社

950 國民共濟策 大日本文明學會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學會

951 國際社會史論 市島謙吉 192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52 自助論 畔上賢造 1912年 內外出版協會

953 社會理想學 市島謙吉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54 社會學原理 高田保馬 岩波書店

955 社會遺傳 市島謙吉 192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56 近世社會學 遠藤隆吉 1918年 成業堂

957 產業自治社會主義 龜島勝美 1920年 國文堂書店

958 アーキソントセットラー社會篇 福田東作 1916年 每日通信社

959 社會之話 平栗要三 1923年 日本評論社出版部

960 社會問題 市島謙吉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61 社會と階級 坪內士行 1914年 日岐久次郎

962 生活費省滅問題 市島謙吉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63 都市的兒童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64 文化主義與社會問題 桑木嚴翼 1920年 至善堂書局

965 社會問題(第二冊) 神戶正雄 1920年 日本圖書出版

966 社會問題研究 小泉信三 1920年 岩波書店

967 現代生活の新問題 磯部保次 1907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68 階級鬥爭史論 山口義三 1920年 太鐙閣

969 社會問題管見 河上肇 1918年 弘文堂

970 過渡時代の婦人 大鳥居奕三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71 日本膨脹論 後藤新平 1916年 通俗大學會

972 進化的意義 市島謙吉 1918年 大日本文明學會

973 犯罪少年の告白と個性調查 黑田原太郎 1919年 廣文堂書院

974 現代の社會的進步 市島謙吉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75 近代犯罪學說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76 現代社會思想倫理的批判 荻原擴 1927年 中文館

977 產業社會之進化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78 社會組織解剖 大日本文明學會 1923年 大日本文明學會

979 政黨社會學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80 國民生活の改造 帆足理一郎 1919年 帝國教育出版部

981 社會改造の原理 高橋五郎 文志堂

982 婦人運動 市島謙吉 1918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83 人間改造と藝術 三浦關造 1920年 福山印刷

984 社會改造の原理 松本悟郎 1919年 日本評論社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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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社會改造之理想與實際 市島謙吉 192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86 能率增進の原理と其應用 太田欽吾 1926年 昭文館

987 社會と自分 夏目金之助 1913年 實業之日本社

988 戰時及戰後の經濟 市島謙吉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89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第2卷 山根新次 1944年 日本經國社

990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第3卷 山田文雄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991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第4卷 逸見重雄 1944年 日本經國社

992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第6卷 大谷敏治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993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第7卷 蒲池清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994 南方經濟資源總攬第12卷 金子鷹之助 1943年 東亞政經社

995 婦人と經濟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996 經濟論集  第一冊 神戶正雄 1913年 有斐閣書房

997 經濟論集  第二冊 神戶正雄 1913年 有斐閣書房

998 經濟論集  第四冊 神戶正雄 1913年 有斐閣書房

999 經濟原論 山崎覺次郎 1919年 有斐閣書房

1000 社會經濟學 磯部保次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01 商業通論 渡部明 1919年 東京寶文館

1002 經濟學原理 大塚金之助 1919年 佐藤出版社

1003 訂正增補國民經濟學原論 上卷 津村秀松 1915年 東京寶文館

1004 訂正增補國民經濟學原論 下卷 津村秀松 1915年 東京寶文館

1005 社會の經濟的基礎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06 經濟學 金井延 1914年 金港堂書籍

1007 經濟學要義 河田嗣郎 1920年 弘文堂書店

1008 經濟原論教材 桑原普 1938年 有朋堂

1009 經濟原論 上卷 田島錦治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010 新經濟學 市島謙吉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11 財海時雨 田尻稻次郎 1914年 同文館

1012 經濟的道德主義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8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13 經濟國的經國論 市島謙吉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14 經濟政策 上卷 大鳥居弃三 194年 文明書院

1015 經濟政策 下卷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16 近時の經濟變動 草村松雄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17 戰時計畫經濟の展開と物價統制 高橋龜吉 1939年 千倉書房

1018 君主經國策批判 松宮春一郎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019 會計法述義 今泉國太郎 1925年 大雄閣販賣部

1020 會計法規通論 武藤榮治郎 1917年 東京寶文館

1021 日本商法 松波仁一郎 1913年 有斐閣書房

1022 有色民族の復興と其經濟的自決 宮田光雄 1937年 猶興書院

1023 產業の人道化 市島謙吉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24 世界物產誌 野口保與 1914年 目黑書局

1025 日本苧麻興業意見 田代安定 1917年 國光印刷

1026 南洋的產業及其富源 松尾音治郎 1914年 北文館

1027 日本產業大地誌 武居芳成 尚文館

1028 支那資源及產業總覽(資源篇) 吳承洛(著)藤枝丈夫(譯) 1940年 支那文化協會

1029 支那資源及產業總覽(產業篇) 吳承洛(著)藤枝丈夫(譯) 1940年 支那文化協會

1030 歐米の製造業 上卷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31 經濟圖表 豬間驥一 1926年 東洋經濟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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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國產總覽 高橋重治 1931年 小林印刷所

1033 大日本產業總覽 山田英二 1914年 大日本產業調查會

1034 興亞的大業 松岡洋右 1941年 第一公論社

1035 勞働問題十論 堀江歸一 1918年 東京寶文館

1036 勞働者問題 森戶辰男 1919年 岩波書店

1037 勞働組合論 荒勝三 1920年 大鐙閣

1038 勞働問題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39 世界の變遷と勞働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40 日本の勞働生活 本卯平 1919年 同文館

1041 人と人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42 勞働組合運動史 山穿均 1920年 英文通信社

1043 集團勤勞讀本 光本正 1940年 文些堂

1044 日本交通史論 岡部精一 1916年 日本學術普及會

1045 世界通信 也澤源之丞 1922年 世界思潮研究會

1046 海外交通史話 善之助 1917年 東亞堂書房

1047 海事讀本 畝川鎮夫 1937年 海事彙報社

1048 資本及收入論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49 投資及經營 田尻稻次郎 1919年 誠文堂書店

1050 南支那の資源經濟(一) 不詳 1938年 南洋協會

1051 英國產業革新論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52 商業的露國及西比利亞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53 財政學 下村宏 1914年 中外出版社

1054 財政學 掘江歸一 1917年 東京寶文館

1055 財政學 馬場鍈一君 1919年 明治大學

1056 貨幣論 堀江歸一 1919年 同文館

1057 銀行簿記精義 川口酉山 1919年 秀英舍第一工場

1058 銀行及外國為替 水島銕也 1915年 同文館

1059 保險と經濟 小島昌太郎 京都法學會

1060 保險研究  第一卷 瀧谷善一 1919年 寶文館

1061 日本保險法論 粟今清亮 1910年 嚴松堂書店

1062 簡易保險事業の知識 簡易保險局 1936年 山口印刷所

1063 保險通論 粟津清亮 1913年 東京寶文館

1064 日本財政論 小林丑三郎 1914年 隆文館書店

1065 財政と金融 (坤卷) 田稻次郎 1914年 同文館

1066 財政問題 神戶正雄 1920年 日本圖書出版株式會社

1067 租稅通論 神戶正雄 1918年 東京寶文館

1068 帝國稅法論 鈴木繁 1919年 東京寶文館

1069 租稅論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070 19世紀歐洲政治思想史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1071 官吏學 (第貳卷) 星一 1919年 有斐閣書房

1072 輓近英國政治思想論 市島謙吉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73 群眾及政治 市島謙吉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74 政治哲學 松宮春一郎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075 議會政憲及政府 上杉慎吉 1917年 有斐閣書房

1076 社會統制論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077 憲政の應用 市島謙吉 1917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078 現代の政治 吉野作造 1915年 實業之日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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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憲政提要  上卷 穗積八束 1911年 有斐閣書房

1080 法制の話 平栗要三 1923年 日本評論社出版部

1081 日本法制史 池邊義象 1912年 博文館

1082 官職要解 和田英松著 1913年 明治書院

1083 國體講演錄 第三篇 文部省普通學務局 1928年 寶文館

1084 國體新論 物集高見 1919年 東京國文社

1085 國民作法要義 藏田國秀 1919年 二松堂

1086 國民作法要義 甫守謹吾 1920年 金港堂

1087 官吏學(第一卷) 星一 1918年 有斐閣

1088 君主經國策 松宮春一郎 興亡史論刊行會

1089 戶籍法詳解 金田謙 1917年 自治館

1090 帝國獨特の憲政 林正享 1937年 森田書房

1091 國基 橫崛龍男 1928年 橫崛慈眼院

1092 制度通 伊藤東涯 1912年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093 現行文部省例規總攬 東京行政學會 1942年 玄文社

1094 社會政策二論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95 選舉罰則要義 不詳 1935年 不詳

1096 植民政策研究 山本美越乃 1920年 弘文堂書房

1097 植民夜話 東鄉實 1923年 殖民夜話刊行會

1098 植民政策 鹽澤昌貞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099 最近移植民研究 宮崎通 1917年 目黑書店

1100 最近外交事情 牧野義智 1912年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101 最近三十年外交史(上) 有賀長雄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印刷部

1102 最近三十年外交史(下) 有賀長雄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印刷部

1103 歐洲最近外交史 煙山專太郎 1919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104 最近世界外交史 長岡春一 1914年 清水書店

1105 最近世界之外交 米田實 1920年 外交時報社

1106 列強外交政策 蜷川新 1915年 實業之日本社

1107 日本及聯合國的對獨經濟戰 土屋義行 1989年 啟成社

1108 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 東亞同文會 1912年 丸善株式會社

1109 條約彙纂 第二編 外務省記錄課 1908年 丸善株式會社

1110 列強權力問題 大鳥居弁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111 南進政策的再認識 飯澤章治 1939年 高山書院

1112 在支列國權益概說 植田捷雄 1399年 巖松堂書店

1113 條約彙纂編 第一編 外務省記錄課 1908年 丸善株式會社

1114 戰時國際法 立作太郎 1108年 中央大學

1115 趣味之法律 上田保 1930年 修文社書店

1116 法令彙纂  上卷 高島幸三郎 1918年 高島印刷所

1117 法令彙纂  下卷 高島幸三郎 1918年 高島印刷所

1118 現行法令輯覽  上卷 大谷仁兵衛 1916年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119 現行法令輯覽  上卷 內閣記錄課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120 現行法令輯覽  下卷 內閣記錄課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121 現行法規綴  第八級 田中清吉 1938年 現行法規出版社

1122 現行法規綴  第九級 田中清吉 1910年 現行法規出版社

1123 現行法規綴 田中清吉 1900年 現行法規出版社

1124 現行法規綴全書 (下) 現行法規出版社 1940年 現行法規

1125 近代立法の精神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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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法學通論 中村進午 巖松堂書店

1127 日常の法律 草村松雄 1914年 隆文館書店

1128 戰時國際法要論 高橋作衛 1911年 清水書店

1129 現代法學全集(第三卷) 末弘嚴太郎 1928年 日本評論社

1130 現代法學全集 第五卷(債權總論等) 末弘嚴太郎 日本評論社

1131 憲法及行政法講義 清水澄 1914年 金港堂株式會社

1132 憲法講話 美濃部達吉 1918年 有斐閣書房

1133 英國憲政論 松宮春一郎 1918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134 英憲精義 霍賓南 1935年 商務印書館

1135 帝國憲法 上杉慎吉 1910年 日本大學

1136 民法釋義 卷之一總則篇 中島玉吉 1913年 兵林館

1137 會社法論 青木徹二 1909年 有斐閣書房

1138 法制經濟大資料 土屋良遵 1916年 東京寶文館

1139 日本古代法釋義 有賀長雄 1908年 博文館

1140 商法總論 青木徹二 1908年 秀英社

1141 新作法書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內

佐保會
1935年 至誠堂

1142
ユステーニァースス帝欽定羅馬法學提

要
帝國學士院 1916年 有斐閣書房

1143 旅費法規の研究 濱垣恒 1922年 東京寶文館

1144 新法學辭典 末川博 1939年 日本評論社

1145 民法要義  卷之一 梅謙次郎 1914年 私立法政大學

1146 民法要義  卷之二 梅謙次郎 1914年 私立法政大學

1147 民法要義 債權論  卷之三 梅謙次郎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48 民法要義  卷之四 梅謙次郎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49 民法要義  卷之五 梅謙次郎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50 民法總論 平沼騏一郎 1914年 日本大學

1151 民法論文集 中島玉吉 1915年 金刺芳流堂

1152 日本民法總論 川名兼四郎 1914年 金刺芳書店

1153 民法釋義 卷之三債權總論上 中島玉吉 1922年 金刺芳流堂

1154 註釋民法全書(第二卷) 鳩山秀夫 1911年 巖松堂

1155 新刑法義解 西村勘之助 1910年 清水書店

1156 刑法總論 上卷 大場茂馬 1913年 中央大學

1157 刑法解義 自治館 1919年 自治館

1158 日本刑法論 泉二新熊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59 改正刑法講話 勝本勘三郎 1912年 不詳

1160 民事訴訟法大綱 仁井田益太郎 1919年 有斐閣書房

1161 民事訴訟法解義 金田謙 1918年 自治館

1162 民事訴訟法要論  上卷 仁井田益太郎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63 民事訴訟法要論  中卷 仁井田益太郎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64 民事訴訟法要論  下卷 仁井田益太郎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65 海商法 松本烝治 1916年 中央大學

1166 商法全書第五篇海商法論 青木徹二 1908年 有斐閣書房

1167 商法實用詳解 金田謙 1918年 自治館

1168 行政法講義  上卷 織田萬 1919年 東京寶文館

1169 行政法講義  下卷 織田萬 1920年 有斐閣書房

1170 日本行政法 上卷 美濃部達吉 1914年 有斐閣書房

1171 自治行政法論 島村他三郎 1918年 自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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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軍事世界地理 全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173 陣中要務令詳解(第一卷) 前田岩太郎 1924年 干城社

1174 兵武教練要義 大葉久吉 1911年 寶文館

1175 步兵操典証解 如風居士 1912年 宮本武林堂

1176 兵式教練及野外演習 河原橘彌 1917年 博文館

1177 世界國防的現勢 西垣新七(等) 1939年 東亞日日新聞社

1178 國防學概論 佐藤文平 1936年 南光社

1179 麗史提綱(上) 青柳綱太郎 1916年 朝鮮研究會

1180 麗史提綱(中) 青柳綱太郎 1916年 朝鮮研究會

1181 麗史提綱(下) 青柳綱太郎 1916年 朝鮮研究會

1182 文藝復興史的研究 朝日融溪 1934年 中文館書店

1183 六朝書道論 中村不折 1914年 二松堂書店

1184 史學叢說(第一集) 星野恒 1909年 冨山房

1185 史學叢說(第二集) 星野恒 1909年 冨山房

1186 時事年鑑 同盟通信社 1938年 同盟通信社

1187 明治編年史(第1卷) 中山泰昌 1934年 財政經濟會

1188 明治編年史(第2卷) 中山泰昌 1935年 財政經濟會

1189 明治編年史(第4卷) 中山泰昌 1935年 財政經濟會

1190 明治編年史(第5卷) 中山泰昌 1935年 財政經濟會

1191 明治編年史(第6卷) 中山泰昌 1935年 財政經濟會

1192 明治編年史(第7卷) 中山泰昌 1935年 財政經濟會

1193 明治編年史(第8卷) 中山泰昌 1935年 財政經濟會

1194 明治編年史(第10卷) 中山泰昌 1936年 財政經濟會

1195 明治編年史(第11卷) 中山泰昌 1936年 財政經濟會

1196 明治編年史(第12卷) 中山泰昌 1936年 財政經濟會

1197 明治編年史(第13卷) 中山泰昌 1936年 財政經濟會

1198 明治編年史(第14卷) 中山泰昌 1936年 財政經濟會

1199 明治編年史(第15卷) 中山泰昌 1936年 財政經濟會

1200 世界年鑑 伊東佑榖 1914年 博文館

1201 地理教授の方法及內容の研究 牧口常三郎 1916年 黑目書局

1202 用捨箱燕石雜誌古董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局

1203 立憲政友會史 第一卷 小林雄吾 1924年 立憲政友會

1204 立憲政友會史 第二卷 小林雄吾 1924年 立憲政友會史

1205 立憲政友會史 第三卷 小林雄吾 1926年 立憲政友會

1206 立憲政友會史 第四卷 小林雄吾 1927年 立憲政友會史

1207 會社法講義 松本烝治 1920年 嚴松堂

1208 支那政治地理雜誌(下) 三內磊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1209 皇學叢書(第一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0 皇學叢書(第二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1 皇學叢書(第四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2 皇學叢書(第六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3 皇學叢書(第七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4 皇學叢書(第八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5 皇學叢書(第九卷) 物集高見 1928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6 皇學叢書(第十一卷) 物集高見 廣文庫刊文會

1217 皇學叢書(第十二卷) 物集高見 1935年 廣文庫刊文會

1218 海陸的神秘 市島謙吉 192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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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地理學(第九卷) 橋本福松 1941年 冨山房

1220 支那制霸戰と太平洋 下卷
カントロウイチ(著) 廣島

定吉 堀江邑一 (共譯)
1938年 生活社

1221 支那制霸戰と太平洋 上卷
カントロウイチ(著) 廣島

定吉 堀江邑一 (共譯)
生活社

1222 支那帝政論 稻葉岩吉 1916年 目黑書店

1223 支那文明史 白河次郎 1911年 博文館

1224 支那論集 市村瓚次郎 1916年 冨山房

1225 最近支那事情 西島良爾 1911年 寶文館

1226 現代支那批判 尾崎秀實 1936年 中央公論社

1227 漢楚軍談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228 南北朝時代史 久米邦武 1907年 早稻田大學

1229 兩晉南北朝史(下) 呂思勉 開明書店

1230 宋朝史論 松宮春一郎 1918年 興亡史論刊行所

1231 元朝秘史註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朝鮮研究會

1232 支那近世政治思潮 山縣純次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233 大陸支那の現實 藤田元春 1939年 冨山房

1234 最近の支那と滿鮮 杉本正幸 1915年 東京堂

1235 新田義貞公根本史料 群馬縣教育會 1942年 群馬縣教育會

1236 宣戰の大詔と肇國の大精神 垣理章三郎 1942年 藤井書局

1237 告日本國 川島浪速 1917年 不詳

1238 元祿快舉真相錄 福本誠 1914年 東亞堂書局

1239 歷史講座鐮倉武士と禪 鷲尾順進 1916年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

1240 偉人論講話 栗原元吉 1913年 東亞堂書店

1241 三十七八年戰役感狀錄 第二編 手塚魁三 1918年 感狀錄發行所

1242 華盛頓會議全史(上) 野澤源之丞 1922年 世界思潮研究會

1243 華盛頓會議全史(中) 野澤源之丞 1922年 世界思潮研究會

1244 華盛頓會議全史(下) 野澤源之丞 1922年 世界思潮研究會

1245 明治時代文範 岡田正美 1913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246 明治維新聖訓集(第一輯) 水川佐美治 1925年 神川社出版部

1247 地理講話第六編 種村宗八 1907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248 祝祭日記念日講話資料 大葉久吉 1914年 東京寶文館

1249 靖獻遺言講義 沼田宇源太 1911年 昭文堂

1250 古事記祝詞 風土記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1251 三十七八年戰役感狀錄 第三編 手塚魁三 1917年 感狀錄發行所

1252 國民經濟講話 坤 前冊 福田德三 佐藤出版社

1253 日本社會事彙  下卷 乘竹孝太郎 1908年 秀英舍第一工場

1254 軍人勅諭義解 丸山正彥 1913年 厚生房

1255 公德養成之實例 久保田民四郎 1914年 岩陽堂書店

1256 民族心理講話 東都帝國大學 1917年

1257 報德實踐休養講話 橘宗利 1914年 洛陽堂

1258 禪林法話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259 大袚講義 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 1938年 三省堂

1260 書翰文講話及文範下卷 芳賀矢一 1914年 冨山房

1261 和譯山陽書後竝題拔 全田謙 1912年 自治館

1262 碧岩錄講話上 高津柏樹 1919年 實業之日本社

1263 明治文學講話第五編 佐藤義亮 1914年 新潮館

1264 新撰敘事文講話 佐佐木政一 1917年 目黑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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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 修辭法講話 佐政一 1919年 明治書院

1266
最近文部省各科視學委員視察復命書全

輯
川口勇 1937年 玄文社

1267 碧嚴錄講話 下卷 高津柏樹 1920年 實業之日本社

1268 默示錄講解 末世之福音社編輯部 1931年 末世之福音社

1269 ビスマルク演說集 中卷 後藤新平 1919年 ビスマルク演說集刊行會

1270 開國七十年紀念日本國民誌 石板橘樹 萬朝報社

1271 元祿快舉別錄 生田長江 1910年 啟成館

1272 黎明講演集 田中孝治 1919年 大鐙閣

1273 海峽殖民地概覽 土屋義行 1918年 啟成社

1274 日本社會事彙上卷 乘竹孝太郎 1907年 秀英社第一工廠

1275 支那省別全誌(1.廣東省) 小川平吉 1914年 東亞同文會

1276 支那省別全誌(2.廣西省) 小川平吉 1917年 東亞同文會

1277 支那省別全誌(3.雲南省) 小川平吉 1918年 東亞同文會

1278 支那省別全誌(4.山東省) 小川平吉 1917年 東亞同文會

1279 支那省別全誌(6.甘肅省) 小川平吉 1917年 東亞同文會

1280 支那省別全誌(7.陜西省) 小川平吉 1918年 東亞同文會

1281 支那省別全誌(8.河南省) 小川平吉 1918年 東亞同文會

1282 支那省別全誌(9.湖北省) 小川平吉 1918年 東亞同文會

1283 支那省別全誌(10.湖南省) 小川平吉 1918年 東亞同文會

1284 支那省別全誌(12.安徽省) 小川平吉 1919年 東亞同文會

1285 支那省別全誌(13.浙江省) 小川平吉 1920年 東亞同文會

1286 支那省別全誌(14.福建省) 小川平吉 1920年 東亞同文會

1287 支那省別全誌(16.貴州省) 小川平吉 1920年 東亞同文會

1288 支那省別全誌(17.山西省) 小川平吉 1920年 東亞同文會

1289 支那省別全誌(18.直隸省) 小川平吉 1920年 東亞同文會

1290 支那紀行 木村毅 1940年 第一書房

1291 樺太地誌 小林房太郎 1908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292 世界山水圖說 志賀重昂 1920年 冨山房

1293 日本山嶽志 高頭式 1906年 博文館

1294 京城と金剛山 岡本曉翠 1874年 京城真美會

1295 日本山水論 小島鳥水 1908年 隆文館

1296 古風土記逸文考證 卷一 栗田 1913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297 古風土記逸文考證 卷四 栗田 1913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298 風土 和辻哲朗 1936年 岩波書店

1299 風土記抄 肥俊和男 1943年 弘文堂

1300 北支シベリセ蒙古 佐藤弘 1938年 三省堂

1301 蒙古及蒙古人 柏原文太郎 1908年 東亞同文會

1302 現代世界史概說 中川一男 1943年 東京開成館

1303 世界近世史 坂本健一 1914年 博文館

1304 大戰終結世界改造史 三谷洋 1920年 半島新聞社

1305 1914-1919世界大戰史(後) 箕作元八 1919年 冨山房

1306 1914-1920世界大戰史(前) 箕作元八 1919年 冨山房

1307 海戰史論 松宮春一郎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308 史眼に映ずる世界大戰 箕作元八 1918年 博文堂

1309 世界の變局 德富猪一郎 1915年 民友社

1310 文明の世 浮田和民 1920年 博文館

1311 東西六千年 山野彌吉 1916年 春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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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概觀世界史潮 坂口昂 1920年 岩波書店

1313 東西文明的調和 市島謙吉 192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314 世界地名大辭典(上卷) 小林房太郎 1936年 南光社

1315 世界地名大辭典(中卷) 小林房太郎 1936年 南光社

1316 世界地名大辭典(下卷) 小林房太郎 1936年 南光社

1317 今日の太平洋問題 市島謙吉 192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318 我觀南國 山本實彥 1916年 東京堂書店

1319 史學概論 大類伸 1932年 共立社

1320 國史概說 上 文部省 1943年 內閣印刷局

1321 國史概說 三上參次 1943年 冨山房

1322 帝國國防史論抄 佐藤鐵太郎 1912年 東京印刷株式會社

1323 三經義疏下 松宮春一郎 1920年 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

1324 仰ぐ御光 藤(木堅)準二 1942年 大道書房

1325 國朝寶鑑(一)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誠文社

1326 國朝寶鑑(二)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誠文社

1327 國朝寶鑑(三)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朝鮮研究會

1328 國朝寶鑑(四)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誠文社

1329 國朝寶鑑(五) 青柳綱太郎 1917年 誠文社

1330 シーポト江戶參府紀行 吳秀三 1931年 奧穿榮

1331 御伽草紙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1332 昔話稻妻表紙 本朝醉菩提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

1333 水產養殖學 日暮忠 1912年 裳華房

1334 東洋歷史集成(上) 櫻井時太郎 1914年 隆文館

1335 東洋歷史集成(中) 櫻井時太郎 1916年 隆文館

1336 東洋史教授資料 羽田亨 1918年 愛光堂

1337 東洋歷史大辭典第一卷 下中彌三郎 1918年 平凡社

1338 東洋歷史大辭典第二卷 下中彌三郎 1937年 平凡社

1339 東洋歷史大辭典第五卷 下中彌三郎 1937年 平凡社

1340 東洋歷史大辭典第六卷 下中彌三郎 1938年 平凡社

1341 東洋歷史大辭典第八卷 下中彌三郎 1938年 平凡社

1342 東洋史通 豬狩又藏 1914年 長文堂

1343 東洋歷史詳解 高桑駒吉 1909年 三省堂

1344 東洋歷史講義 (上) 河野元三 1908年 金利芳流堂

1345 東洋歷史講義 (下) 河野元三 1913年 金利芳流堂

1346 東洋通史 高橋與惣 1917年 大同館

1347 東邦近世史(上) 田中萃一郎 東邦協會

1348 日韓古史斷(一) 吉田東伍 1893年 不詳

1349 東邦近世史(下) 田中萃一郎 1902年 東邦協會

1350 濠洲及其諸島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351 漠北と南海 松田壽男 1942年 四海書房

1352 東洋口碑大全 上卷 嚴谷小波 1913年 博文館

1353 大分縣人之東洋 山本利夫 1920年 博文館

1354 江戶名所圖會(一)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書店

1355 江戶名所圖會(二)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書店

1356 江戶名所圖會(三)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357 江戶名所圖會(四)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358 近世の日本 內田銀藏 1919年 冨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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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 開國大勢史 大倭重信 1913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360 國家の研究  第一卷 筧克彥 1932年 春陽堂

1361 大日本地名辭書 吉田東伍 1913年 冨山房

1362 大日本地名辭書 第二卷 吉田東伍 1913年 冨山房

1363 大日本地名辭書 第五卷 吉田東伍 1913年 冨山房

1364 大日本地名辭書 汎論 索引 附圖 吉田東伍 1913年 冨山房

1365 大日本地誌大系 第壹冊 山下半次 1914年 大日本地誌大系刊行會

1366 新日本地誌(北海道樺太篇) 山本雄太郎 1941年 古今書院

1367 大日本帝國地誌(上卷) 小林房太郎 1915年 冨山房

1368 帝國大地誌 野口保與 1911年 目黑書店

1369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二) 田山花袋 1914年 博文館

1370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三) 田山花袋 1910年 博文館

1371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四) 田山花袋 1910年 博文館

1372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五) 田山花袋 1911年 博文館

1373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六) 田山花袋 1911年 博文館

1374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七) 田山花袋 1911年 博文館

1375 新撰名勝地誌(卷之九) 田山花袋 1911年 博文館

1376 新撰名勝地誌(卷十) 田山花袋 博文館

1377 日本地圖帖地名索引 小川琢治 1925年 成象堂

1378 國史問題正面觀側面觀 大森金五 1916年 日本學術普及會

1379 日本海上史論 岡部精一 1911年 三省書局

1380 日本歷史通覽 高桑駒吉 1918年 實業之日本社

1381 國史八面觀 久米邦武 1915年 博文館

1382 大日本地誌(卷一) 山崎直方

1383 大日本地誌(卷三) 山崎直方 1904年 博文館

1384 大日本地誌(卷五) 山崎直方 1906年 博文館

1385 大日本地誌(卷六) 山崎直方 1906年 博文館

1386 大日本地誌(卷八) 山崎直方 1906年 博文館

1387 新日本地誌(四國九州篇) 山本雄太郎 1941年 古今書院

1388 近代日本國民史織田氏時代(前篇) 德富猪一郎 1919年 民友社

1389 近代日本國民史織田氏時代(中篇) 德富猪一郎 1919年 民友社

1390 近代日本國民史織田氏時代(後篇) 德富猪一郎 1918年 民友社

1391 平安朝文法史 山田孝雄 1913年 博文館

1392 日本海防史 阪上信夫 1942年 泰光堂

1393 搖天動地大震災史 矢荻演之介 1923年 帝國講學會

1394 最新日本地理資料 井原儀著 1911年 大同館

1395 室町時代史 渡邊世佑 1907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396 義經記.永久記.北條九代記 池邊義象 1915年 博文館

1397 護國女太平記.金澤實記.伊達顯祕錄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398 德川政教考 吉田東伍 1918年 冨山房

1399 平安朝日記集 塚本哲三 1929年 有朋堂書店

1400 日本歷史解釋 妻木忠太 1917年 有朋堂書店

1401 天然紀念物 三好學 1915年 冨山房

1402 我が南洋 山崎直方 廣文堂

1403 國史教授案の立て方 岩升精造 1932年 高踏社

1404 大正政局史論 德富猪一郎 1169年 東京民友社

1405 幕末史 小林庄次郎 1907年 早蹈田大學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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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 昭和維新更生史 島村一郎 1939年 日本合同通信社

1407 續最新大日本地理集成 (上卷) 角田政治 1916年 隆文館

1408 安土桃山時代史 渡邊也祐 1907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409 野史(一) 飯田忠彥 1906年 古川弘文館

1410 野史(二) 飯田忠彥 1904年 古川弘文館

1411 野史(三) 飯田忠彥 1905年 弘文館

1412 野史(四) 飯田忠彥 1905年 古川弘文館

1413 野史(五) 飯田忠彥 1906年 古川弘文館

1414 野史 首卷 飯田忠彥 1906年 古川弘文館

1415 日本古代史新研究 太田亮 1238年 磯部甲陽堂

1416 倒敘日本史(索引)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17 倒敘日本史(第一冊) 吉田東伍 1913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18 倒敘日本史(第二冊) 吉田東伍 1913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19 倒敘日本史(第三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0 倒敘日本史(第四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1 倒敘日本史(第五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2 倒敘日本史(第六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3 倒敘日本史(第七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4 倒敘日本史(第八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5 倒敘日本史(第九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6 倒敘日本史(第十冊) 吉田東伍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427 元祿時代觀 中村孝也 1919年 啟成社

1428 趣味の日本史(上卷) 新保磐次 1918年 金港堂

1429 趣味の日本史(下卷) 新保磐次 1918年 金港堂

1430 國史の研究  總說の部 黑板勝美 1913年 文會堂書店

1431 國史の研究  各說の部 黑板勝美 文會堂書店

1432 國史大系(第一卷) 經濟雜誌社 1897年 秀英舍

1433 國史大系(第二卷) 經濟雜誌社 1897年 秀英舍

1434 國史大系(第四卷) 經濟雜誌社 1897年 秀英舍

1435 國史大系(第五卷) 經濟雜誌社 1897年 秀英舍

1436 國史大系(第六卷) 經濟雜誌社 1897年 秀英舍

1437 國史大系(第七卷) 經濟雜誌社 1898年 秀英舍

1438 國史大系(第九卷) 經濟雜誌社 1897年 秀英舍

1439 國史大系(第十卷) 經濟雜誌社 1899年 秀英舍

1440 國史大系(第十一卷) 經濟雜誌社 1899年 秀英舍

1441 國史大系(第十二卷) 經濟雜誌社 1900年 秀英舍

1442 國史大系(第十三卷) 經濟雜誌社 1900年 秀英舍

1443 國史大系(第十四卷) 經濟雜誌社 1901年 秀英舍

1444 國史大系(第十五卷) 經濟雜誌社 1901年 秀英舍

1445 國史大系(第十六卷) 經濟雜誌社 1910年 秀英舍

1446 國史大系(第十七卷) 經濟雜誌社 1901年 秀英舍

1447 續國史大系(第一卷) 經濟雜誌社 1902年 秀英舍

1448 續國史大系(第二卷) 經濟雜誌社 1902年 秀英舍

1449 續國史大系(第三卷) 經濟雜誌社 1902年 秀英舍

1450 續國史大系(第五卷) 經濟雜誌社 1903年 秀英舍

1451 續國史大系(第六卷) 經濟雜誌社 1902年 秀英舍

1452 續國史大系(第七卷) 經濟雜誌社 1903年 秀英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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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 續國史大系(第八卷) 經濟雜誌社 1904年 秀英舍

1454 續國史大系(第九卷) 經濟雜誌社 1902年 秀英舍

1455 續國史大系(第十一卷) 經濟雜誌社 1902年 秀英舍

1456 續國史大系(第十二卷) 經濟雜誌社 1903年 秀英舍

1457 續國史大系(第十三卷) 經濟雜誌社 1904年 秀英舍

1458 續國史大系(第十四卷) 經濟雜誌社 1903年 秀英舍

1459 續國史大系(第十五卷) 經濟雜誌社 1904年 秀英舍

1460 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2) 東京帝國大學 1923年 史料編纂掛

1461 大日本史料(第一編之4) 東京帝國大學 1926年 史料編纂掛

1462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1) 東京帝國大學 1902年 史料編纂掛

1463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2) 東京帝國大學 1902年 史料編纂掛

1464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4) 東京帝國大學 1905年 史料編纂掛

1465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5) 東京帝國大學 1906年 史料編纂掛

1466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6) 東京帝國大學 1907年 史料編纂掛

1467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9) 東京帝國大學 1909年 史料編纂掛

1468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10) 東京帝國大學 史料編纂掛

1469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13) 東京帝國大學 1139年 史料編纂掛

1470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15) 東京帝國大學 1916年 史料編纂掛

1471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16) 東京帝國大學 1918年 史料編纂掛

1472 大日本史料(第四編之補遺)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473 大日本史料(第五編之3) 東京帝國大學 1923年 史料編纂掛

1474 大日本史料(第五編之4) 東京帝國大學 1925年 史料編纂掛

1475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1476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2)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1477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4) 東京帝國大學 1904年 史料編纂掛

1478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6) 東京帝國大學 1907年 史料編纂掛

1479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8) 東京帝國大學 1908年 史料編纂掛

1480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9)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481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0) 東京帝國大學 1911年 史料編纂掛

1482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1) 東京帝國大學 1912年 史料編纂掛

1483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2) 東京帝國大學 1913年 史料編纂掛

1484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3) 東京帝國大學 1914年 史料編纂掛

1485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4) 東京帝國大學 1916年 史料編纂掛

1486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6) 東京帝國大學 1918年 史料編纂掛

1487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7)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488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18) 東京帝國大學 1921年 史料編纂掛

1489 大日本史料(第六編之20) 東京帝國大學 1923年 史料編纂掛

1490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1) 東京帝國大學 1913年 史料編纂掛

1491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2) 東京帝國大學 1915年 史料編纂掛

1492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3) 東京帝國大學 1916年 史料編纂掛

1493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4) 東京帝國大學 1917年 史料編纂掛

1494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5) 東京帝國大學 1919年 史料編纂掛

1495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6)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496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7) 東京帝國大學 1921年 史料編纂掛

1497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8) 東京帝國大學 1922年 史料編纂掛

1498 大日本史料(第八編之10) 東京帝國大學 1924年 史料編纂掛

1499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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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2)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1501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3) 東京帝國大學 1029年 史料編纂掛

1502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4) 東京帝國大學 1903年 史料編纂掛

1503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5) 東京帝國大學 1014年 史料編纂掛

1504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6) 東京帝國大學 1904年 史料編纂掛

1505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8) 東京帝國大學 1906年 史料編纂掛

1506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9) 東京帝國大學 1906年 史料編纂掛

1507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0) 東京帝國大學 1907年 史料編纂掛

1508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1) 東京帝國大學 1916年 史料編纂掛

1509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3) 東京帝國大學 1909年 史料編纂掛

1510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4)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511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7) 東京帝國大學 1914年 史料編纂掛

1512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8) 東京帝國大學 1915年 史料編纂掛

1513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19) 東京帝國大學 1917年 史料編纂掛

1514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20) 東京帝國大學 1918年 史料編纂掛

1515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22)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516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23) 東京帝國大學 1922年 史料編纂掛

1517 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25) 東京帝國大學 1925年 史料編纂掛

1518 大日本史料(補遺) 東京帝國大學 1918年 史料編纂掛

1519 日本アルプス第二卷 小島鳥水 1912年 前川文榮閣

1520 日本アルプス第三卷 小島鳥水 1912年 前川文榮閣

1521 日本人 芳賀矢一 1912年 文會堂書店

1522 日本古代史 久米邦武 1907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523 日本人的海外發展 市島謙吉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524 史蹟めぐり 大類伸 1919年 博文館

1525 我が國土 小田內通敏 1913年 長風社

1526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527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附錄之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528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529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四) 東京帝國大學 1912年 史料編纂掛

1530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五之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17年 史料編纂掛

1531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七)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532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八之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533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1534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三之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08年 史料編纂掛

1535 大日本古文書(十四) 東京帝國大學 1921年 史料編纂掛

1536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三) 東京帝國大學 1917年 史料編纂掛

1537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十) 東京帝國大學 1914年 史料編纂掛

1538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九) 東京帝國大學 1913年 史料編纂掛

1539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四) 東京帝國大學 1909年 史料編纂掛

1540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七) 東京帝國大學 1911年 史料編纂掛

1541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八) 東京帝國大學 1912年 史料編纂掛

1542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04年 史料編纂掛

1543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04年 史料編纂掛

1544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五之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18年 史料編纂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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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七) 東京帝國大學 1904年 史料編纂掛

1546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八之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22年 史料編纂掛

1547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四) 東京帝國大學 1906年 史料編纂掛

1548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八) 東京帝國大學 1907年 史料編纂掛

1549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六) 東京帝國大學 1906年 史料編纂掛

1550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五) 東京帝國大學 1906年 史料編纂掛

1551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六)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552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一之三) 東京帝國大學 1905年 史料編纂掛

1553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五) 東京帝國大學 1910年 史料編纂掛

1554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三之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08年 史料編纂掛

1555 大日本古文書(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1556 大日本古文書(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01年 史料編纂掛

1557 大日本古文書(三) 東京帝國大學 1902年 史料編纂掛

1558 大日本古文書(四) 東京帝國大學 1902年 史料編纂掛

1559 大日本古文書(五) 東京帝國大學 1903年 史料編纂掛

1560 大日本古文書(六) 東京帝國大學 1904年 史料編纂掛

1561 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八之四) 東京帝國大學 1909年 史料編纂掛

1562 大日本古文書(十五)(追加九) 東京帝國大學 1924年 史料編纂掛

1563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九) 東京帝國大學 1917年 史料編纂掛

1564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六) 東京帝國大學 1914年 史料編纂掛

1565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十

二)
東京帝國大學 1921年 史料編纂掛

1566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十

一)
東京帝國大學 1920年 史料編纂掛

1567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七) 東京帝國大學 1915年 史料編纂掛

1568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十) 東京帝國大學 1918年 史料編纂掛

1569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八) 東京帝國大學 1916年 史料編纂掛

1570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附錄

之三)
東京帝國大學 1921年 史料編纂掛

1571 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之三) 東京帝國大學 1911年 史料編纂掛

1572 大日本思想史 平原北堂 1939年 文化時報社

1573 今昔物語(上) 井上賴囗 1915年 博文館

1574 今昔物語(下) 井上賴囗 1915年 博文館

1575 皇國の大道 河原春作 1941年 中文館

1576 大日本歷史集成(下) 青木武助 1915年 隆文館

1577 國史と日本精神の顯現 清原貞雄 1934年 藤井書店

1578 平安朝史 池田晃淵 1907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579 新日本 菊田大麓 1910年 冨山房

1580 概觀維新史 維新史料編纂事務局 1940年 明治書院

1581 大日本の進む路 井上雅二 1938年 實業之日本社

1582 二千五百年史 竹越與三郎 1916年 二西社

1583 明治神宮競技規則 鷺田成男 1930年 一葉社出版部

1584 德川時代文範 岡田正美 1905年 大日本圖書

1585 日本外史論文講義 池田胤

1586 大勢史眼 福本誠 1915年 至誠堂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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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奈良時代史論 岡部精一 1914年 仁友社

1588 奈良朝史 久未邦武 1907年 早稻田大學

1589 奈良文法史 山田孝雄 1913年 東京寶文館

1590 日本文化史大系第七卷 田中一彥 1939年 誠文堂,新光社

1591 日本文化史大系第八卷 田中一彥 1939年 誠文堂,新光社

1592 中朝事實 有馬祐政 1913年 金港堂書籍

1593 中朝事實 上 山鹿高興 不詳

1594 國史美談(上卷) 北垣恭次郎 1919年 完美之日本社

1595 國史美談(中卷) 北垣恭次郎 1924年 完美之日本社

1596 國勢一斑(第三十二回) 岡田榮松 1913年 東京出版協會

1597 太平記(神田本)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598 日本國粹全書第二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599 日本國粹全書第三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0 日本國粹全書第四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1 日本國粹全書第五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2 日本國粹全書第六輯 遠藤隆吉 1915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3 日本國粹全書第七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4 日本國粹全書第八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5 日本國粹全書第九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6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輯 遠藤隆吉 1911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7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一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8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二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09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三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0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四輯 遠田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1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五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2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六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3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八輯 遠藤隆吉 1916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4 日本國粹全書第十九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5 日本國粹全書第二十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6 日本國粹全書第二十一輯 遠藤隆吉 1917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7 日本國粹全書第二十二輯 遠藤隆吉 1918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8 日本國粹全書第二十三輯 遠藤隆吉 1918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19 日本國粹全書第二十四輯 遠藤隆吉 1918年 巢園學舍印刷所

1620 國語學史 保科孝一 190.7年 早蹈田大學

1621 丈夫道史論 垣理張三郎 1942年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622 歷史の精神的解釋 市島謙吉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623 大國民 慶應義塾 1910年 東洋印刷

1624 全體主義と皇道 藤澤親雄 1940年 東洋圖書

1625 平家物語 山田孝雄 1915年 東京寶文館

1626 平家物語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

1627 平家物語考 山田孝雄 1915年 東京寶文館

1628 平家物語評釋 內海弘藏 1915年 明治書店

1629 讀史餘論 新井白石 1912年 大同館

1630 大塔宮之吉野城 中岡清一 1938年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

校

1631 建武の中尖と神宮祠宮の勤王 阪本廣太郎 1935年 東洋社

1632 東圃遺稿 藤岡作大郎 1911年 大倉書店

1633 帝國地名辭典(索引) 太田為三郎 1912年 三省堂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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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帝國地名辭典(下卷) 太田為三郎 1912年 三省堂書店

1635 德川時代通史 井原儀 1912年 大同館

1636 帝室制度史(第二卷) 帝國學士院 1938年 ヘラルド社

1637 江戶時代篇(中) 藤田德太郎 1939年 日東印刷

1638 家康時代(上卷) 德富豬一郎 1923年 民友社

1639 日本溫泉案內 小川竹松 1917年 誠文堂

1640 現今の南阿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641 北米の日本人 植村寅 1911年 內外出版協會

1642 日本地名大辭典(第二卷) 澤田九雄 1939年 日本書房

1643 日本書記道釋(索引) 飯田武鄉 1909年 明治書院

1644 日本書記通釋 (第一) 飯田武鄉 1909年 明治書院

1645 日本書記通釋 (第二) 飯田武鄉 1909年 明治書院

1646 日本書記通釋 (第三) 飯田武鄉 1909年 明治書院

1647 日本書紀通釋 (第四) 飯田武鄉 1909年 明治書院

1648 日本書紀通釋 (第五) 飯田武鄉 1909年 明治書院

1649 配所殘筆 山鹿專行 1913年 修成社

1650 赤穗誠忠錄 上 芳賀矢一 1913年 不詳

1651 日本の人的資源 田中寬一 1941年 螢雪書院

1652 南國 大野恭平 1915年 丸善株式會社

1653 源平盛衰記 下卷 池邊義象 1914年 博文館

1654 源平盛衰記 上卷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書店

1655 源平盛衰記 下卷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1656 古事記傳 本居宣長 1902年 吉川半七

1657 朝鮮回顧錄 中井錦城 1915年 糖業研究會

1658 韓國政爭志 幣原坦 1907年 三省堂書店

1659 新朝鮮(全) 青柳綱太郎 1925年 京城新聞社

1660 朝鮮 青柳綱太郎 1913年 朝鮮研究會

1661 高麗史(二) 市島謙吉 1909年 武木印刷

1662 朝鮮通史 林泰輔 1912年 冨山房

1663 新興の朝鮮 朝鮮總督府 1929年 朝鮮印刷

1664 比律賓跋涉 土尾元作 1917年 同文館

1665 比律賓年鑑 大谷純一 1938年 田中印刷出版

1666 中亞探險 關露香 1912年 博文館

1667 印度史觀 松宮村一郎 1920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668 印度五千年 高桑駒吉 1908年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1669 印度的佛教美術 松本文三郎 1920年 丙午出版社

1670 蘭領東印度事情 小宮山好夫 1916年 啟成社

1671 帝國主義下之印度 矢內原忠雄 1940年 大同書院

1672 今日の南亞米利加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673 南洋通覽 保阪彥太郎 1916年 警醒社書店

1674 大南洋史 白板義直 1942年 田中誠光堂

1675 南洋地理大系第二卷 飯本信之 1942年 ダィセモソド社

1676 南洋地理大系第四卷 飯本信之 1942年 ダィセモソド社

1677 南洋地理大系第五卷 飯本信之 1942年 ダィセモソド社

1678 南洋地理大系第六卷 飯本信之 1942年 ダィセモソド社

1679 南洋地理大系第七卷 飯本信之 佐藤弘 ダイヤモンド社

1680 南洋地理大系第八卷 飯本信之 佐藤弘 ダイヤモン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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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 露西亞史論 堀竹雄(譯) 1918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682 西洋歷史講話 下卷 村川間固 192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683 西洋全史  上卷 瀨川秀雄 1914年 冨山房

1684 西洋通史  上卷 瀨川秀雄 1915年 冨山房

1685 西洋通史  中卷 瀨川秀雄 1915年 冨山房

1686 西洋通史  下卷 瀨川秀雄 1916年 冨山房

1687 西洋歷史集成 中卷の 坂本健一 1919年 隆文館圖書

1688 外國地理集成(下) 角田政治 1913年 隆文館

1689 歐米我觀 蜷川新 1914年 清水書店

1690 歐米象印記 中村吉藏 1910年 春秋社

1691 希臘羅馬神話 延川直臣 1914年 博文館

1692 西洋史講話 箕作元八 1913年 開成館

1693 歐米最近世史十講 本印藏 1915年 弘道館

1694 西洋通史(上) 瀨川秀雄 1925年 冨山房

1695 西洋通史(中) 瀨川秀雄 冨山房

1696 歐洲民族文化史 松宮春一郎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697 西洋通史（古代史） 高桑駒吉 190.8年 大日本圖書

1698 西洋時代史觀(中世) 大類伸 1916年 文會堂

1699 近世歐洲文化史論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1700 西洋史要 坪井九馬三 1912年 冨山房

1701 近世歐羅巴的基礎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1702 西洋文明史觀 齊藤斐章 1917年 目黑書店

1703 歐洲思想史 松宮春一郎 1918年 興之史論出版社

1704 西國立志論 中村正直 1914年 博文館

1705 西洋歷史上卷 有賀長雄 1912年 博文館

1706 歐洲現代文明史 全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1707 歐洲現代政治史 上卷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1708 歐洲現代政治史 下卷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1709 歐洲大戰的心理教訓 市島謙吉 1917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10 普魯西勃興史 松宮春一郎 1918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711 現代之伯刺西爾 居初寬二郎 1915年 東京堂書局

1712 歐米人極東研究全 大鳥居弃三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13 歐洲の傳說 松村武雄 1914年 金尾文淵堂

1714 歐米小感 國府種德 1912年 至誠堂

1715 歐洲の改造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9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16 巴爾幹の變遷 長瀨鳳輔 1914年 冨山房

1717 歐洲大戰の經驗 市島謙吉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718 英國膨脹史論 松宮春一郎 1918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719 英國殖民地 磯部保次 1908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20 現代英國及英國民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苑

1721 英國風物談 飯島東山郎 1918年 大日本圖書

1722 英國社會主義史 市島謙吉 192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23 佛蘭西革命史論 松官春一郎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724 フランス大革命史前篇 箕作元八 1919年 冨山房

1725 世界大戰獨逸青年團 川室圭吾 1918年 大日本圖書

1726 獨逸帝國膨脹史 煙山專太郎 1918年 大磴閣

1727 現代獨逸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文明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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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 獨逸世界政策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29 獨逸之現勢 望月小太郎 1913年 英文通信社

1730 奧地利匈牙利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6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31 羅馬史論 林董 1906年 博文館

1732 伊太利及伊太利人 大鳥居弃三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33 西班牙人の西班牙 磯部保次 191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34 露國民 大鳥居弃三 191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35 西比利亞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36 露國の產業及貿易 中村祥太郎 1912年 博文館

1737 米國的對東外交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38 米國及米國人 正岡猶一 1913年 二西社

1739 米國民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40 墨西哥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41 土耳其帝國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42 最近埃及(上)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43 最近埃及(下)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744 北極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745 世界偉人傳 福田琴月 1913年 實業之日本社

1746 那翁大帝 千頭清清臣 1917年 博文館

1747 孔子研究 蟹江義丸 1909年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748 孔子及孔子教育 福部學之吉 1917年 明治出版社

1749 老子神髓 長島萬里 1921年 漢文教會

1750 孟子 久保天隨 1913年 博文館

1751 孟子言行錄 有馬拓政 1909年 博文館

1752 孔子教 宇野哲人 1911年 冨山房

1753 孔子傳 遠藤隆吉 1910年 丙午出版社

1754 莊子私篡講義 土屋弘 1917年 丙午出版社

1755 現代文士二十八人 中村武羅夫 1909年 日高有倫堂

1756 維新史八講 吉田東江 冨山房

1757 時代と人物 馬場恒吾 1941年 東洋經濟新報社

1758 公爵桂太郎傳(乾卷) 德富猪一郎 1917年 故桂公爵紀念事業會

1759 明治天皇 望月小太郎 1914年 英文通信社

1760 明治功臣錄(黃之卷) 大野松太郎 1918年 明治功臣錄刊行會

1761 明治功臣錄(黃之卷) 大野松太郎 1918年 明治功臣錄刊行會

1762 明治功臣錄(玄之卷) 大野松太郎 1920年 明治功臣錄刊行會

1763 乃木大將軍事蹟 塚田清市 1916年 小林印刷所

1764 乃木大將軍實傳 塚田清市 1913年 小林印刷所

1765 人物研究と史論 橫山健堂 1913年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766 伊藤博文傳(上) 春畝久追頌會 1941年 春畝久追頌會

1767 伊藤博文傳(中) 春畝久追頌會 1941年 春畝久追頌會

1768 伊藤博文傳(下) 春畝久追頌會 1941年 春畝久追頌會

1769 李舜臣全集  下 青柳綱太郎 朝鮮研究會

1770 公爵桂太郎傳(坤卷) 德富豬一郎 1917年 故桂公爵紀念事業會

1771 歷史と人物 三浦周行 1916年 東亞堂書房

1772 英雄豪傑論 煙山專太郎 1916年 博文館

1773 吉田寅次郎 杉浦重剛 1915年 博文館

1774 伴信友全集(第1)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39頁 台南二中日文舊籍書目

1775 伴信友全集(第2)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776 伴信友全集(第3)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777 伴信友全集(第4)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778 伴信友全集(第5)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779 源平盛衰記上卷 池邊義象 1914年 博文館

1780 二宮尊德 璧琉璃園 1912年 興風書院

1781 大鹽平八郎 幸田成友 1913年 伊東芳次郎

1782 野呂元文傳 大西源一 1915年

1783 巨人高峰博士 木橋爪惠 1931年 三共株式會社

1784 吉田數馬先生 海南學校同窓會 1917年 磯部甲陽堂

1785 東行先生遺文 東行先生 1916年 民友社

1786 大久保利通傳上卷 勝田孫彌 1910年 同文館

1787 大久保利通傳中卷 勝田孫彌 1910年 同文館

1788 大久保利通傳下卷 勝田孫彌 1910年 同文館

1789 黑田如水 福本誠 1913年 東亞堂書店

1790 三十六人集 佐佐木信綱 1914年 博文館

1791 兒島高德 中村德五郎 1910年 鍾美堂書店

1792 大僧正天海 須藤光暉 冨山房

1793 西征將軍宮 藤田明 1915年 寶文館

1794 大久保武藏鎧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795 坂本龍馬 千頭清臣 1922年 博文館

1796 親鸞聖人真傳 下卷 松原時男 1912年 國民書院

1797 五大哲學者 桑木嚴翼 1914年 金尾文淵堂

1798 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 三宅米長 1915年 大日本國書

1799 黑田如水傳 金子堅太郎 1916年 博文館

1800 下谷上野 九保田金僊 1929年 松阪屋

1801 巢園自傳 遠藤隆吉 1939年 巢園學舍

1802 遠藤龍吉傳 蝦名賢造 1989年 西田書店

1803 蓮如上人 須藤光暉 1912年 勉強堂書店

1804 法然上人 須藤光暉 1911年 杉本梁江堂

1805 先哲像傳.近世崎人傳.百家岐行傳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806 近世泰西英傑傳第1卷 磯部保次 191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07 近世泰西英傑傳第2卷 磯部保次 1910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08 近世泰西英傑傳第3卷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09 近世泰西英傑傳第4卷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10 近世泰西英傑傳第5卷 磯部保次 1917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11 マルコポロ紀行 瓜生寅 1912年 博文館

1812 偉人傳叢書第六冊ネルソン 肝付兼行 1914年 博文館

1813 亞歷山遠征史 松宮春一郎 1919年 興亡史論刊行會

1814 西洋人名辭典 龜井高孝 1932年 東京築地版製造所

1815 ヘンリー六世 坪內逍遙 1934年 中央公論社

1816 趣味と人物 橫山達三 1913年 中央書院

1817 日本考古學 八木奘三郎 1914年 成文舍

1818 獨言對話 三宅雄二朗 1919年 至誠堂書店

1819 比較文學史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5年 文明書店

1820 日本語學史 長連恆 1908年 博文館

1821 日本文法新論 金澤庄三郎 1912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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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日本六法註釋 渡部萬藏 1914年 求光閣書店

1823 國語的研究 金澤庄三郎 1910年 同文館

1824 日本語學史上卷 長連恆 1908年 博文館

1825 ローマ字國字論 田丸卓郎 1922年 日本字社

1826 言語的研究及古代的文化 金澤庄三郎 1913年 弘道堂

1827 言語發達論 保科孝一 1903年 冨山房

1828 言語學(上卷) 金澤庄三郎,後藤朝太郎 1906年 博文館

1829 近世國文學 佐佐政一 1911年 聚精堂

1830 國語的發音 佐久間鼎 1919年 同文館

1831 語學教授法新論 前田太郎 1913年 東亞堂書房

1832 補註蒙求國字解 三島  毅 1906年 博文館

1833 近體文編全 關根正直 1905年 大日本圖書

1834 現代作法精義 市島謙吉 19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1835 新選國漢參考圖錄 帝國書院編輯部 1936年 帝國書院

1836 外來語辭典 荒川惣兵衛 1941年 富山館

1837 英語學辭典 市河三喜 1940年 研究社

1838 外國文學序說 片上伸 1924年 新詩壇社

1839 獨和辭典 登張信一郎 1915年 大倉書局

1840 日獨譯準 水野繁太郎 1918年 東京築地版製造所

1841 文學の本質 松浦一 1917年 大日本國書社

1842 文章研究錄 幸田露伴等 不詳

1843
古典の批判的處置に關する研究 (第一

部)
池田龜鑑 岩波書店

1844
古典の批判的處置に關する研究 (第二

部)
池田龜鑑 1941年 岩波書局

1845
古典の批判的處置に關する研究 (第三

部)
池田龜鑑 岩波書店

1846 應問集 齋藤惇 1916年 以文社

1847 支那大文學史(古代篇) 兒島獻吉郎 1909年 冨山房

1848 最新祝詞作例文範(中) 渡邊亨 1935年 明文社

1849 最新祝詞作例文範(下) 渡邊亨 1912年 早稻田大學

1850 新時代のまニとの國語教授 金子彥二郎 1932年 三元堂

1851 芭蕉句集講義 春之卷 角田真平 1907年 博文館

1852 芭蕉句集講義 秋之卷 角田竹冷 1910年 博文館

1853 國語學精義 吉田熊次 1910年 同文館

1854 誤札る文學文章 大町桂月 1915年 有精堂書店

1855 名家詩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856 杜詩講義 森泰二郎 1912年 文會堂書店

1857 テニスンの詩研究 石川林四郎 1921年 研究社

1858 初等作詩法 森川建藏 1918年 文會堂書店

1859 唐詩選評釋 森森二郎 1910年 明治書院

1860 唐詩選詳說 上卷 簡野道明 1929年 明治書院

1861 唐詩選詳說 下卷 簡野道明 明治書院

1862 唐詩選三體詩 久保天隨 1913年 博文館

1863 本朝名家詩文 岡田正之 1917年 明治出版社

1864 白秋詩集第一卷 北原白秋 1920年 アルス

1865 古代詩歌に於ける神の概念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社 1935年 日本文化協會出版部

1866 有餘樂堂詩法摘要 石橋雲來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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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敘景文 大町桂月 1916年 博文館

1868
藏書の餘白ヒ記入されたろ短文評立立

に雜感
漱石山房藏書目錄 1916年 漱石山房藏書目錄

1869 吾が日吾が夢 宮島新三郎 192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事務所

1870 作文講話及文範 上卷 芳賀矢一 水杉谷虎藏 1914年 冨山房

1871 作文講話及文範 下卷 芳賀矢一 水杉谷虎藏 1914年 冨山房

1872 式辭文例集 不詳 1921年 不詳

1873 信書精鑑(上卷) 中川  靜 1916年 東京寶文館

1874 信書精鑑(下卷) 中川  靜 1916年 東京寶文館

1875 近代小說史 藤岡作太郎 1917年 大倉

1876 雅文小說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1877 增修故事成語大辭典 簡野道明 1912年 明治書院

1878 世界童話選集 田制佐重 1925年 文教書院

1879 人物の要素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80 種的起源的基礎 大鳥居弃三 1915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881 先哲遺訓座右銘全集 藤原楚水 1914年 實業之日本社

1882 言語學講話 保科孝一 1906年 積文社

1883 社會訓 大町芳衛 1912年 公文書院

1884 近思錄 久保天隨 1914年 博文館

1885 青年訓 大町芳衛 1913年 國文館

1886 益軒十訓 下卷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1887 勅語義解 荻原擴 1939年 中文館書店

1888 文章入門 武島又次郎 1911年 大倉書店

1889 日本六法全書 井上圓三 1924年 清水書店

1890 日本文法機構論 堀重彰 1941年 畝傍書房

1891 英詩文評釋 坪內雄藏 1906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892 國文註釋全書（徒然草諸抄）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3 國文註釋全書（源氏物語評釋） 室松岩雄 1913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4 國文註釋全書（竹取物語抄補注） 室松岩雄 1909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5 國文註釋全書（萬葉集註釋）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6 國文註釋全書（枕草紙傍釋） 室松岩雄 1908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7 國文註釋全書（太平記抄） 室松岩雄 1908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8 國文註釋全書（河海抄） 室松岩雄 1908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899 國文註釋全書（源氏細流抄） 室松岩雄 1908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900 國文註釋全書（源註拾遺抄）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901 國文註釋全書（眠江入楚 中）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902 國文註釋全書（平家物語抄） 室松岩雄 1907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903 國文註釋全書（古今餘材抄）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904 國文註釋全書（紫式部日記解） 室松岩雄 1909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社

1905
國文註釋全書（大和物語虛靜、綿繡

抄）
室松岩雄 1907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部

1906 國文學史十講 芳賀矢一 1913年 博信堂

1907 國文學史概論 芳賀失一 1913年 文會堂書店

1908 國文學全史平安朝篇 野村八良 1929年 關書院

1909 國文學書目集覽 桓內松三 1930年 明德堂

1910 國文學歷代選 芳賀矢一 1913年 文會堂書房

1911 國文叢書第二冊 池邊義象 1913年 博文館

1912 國文叢書第四冊 池邊義象 1913年 博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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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國文叢書第五冊 池邊義象 1914年 博文館

1914 國文叢書第六冊 池邊義象 1914年 博文館

1915 國文叢書第十一冊 池邊義象 1914年 博文館

1916 國文叢書第十三冊 池邊義象 1915年 博文館

1917 國文叢書第十四冊 池邊義象 1915年 博文館

1918 國文叢書第十八冊 池邊義象 1915年 博文館

1919 國書解題 佐村八郎 1909年 古川弘文館

1920 國語史概說 湯澤幸吉郎 1943年 八木書房

1921 國學全史下卷 野村八良 1929年 關書院

1922 最新式辭之演說 大町桂月 1915年 二松堂書店

1923 蜀山人全集 索引 吉川半七 1908年 吉川弘文館

1924 蜀山人全集 卷二 吉川半七 1907年 吉川弘文館

1925 蜀山人全集 卷三 吉川半七 1908年 吉川弘文館

1926 蜀山人全集 卷四 吉川半七 1907年 吉川弘文館

1927 蜀山人全集 卷五 吉川半七 1908年 吉川弘文館

1928 夢的心理 大鳥居弃三 1914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9 趣味講座  第一編 黑田明信 1917年 誠文館

1930 集古十種(第四) 市島謙吉 1908年 武木印刷所

1931 集古十種(第二) 市島千吉 1908年 武木印刷場

1932 想痕 三宅龍二郎 1915年 平井堂

1933 賀茂真淵全集第一 賀茂百樹 1906年 吉川弘文館

1934 賀茂真淵全集第二 賀茂百樹 1912年 吉川弘文館

1935 賀茂真淵全集第三 賀茂百樹 1906年 吉川弘文館

1936 賀茂真淵全集第四 賀茂百樹 1906年 吉川弘文館

1937 賀茂真淵全集第五 賀茂百樹 1903年 吉川弘文館

1938 小泉八雲全集第1卷 大谷正信 1926年 第一書房

1939 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 大谷正信 1926年 第一書房

1940 小泉八雲全集第3卷 落合貞三郎 1926年 第一書房

1941 小泉八雲全集第4卷 田部隆次 1913年 第一書房

1942 小泉八雲全集第6卷 岡田哲藏 1926年 第一書房

1943 小泉八雲全集第7卷 田部隆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44 小泉八雲全集第8卷 戶川明三 1926年 第一書房

1945 小泉八雲全集第9卷 全子健二 1927年 第一書房

1946 小泉八雲全集第5卷 第一書房

1947 小泉八雲全集第11卷 大谷正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48 小泉八雲全集第12卷 落合貞三郎 1926年 第一書房

1949 小泉八雲全集第13卷 田部隆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50 小泉八雲全集第14卷 田部隆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51 小泉八雲全集第15卷 田部隆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52 小泉八雲全集第16卷 田部隆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53 小泉八雲全集第17卷 大谷正信 1928年 第一書房

1954 小泉八雲全集別冊 田部隆次 1927年 第一書房

1955 廚川白村集第二卷 廚川蝶子 1925年 渡邊吉郎

1956
厨川白村集第四卷 エッセイの文明批

評

厨川白村集刊行會 福永一

良
1925年 厨川白村集刊行會

1957 高島秋帆第一篇 福地櫻癡 1902年 博文館

1958 藤田東湖全集第四卷 高須芳次郎 1935年 章華社

1959 勤皇文庫第一卷 小松謙助 1926年 社會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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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勤皇文庫第三卷 小松謙助 1926年 社會教育協會

1961 勤皇文庫第五卷 小松謙助 1926年 社會教育協會

1962 日本文學新史 尾上八郎 1914年 東亞堂書房

1963 日本文學通覽 岡田正美 1912年 大日本圖書

1964 增補雅言集覽上 中島弘 1904年 東京印刷株式會社

1965 增補雅言集覽中 中島弘 1904年 東京印刷株式會社

1966 增補雅言集覽下 中島弘 1904年 東京印刷株式會社

1967 日本古代文化研究 後藤宇一 1942年 河出書房

1968 日本史傳文選中卷 幸田露伴 1920年 大錐閣

1969 日本史傳文選下卷 幸田露伴 1920年 大鐙閣

1970 枕草紙評釋 內海弘藏 1921年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1971 良寬全集 玉木禮吉 1918年 東京堂

1972 天地有情 土井林吉 1908年 博文館

1973 漱石全集 (卷期不明) 夏目純一 1917年 東京築地活版印刷所

1974 漱石全集第三卷 夏目純一 1918年 東京築地活版印刷所

1975 漱石全集第八卷 夏目純一 1918年 東京築地活版印刷所

1976 漱石全集第九卷 夏目純一 1918年 東京築地活版印刷所

1977 漱石全集第十卷 夏目純一 1918年 東京築地活版印刷所

1978 漱石全集第十一卷 夏目純一 1919年 東京築地活版印刷所

1979 近世八家文選 池邊義象 1911年 啟成社

1980 朝比奈知泉文集 立川芳 1927年 朝比奈知泉文集刊行會

1981 現代名家文選 久保得二 1908年 金刺芳流堂

1982 狂言記下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局

1983 世話淨琉璃名作集 饗庭篁村 1914年 博文館

1984 紅葉全集第一卷 尾崎德太郎 1908年 博文館

1985 紅葉全集第三卷 尾崎德太郎 1908年 博文館

1986 紅葉全集第五卷 尾崎德太郎 1908年 博文館

1987 狂言全集下卷 幸田成行 1903年 博文館

1988 鹽尻上卷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部

1989 鹽尻下卷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部

1990 解說批評日本文典  上 岡田正美 1911年 博文館

1991 解說批評日本文典  下 岡田正美 1911年 博文館

1992 新人國記 橫山達三 1914年 苑文館書局

1993 伊呂波文庫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1994 上田敏全集(第一卷) 上田敏 1928年 改造社

1995 上田敏全集(第二卷) 上田敏 1928年 改造社

1996 上田敏全集(第三卷) 上田敏 1930年 改造社

1997 上田敏全集(第四卷) 上田敏 1928年 改造社

1998 上田敏全集(第六卷) 上田敏 1929年 改造社

1999 上田敏全集(第七卷) 上田敏 1929年 改造社

2000 上田敏全集(補卷) 上田敏 1932年 改造社

2001 水鏡詳解 江見清風 1904年 明治書院

2002 日本說話文學索引 平林治德 1945年 日本出版社

2003 現代文解釋法 塚本哲三 1925年 有朋堂

2004 新井白石全集 第一 (藩翰譜) 新井太居 1910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2005 新井白石全集 第二 新井太居 1910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2006 新井白石全集 第三 新井太居 1910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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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新井白石全集 第五 今泉定介 1906年 東京活版

2008 新井白石全集 第六 今泉定介 1906年 東京活版

2009 親鸞聖人文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局

2010 中江藤樹文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局

2011 水鏡大鏡增鏡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局

2012 桂月文選 大町桂月 1915年 至誠書局

2013 李義山詩講義上卷 森泰二朗 1914年 文會堂書店

2014 李義山詩講義中卷 森泰二朗 1914年 文會堂書店

2015 李義山詩講義下卷 森泰二朗 1917年 文會堂書店

2016 古今著聞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017 近代文藝雜話 佐佐政一 1916年 目黑書店

2018 西鶴文集上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019 西鶴文集下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020 國民文學史 鈴木暢幸 1920年 隆文館

2021 平田篤胤全集 天朝 室松岩雄 1913年 法文館書店

2022 平田篤胤全集 靈之真柱 室松岩雄 1911年 一致堂書店

2023 平田篤胤全集 古史傳 室松岩雄 1914年 法文館書店

2024 平田篤胤全集 古史傳夏之卷 室松岩雄 1913年 法文館書房

2025 平田篤胤全集 古文徵 室松岩雄 1914年 法文館書房

2026 平家篤胤全集 鬼神新論 室松岩雄 1911年 法文館書店

2027 平田篤胤全集 每朝神拜詞記 室松岩雄 平田學會

2028 平田篤胤全集 古史傳二十之卷 室松岩雄 法文館書店

2029 傑作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名堂書店

2030 青淵百話 澁澤榮一 1914年 同文館

2031 青淵回顧錄(上卷) 高橋重治 1937年 青淵回顧錄刊行會

2032 青淵回顧錄(下卷) 高橋重治 1927年 青淵回顧錄刊行會

2033 式辭林 金田謙 1914年 自治館

2034 新釋增鏡 高木武 1919年 修文館

2035 富士と足柄 橫井春野 1914年 敬文堂

2036 ユーゴー全集  第二卷 鷲尾浩 1920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37 ユーゴー全集  第三卷 鷲尾浩 1920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38 ユーゴー全集  第六卷 鷲尾浩 1920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39 ユーゴー全集  第八卷 鷲尾浩 1920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40 ユーゴー全集  第九卷 鷲尾浩 1920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41 ユーゴー全集  第十卷 鷲尾浩 1920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42 ユーゴー全集 第十三卷 鷲尾浩 1921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43 ユーゴー全集 第十二卷 鷲尾浩 1921年 ユーゴー全集刊行社

2044 香川景樹翁全集 上卷 佐佐木信綱 1913年 博文館

2045 狹衣物語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

2046 源注餘滴 市島謙吉 1906年 東京活版

2047 新譯榮華物語 與謝野晶子 1914年 金民文淵堂

2048 徒然草(第一篇) 芳賀矢一 1916年 文會堂書房

2049 徒然草講話 沼波武夫 1914年 東亞堂書房

2050 徒然草評釋 內海弘藏 1916年 明治書院

2051 菅政友全集 市島謙吉 1907年 內外印刷

2052 宇治拾遺物語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2053 彥紫田舍源氏下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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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 藤田東湖全集 第二卷 高須芳次郎 1935年 章華社

2055 黎明錄 福田德三 1919年 佐藤出版社會

2056 本居春庭大平內遠全集 本居宣長 1906年 吉川印刷工廠

2057 奈翁全傳第一卷 長瀨鳳輔 1914年 隆文館

2058 奈翁全傳第二卷 長瀨鳳輔 1913年 目黑書店

2059 奈翁と其元帥 千頭清臣 1914年 博文館

2060 奈翁全傳 第五卷 長瀨鳳輔 1914年 隆文館書店

2061 紀行文編 幸田露伴 1914年 博文館

2062 書翰文講話及文範上卷 芳賀矢一 1914年 冨山房

2063 平家詩史 村山龜齡 1916年 博文館

2064 幽情記 幸田成行 1919年 大倉書店

2065 燕石十種(第一) 市島謙吉 1907年 國書刊行會

2066 燕石十種(第二) 市島謙吉 1907年 國書刊行會

2067 燕石十種(第三) 市島謙吉 1908年 國書刊行會

2068 續燕石十種(第一) 市島謙吉 1908年 武木印刷場

2069 續燕石十種(第二) 市島謙吉 1909年 武木印刷所

2070 萬物流轉 平泉澄 1937年 至文堂

2071 近松傑作全集 索引 水谷弓彥 1910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072 近松傑作全集 二 水谷弓彥 1910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073 近松傑作全集 三 水谷弓彥 1910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074 近松傑作全集 四 水谷弓彥 1910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075 近松語彙 上田萬年 1930年 冨山房

2076 松屋筆記第一 市島謙吉 1908年 武木印刷所

2077 松屋筆記第三 市島謙吉 1908年 武木印刷所

2078 福澤全集卷1 時事新報社 1898年 時事新報社

2079 福澤全集卷2 時事新報社 1898年 時事新報社

2080 福澤全集卷3 時事新報社 1898年 時事新報社

2081 福澤全集卷4 時事新報社 1898年 時事新報社

2082 真怪 井上圓了 1919年 丙午出版社

2083 近藤正齊全集第1 國書刊行會 1905年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2084 近藤正齊全集第2 國書刊行會 1905年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2085 近藤正齊全集第3 國書刊行會 1905年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2086 原敬全傳 天篇 鈴木利貞 1922年 日本評論社

2087 原敬全集 下卷

2088 山鹿素行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089 石川雅望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090 英文藻鹽草 南日恒太郎 1919年 北星堂書店

2091 碧嚴物語 蘆津實全 1916年 東亞堂書店

2092 菜根譚詳解講義 久保德二 1911年 金刺芳流堂

2093 革命の巷より 三浦關造 1918年 文昭堂

2094 あいぬ物語 金田一京助 1913年 博文館

2095 寂レき人々 成瀨清 1927年 新潮社

2096 ろけらが花琴後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

2097 世界文學全集(25)クオ．クデイス 木村毅 1928年 新潮社

2098 樗牛全集 第一卷 齋藤信榮 1907年 博文館

2099 樗牛全集 第三卷 齋藤信榮 1907年 博文館

2100 樗牛全集 第四卷 齋藤信榮 1909年 博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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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萬葉集新釋 豐田八十代 1917年 廣文堂書店

2102 天の網嶋 佐佐政一 1906年 明治書院

2103 辭林 金澤庄三郎 1924年 三省堂

2104 書翰文 大町桂月 1914年 博文館

2105 直昆靈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06 大言海(索引) 大槻文彥 1929年 冨山房

2107 大言海(第一卷) 大槻文彥 1932年 冨山房

2108 大言海(第二卷) 大槻文彥 1932年 冨山房

2109 大言海(第三卷) 大槻文彥 1932年 冨山房

2110 日本現代文學十二講 高須芳次郎 1924年 新潮社

2111 源氏物語活釋上篇 小林榮子 1926年 秀英舍

2112 源氏物語活釋下篇 小林榮子 1925年 秀英社

2113 源氏物語活大意 尾上登良子 1924年 秀英舍

2114 源氏物語 岷江入楚(上)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部

2115 源氏物語 岷江入楚(下) 室松岩雄 1910年 國學院大學出版部

2116 新釋源氏物語卷之一 佐藤義亮 1911年 新潮社

2117 新釋源氏物語卷之二 佐藤義亮 1914年 新潮社

2118 源氏物語上卷 池邊義象 1913年 博文館

2119 新釋平家物語 高木武 1919年 修文館

2120 增鏡新釋 佐野保太郎 1914年 有精堂書店

2121 過激派 石川元郎 1919年 民友社

2122 大隈伯演說集高遠の理想 大隈伯 1915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123 堤中納言物語 吉澤義則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24 蕪村夢物語 木村架空 1917年 大日本圖書

2125 提唱碧巖集上卷 中原鄧外 1918年 大阪屋號書店

2126 井伊大老的開港 中村勝麻呂 1909年 哲成社

2127 宇津保物語 下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局

2128 腳本集下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局

2129 彥紫田舍源氏上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局

2130 本居宣長全集 第五 本居宣長 1902年 吉川半七

2131 片影 矢野峰人 1931年 研究社

2132 案山子日記 濱八百彥 1918年 丸善株式會社

2133 萬葉集略解 佐佐木信綱 1912年 博文館

2134 萬葉集講義 第一卷 山田孝雄 1941年 寶文館

2135 萬葉集講義 第三卷 山田孝雄 1941年 寶文館

2136 謫居童問 之田村玄龍 1913年 博文館

2137 狂言記 上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38 新撰書翰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139 逸話選 何中俊四郎 1917年 良書普及會

2140 無限生活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3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141 世界の心を語ろ 大島正德 1940年 帝國教育會出版部

2142 玉葉第一 今泉定介 1906年 東京活版

2143 玉葉第三 市島謙吉 1908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2144 淨琉璃名作集上 三浦理 1914年 友朋堂書店

2145 淨琉璃名作集中 三浦理 1914年 友朋堂書店

2146 淨琉璃名作集下 三浦理 1915年 友朋堂書店

2147 近松淨琉璃名作集上 三浦理 1914年 友朋堂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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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8 近松淨琉璃名作集中 三浦理 1914年 友朋堂書店

2149 近松淨琉璃名作集下 三浦理 1915年 友朋堂書店

2150 太田南畝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51 弓 張月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書店

2152 松屋叢話 新文緣流 岸上操 1891年 博文館

2153 宇津保物語 上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54 大谷光瑞全集 第十卷 大谷光瑞 1932年

2155 常山紀談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156 上田秋成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57 月雪花 芳賀矢一 1914年 文念堂書店

2158 青蘆集 德富健次郎 1912年 民友社

2159 ナナ物語 安島健 世界思潮研究會

2160 隨感隨想 澤柳政太郎 1915年 冨山房

2161 日記紀行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書店

2162 近代西洋文藝叢書第二冊サラムボオ 生田長江 1913年 博文館

2163 青年英文叢書 奈倉次郎 1911年 三省堂書店

2164 近代英詩評釋 片上伸 1909年 有朋堂書店

2165 英文學史 淺野和三郎 1908年 大日本圖書

2166 露西亞文藝的主潮 田中純 1917年 春陽堂

2167 露國近代文藝思想史 昇曙夢 1918年 大倉書店

2168 新聞人生活25年 泉風浪 1936年 鈴木義能

2169 中外英字新聞 第2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0 中外英字新聞 第4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1 中外英字新聞 第5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2 中外英字新聞 第9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3 中外英字新聞 第10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4 中外英字新聞 第7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5 中外英字新聞 第3卷 國民英學會 1907年 國民英學會出版社

2176

サラムボオ

スケツチ．ブック

講義  上卷

若月保治 1914年 日進堂書店

2177 黃表紙十種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書店

2178 日本美術史講話 黑田鵬心 1916年 大阪屋號

2179 西洋美術史 石井直三郎 1916年 向陵社

2180 新定音樂教科書 樂書刊行協會 1931年 日進社

2181 日本音樂講話 田邊上雄 1919年 岩波書店

2182 夫木和歌抄 市島謙吉 1906年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2183 夫木和歌抄索引 市島謙吉 1907年 國書刊行會

2184 歌學論叢 佐佐木信綱 1908年 博文館

2185 近代歌謠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2186 古代歌謠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2187 輪唱複音唱歌集 鈴木米次郎 1903年 十字屋

2188 初等和聲學 福井直秋 1914年 共益商社書店

2189 謠曲物語 前篇 和田萬吉 1911年 冨山房

2190 謠曲物語 後篇 和田萬吉 1913年 冨山房

2191 獨習用謠曲地拍子精義 山崎靜太郎 19年 江島謠曲書餘

2192 謠曲評釋第五集 六和田建樹 1915年 博文館

2193 頭註新葉和歌集 村上忠順 1936年 改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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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 俚謠集拾遺 高野辰之 1915年 六合館

2195 和歌と新資料 松田武夫 1943年 越後尾

2196 和歌叢書 第三冊 佐佐木信綱 1913年 博文館

2197 日本歌學史 山鹿旗之進 1910年 博文館

2198 音韻論 有阪秀世 1943年 三省堂

2199 萬葉集傳說歌謠之研究 西村真次 1943年 第一書館

2200 論文及歌集 大西祝 1908年 警醒社書局

2201 近代名家歌選 芳賀矢一 1914年 博文館

2202 晶子短歌全集 第二 與謝野晶子 1920年 新潮社

2203 拾遺和歌集.後拾遺和歌集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2204 和歌百話 佐佐木信綱 1918年 博文館

2205 俗曲評釋 佐佐政一 1910年 博文館

2206 山田淳子歌集 喜多孝治 1927年 台南支局

2207 建築透圖 藏田周忠 1943年 北原鐵雄

2208 日本名所事彙 物集高量 不詳

2209 八文字舍本五種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2210 萩之家遺稿 萩之家 1911年 明治書院

2211 萩之家遺稿 落合直幸 1904年 明治書院

2212 賀茂翁家吉六帖詠草 三浦理 1915年 有朋堂

2213 寫真鏡玉 藤井光藏 1909年 淺沼商會出版部

2214 寫真術階梯 加藤信一 1916年 小西本店

2215 寫真全書（第一卷） 大竹裡 1909年 淺沼商會出版部

2216 圖說毛氈花壇 梅邑右源治 1910年 博文館

2217 民眾藝術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18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社

2218 ロダソ藝術 木村莊八 1920年 洛陽堂

2219 近代劇物語第一卷 荒木秀一 1914年 大日本圖書

2220 近代劇的研究 大日本文明協會 1921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221 戲曲小說通志 伊藤研治郎 1913年 誠之管

2222 明治大家俳劇評釋 寒川鼠骨 1913年 大學館

2223 假面劇コーマス 菱沼平治 1916年 丁未出版社

2224 演劇新潮 小山內薰 1908年 博文館

2225 近世日本演劇史 伊原敏朗 1914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226 名家俳句集 岩谷小波 1913年 博文館

2227 俳句小語 佐藤洽元 1908年 內外出版協會

2228 俳諧歲時記栞草 曲亭馬琴 1918年 大川屋書店

2229 俳句大觀 佐佐政一 1916年 明治書院

2230 名家俳句集 三浦理 1914年 有朋堂

2231 俳論作法集 嚴各小波 1914年 博文館

2232 厘謠集 文藝委員會 文部省

2233 佛蘭西近代戲曲集 辰野隆(等) 1928年 新潮社

2234 現代の獨逸戲曲第一 山岸光宣 1910年 東京寶文館

2235 社會劇全集  下卷 仲木貞一 1921年 天佑堂

2236 自然の妙趣 石川成章 1907年 積文社

2237 歐米學校參觀記 宇都宮虎雄 1913年 大日本圖書

2238 最近東京游學 三女子西藏 1917年 東華堂

2239 歐米人の日本觀摩(中)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2240 歐米人の日本觀摩(下) 磯部保次 1912年 大日本文明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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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 滿鮮遊記 大町芳衛 1919年 大阪屋號書店

2242 露西亞に遊びて 大庭景秋 1917年 大阪屋號書店

2243 東西遊記 北窓瑣談 三浦理 1913年 有朋堂書局

2244 東海道五十三次 芳賀矢一 1913年 冨山房

2245 東海遊子吟 土井晚翠 不詳

2246 最新遊戲集成 尼子止 1917年 隆文館

2247 古事類苑(官位部第三冊) 名村泰藏 1905年 神宮司廳

2248 古事類苑(政治部第四冊) 野村宗十郎 1911年 神宮司廳

2249 古事類苑(外交部) 名村泰藏 1903年 神宮司廳

2250 古書類苑(人部第一冊) 野村宗十郎 1912年 神宮司廳

2251 古書類苑(飲食部) 野村宗十郎 1913年 神宮司廳

2252 A monograph of the snakes of japan Moichiro maki Dai-ichi shobo

2253 現行法令輯覽  下卷 大谷仁兵衛 1916年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2254 日本刑法論  全 泉二新熊 1917年 有斐閣書房

2255 日本歷史地理之研究 吉田東伍 1923年 冨山房

2256 大日本地誌(卷二) 山崎直方 1904年 博文館

2257 大日本地誌(卷四) 山崎直方 1905年 博文館

2258 維新史 本多辰次郎 1908年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259 新譯榮華物語 與謝野晶子 1914年 金尾文淵堂

2260 上田敏全集(第五卷) 上田敏 1928年 改造社

2261 樗牛全集 第二卷 齋藤信榮 1907年 博文館

2262 大言海(第四卷) 大槻文彥 1932年 冨山房

2263 光學一般 枝本勇雄 不詳 東京共立社

2264 生物物理化學 野村七綠 不詳 東京共立社

2265 現代の教育的運動 大鳥居弃三 大日本文明協會

2266 學校教育 小西重直 大橋新三郎

2267 小學教育との聯絡より見たる中學教育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

學校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

校

2268 學校教育論 阿部重孝 東京教育研究會

2269 教育と人生 帆足理一郎 新生堂

2270 體育本位教育講話 乙足岩造 柔道會 水谷武

2271 近代教育學大集成 藤原喜代藏 中興館書店 矢島一三

2272 最近教育思潮 吉田熊次 東京教育研究會

2273 教育革新の本道 楢崎淺太郎 目黑書店 目黑甚七

2274 日本教育學 近藤壽治 寶文館 柏佐一郎

2275 教育文學十講 三浦關造 隆文館

2276 教育の基礎たる哲學 市川一郎 大同館

2277 教育學講義 溝淵進馬 冨山房

2278 新時代の教育 成瀨仁藏 博文館

2279 征韓論實相 煙山專太郎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280 理論經濟問題 神戶正雄 日本圖書出版株式會社

2281 工業經濟 戶田海市 寶文館

2282 經濟哲學の諸問題 左右田喜一郎 佐藤出版部

2283 經濟學研究 福田德三 同文館

2284 勞働保險論 青木節一 集成社

2285 濠洲の產業金融及貿易

2286 公民科教材研究 下卷 北澤種一  倉澤剛 帝國教育會出版部

2287 公民科精義 下卷 千葉敬止  森茂 教育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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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8 公民科精義 中卷 千葉敬止  森茂 教育研究會

2289 公民教育大系
文部省普通學務局 文部省

實業學務局
帝國公民教育協會

2290 公民教育講演集 文部省實業學務局
文部省構內 實業補習教育研

究會

2291 公民教育講演集 第二輯 文部省實業學務局
文部省構內 實業補習教育研

究會

2292 公民教育講演集 第三輯 文部省實業學務局
文部省構內 實業補習教育研

究會

2293 法律大辭典 渡部萬藏 修學堂書店

2294 法律大辭書 大日本百科辭書 同文館

2295 大鏡詳解 小中村義象  落合直文 明治書院

2296 續古神道大義  上卷 筧克彥 清水書店

2297 續古神道大義  下卷 筧克彥 清水書店

2298 日本書紀神代卷  全 松宮春一郎 世界聖典刊行會

2299 日本書紀新講 上卷 飯田季治 明文社

2300 日本書紀新講 中卷 飯田季治 明文社

2301 日本書紀新講 下卷 飯田季治 明文社

2302 近世名婦傳 磯部保次 大日本文明協會

2303 皇室新論 渡邊幾治郎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304 足利十五代史 國史研究會 阪本真三 大同館

2305 山中鹿之助 ?川種郎 中央書院

2306 革命の心理 大鳥居弃三 大日本文明協會

2307 人民讀本 竹越與三郎 冨山房

2308 郵便報知新聞所載論說

2309 日本家庭百科事彙 上卷 芳賀矢一 下田次郎 冨山房

2310 日本家庭百科事彙 下卷 芳賀矢一 下田次郎 冨山房

2311 心理學講義 福來友吉 寶文館

2312 心理學通義 上野陽一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2313 觀音經講話 釋宗演 光融館

2314 人生と教育 稻毛詛風 大同館書店

2315 ソロヴイオフの道德哲學 吉田靜致 中文館書店

2316 教育心理學要論 武政太郎 培風館

2317 自學主義各科教授原論 西山哲治 隆文館圖書株式會社

2318 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 井上哲次郎 冨山房

2319 釋迦牟尼傳 常盤大定 丙午出版社

2320 印度哲學宗教史 高楠順次郎  木村泰賢 丙午出版社

2321 心學人の道 孤峰學人 忠誠堂

2322 心學 第一卷(研究篇) 長坂金雄 雄山閣

2323 心學 第七卷 長坂金雄 雄山閣

2324 心學道話集 三浦理 有朋堂書店

2325 青少年學徒ニ賜ハリタル勅語謹解 三浦藤作 東洋圖書株式會社

2326 現代兒童教訓實話 下田次郎 同文館

2327 我が國體と神道 加藤玄智 弘道館

2328 國民道德の要領及要義 松田友吉 大同館書店

2329 符號解說

2330 維摩經の心髓 青木得淨 中央出版社

2331 紅樓夢 鶴田久作 國民文庫刊行會

2332 我等の進むべき道 守屋榮夫 蘆田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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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世界哲學文庫第三編 コムト 小林郁 冨山房

2334
英傑傳叢書第二編オツト・フオン・ビ

スマルク 全
蜷川新 實業之日本社

2335 英傑傳叢書第五編ペートル大帝 昇曙夢 實業之日本社

2336 英傑傳叢書第九編リンコルン 內ケ崎作三郎 實業之日本社

2337 偉人クロムウェル 遠山凞 山崎梅處 (共譯) 實業之日本社

2338 大增訂日本大辞典こもはのいつみ補遺 落合直文 大倉書店

2339 大日本國語辭典 第二卷 上田萬年 松井簡治 冨山房 金港堂

2340 大日本國語辭典 第三卷 上田萬年 松井簡治 冨山房 金港堂

2341 日本外來語辭典

上田萬年 高楠順次郎 白

鳥庫吉 村上直次郎 金澤

庄三郎

三省堂

2342 社會科學大辭典 社會思想社 莊原達 山本三生

2343 諺語大辭典 藤井乙男 有朋堂書店

2344 日本文學大辭典 補遺索引年表 佐藤義亮 新潮社

2345 日本文學大辭典 第一卷 藤村作 新潮社

2346 日本文學大辭典 第二卷 藤村作 新潮社

2347 日本文學大辭典 第三卷 藤村作 新潮社

2348 工業大辭書 森山章之丞 同文館

2349 外來語辭典 勝屋英造 二松堂書店

2350 博物學辭典 水野慶次郎 水野書店

2351 哲學大辭書 大日本百科辭書 同文館

2352 哲學大辭書 索引 大日本百科辭書 1912 同文館

2353 花鳥寫真圖鑑 第二輯 岡本東洋 攝著

2354 花鳥寫真圖鑑 第三輯 岡本東洋 攝著

2355 花鳥寫真圖鑑 第四輯 岡本東洋 攝著

2356 花鳥寫真圖鑑 第五輯 岡本東洋 攝著

2357 物理數學 久末啓一郎 共立社

2358 量子論 土井不曇

2359 航空物理學 佐佐木達治郎 共立社

2360 電氣磁氣學 三枝彥雄 共立社

2361 X線真空管 仁科芳雄 千葉茂太郎 共立社

2362 實用製圖學 神門久太郎 建築書院

2363 物理學叢書 電子論 三枝彥雄 內田老鶴圃

2364 高等圖學 福田正雄 裳華房

2365 萬有科學大系 第一卷 伊藤靖 萬有科學大系刊行會

2366 萬有科學大系 第二卷 伊藤靖 萬有科學大系刊行會

2367 萬有科學大系 第三卷 伊藤靖 新光社萬有科學大系刊行部

2368 萬有科學大系 第四卷 伊藤靖 萬有科學大系刊行會

2369 萬有科學大系 第五卷 伊藤靖 萬有科學大系刊行會

2370 萬有科學大系 第六卷 伊藤靖 萬有科學大系刊行會

2371 日本帝國第三十二統計年鑑 內閣統計局 東京統計協會 竹內蓁次

2372 中外英字新聞 第十六 十七卷

2373 英語の日本 VOL.Ⅰ

2374 英語の日本 VOL.Ⅱ

2375 英語の日本 第三卷

2376 英語教師の日記と手紙 田部隆次(譯著) 北星堂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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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7 German and English Dictionary 德英辭典 Karl Breul

2378 人體寄生動物學 小泉丹 南山堂書店

2379 水力タービン 內丸最一郎 丸善株式會社

2380 進化の話(人類篇) 大久保昶彥 日本評論社

2381 進化の話(生物篇) 大久保昶彥 日本評論社

2382 水產養殖 全 脇谷洋次郎 博文館

2383 小畜飼育法 岡村猪之助 良書刊行會

2384 支那鑛產地 小山一郎 丸善株式會社

2385 綜合日本史大系第六卷 南北朝 魚澄惣五郎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2386
綜合日本史大系第八卷 安土桃山時代

史
花見碩巳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2387 綜合日本史大系第十卷 江戶時代上 龍居松之助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2388 古事記通釋 池邊義象 啓成社

2389 豐公英雄錄 (竹世)川臨風 通俗教育普及會出版局

2390 中南米讀本 外務省情報部 改造社

2391 獨逸の職業組織(全) 無 無

2392 註釋日本歷史 荻野由之 博文館

2393 史論叢錄上 大類伸 興亡史論刊行會

2394 史論叢錄下 大類伸 興亡史論刊行會

2395 國史大觀第三卷中世史 櫻井時太郎 研究社

2396 國史辭典 富山房國史辭典編篡部 富山房

2397 國史眼稿本 東京帝國大學 秀英舍

2398 近代建國史 山縣純次 興亡史論刊行會

2399 國歌大觀

2400 國歌大觀續 松下大三郎

2401 世界史論進講錄
獨逸レオボルド=フォン=

ランヶ
興亡史論刊行會

2402 日支共存史 常田力 臺灣新民報社

2403 大日本人物史 新田宗盛 國際聯合通信社

2404 讀史百話 喜田貞吉 三省堂

2405 神皇正統記  讀史餘論  山陽史論 三浦理 有朋堂

2406 古今夷曲集萬載狂歌集德和歌後萬載集 三浦理 有朋堂

2407
花曆八校人 滑稽和合人 妙竹林話七偏

人
三浦理 有朋堂

2408 百人一首講義 佐佐木信綱 博文館

2409 國語教授法概說 豐田八十代 育英書院

2410 讀書作文用字訣 簡野道明 明治書院

2411 草枕旅すがた 田山花袋 隆文館

2412 大正一萬歌集 尾山篤二郎

2413 實習新作文 五十嵐力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414 修辭學 武島又次郎 博文館

2415 讀書作文正しき用字法 大町桂月 有精堂書店

2416 書式大全 金田謙 自治館

2417 漢學者傳記集成 竹林貫一 關書院

2418 現代の墮落 大鳥居弃三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19 現代の國語 日下部重太郎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2420 模範作文講話 大町芳衛 止善堂

2421 文藝叢書第九冊 演劇腳本集 饗庭篁村 博文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53頁 台南二中日文舊籍書目

2422 丹鶴叢書 書紀 春記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3 丹鶴叢書 歌集 物語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4 丹鶴叢書 故實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5 丹鶴叢書 草根集上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6 丹鶴叢書 草根集下 萬代和歌集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7 丹鶴叢書 今昔物語上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8 丹鶴叢書 今昔物語下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29 丹鶴叢書 繪詞 史傳 早川純三郎 國書刊行會

2430
自大正二年至大正八年入學試驗漢文問

題詳解
光藤太次郎 博文館

2431 インティェリゲンツィヤ 知識階級 市島謙吉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32 綴り方教授法 蘆田惠之助

2433 グラフ研究 新宮恒次郎 東京修文館

2434 創立六十年 東京文理科大學 東京文理科學校

2435 實用セメント學 大杉齡次 西(火田)常 內外建築土木時報社

2436 岐路に立てるデモクラシー 全 市島謙吉 大日本文明協會

2437 南洋之大寶庫 ニユーヽカレドニヤ 吉川巖 尚文堂書店

2438 新文學百科精講 前編 佐藤義亮 新潮社

2439 支那文學考 第一篇散文考 兒島獻吉郎 目黑書店

2440 增訂支那文典 廣池千九郎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2441 太平記 上卷 三浦理 有朋堂書店

2442 自知下村房次郎君追懷錄 多田正雄 多田正雄

2443 話材教材 加藤咄堂 磯部甲陽堂

2444 萬葉辭典 佐佐木信綱 中央公論社

2445 校註謠曲叢書 第一卷 佐佐木信綱 芳賀矢一 博文館

2446 故事熟語大辭典 池田四郎次郎 寶文館

2447 蘇峰文選 蘇峰學人 不詳

2448 近古文藝溫知叢書 第五編 岸上操 博文館

2449 近古文藝溫知叢書 第六編 岸上操 博文館

2450 近古文藝溫知叢書 第十一編 岸上操 博文館

2451 台灣農家經濟調查第一報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0年 殖產局

2452 國民保健論 內田嘉吉 1914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53 學校生徒及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高雄州 1923年 台南新報社

2454 飼料植物試作成績報告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8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55 甘蔗鳳梨病調查報告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9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56 台灣農業發達之趨勢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9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57 臺灣に於ける花卉園藝 加藤吉三郎 1929年 新高堂書店

2458 大正4年恆春種畜場事業報告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7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59 恆春種畜場事業報告第二回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4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60 台灣鑛業統計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4年 盛文堂

2461 大正3年恆春種畜場事業報告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7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62 台灣糖業年鑑 岩崎民三 1921年 台灣新聞社

2463 糖業試驗場特別報告（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4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64 蔗糖分減損二關 調查報告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4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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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5 第四糖務年報 大正四年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7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66 榮養決定簡便割算表 豐川喜六 1932年 松浦屋印刷

2467 簡便割算表 豐川喜六 1932年 小公學校體育研究會

2468 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概覽表
台灣總督府臨時戶口調查

部
1917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69 簡便割算表 豐川喜六 1932年 小公學校體育研究會

2470 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 台灣總督官房國勢調查部 1934年 松浦屋印刷

2471 國勢調查結果表 台灣總督官房國勢調查部 1927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72
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

島之部）
台灣總督官房國勢調查部 1917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73 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 台灣總督官房國勢調查部 1918年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

2474
第三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

島之部）
台灣總督官房國勢調查部 1923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75 國勢調查結果表 台灣總督官房國勢調查部 1937年 山科商店

2476 台灣現住人口統計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2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77 台灣人口動態統計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30年 台南新報社

2478 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1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79 台灣人口動態統計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3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80 拓殖總覽 松本龜造 1930年 小龍貞治

2481 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 1940年 台北印刷株式會社

2482 台灣糖業統計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7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83 第三糖務年報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6年 松浦屋印刷工廠

2484 台南州第十六統計書 台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 1936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85 台灣總督府第31統計書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9年 小塚本店印刷工廠

2486 台灣教育沿革誌 台灣教育會 1939年 小塚本店

2487 南支ニ於ケル教育及ヒ宗教ノ變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9年 盛文堂

2488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第36年報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1935年 吉林商會印刷場

2489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第14年報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1913年 吉林商會印刷場

2490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第16年報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1915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91 台灣外國貿易年表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

稅務課
1917年 小塚印刷工場

2492 古今台灣財界人的橫顏 吉田靜堂 1932年 新高堂

2493 台灣銀行四十年志 小林武之助

2494 街庄執務指針 佐野 1931年 台灣日日新報

2495 台灣之官民 橋本白水 1924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496 台灣殖民政策 持地六三郎 1912年 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2497 南洋渡航須知 越村長次 1919年 南洋協會台灣支部

2498 台灣の認識 永田城大 1939年 明星堂印刷所

2499 台灣の現況 廣松良臣 1919年 台灣圖書刊行會

2500 台灣の使命 屋部仲榮 1932年 民眾事報

2501 台灣史之樺山大將 藤崎濟之助 1926年 電新堂

2502 日本國民に送る 永田禎藏 1931年 實業之臺灣社

2503 台灣人物評 林進發 1929年 台南新報社

2504 實用日汕語捷徑 汕頭東瀛學校 1920年 松浦屋印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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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 台灣時報合訂本 台灣時報 1920年 台灣時報

2506 台灣時報合訂本 台灣時報社 1920年 台灣時報社

2507 基隆築港誌圖譜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 1916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508 基隆築港誌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 1916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2509 臺灣炭業論 竹本篁處 南方經濟研究社

2510 皇民化運動 白井朝吉 江間常吉 東臺灣日報臺北支局

2511 臺灣農業殖民論 東鄉實 冨山房

2512 臺灣會計法規總覽 小川堅二 臺南新報社臺北印刷所

2513 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 枝德二 臺灣日日新報社

2514 臺灣產業の批判 第一卷 大園市藏 臺灣產業の批判社

2515 臺灣經濟年報 第一輯 平山勳 臺灣經濟調查所

2516 臺灣產業問題管見 今村義夫 今村義夫

2517 臺灣總督府法規提要 柴辻誠太郎 臺灣日日新報社

2518 臺灣法令輯覽 大谷仁兵衛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2519 臺灣私法 第一卷(上)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520 臺中及南投廳土性調查報告 涉谷紀三郎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2521 經濟上より見たる臺灣の糖業 相良捨男 相良捨男

2522 臺灣產業評論 佐佐英彥 臺南新報臺北支局

2523 臺灣總督府通信要覽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

2524 臺灣統計要覽 大正二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 臺灣總督府

2525 臺灣徵收法規 不詳 不詳

2526 臺灣稅務史  上卷 臺灣總督府 臺灣日日新報社

2527 臺灣稅務史  下卷 臺灣總督府 臺灣日日新報社

2528 組織的研究エスペラント講習書
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協會臺

灣支部 兒玉四郎
臺北 綠星社

2529 フィリッピン讀本 河野辰二 臺灣南方協會 小笠原正

2530 資料近代日本史 新聞資料研究所 土屋義衛 臺中 臺灣新聞社

2531
昭和十三年 鄉土部隊記念寫真帖 中支

戰線篇
越智美雄

臺北越智美雄發行 台灣總督

府台灣軍司令部檢查

2532 美國歷史大綱

2533 美國歷史大綱

2534 最新主計法令彙編 續編一 李氏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1967 臺北縣 李氏出版社

2535 增訂棉紡學 下冊 石鳳翔 1955 台灣大秦紗廠

2536 二十九國遊記 鄒魯

2537 THE SCIENCE OF BIOLOGY

2538 HELEN KELLER VAN WYCK BROOKS 1956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2539 英文成語 林幽 1949 開明書店

2540 幻の劍士 森寅雄の生涯 早瀨利之 森田親男

2541 良友畫報 影印合訂本1 台灣商務印書館 台灣商務印書館

2542 新洋行土產 巖谷小波 1910年 博文館

2543 大正天皇御大喪寫真帖 高倉嘉夫 1927年 東京忠誠堂

2544 明治記念帖 坤卷 明治記念帖編纂所 1914年 明治記念博覽會事務所

2545 御親閱拜受記念寫真帖 森川滉 1939年 帝國教育會

2546 輝く肇國 永江維章 1940年 大日本國本會

2547 光琳圖錄 山田直三郎 1915年 芸艸堂

2548 東宮御渡歐記 溝口白羊 1921年 日本評論社出版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56頁 台南二中日文舊籍書目

2549 書畫大觀(元) 瀨川光行 1917年 田中寫真印刷所

2550 皇太子殿下御渡歐記念寫真帖 第四卷
大阪每日新聞社 荒木利一

郎
1921年 大阪每日新聞社

2551 明治記念帖 乾卷 明治記念帖編纂所 1914年 明治記念博覽會事務所

2552 明治天皇御寫真帖 義本信次郎 1928年 鈴木昇

2553 國士の聲 有田音松 1922年 有田音松出版部

2554 義士大觀 內田茂之 1920年 歐亞通信社書版局

2555 故實叢書(輿車圖考附圖甲帖) 今泉定介 1900年 吉川半七

2556 故實叢書(輿車圖考附圖乙帖) 今泉定介 1900年 吉川半七

2557 默語西洋畫集 默語會 1910年 芸艸堂

2558 聖德記念繪畫館 壁畫集解說(坤) 明治神宮奉贊會 1936年 明治神宮奉贊會

2559
STANDARD CYCLOPEDIA OF

HORTICULTURE VOL. I  A.-B.
L. H. BAILEY 1914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2560
STANDARD CYCLOPEDIA OF

HORTICULTURE VOL. II  C.-E.
L. H. BAILEY 1914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2561
STANDARD CYCLOPEDIA OF

HORTICULTURE VOL. III  F.-K.
L. H. BAILEY 1915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2562
STANDARD CYCLOPEDIA OF

HORTICULTURE VOL. IV  L.-O.
L. H. BAILEY 1916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2563
STANDARD CYCLOPEDIA OF

HORTICULTURE VOL. V  P.-R.
L. H. BAILEY 1916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2564
STANDARD CYCLOPEDIA OF

HORTICULTURE VOL. VI  S.-Z.
L. H. BAILEY 1917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2565
PFLANZEN-FAMILIEN IV.Teil I. u II.

ABTEILUNG
A.Engler &K.Prantl 1897

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Leipzig

2566
PFLANZEN-FAMILIEN IV.Teil IIIa. u

IIIb. ABTEILUNG
A.Engler &K.Prantl 1897

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Leipzig

2567
PFLANZEN-FAMILIEN IV.Teil IV. u V.

ABTEILUNG
A.Engler &K.Prantl 1897

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Leipzig

2568 ADOLESCENCE PSYCHOLOGY VOL. I G. STANLEY HALL 1911

D. APPLE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2569 ADOLESCENCE PSYCHOLOGY VOL. II G. STANLEY HALL 1911

D. APPLE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2570 THE SYSTEM OF MINERALOGY JAMES DWIGHT DANA 1911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2571
FRENCH AND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A. SPIERS 1912

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MPANY

2572
PRONOUNCI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JOSEPH THOMAS 1910

PHILADELPHIA AND

LONDON:J. B. LIPPINCOTT

COMPANY

2573 THE MINERAL SPRINGS OF JAPAN Dr. R. ISHIZU 1915
SANKYO KABUSHIKI

KAISHA, TOKYO

2574
TRAITES ET CONVENTIONS ENTRE L'EMPIRE

DU JAPON ET LES PUISSANCES ETRANGERES
TRAITES 1908

TOKYO:Z. P. MARUYA &Cie,

EDITEURS

2575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cience 1 史前自

然史1 (古德文)
Dr. Johannes Dennis Dr. A Frank

2576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cience 2 史前自

然史2 (古德文)
Dr. Johannes Dennis Dr. A Frank

2577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cience 3 史前自

然史3 (古德文)
Dr. Johannes Dennis Dr. A Frank

257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1 大

英百科全書

257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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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
THE LIVING ANIMALS OF THE

WORLD Vol.I

2581
THE CENTURY DICTIONARY

CYCLOPEDIA AND ATLAS Vol. I

2582 NELSON'S ENCYCLOPEDIA Vol.I

2583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 1

2584 THE WORLD'S HISTORY Vol. 1

2585 A NEW DICTIONARY Vol. V SIR. JAMES MU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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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1 建國方略一百條 上海三民圖書公司 1922
2 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 正中書局 民34[1945]
3 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 正中書局 民34[1945]
4 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 正中書局 民34[1945]
5 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 正中書局 民34[1945]
6 中國之命運 蔣中正著 正中書局 民34[1945]
7 公羊傳穀梁傳精華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 民30[1941]
8 明代思想史 容肇祖著 開明書店 民30[1941]
9 周易古經今注 高亨著 開明書店 1922

10 老子現代語解 陸世鴻著 中華書局 民33[1944]
11 韓非子校釋 陳啟天編 中華書局 民28[1939]

12 魏晉的自然主義
容肇祖著作，王雲五
主編

商務 1922

13 魏普思想論 劉大杰著 中華書局 民28[1939]
14 朱子學的 丘濬編輯 王雲五 民25[1936]
15 陸象山教育學說 余家菊著 中華書局 民24[1935]

16 歷史唯物論批評 M著，黎東方譯 1922

17 新工具 倍根著 商務印書館 民25[1936]
18 孔德的歷史哲學 朱謙之著 商務印書館 民30[1941]
19 新人相學 盧毅安述 1922
20 數學遊戲 1922

21   ｜ 式幾何
星野華水原著，橋本
純次改著

數研出版株式會社 1925[民14]

22   ｜ 式數學 幾何 皆川多喜造著 數研出版株式會社 1925[民14]
23 物理計算問題研究 峰岸武晴著 績文堂出版株式會社 1925[民14]

24 物理ABC演習 伊藤信隆，鈴木孝著 關書院 1925[民14]

25 一般物理學上卷 福本喜繁編 槙書店 1925[民14]
26 一般物理學下卷 福本喜繁編 槙書店 1925[民14]
27 Secrets of the seas Association 著 讀者文摘 1930[民19]
28 Secrets of the seas Association 著 讀者文摘 1930[民19]
29 全國大學受驗案內(日文) (日)晶文社編 晶文社 1925[民14]
30 陸上競技 指導 淺川正一著 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 1925[民14]
31 水泳之授業 左近允正矩著       ．   1925[民14]
32 華僑問題 丘漢平撰 商務 民26[1937]

33 國際問題辭彙 楊歷樵，蔣蔭思編譯 王雲五 民30[1941]

34 聯合國怎樣工作 高爾德原著 1922
35 國際法典 岑德彰譯述 商務 民26[1937]
36 憲政與經濟 伍啟元著 正中書局 民34[1945]

37 英國法 Jenks著，張季忻譯 世界書局 民28[1939]

38 宣傳技術 褚柏思著 1922
39 論剿共戰爭 王道著 海軍官校訓導處 1922
40 反攻必勝論 東方雄著 中國之聲 1922
41 戰時救護 索非著 章鍚琛 民28[1939]

42 地理哲學 otto著，曹沈思重譯 王雲五 民28[1939]

43 先秦史 呂思勉著 開明書店 民30[1941]
44 中國最近三十年史 陳功甫編 1922
45 御香縹緲錄 德齡女士著 百新 1922
46 御香縹緲錄 德齡女士著 百新 1922
47 御苑蘭馨記 德齡女士著 百新 1922
48 西陲史地研究 吳景敖著 1922
49 暹羅與中國 陳序經著 文史叢書編輯部 民30[1941]

50 市民手冊 中國文化出版社廾 1922

台南女中圖書館日文舊籍目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2頁 台南女中日文舊書目錄

51 市民手冊 中國文化出版社廾 1922

52 冰瑩遊記 謝冰瑩著 1922
53 徐霞客遊記（一～四） 徐宏祖撰 新文化書社 1922
54 徐霞客遊記（一～四） 徐宏祖撰 新文化書社 1922
55 徐霞客遊記（一～四） 徐宏祖撰 新文化書社 1922
56 徐霞客遊記（一～四） 徐宏祖撰 新文化書社 1922
57 河海崑崙錄 上、下冊 裴景福著 中華書局 民27[1938]
58 河海崑崙錄 上、下冊 裴景福著 中華書局 民27[1938]
59 隴蜀之遊 莊津宣著 中華書局 民30[1941]
60 黔滇川旅行記 薛紹銘著 中華書局 民29[1940]
61 水擺夷風土記 姚荷生著 大東書局 1922

62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Brown ，格特魯德
(Mederow Gertrude)
著

Scott, Foresman and 1930[民19]

63 World History Heyes 著 The MacMillan Co. 1930[民19]

64 Word History
穆恩( Moon)，韋蘭(
Wayland)著

The McMillon Company 1930[民19]

65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5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66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4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67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3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68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2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69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70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1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71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0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72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9 Will ，Durant Ariel著 皇家圖書公司 1930[民19]

73 雄風狐島 姜漢聲譯 民24[1935]

74 貝多芬傳 （法）羅曼羅蘭著 新興書店 1922

75 鄧肯自傳 沈佩枕譯 啟明書局 1922
76 羅斯福傳 約翰根室著 南洋商報社 1922
77 風雲艾帥 根室約翰著 新聞天地社 1922
78 傑佛遜傳 李捷斯基著 1922
79 一個征服不了的人 1922
80 黑奴成名傳 林文坡著 1922

81 古學考 廖平著，張西堂校點 景山書社 民24[1935]

82 漫畫常見錯別字手冊 寒莊編著 明華
83 短篇小說作法研究 威廉著 1922
84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中華書局 民30[1941]
85 中國韻文史 澤田總清原著 商務印書館 民26[1937]
86 中國韻文史 澤田總清原著 商務印書館 民26[1937]
87 宋元明詩評註譯本 王文濡選 文明書局 民15[1926]
88 倚月樓吟草 李加勉撰 撰者 民國89
89 元曲選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 民25[1936]

90 中國近世戲曲史
青木正兒著，王古魯
譯述

商務 民27[1938]

91 釵頭鳳 吳門顧明道著 1922
92 兩漢散文選 葉楚傖 正中書局 1936
93 Aesop'e Fables Aesop 著 Taipei Dannjiang Boo 1930[民19]
94 The Aesop's Fables D.P. 著 Chiming Book Co. 1930[民19]
95 Nelson's junior Literature (Ⅱ) David 著 Thomas Nelson & Rons 1930[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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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Nelson's junior Literature (Ⅱ) David 著 Thomas Nelson & Rons 1930[民19]
97 Nelson's junior Literature (Ⅱ) David 著 Thomas Nelson & Rons 1930[民19]
98 The World's Best Short Stories Henry 著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0[民19]

99
The Best English and American
Essays

Hsi ，S. C.著 San-Min Book Co. 1930[民19]

100 English Litra Ture Lone 著 Crinn and company 1930[民19]
101 Pygmalion賣花女 Shaws 著 Kai-ming Book Co 1930[民19]
102 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 羅家倫選 商務印書館 民22[1933]
103 Oliver Twist Charles 著 The Continental Book 1930[民19]
104 Oliver Twist Charles 著 The continental Book 1930[民19]
105 十九世紀法蘭西的美術 劉海粟著 中華書局 民24[1935]
106 中學音樂教材初集 教育部 民26[1937]
107 四美堂顏真卿字帖 1922
108 顏真卿多寶塔碑 1922

109 鉛筆畫法 潘羅因，蔣行僧編 中華書局 1922

110 圖畫的鑑賞 沈子丞編 中華書局 民27[1938]

111 西洋畫法綱要 王濟遠，倪貽德編 中華書局 民30[1941]

112 任伯年 郭學是，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13 黃秋園 許鐘榮發行 錦繡 民11[1922]

114 黃秋園 王玉山，董雨萍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15 石魯 王玉山，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16 潘天壽 王裕安，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17 吳昌碩 王之海，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18 蔣兆和 張永吾，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19 朱屺瞻
毛君炎，劉普生，蔡
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0 李苦禪 吳傳麟，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1 林風眠 顧祝君，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2 傅抱石 李毅峰，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3 張大千 袁烈洲，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4 黃賓虹 董雨萍，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5 徐悲鴻 趙春堂，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6 齊白石 趙春堂，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7 黃冑 田珊，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8 關山月 劉汝陽，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29 溥心畬 陳驤龍，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0 溥心畬 陳驤龍，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1 林風眠 顧祝君，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2 潘天壽 王裕安，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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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石魯 王玉山，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4 徐悲鴻 趙春堂，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5 齊白石 趙春堂，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6 吳昌碩 王之海，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7 傅抱石 李毅峰，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8 任伯年 郭學是，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39 黃賓虹 董雨萍，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0 黃冑 田珊，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1 李可染 車永仁，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2 李可染 車永仁，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3 張大千 袁烈洲，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4 吳冠中 劉普生，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5 吳作人 劉汝陽，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6 關山月 劉汝陽，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7 吳冠中 劉普生，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8 吳作人 劉汝陽，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49 朱屺瞻
毛君炎，劉普生，蔡
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50 蔣兆和 張永吾，穆美華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51 李苦禪 吳傳麟，蔡佩欣編輯 錦繡 民11[1922]

152
The rocket History of American
Painting

Flexner 著 Pocket Books. Inc, 1930[民19]

153 畢卡索＝PICASSO
法布利喬賽普.帕陬?g
劉國棟譯

文庫 民11[1922]

154 布拉克＝BRAQUE
福謝羅塞爾日(Ser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55 庫普卡＝KUPKA
福謝羅塞爾日(Ser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56 馬列維基＝MALEVICH
福謝羅塞爾日(Ser著
，南符斌譯

文庫 民11[1922]

157 德爾沃＝DELVAUX
龍博馬克(Marc著，許
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58 馬諦斯＝MATISSE
威爾遜莎拉(Sarah著
，趙湜譯

文庫 民11[1922]

159 米羅＝MIRO
瑪內特羅莎．瑪莉著
，賈輝豐譯

文庫 民1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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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塔馬尤＝TAMAYO
馬特奧斯何塞．科雷
著，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61 諾蘭德＝NOLAND
威金卡倫(Karen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62 拉姆＝LAM
富歇馬克斯．波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63 夏卡爾＝CHAGALL
塔爾蓋特法蘭克斯．
著，符泉生譯

文庫 民11[1922]

164 康丁斯基＝KANDINSKY
塔爾蓋特法蘭克斯.
延?g李長山譯

文庫 民11[1922]

165 馬格利特＝MAGRITTE
吉姆費貝爾(Pere著，
符泉生譯

文庫 民11[1922]

166 基里訶＝CHIRICO
古姆費貝爾(Pere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67 柯克西卡＝KOKOSCHKA
卡沃雷西理查(Richa
著，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68 趙無極＝ZAO WOU-KI
孔唐蘇馬蒂娜(Dan，
阿巴迪達尼埃爾(M著
，符泉生譯

文庫 民11[1922]

169 達比埃斯＝TAPIES
德克賽絲維．康(Vic著
，南符斌譯

文庫 民11[1922]

170 眼鏡蛇藝術群＝COBRA
斯托克維斯威廉明
(Wil著，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71 卡薩馬達＝CASAMADA
孔巴莉亞維多利亞(V
著，南符斌譯

文庫 民11[1922]

172 強斯＝JOHNS
布達葉爾喬治(Georg
著，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73 盧奧＝ROUAULT
厄果法布里斯(F著，
符泉生譯

文庫 民11[1922]

174 西瓦＝SILVA
羅伊克勞德(Cla著，南
符斌譯

文庫 民11[1922]

175 克利＝KLEE
哈迪埃里克(Enr，劉
其偉著，楊震譯

文庫 民11[1922]

176 葛利斯＝GRIS
紐諾璜.安東尼項?g許
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77 恩斯特＝ERNST
金佛瑞皮爾(Pere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78 達利＝DALI
利亞尼奧伊格納西奧
著，石幼珊譯

文庫 民11[1922]

179 馬哲威爾＝MOTHERWELL
佛拉姆杰克(Jack著，
南符斌譯

文庫 民1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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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杜象＝DUCHAMP
穆爾格羅瑞亞(G著，
許季鴻譯

文庫 民11[1922]

181 培根＝BACON
萊里斯米契爾(Mic著
，南符斌譯

文庫 民11[1922]

182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胡適 商務印書館 1897
183 中國教育史 王鳳喈 正中 1945
184 中國教育史 王鳳喈 正中 1945
185 民俗學 林惠祥 商務印書館 1934
186 中國民族誌 張其昀 商務印書館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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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集別
1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一集
2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二集
3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三集
4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四集
5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六集
6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八集
7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九集
8 本居春庭全集 本居太平全集 第十一集
9 增補本居長全集 第十二集

10 國民百科大辭典 10
11 國民百科大辭典 14
12 大言海 1
13 大言海 2
14 大言海 3
15 大百科事典 23
16 大百科事典 26
17 學校球技全集
18 高等立體幾何學
19 謠曲大觀 第二卷
20 謠曲大觀 第三卷
21 近代日本國民史 豐臣氏時代 丙篇
22 日本家事教育
23 初等整數論講義
24 國史經隨(古代篇)
25 函數論(上卷)
26 各科教授法講義
27 心算數教授
28 東洋史
29 人文地理學提要
30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生物學別項 (生物學者傳記 學校研究 學界消息 編輯雜記)
31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兩棲類
32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裸子植物
33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寄生原蟲類
34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植物系統解剖學
35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台灣害蟲名類
36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植物園
37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一回 生物學論
38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植物分類系統
39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化石生物
40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植物煙害 植物生長風
41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生物學別項 (生物學者傳記 學校研究 學界消息 編輯雜記)
42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人類的腦髓
43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動物園
44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參考書文獻介紹
45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七回 植物群落其遷移
46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自律神經
47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天然紀念物
48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生物學別項 (生物學者傳記 學校研究 學界消息 編輯雜記)
49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爬蟲類
50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核學
51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台灣的植物
52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人類及人種
53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五回 動物生態學
54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遺傳學進路
55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育種
56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腫傷特殊癌症病理
57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碳素及窒素同化作用
58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生物學別項 (生物學者傳記 學校研究 學界消息 編輯雜記)
59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環蟲類
60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動物分類總論

花蓮女中圖書館日文舊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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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再生移植
62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七回 進化要因論
63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回 食用菌及有毒菌
64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回 生物學關係雜誌書目編輯雜記
65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回 羊齒植物
66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回 地衣類
67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回 最古人類文化
68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回 多足類蜘蛛類
69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二回 絛蟲類
70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二回 軟體類
71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二回 復構術
72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二回 被子植物
73 生物學(岩波講座)第十二回 生物學別項 (生物學者傳記 學校研究 學界消息 編輯雜記)
74 萬有科學大系 第二卷
75 萬有科學大系 第六卷
76 大辭典 第一集
77 萬國圖案大辭典 2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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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地 出版年

1 心鏡 夏目溯石
星光出版
社

臺北市 1919

2 麻辣小公主 潘文芳 不詳 不詳 1920
3 中國人名大辭典 臧勵 不詳 臺北市 1921
4 中華成語詞典 吳廉銘 中華出版 上海市 1934
5 傅雷家書 傅雷 聯合文學 台北市 1938
6 少年阿默的秘密日記 薛興國 聯合文學 台北市 1938
7 那串響亮的日子 朱秀娟 中央日報 台北市 1938
8 中國現代化 馮啟人 東海大學 台中市 1938

9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五冊
國立中央
圖書館

國立中央
圖書館

台北市 1946

10 簡易英語詩歌集 陸殿楊 開明出版 上海市 1946
11 簡易美語論說集＝Short Essays in Simple English 陸殿揚 開明出版 上海市 1946

12
英文法錯誤類例＝Classified Collection of Common
Errors in English Grammar

韓時俊 開明出版 上海市 1946

13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 吳秉常 正中書局 台北市 1947
14 辭源 方毅 商務 上海市 1947
15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 教育部 正中書局 上海市 1947
16 怎樣應用日常英語＝Practical Forms of Spoken English 王哲安 正中書局 上海市 1947
17 細說行為語言 周勳男 名揚 台北市 1948
18 開明新編高級生物學 賈祖璋 開明出版 上海市 1948
19 生物學簡編 賈祖璋 開明出版 上海市 1948

20 球圃菜根集 李惠堂
前鋒體育
書報社出
版

香港 1948

21 華英對照四書＝The Four Bookd
JamesLeg
ge

國傑出版 上海市 1948

基隆女中圖書館日治舊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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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地 出版年

1
An Introduction To Plant
Anatomy

Arthur J.  Eames
Laurence H. MacDaniels

1947

2 Plant Physiology
Bernard S. Meyer
Donald B. Anders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Canada) Ltd.

加拿大 1947

3 X射線 胡元珍 商務印書館 36
4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章鈺題 開明書店 35
5 人人是堯舜 馬爾頓 世界書局 民36
6 人之子 盧特維喜 商務印書館 36
7 人之子 盧特維喜 商務印書 36
8 人與事的體驗 趙宗預 世界書局 民38
9 人與醫學 西格里斯 商務印書 36

10 人類的進化 周持光 中華書局 36
11 人類怎樣滿足其物質需要 D. J. Morgan 華國出版社 38
12 三角學 范際平 正中書局 臺北 49
13 三和土 馮雄 商務印書 36
14 三國志(上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5 三國志(下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6 三蘇文 葉玉麟 商務印書館 36
17 口才訓練 達爾‧卡尼基 激流書店 38
18 大掃除 姚家棟、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19 小學兒童能力測量 艾偉 商務印書館 37
20 小學教學概論 程其保 商務印書 36
21 工商組織與管理 楊端六 商務印書 上海 35
22 工商管理一瞥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35
23 工業化與中國工業建設 劉大鈞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5
24 工業化與中國農業建設 韓稼夫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6
25 工業化與中國礦業建設 曹立瀛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5
26 工業管理漫談 伊頓 中華書局 上海 民35
27 中外漁業概觀 費鴻年 商務印書館 上海 20
28 中外醫學史概論 李廷安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29 中國女名人列傳(上冊) 黃久如 中華書局 30
30 中國女名人列傳(下冊) 黃久如 中華書局 30
31 中國工業建設之資本與人材問題 伍啟元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5
32 中國工業建設與對外貿易政策 章友江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33 中國之郵政事業 趙曾鈺 商務印書館 36
34 中國之電信事業 趙曾鈺 商務印書館 36

35
中國五權憲法制度之史的發展與
批判

曾資生 38

36 中國五權憲法的發展與批判 曾資生 商務印書 37
37 中國手工業概論 高叔康 商務印書 上海 35
38 中國文學史大綱 楊蔭深 商務印書館
39 中國美術發達史 劉思訓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40 中國食用作物上冊 孫醒東 中華書局 36
41 中國書學淺說 諸宗元 商務印書館 民36
42 中國書學淺說 諸宗元 商務印書館 民36
43 中國商業小史 王孝通 商務印書 36
44 中國農佃問題 章柏雨、汪蔭元 商務印書館 36
45 中國農業經濟史 陳安仁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7
46 中國農業經濟問題 張則堯 商務印書館 36
47 中國辳佃問題 章柏雨、汪蔭元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7
48 中國戰後農業金融政策 姚公振 中華書局 上海 35
49 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啟超 商務印書館 民36
50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梁啟超 商務印書 36
51 中國鹽業 陳滄來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8
52 中華民族抗戰史 陳安仁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53 中華民族的人格 張元濟 商務印書 36

虎尾高中圖書館日治舊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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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學生教育與職業指導 鍾道贊、喻兆明 正中書局 民35
55 中學生教育與職業指導 鍾道贊、喻兆明 正中書局 民36
56 中學教育 廖也承 商務印書 36
57 元明散曲選(上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58 元明散曲選(下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59 公共衛生學 畢汝剛 商務印書館 35
60 化粧品製造化學 西澤勇志智 內田老鶴圃 東京 1939
61 化學工程及製造概論 徐守楨 商務印書館 民36
62 化學工業之進步 許達年,許斌華 中華書局 36
63 化學反應圖解 約翰替姆 開明書店 上海 35
64 化學初步 沈鼎二 中華書局 30
65 化學表解 郭本瀾 商務印書館 37
66 化學室裡去 桑世杰 中華書局 民38
67 化學計算 陳善晃 商務印書 35
68 化學問題詳解 劉詒謹 商務印書 36
69 化學發達學 黃素封 商務印書 36
70 化學精要 濮齊奮、陳永豐 開明書店 35
71 化學精華 吳瑞年 中華書局 上海 37
72 化學學校 歐斯伐 商務印書 36
73 天文常識 顧仲超 中華書局 37
74 天空的神秘 許達年 中華書局 36
75 天演論 赫胥黎 商務印書館 民36
76 天與地的故事 華虛朋、利特 世界書局 上海 37
77 天邊外 Eugene O'neill 商務印書館 民36
78 太平天國史綱 羅爾鋼 商務印書館 民36
79 孔子 江恆源 商務印書 36
80 文天祥年譜 楊德恩 商務印書 36
81 文心雕龍 商務印書館 民36
82 文史通義 張錫琛 商務印書館 36
83 文論要詮 程會昌 開明書店 上海 37
84 文學概論 韓德 商務印書館 36
85 文體論 薛鳳昌 商務印書館 民36
86 方姚文 商務印書館 民36
87 日本改造論 朱雲影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88 日用生物學 湯姆遜 商務印書館 民36

89 日常用具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90 日常氣象學 許達年 中華書局 36
91 木藝十講 韓尚義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92 比較文學史 洛里哀 商務印書館 民36
93 水,空氣,陽光 陳潤泉 文化供應 上海 36
94 水力機 蔡昌年 商務印書館 民36
95 水道運輸學 王洗 商務印書 上海 36
96 火山與地震 顧仲超 中華書局 37
97 王充傳 馬禩光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98 王宇仁 錢穆 商務印書 36
99 王安石評傳 科昌頤 商務印書 36

100 王安石傳 馬禩光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101 世界人種誌 林惠祥 商務印書館 民36
102 世界文學家列傳 王隱 商務印書 30
103 世界文學家列傳(上冊) 王隱 中華書局 30
104 世界政治家列傳 秦仲實 中華書局 35
105 世界政治家列傳 朱基俊 中華書局 35
106 世界科學家列傳(上冊) 皮仲和 中華書局 30
107 世界科學家列傳(下冊) 皮仲和 中華書局 30
108 世界偉人成功祕訣之分析 蕭天后 自由出版社 台中 民42
109 世界探險家列傳(上冊) 黃海鶴,朱基俊 中華書局 25
110 世界探險家列傳(下冊) 黃海鶴,朱基俊 中華書局 25
111 世界藝術家列傳 王隱 商務印書 30
112 世界藝術家列傳 王隱 商務印書 30
113 世界體育史綱要 程登科 商務印書 36
114 古今名人書牘選 商務印書館 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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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古今名人筆記選 陳幼璞(選註) 商務印書館 36
116 古今名人遊記選 楊蔭深、黃逸之(選註) 商務印書館 36
117 古文詞類纂 第二冊 廣注姚氏 世界書局 37
118 古文詞類纂 第三冊 廣注姚氏 世界書局 37
119 古文詞類纂 第六冊 廣注姚氏 世界書局 35
120 古文類詞纂(一~四) 姚鼐 世界書局
121 古詩源選讀(上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22 古詩源選讀(下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23 可口的果子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124 可塑體與合成纖維的演進 李漢英 正中書局 臺北 民50
125 史前的地球 裴立爾 商務印書館 民36
126 史記 商務印書館 民36
127 史通 商務印書館 民36
128 司馬光文 黃公渚 商務印書館 36

129 四季的蔬菜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130 四書淺說 黃承燊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131 外國史(一~五冊) 黃維榮 商務印書館 36
132 外國史1冊 黃維榮 商務印書 36
133 外國史2冊 黃維榮 商務印書 36
134 外國史3冊 黃維榮 商務印書 36
135 外國史4冊 黃維榮 商務印書 36
136 外國史5冊 黃維榮 商務印書 36
137 外國歷史表解 李尚春 中華書局 30
138 外國歷史表解 李尚春 中華書局 35
139 失樂園 密爾頓 商務印書館 36
140 左文襄公在西北 秦翰才 商務印書 上海 35
141 市政工程概論 沈怡 商務印書館 36
142 幼稚園教育概論 張雪門 商務印書館 36
143 正義 哥爾斯華綏 商務印書館 36

144 民主憲政論 陳啟天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5

145 民主憲政論 陳啟天 商務印書館 36
146 民本主義與教育 杜威 商務印書 36
147 民本主義與教育 杜威 商務印書 36
148 民生史觀綱要 李旭 世界書局 37
149 民生史觀綱要 李旭 世界書局 民37
150 民俗學 林惠祥 商務印書 36
151 民俗學 林惠祥 商務印書 36
152 生命之奇蹟 許達年 中華書局 36
153 生命線 C. B. Fawcett 華國出版社 38
154 生物小史 于玢 中華書局 37
155 生物學小史 谷津直秀 商務印書館 民36
156 生理衛生常識 徐志明 中華書局 37
157 生理衛生與表解 麋于襄 中華書局 36
158 皮革 林繼庸 商務印書館 36
159 石油 謝家榮 商務印書 36
160 交化教育與青年 羅家倫 商務印書 36

161 交流電動機與發電機
Lawrence S. Bourst
W.H. Treene

電工圖書出版社 民37

162 先秦史 黎東方 商務印書館 民36

163 光的世界 布拉格 商務印書 36

164 光的世界   上冊 布拉格 商務印書館 36
165 各國權度 黃孝先 商務印書館 36
166 圬工上冊 馮雄 商務印書 36
167 圬工下冊 馮雄 商務印書 36
168 地球 許達年 中華書局 36
169 地球的年齡 李四光 商務印書館 18
170 地球概論 王安宅 商務印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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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宇宙奇觀 曹有誠、曹有信
科學圖書儀器公
司

民35

172 宇辨 顧雄藻 商務印書 36

173 成人家政教育計劃
亞瑟‧佛雷明
勞倫斯‧德蒂克

臺灣省立師範大
學家政學系

38

174 成吉思汗傳 馮承均 商務印書 36
175 托爾斯泰傳 羅曼羅蘭 商務印書館 民36
176 曲學通論 吳梅 商務印書館 36
177 有機工業藥品 朱積煊 商務印書 上海 36
178 有聲電影和電視 溫太輝 正中書局 37
179 老子本義 魏源 商務印書館 民36
180 自來水 朱有騫 商務印書館 36
181 自然地理學 馬東 商務印書 36
182 衣服的洗滌法 姚家棟、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183 西洋大教育家 倪文宙 中華書局 上海 38
184 西洋近世算術小史 斯密斯 商務印書館 36
185 西洋哲學小史 全增嘏 商務印書館 民36
186 西洋畫法綱要 王濟遠、倪貽德 中華書局 30
187 西洋樂器提要 王光祈 中華書局 30
188 西畫概要 吳夢非 商務印書館 民36
189 西藥淺說 程瀚章 商務印書 36
190 佛教概論 黃士復 商務印書館 民37
191 佛蘭克林自傳 佛蘭克林 商務印書館 36
192 宋詩選(上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93 宋詩選(下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94 宋詩選(中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195 我的母親 盛成 中華書局 民25

196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胡適
中國自由社出版
部

37

197 我們的兵工廠 姚家棟、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198 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 鄒魯 商務印書館 35
199 我對於教育之今者意見 鄒魯 商務 36
200 抗生性物質之研究 鄭文思 交通書局 37

201 材料力學
S. Timoshenko
G. H. MacCullough

正中書局 臺北 民43

202 材料強度學(上冊) 陸志鴻 商務印書館 民17

203 材料強度學(下冊) 陸志鴻 商務印書館 民17
204 材料強度學下冊 陸志鴻 商務印書館 36
205 杜甫詩 傅東華(選註) 商務印書館 36
206 汽車與公路 何乃民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207 防火概要 黃晉甫 商務印書館 民36
208 兒童訓導經驗談 姚家棟 正中書局 民36
209 制膠 孫垚 商務印書 36
210 和聲學大綱 吳夢非 開明書店 民36
211 孟子學說研究 楊大膺 中華書局 民29
212 孤女飄零記
213 岳飛評傳 彭國棟 商務印書 上海 36
214 幸福之路 羅素 南國出版社 民36
215 房屋 薛次莘 商務印書 36
216 房屋 薛次莘 商務印書 36
217 昆蟲記 法布爾 商務印書館 35
218 昆蟲記 法布爾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5
219 明日之可塑物 雷森 商務印書 36
220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一~四)
221 明雜劇選 商務印書館 民36
222 服務與人生 趙宗預 商務印書館
223 服務與進修 孫佳訊 大方書局 上海 36
224 河工 馮雄 商務印書館 36
225 油脂 張輔民 商務印書 36
226 油漆工 蔡耀煌 商務印書館 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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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波蘭怎樣變為蘇聯衛星國 Bronislaw Kusnierz 華國出版社 38
228 物理學小史 鄭太朴 商務印書館 36
229 物理學概論一冊 石原純 商務印書 36
230 物理學概論二冊 石原純 商務印書 36
231 物理學概論三冊 石原純 商務印書 36
232 物理學概論四冊 石原純 商務印書 36
233 直流電動機與發電機 Scott Hancock 電工圖書出版社 民37
234 社會教育綱要 馬宗榮 商務印書 36
235 空氣、陽光、水 陳潤泉 文化供應社 36
236 近代印刷術 賀聖鼐、賴彥於 商務印書館 36
237 近代的燈 徐天游 中華書局 37
238 金工 馮雄 商務印書 36
239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加樂爾 商務印書館 民36
240 青年四大問題 莊澤宜 中華書局 36
241 青年成功之路 潘文安 中華書局 30
242 青年與教育 張耕法 世界書局 36
243 青年與領袖 民36
244 青年衛生講話 範守淵 正中書局 36
245 俄人眼中的俄國 John Scott 華國出版社 38
246 前漢書 莊適選 商務印書 36
247 南洋使綱要 李長傅 商務印書館 36
248 威尼斯樂園 莎士比亞 商務印書館 36
249 後漢書三國志 莊適選 商務印書 36
250 怎樣使前途達大 馬爾騰 東方書店

251 怎樣做童子軍
陳海光
劉日安

童軍通訊社 民39

252 怎樣學習 T. R Pear 開明書店 上海 38
253 怎樣學習 畢爾 開明書店 民30
254 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 許壽裳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255 怎樣讀書與自修 儲沅 縱橫社 民36
256 染色術 孟心如 商務印書 36
257 柳泉元文 胡懷琛 商務印書館 36
258 活機器 海爾 商務印書館 民36
259 科學方法漫談 汪敬熙 商務印書館 35
260 科學界的偉人 吉松虎暢 商務印書 36
261 科學單位 張濟翔 商務印書館 36
262 科學概論 李書華等 商務印書館 35
263 科學與技術 趙睿珏 商務 36
264 美國短篇小說集 傅東華、於熙檢(選譯) 商務印書館 36

265 美麗的花朵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266 胚胎學綱要 徐琨 中華書局 上海 37
267 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 商務印書館
268 英文動詞用法 張慎伯 商務印書 30
269 英文演說文範 方樂天 商務印書館 36
270 英雄與美人 Bernard Shaw 商務印書館 36

271 軍用原子能 HENRY D. SMYTH
中國科學圖書儀
器公司

上海 36

272 軍事與國防 楊杰 中華書局 上海 35
273 重編名儒學案上冊 李心莊 正中書局 上海 36
274 重編名儒學案下冊 李心莊 正中書局 上海 36
275 音樂通論 黎青主 商務印書館 民36
276 音韻學 張世祿 商務印書 36
277 音韻學 張世祿 商務印書 36
278 飛行原理 柏實義 商務印書館 36
279 食用昆蟲學 孫鉞 中華書局 36
280 食物常識 上官悟塵(編著) 商務印書館 36
281 香料及化妝品 鄭尊法 商務印書館 民36
282 原子能與宇宙及人生 加謨 商務印書 36
283 原子趣話 赫樂 商務印書 36
284 唐宋傳奇選 商務印書館 民36
285 唐詩概論 蘇雪林 商務印書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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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唐詩選(上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287 唐詩選(下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288 唐詩選(中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289 時代的青年 陸高誼 世界書局 36

290 書桌上的文具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291 書經 葉玉麟 商務印書館 民36

292 校舍的修築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293 消化系統與食物 Kenneth Walker 華國出版社 38
294 紡織上冊 朱升芹 商務印書 36
295 紡織下冊 朱升芹 商務印書 36
296 迷信 費鴻年 商務印書 36
297 做人做事及其他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5
298 動物的分類 費鴻年 商務印書館 民36
299 動物常識 徐琨 中華書局 37
300 動物實驗室 童致梭 中華書局 37
301 動物標本簡易製作 凌昌煥 中華書局 30
302 動物標本簡易製作法 凌昌煥 中華書局 36
303 動物學小史 劉咸 商務印書館 民36
304 動物學小史 劉咸 商務印書館 民36
305 動物學表解 盧壽籛 中華書局 36
306 動植物學習法 華汝成 中華書局 36
307 商業常識 孔士諤 商務印書館 36
308 商業常識 馮鴻鑫 中華書局 37
309 商業簿記 張玉薷 中華書局 37
310 商鞅評傳 陳啟天 商務印書 36
311 國文學習法 洪為法 中華書局 36
312 國父家世源流方 羅香林 商務印書 上海 36
313 國史大綱(上冊) 錢穆 國立編譯館 上海 民36
314 國史大綱(下冊) 錢穆 國立編譯館 上海 民36
315 國民教育概要 盧顯能 文化供應社 民37
316 國防與農業 董時進 商務印書館 36
317 國際貿易 衛爾 商務印書 36
318 國學概論 錢穆
319 婦女的生活 梁甌倪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320 張文襄公年譜 許同莘 商務印書 上海 36
321 彫塑淺說 商務印書館 民36
322 教育思想 朱經農 商務印書 上海 36
323 教育概論 范任宇 商務印書 上海 36

324 教室的布置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325 晚明小品文第一冊 朱劍心 36
326 晚明小品文選(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327 晚明小品文選(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328 晚明小品文選(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 民36
329 深呼吸與冷水浴 禇東郊 中華書局 30
330 清代史 蕭一山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331 清詩選 商務印書館 民36
332 現代思潮新論 張其昀 正中書局 37
333 現代婦女 傅學文 商務印書 上海 35
334 現代教育學說 J. S. Ross 商務印書館 37
335 現代會計學 楊端六 商務印書 上海 36
336 現代經濟思想 Paul T. Homan 商務印書館 36
337 現代經濟思想 霍門 商務印書館 民36
338 理化常數要覽 林蓫梅 商務印書 36
339 理化學習法 陳潤泉 中華書局 30
340 硫及其重要化合物 許雪樵 商務印書 36
341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上冊) 王鶴儀(編譯) 商務印書館 36
342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下冊) 王鶴儀(編譯) 商務印書館 36
343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上冊 王鶴儀 商務印書 36
344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下冊 王鶴儀 商務印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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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船 斯寶昶 正中書局 37
346 莊子 商務印書館 民19
347 莊子 沈德鴻 商務印書館 36
348 處世與修養 米爾頓．賴忒 世界書局
349 規律故事 陳立夫、薛元龍 正中書局 35

350 規律故事(下)
陳立夫
薛元龍

正中書局 民36

351 規律故事(下) 汪仁侯 正中書局 35
352 訪英日記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6
353 訪英簡筆 杭立武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 34
354 通俗天文學 紐康 商務印書 36
355 通俗相對論大意 愛因斯坦 商務印書 36
356 造林要義 陳植 商務印書館 民19
357 造紙 方漢城 商務印書館 民36
358 造船 胡仁源 商務印書館 民36
359 都市的科學 許達年 中華書局 36
360 陶淵明詩 商務印書館 民36
361 陸贽文 周養初 商務印書館 36
362 雪萊傳 莫洛瓌 商務印書 36
363 魚類學 陳兼善、費鴻年 商務印書館 36
364 鳥類 鷹司信輔 商務印書館 民36
365 啼笑皆非 林語堂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366 媒的故事 國立編譯館 正中書局 37
367 幾何及代數之基本 味白蘭;罕廷頓 商務印書館 36

368 幾種會場的布置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369 普通食物的蒸煮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370 普通動物學 飯塚啓 正中書局 臺北 48
371 普通植物學(下冊) 商務印書館 民37
372 智慧增進 正中書局
373 曾國藩生平及事業 蔣星德 商務印書 36
374 曾鞏文 朱鳳起 商務印書 36
375 植物分類 三好學 商務印書館 民36
376 植物的世界 許達年,許斌華 中華書局 36
377 植物的生活 陶秉珍 開明書店 上海 37
378 植物病理學的基本常識 孫少軒 中華書局 36
379 植物常識 徐琨 中華書局 37
380 植物實驗室 童致棱 中華書局 37
381 植物標本採集治作法 凌昌煥 中華書局 36
382 植物學小史 胡先驌 商務印書館 民36
383 植物學表解 盧壽籛 中華書局 36
384 植物難題詳解 張履懟 大方書局 上海
385 測量術 馮雄 商務印書 36
386 無線電原理及應用 赫卿蓀 開明書店 上海 38
387 無線電報及無線電話 朱其清 商務印書館 民36
388 無線電講義 方立慶 開明書店 上海 38
389 無機工業藥品 朱積煊 商務印書 36
390 猩紅文 霍桑 商務印書館 民36
391 番石榴集 商務印書館 民36
392 發明家愛迪生 饒壽浩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393 發動機 周緝庵 商務印書館 民38
394 發電機 江芷千 正中書局 37
395 童子軍教育原理 貝登保 正中書局 民37

396 童子軍教育原理及方法
章輯五
吳耀麟

正中書局 民36

397 童子軍教育概論 沈雷漁 正中書局 民36
398 童子軍教育概論 吳耀麟 商務印書 36
399 紫外線 山田幸五郎 商務印書館 36

400 菜餚的烹飪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401 詞學通論 吳梅 商務印書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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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詞選 商務印書館 民36
403 進化論之今昔 紐門 商務印書館 36
404 進化論淺說 陳兼善 中華書局 36
405 進步與貧困(三) 佐治 商務印書館 民19
406 進步與貧困(五) 佐治 商務印書館 民19
407 進步與貧困(四) 佐治 商務印書館 民19
408 鄉村教學經濟痰 畢德蔓 商務印書 36
409 集氣與生水 千谷利三 開明 36
410 飲冰室文集 梁任公 天行 38
411 黃鶴樓 陳銓 商務印書館 36
412 傳染病預防消毒及救急療法 郭人驥 中華書局 36
413 園藝學 龔厥民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7
414 塑膠淺說 惲福森 中華書局 37
415 微生物淺說 童致梭 中華書局 36
416 新中國 Graybill & Chu 同仁書屋 38
417 新中國 Graybill & Chu 啓明書局 上海 38
418 新生活實踐 陳雯登 中華書局 上海 34
419 新刑法總則大綱 張寯清 中華書局 36
420 新刑法總則大綱 張寯清 中華書局 36
421 新藝術論 蔡儀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422 新藥淺說 吳蔚 中華書局 37
423 楚辭選讀 商務印書館 民36
424 滇南碑傳集(一~六) 張一麐
425 煤 謝家榮 商務印書館 民36
426 節本世說新語 崔朝慶(選註)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6
427 經史百家雜抄1-6冊 廣注曾氏 世界書局印行 37
428 經濟思想的發展 Eric Roll 華國出版社 38
429 義務教育視導 陳鴻文 中華書局 28
430 解析幾何與代數第二冊 許來咢、施伯納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6
431 詩經選讀 商務印書館 民36
432 詩歌原理 汪靜之 商務印書館 民36
433 資本主義淺說 J. A. Knapp 華國出版社 38
434 農作物施肥法原理 王世中 商務印書館 35
435 農村社會調查方法 張世文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6
436 農村金融與合作 C. F. Strickland 中華書局 上海
437 農具 汪錫鵬 正中書局 民37
438 農產製造的常識 葛允怡,龐茗 中華書局 37
439 農業概論 黃紹緒 商務印書館 36
440 農業概論下冊 黃紹緒 商務印書館 36

441 農業經濟概論 胡求真
美商永寧有限公
司

30

442 農諺 張佛 商務印書 36
443 農藝化學 嚴梅和 中華書局 上海 37

444 道路
劉友惠
馮翰飛

商務印書館 民36

445 道德服務 潘文安 商務印書館
446 鉛筆畫法 潘羅因、蔣行僧 中華書局 25
447 雷達 鄧拉普 商務印書館 36

448 電工儀器及量度
Paul MacGahan
D. A. Young

中國科學圖書儀
器公司

上海 民36

449 電車和電動機 江芷千 正中書局 37
450 電車和電動機 江芷千 正中書局 37
451 電氣及其應用 許達年 中華書局 36

452 電熱 J. C. Woodson
中國科學圖書儀
器公司

上海 36

453 電學大綱 歐懋德 商務印書 36
454 電機工程概論 陳章 商務印書館 民36

455 電燈
張延祥
余昌菊

商務印書館 民36

456 墊子淺論說 細布力 商務印書 36
457 實用工程手冊 李伯寧 開明書店 上海 37
458 實用化學 Black and Conant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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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實用有機化學 黃素封、平祖蔭(編譯) 開明書店 37
460 實用有機化學 開明書店 民35
461 實用和聲學 N. Rimski-Korsakov 商務印書館 38
462 實用定量分析化學 孫錫洪 開明書店 上海 37

463 實用電工敷䤼法 I. C. S.
中國科學圖書儀
器公司

上海 36

464 實業計畫 孫中山 中華書局 36
465 實驗無線電收音機裝置法 舒澤寧 中華書局 37
466 演說學 R. D. T. Hollister 商務印書館 36
467 演講術例話 尹德華 文化供應社 37
468 漢魏六朝文 贓勵龢 商務印書館 36
469 漫畫藝術講話 黃茅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民36
470 種栗法 許心芸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
471 管子 商務印書館 民36
472 綠肥作物 徐芳幹 中華書局 上海 37
473 維他命常識 吳蔚 中華書局 37
474 維克斐牧師傅 歌士米 商務印書館 36
475 製皂 朱積煊 商務印書 36
476 語言學通論 福爾 商務印書 36
477 酸 高銛 商務印書 36
478 墨子 商務印書館 民36
479 墨子 錢穆 商務印書 36
480 審計學 歸潤章 商務印書 上海 36
481 廣告 陸梅僧 商務印書館 36
482 廣告史 馮鴻鑫 中華書局 37
483 數理叢彈 朱言鈞 商務印書館 36
484 數學全書第一冊算術 韋柏 商務印書 36
485 數學全書第二冊代數 韋柏 商務印書 36
486 數學全書第三冊解析 韋柏 商務印書 36
487 暴風雨 莎士比亞 商務印書館 36
488 標點符號的意義和用法 黃承燊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6
489 歐美子女教育史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
490 歐陽永叔文 黃公渚 商務印書館 36
491 歐戰小史 陳懋烈 中華書局 30
492 論語與做人 袁安定 世界書局 民36
493 論衡 高蘇桓(集註) 商務印書館 36
494 趣味的物理學 皮萊曼 開明書店 民37
495 辳業合作 張德粹 商務印書館 上海 37
496 辳業合作 張德粹 商務印書館 37
497 鄭成功 王鍾麒 商務印書 36
498 醋及調味料製作法 鈴木彰 商務印書 36
499 鋁的故事 正中書局 37
500 魯濱孫漂流記 Daniel Defoe 商務印書館 36
501 黎氏序古文詞類纂 黎庶昌 世界書局 36
502 黎氏纂類詞文古續 上 黎庶昌 世界書局 25
503 黎氏纂類詞文古續 下 黎庶昌 世界書局 25

504 學校園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505 學記簿 嵇儲英、程雲橋 商務印書館 36
506 導演學 陳志策 商務印書館 36
507 戰後美國之國民教育 曾大鈞 商務印書 36
508 戰略基地 Hans W. Weigert 華國出版社 38
509 橋梁 凌鴻勛 商務印書館 民36
510 橋梁工程的奇蹟 李書田 正中書局
511 機構學 馮雄 商務印書館 民36
512 機關管理一得 黃炎培 商務印書館 36
513 歷代明賢處事家書 徐益棠 遠東圖書公司 民38
514 澳洲建國史 駱介子 商務印書館 36
515 築壩工程的奇蹟 李書田 正中書局 39
516 糖 鄭尊法 商務印書 36
517 蕭伯納傳 赫理斯 商務印書館 民36
518 遺傳與結婚 哥希密德 商務印書館 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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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遺傳學 中華書局 上海 37
520 遺傳學淺說 陳兼善 中華書局 36
521 駢文概要 金秬香 商務印書館 民36
522 應用力學 徐驥 商務印書館 民36
523 應用文 金寒英 中華書局 36
524 營養概論 吳憲 商務印書館 民36

525 縫紉方法
姚家棟
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526 聲音和樂器 江芷千 正中書局 37
527 聲音和樂器 俞子夷,江芷千 正中書局 37
528 謎語研究 陳光堯 商務印書 36
529 韓非子 商務印書館 民36
530 歸有光文 胡懷琛 商務印書 36
531 簡明應用文 楊乃藩 臺灣書店 臺北 民37
532 簡易的絨線編織和刺繡 姚家棟、許劍盦 正中書局 民36
533 簡易英華會話 張慎伯 中華書局 36
534 薩克遜刼後英雄略 司各德 商務印書館 36
535 蟲魚鳥獸 許達年,許斌華 中華書局 36
536 醫學概說 許達 中華書局 36
537 醬油釀造法 植村定治郎 商務印書 36
538 顏料及塗料 戴濟 商務印書館 36
539 礦物之開採與利用 胡博淵、季鳴龢(編著) 正中書局 39
540 蘇聯工農業管理 Gregory Bienstock and other 商務印書館 35
541 蘇聯在東德的戰略 Fritz Lowenthal 華國出版社 38
542 鐵 彭維基 商務印書館 民36
543 鐵路 聶肇靈 商務印書館 民36
544 鐵路運輸學 金士宣 商務印書館 民37
545 權力論 塗序瑄(譯) 正中書局 臺北
546 讀書指導(第一輯) 李伯嘉 商務印書館 36
547 讀書指導第一輯 李柏嘉 商務印書館 上海 24
548 讀書指導第二輯 李柏嘉
549 讀書指導第三輯 李柏嘉 36
550 讀騷論為初集 游國恩 商務印書館 民36
551 鑛物學 菫常 商務印書 36
552 顯微鏡術人生 R.Mnell 商務印書館 36
553 釀造 吳承洛 商務印書 36
554 鹽 鄭尊法 商務印書館 民36
555 觀賞植物圖譜上冊 王雲五、周建人 商務印書館
556 觀賞植物圖譜下冊 王雲五、周建人 商務印書館
557 觀賞樹木 陳植 商務印書館 民19
558 合理的體操學 今井學治 廣文堂 東京 大正10
559 創作老子 大泉黑石 新光社 東京 大正11
560 天の莊子 猪狩又藏 大版屋號 東京 大正12
561 空間教材取扱の實際 山本孫 目黑 東京 大正14
562 大日本國語辭典第一卷 松井簡治 金港堂株式會社 東京 大正4年
563 大日本國語辭典第三卷 上田萬年 金港堂株式會社 東京 大正7年
564 財政學 宇都宮鼎 聖山閣 東京 大正十五
565 スケッチの描き方 中澤弘光 合資會社 東京 大正十五
566 創作への道 八波則吉 弘道館 東京 大正十年
567 昆蟲學 三宅恒方、內田清之助 警醒社 東京 明治44
568 微風ある精神史 陶山務 建設社 東京 昭和12
569 油繪の實技〈上〉 石井柏亭 福山 東京 昭和14
570 西洋畫の描き方 今井實 京文社 東京 昭和14
571 銀河と宇宙 山本一清 恒星社 東京 昭和16
572 魚の釣リ方 佐藤垢 大泉書店 東京 昭和28
573 有機製造化學 龜谷哲志 廣川 東京 昭和30
574 新釋詩經 目加田誠 岩波 東京 昭和33
575 化學問題集 佐藤健太郎 三省堂 東京 昭和34
576 中國古代科學 藪內清 角川書店 東京 昭和39
577 運動年鑑 大道弘雄 朝日新聞 大阪 昭和九年
578 天災と國防 寺田寅彥 岩波書店 東京 昭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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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 釋迦傳 長井直琴 三省堂
東京、
大阪

昭和十七

580 日本文化の問題 西田幾多郎 岩波書店 東京 昭和十八
581 宇宙と光 堀健夫 岩波 東京 昭和十八
582 余の尊敬する人物 矢內原忠雄 岩波 東京 昭和十五
583 常識の科學性 小泉丹 岩波 東京 昭和十六
584 科學史と新ヒコマニズム 森島恒雄 岩波 東京 昭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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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地 出版年
1 日本歷史圖錄 第一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7
2 日本歷史圖錄 第二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7
3 日本歷史圖錄 第三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8
4 日本歷史圖錄 第四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8
5 日本歷史圖錄 第五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8
6 日本歷史圖錄 第六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8
7 日本歷史圖錄 第七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28
8 日本歷史圖錄 第九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0
9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0

10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一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0
11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二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0
12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五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0
13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六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0
14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七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1
15 日本歷史圖錄 第十八輯 高橋健自 歷史圖錄刊行會 東京市 1931
16 拓殖總覽 松本龜造 內外經濟調查會 東京都 1930
17 滿蒙地理風俗寫真大觀 岩本秋心 台灣時事新報社 台北市 1934
18 澎湖島大觀 井原伊三太郎 井原伊三太郎 馬公 1932
19 臺灣教材寫真集 井上重人 台灣教育會 台北市 1934
20 科學的創造發明與發現 洪文東著 臺灣書店 台北市 1913
21 臺灣俚諺集覽 臺灣總督府編 南天 台北市 1914
22 經濟哲學 閻子桂 幼獅文化 台北市 1917
23 中國古典繪畫美學 郭因著 丹青圖書 台北市 1918
24 詳註十八家詩鈔 （清）曾國藩 大立 台北市 1926
25 詳註十八家詩鈔 （清）曾國藩 大立 台北市 1926
26 詳註十八家詩鈔 （清）曾國藩 大立 台北市 1926
27 寄生物生活 胡珍元 世界書局 上海 1930
28 現代英國繪畫史略 劉思訓著 中華 上海 1930
29 解析幾何 何衍璿，袁武烈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31
30 世界美術全集 下中瀰三郎著 平凡社 日本 1931
31 工藝篇(上) 下中彌三郎著 平凡社 日本 1931
32 中國音樂史(上冊 王光祈著 中華 上海 1934
33 文山先生全集  六 文天祥 商務 上海 1935
34 文山先生全集  五 文天祥 商務 上海 1935
35 文山先生全集  四 文天祥 商務 上海 1935
36 文山先生全集  三 文天祥 商務 上海 1935
37 文山先生全集  二 文天祥 商務 上海 1935
38 文山先生全集  一 文天祥 商務 上海 1935
39 數論初步 吳在淵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35
40 人造絲 高維礽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35
41 十九世紀法蘭西的美術 劉海粟著 中華 上海 1935
42 王安石全集  第四冊 王安石 廣益 上海 1936
43 王安石全集  第三冊 王安石 廣益 上海 1936
44 王安石全集  第二冊 王安石 廣益 上海 1936
45 王安石全集  第一冊 王安石 廣益 上海 1936
46 史前人類 陳兼善 中華 上海 1936
47 綱鑑易知錄( 十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48 綱鑑易知錄( 九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49 綱鑑易知錄( 八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0 綱鑑易知錄( 七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1 綱鑑易知錄( 六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2 綱鑑易知錄( 五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3 綱鑑易知錄( 四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4 綱鑑易知錄( 三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5 綱鑑易知錄( 二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6 綱鑑易知錄( 一 ) 吳楚材 廣益書局 上海 1936
57 中學生用國語會話  下冊 陸衣言 世界 上海 1937
58 中學生用國語會話  上冊 陸衣言 世界 上海 1937
59 實用地理學 余紹忭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37
60 和聲學 繆天水譯 淡江 台灣 1937

新竹女中圖書館日治舊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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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怒江食譜 怒江食譜編委會編 怒江 台北市 1937
62 中國婦女問題 郭箴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市 1938
63 地理哲學 曹沈思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39
64 中國文字學綱要 傅介石 中華 上海 1940
65 成吉思汗帝國史 林孟工譯 中華書局 上海 1940
66 論理學綱要 林仲達 中華書局 上海 1940
67 西洋製譜學提要 王光祈著 中華 上海 1940
68 有機化學分析 何君超譯 中華書局 上海 1941
69 公共衛生概要  下冊 /賴斗岩 中華書局 上海 1941
70 公共衛生概要  上冊 /賴斗岩 中華書局 上海 1941
71 公共衛生概要  上冊 /賴斗岩 中華書局 上海 1941
72 中國音樂史(下冊) 王光祈著 中華 上海 1941
73 伴奏的作法 宋壽昌著 中華 上海 1941
74 西洋音樂史綱要 王光祈著 中華 上海 1941
75 太平天國革命故事 方育庚 中華書局 上海 1945
76 五十年來的世界 藩公展 勝利 不詳 1945
77 經典常談 朱自清 文光書店 上海 1946
78 公共衛生學 畢汝剛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6
79 工商管理一瞥 王雲五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6
80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 開明 台北市 1946
81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 開明 台北市 1946
82 文體論 /薛鳳昌 商務 上海 1947
83 中國現代語法  下冊 王力 商務 上海 1947
84 中國現代語法  上冊 王力 商務 上海 1947
85 西康綜覽 李亦人 正中 台北市 1947
86 滇邊散憶 陳碧笙 商務 上海 1947
87 臺灣 李絜非 商務 上海 1947
88 中國區域地理 諶亞達 正中 台北市 1947
89 中國宰相制度 李俊 商務 台北市 1947
90 民法總則 李宜琛 國立編譯館 台北市 1947
91 比較地方自治論 呂復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92 民俗學 /林惠祥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93 世界人種誌 林惠祥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94 昆蟲漫話 /陶秉珍 開明書店 上海 1947
95 生存互助論 吳克剛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96 英漢化學新字典 鄭蘭華，徐善祥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 1947
97 論情緒 唐鉞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98 語言學通論 張世祿，藍文海譯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99 公教論 /陳香伯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0 心理學簡編  下冊 伍況甫譯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1 心理學簡編  上冊 伍況甫譯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2 偉大的蔣主席 鄧文儀等 國防部新聞局 上海 1947
103 紡織  下冊 朱升芹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4 紡織  上冊 朱升芹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5 皮革 林繼庸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6 廣告 陸梅僧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07 教育用品製造 汪向榮 世界書局 上海 1947
108 食用品製造 汪向榮 世界書局 上海 1947
109 植物的分 沙俊譯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7
110 中外醫學史概論 /李廷安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47
111 新藝術論 蔡儀著 商務 上海 1947
112 音樂通論 黎青主著 商務 上海 1947
113 中國美術發達史 劉思訓著 商務 台北市 1947
114 音樂教育論 /吳承均譯 正中 台北市 1947
115 對譜音樂 王光祈著 中華 上海 1947
116 新音樂自修讀本 李凌著 致用書店 上海 1947
117 國臺音小辭典 詹鎮卿著 蘭記書局 台北市 1947
118 算術辭典 長澤龜之助著 新亞 台北市 1947
119 曾文正公嘉言鈔 /曾國藩 世界 上海 1948
120 東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 方德修 開明 台北市 1948
121 中華民國建國史 鄭鶴聲 正中書局 上海 1948
122 經史百家雜鈔( 六 ) 曾國藩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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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經史百家雜鈔( 五 ) 曾國藩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124 經史百家雜鈔( 四 ) 曾國藩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125 經史百家雜鈔( 三 ) 曾國藩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126 經史百家雜鈔( 二 ) 曾國藩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127 經史百家雜鈔( 一 ) 曾國藩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128 化妝品製造 汪向榮 世界書局 上海 1948
129 現代肥皂製造法 劉崇祜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上海 1948
130 國父墨寶 郭振華著 北方雜誌社 北平市 1948
131 中國美術發達史 劉思訓著 商務 上海 1948
132 綜合英漢大辭典(合訂本) 黃士復，江鐵著 商務 台北市 1948
133 最新中外地名辭典 葛綏成編 中華書局 上海 1948
134 三七五地租淺說 何舉帆 臺灣書店 台北市 1949
135 普通冶金學 蔣導江 商務卬書館 上海 1949
136 理化學辭典 石原純著 岩波 台北市 1949
137 三角法辭典 長澤龜之助著 新亞 台北市 1949
138 三角法辭典 長澤龜之助著 新亞 台北市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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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地 出版年
1  AIDA-Opera    アイーダ 歌劇 作曲:Giuseppe Verdi貝爾第 不明

2 1925年國勢調查結果表 台湾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27

3 1930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 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34

4 BEETHOVEN SONATAS For the piano 貝多芬 不明
5 CHOPIN ALBUM For the Piano 蕭邦(CHOPIN)著 不明
6 DES SOLFEGES 1939
7 THE ART OF LETTER WRITING NATHANIEL C.FOWLER.  JR. 1913

8 The Art of Teaching And Studying Languages Howard Swan、 Victor Betis 1892

9 The Chemistry of Organic Medicinal Products
Glenn L. Jenkins Walter H.
Hartung

1941

10 Zeppelin等航空史 1942
11 アイヌ文學 金田一京助 昭和7年
12 アイルランド神話伝說集 松元竹二編 1933
13 アフガニスタン 守屋和郎 1942
14 アルス運動大講座第一卷 不明 不明
15 イランの歷史と文化 蒲生礼一著 1941
16 いろは碧巖大衆襌 清泉芳巖 不明
17 エヂソン 安達嘉一著 1942
18 エミルボレル平面三角法・パ一シナン地図作製法 石井省吾  譯 大正14年
19 オリムピック競技の實際 野口源三郎    著 不明
20 オリンピアの印象 野口源三郎  著 1925
21 カヂヨリ kageyoli数学史講義 一戶直藏譯 1931
22 グラフ教授 Teaching of Graph 新宮恒次郎 昭和11年
23 これからの日本これからの世界 下村宏 昭和11年
24 スポ─ツ行腳 岡部平太 1931
25 スポ一ツマレの精神 矢島鐘二 1924
26 スマ卜ラ縱走橫斷記 台灣大亞細亞協會 1937

27 スミルノフ高等数学教程
B.H.CMNPHOB著 福原滿洲
雄譯

1914

28 スミルノフ高等数学教程 3
B.H.CMNPHOB著 福原滿洲
雄譯

昭和9年

29 スミルノフ高等数学教程 4
B.H.CMNPHOB著 福原滿洲
雄譯

昭和2年

30 ソルフェージ 好楽社編集部 1940
31 ダルトン案と我国の教育 赤井米吉 不明

32 ヂエキル博士の奇譚
原著:R.L.Stevenson史蒂文遜
譯者：石井正雄

1950

33 ツェッぺリン 隈部一雄 1940
34 トムソン科学大系 第二巻 小倉謙 津崎滿治譯 不明
35 トムソン科学大系 第八巻 譯者：小倉謙等3人 1942
36 トムソン科学大系第七卷 北川三郎等三人譯 1942
37 トムソン科学大系第三卷 古澤瀧太郎譯 1942
38 トムソン科学大系第五巻 高木二郎　原田三夫譯 1942
39 トムソン科学大系第四巻 津崎滿治小倉謙譯 1942
40 ニューギニヤ探檢 金平亮三著 1942
41 パインアップル 南洋協會台湾支部 1926
42 パツサルゲ景觀と文化の發達 佐藤弘,國松久彌共抄譯 1933

43 パラディン植物生理学
芭拉帝因著 矢部吉禎、大賀一
郎譯

1930

44 ビルマ讀本 山田秀藏 1942
45 フイリツッピン:歷史と現實 池田曄 1942
46 フｨリッピン讀本 河野辰三著 1941
47 フィリッピン讀本 河野辰三 著 1941
48 フインガルの洞窋Fingal's cave 岡本種穗(解說) 不詳

49 ブーカー丶ワシントン Booker Tariafero Washington 瀧浦文彌 1944

50 ブラジル渡航案內 浦田芳朗著 1926

新竹高中圖書館日治舊籍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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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ブラッセ一海軍年鑑譯書 大尾(譯) 1937
52 ふるさとの色 矢野榮太郎 1941
53 プルターク英雄傳 鶴見祐輔譯 不詳
54 ブ一力一・ワシン卜ン 瀧浦文彌 昭和2年

55 ぺリー、ム一ア、ワラインの講演
廣島高等師範学校数学教官室
譯

1938

56 ボレル平面三角法 石井省吾譯 昭和17年
57 まこととまごころ 中柴末純著 昭和18年
58 マックス・ウュIバI印度の宗教と社會 吉野清人,木下史郎 昭和11年
59 マヤ子 內田隆著 大正14年
60 まや子 內田隆(譯) 1925
61 メキシコ ‧ぺルー神話傳說集 吉澤孔三郎 1934
62 モンタヌス日本誌 和田萬吉譯 1925
63 やまと繪序說 田中一松 昭和八年
64 レコ一ド音樂の解說 大沼竹太郎 1924
65 一次及二次電池 服部碩彥 1928
66 一般素質檢查法の試み 楢崎淺太郎著 1924
67 一萬里の旅 大石懿星著 1937

68 人口論
Thomas. Robert Malthus 神
永文三 譯

1803

69 人生と地理 井上長太郎 1926
70 人物論 辻善之助著 1925
71 人間の宗教 椎尾辨匡著 1922
72 人間学と國民教育 近藤寿治 1933
73 人類学上よリ見たる西南支那 鳥居龍藏著 1926
74 人類愛 第三輯 坂本清作編 1930
75 人類愛第一輯 坂本清作編 1926
76 八代集 上卷 佐佐木信綱,芳賀矢一校註 大正2年
77 八代集 下卷 佐佐木信綱,芳賀矢一校註 大正2年
78 十分間大講説集 原田達郎 不詳
79 十訓抄 石橋尚宝 1927
80 十訓抄詳解全 石橋尚寶 1922
81 卜厶ソン科學大系 第二卷 小倉謙,津崎滿治譯 昭和17年
82 卜厶ソン科學大系 第八卷 小倉謙,高木二郎,津崎滿治譯 昭和17年
83 卜厶ソン科學大系 第五卷 高木二郎,原田三夫譯 昭和17年
84 三十六人集 佐佐木信綱   芳賀矢一 1914
85 三次元座標幾何学 新宮直次郎 1932
86 三角法辞典 穗刈四三二　新倉秀雄共著 昭和17年
87 三體古事記 澁川玄耳 1911
88 上方江戶文學を產める社會的環境 麻生磯次 昭和8年
89 上代文學に於ける社會性 津田左右吉 昭和7年
90 上古文學選 川出麻須美等 1966
91 下関春帆楼に於ける兩雄の會見 大園市藏編譯 1926
92 土佐の勤王 德富猪一郎著 1929
93 夕イヤルは招く 大島正滿著 昭和10年
94 大久保甲東先生 德富猪一郎 1927
95 大日本人名辭書 東京經濟雜誌社 1921
96 大日本全史上卷 大森金五郎 1921
97 大日本全史下卷 大森金五郎 1966
98 大日本地名辞書  上方 吉田東伍 1911
99 大日本地名辞書  汎論、索引、附圖 吉田東伍 1911

100 大日本地名辞書  奧羽 吉田東伍 1911
101 大日本地名辞書 北海道.樺太.琉球,台湾 吉田東伍 1909
102 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奧附)--北海道,樺太,琉球,台灣 吉田東伍著 明治44年
103 大日本地名譯書   中國、四國、西國 吉田東伍 1911
104 大日本帝國地理精義　上卷 小林房太郎 不詳
105 大日本帝國地理精義 上卷 小林房太郎 1922
106 大日本帝國地理精義下卷 小林房太郎著 1926
107 大日本帝國地理精義中卷 小林房太郎著 1923
108 大日本時代史 12冊 早稻田大學編輯部 1916
109 大日本國民常識大觀 教育聯合通信社 昭和10年
110 大日本國語辞典 上田萬年.松井簡治共著 昭和7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3頁 新竹高中日治舊籍書目

111 大日本國語辭典 上田萬年 松井簡治 1921
112 大日本國語辭典 上田萬年,松井簡治著 不詳
113 大日本歷史集成 青木武助 1917
114 大正十四年度運動年鑑 朝日新聞社編 1925
115 大地に立っ 後藤靜香 1928
116 大字典 上田萬平等編 1931
117 大百科事典   第12卷 平凡社下中彌三郎編 1934
118 大百科事典   第26卷 平凡社下中彌三郎編 1935
119 大百科事典   第28卷 平凡社下中彌三郎編 1935
120 大百科事典1至27 有缺 下中彌三郎 1933
121 大谷光瑞全集第2.3.4.5.7.10卷 大谷光瑞著 1935
122 大谷光瑞全集第一卷經典篇 大谷光瑞 昭和11年
123 大谷光瑞全集第九卷漫筆篇 大谷光瑞 1934
124 大谷光瑞全集第八卷趣味篇 大谷光瑞 昭和38年
125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五十年史 堀啟次郎 1934
126 大学入試対策シリ一ス゛化学の傾向と対策 津田栄著 1961
127 大南洋年鑑 平野英一郎 1942
128 大眾は動く 鍵本博譯 1940
129 大植物圖鑑 村越三男 1931
130 大塚数学会誌第七卷第1號 大塚数学会 1939
131 大塚数学会誌第七卷第2號 大塚数学会 1937
132 大塚数学会誌第二巻第二号 大塚数学会 1926
133 大塚数学会誌第八卷第2號 大塚数学会 1940
134 大塚数学会誌第十卷 大塚数学会 1941
135 大塚数学会誌第三卷第2號 大塚数学会 1935
136 大塚数学会誌第三巻第一号 大塚数学会 1934
137 大塚数学会誌第五卷第1號 大塚数学会 1930
138 大塚数学会誌第五卷第2號 大塚数学会 1937
139 大塚数学会誌第六巻第一号 大塚数学会 1937
140 大塚数学会誌第四卷第2號 大塚数学会 1936
141 大塚数学會誌創立60年第一卷第一號 伊藤元好 1932
142 大路水野遵先生 大路會編 1930
143 大路水野遵先生 大路會編 1930
144 大鏡詳解 小中村義象代表 1897
145 子爵澁澤榮一 大瀧鞍馬著 1925
146 小林躋造傳 宗代策 1939
147 山のこなた 內田寬一 1928
148 山鹿素行とその誕生 前田恒治 1941
149 川柳 岡田三面子 昭和六年
150 工業化学測定法 松井元太郎、神原周合著 10302
151 弓の手ほとき 根矢鹿児 不詳
152 弓道講義 本多利実 1929
153 中世に於ける精神生活 平泉澄著 大正15年
154 中世に於サる精神生活 平泉澄 1926
155 中古文学選 川出麻須美 不詳
156 中央亞細亞の文化 羽田亨 昭和10年
157 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数学及理教授要目 日本放送協会編 1942
158 中学校作業科の実際 佐藤寬二  吉田辰藏 1932
159 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 大藏省印刷局編輯 21468
160 中学校動物学教科書 安東伊三郎 14970
161 中学國文教科書教授備考卷2→卷10 德富健次郎等共著 不詳
162 中学國史通記 西田直二郎 1938
163 中國人名辞書 編輯、難波常雄代表 1904
164 中朝事実 社会教育会 1933
165 中朝事實及聖教要錄述義 川谷致秀著 1936
166 中朝事實講話 飯島忠夫著 1935
167 中等教育作法要項解說 中等教育学会 1934
168 中等教育作業科實施法 三木泰治編 1933
169 中等教員檢定試驗日本史問題解答枝析 青木武助著 1925
170 中學作文講話 佐佐政一 1926
171 中學國文教科書教授備考前 風光館藏版 1926
172 中學國史通記前編 西田直二郎 19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4頁 新竹高中日治舊籍書目

173 中學國史通記前編 西田直二郎著 1939
174 丹那トンネル 安藤蒸 1934
175 井伊大老と開港 中村勝麻呂著 1909
176 今日の藝術 岡本太郎 1957
177 今昔物語 下卷     / 古今著聞集 全卷 池辺義象 1915
178 今昔物語上卷 池邊義象 1915
179 今鏡、增鏡 物集高量 1925

180 內外動物原色大圖鑑 二 小野田勝造 小野田伊久馬共著 1936

181 內外動物原色大圖鑑 五 小野田勝造,小野田伊久馬著 1936
182 內外動物原色大圖鑑1 小野田勝造  小野田伊久馬 1936

183 內外動物原色大圖鑑3 小野田勝造 小野田伊久馬共著 1936

184 內外動物原色大圖鑑6 小野田勝造 小野田伊久馬 1936
185 內外參考圖書の知識 田中敏,毛利宮彥著 1930
186 內燃機関取扱法及試驗法 小林勝 1943
187 公民教本上卷 中川善之助著 1931
188 公民教本下卷 中川善之助著 1931
189 公民教育と其教授訓練 岡篤郎 1924
190 公民教育と實生活 長倉矯介 1934

191 公民教育大系
文部省普通学務局文部省実業
学務局編輯

1932

192 公式新國民儀禮 佐野惠作 1942
193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 加藤正世 1934
194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 加藤正世 1934
195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1 加藤正世 1934
196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10 加藤正世 1934
197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12 加藤正世 1934
198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4 加藤正世 1934
199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7 加藤正世 1934
200 分類原色日本昆虫圖鑑8 加藤正世 1934

201 化学兵器寫真帖
陸軍科学研究所高等官集会所
化学兵器輯錄刊行委員

1934

202 化学実験学第二部 大幸勇吉代表 不詳
203 化学通觀 石川清一 1928
204 化学結合論 ボーリング、譯者小泉正夫 1942
205 化學工學講座 9:冷凍,高壓化學技術 內田俊一等著 1935
206 化學實驗學 第一部 物理化學 V 河出書局 1943
207 化學變化 思索と反應 竹村貞二 1936
208 化學變化:思索と反應 竹村貞二著 昭和11年
209 天文学汎論 日下部四郎太 菊田善三共著 1922
210 太平記 高野正巳 1942
211 太陽 関口鯉吉著 1925
212 太閣記 久田義勝 1935
213 少年フオード傳 松本浩記 1931
214 少年天智天皇と藤原鎌足 小口一穗 1937
215 少年少女趣味科學:地震と津浪の話 後藤常市 大正13年
216 少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吉谷義德 1933
217 少年田道灌傳 鴇田惠吉 昭和12年
218 少年伊能忠敬 古松義德 1930
219 少年和氣清麻呂の忠烈 濱田寿郎著 1944
220 少年國史以前のお話 栗山周一著 1932
221 少年國史物語 前田晁 1934
222 少年國史物語平安後期と鎌倉時代 前田晁 1933
223 少年菊池武時.武光の勤王 吉松祐一 昭和9年
224 少年楠木正成の精忠 濱田壽郎 昭和10年
225 少年聖德太子御傳 佐佐木貞之 昭和6年
226 少年澁澤栄一傳 岡本瓊二 1932
227 少年賴山陽の生涯 長谷川安一 1936
228 少年織田信長 春藤與一郎 1940
229 心理学通義 上野陽一 1915
230 手輕に出來る青少年劇脚本集第一輯 台湾總督府情報部編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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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支那文字學 武內義雄 昭和6年
232 支那文学年表 矢嶋玄亮 1936
233 支那伝說集南海の雛 一戶務 1942
234 支那佛教思想史 橘惠勝著 大正10年
235 支那思想:佛教思想上 宇井伯壽 昭和10年
236 支那思想:科學(本草の思潮) 中尾萬三 昭和9年
237 支那思想:科學(醫學) 富士川游 昭和9年
238 支那趣味の話 後藤朝太郎著 1924
239 文書處理法の理論と實際 淵時智 1932
240 文部省例規總覽 東京行政学会 1938
241 文豪大町桂月 田中貢太郎 1926
242 文學 第十七號 岩波書店 昭和7年
243 文學 第十二號 岩波書店 昭和7年
244 文學 第十八號 岩波書店 昭和7年
245 文學 第十四號 岩波書店 昭和7年
246 文學 第六號 岩波書店 昭和6年
247 文學 第四號 岩波書店 昭和6年
248 文學 隨筆特輯號 岩波書店 昭和7年
249 文藝百科全書 早稻田大學編 1910
250 方リ作の機空航型模 一柳直良 1942
251 方言學概論 橘正一著 1936
252 日本に於ける洋風畫の沿革 石井柏亭 昭和七年
253 日本に於ける英文學研究 豐田實 昭和7年
254 日本の英学生に パ一マ先生 講  加茂正一 譯 1923
255 日本の神話 吉田助治 1931
256 日本の滑空飛行 清水六之助 1942
257 日本人はどれだけの事をして來んか 岡村真次 1936
258 日本人名選 右原愽 1937
259 日本文化の特質-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國際懸賞論文集 財團法人國際文化振與會編 1941
260 日本文化の源泉 濱田耕作 昭和10年
261 日本文化史 太田亮 1922
262 日本文化史.第12卷  明治時代 時野谷常三郎 1922
263 日本文化史.第一卷古代 安藤正次 1922
264 日本文化史.第六卷 謙倉時代 龍肅 1922
265 日本文学第二卷至第二十五卷 國民圖書株式会社編輯 731

266
日本文学叢書第十二巻奧の細道、鶉衣、笆蕉七部集、
蕪村七部集

物集高量 1923

267 日本文法論 山田孝雄 1908
268 日本文法論 山田孝雄著 昭和4年
269 日本文學と外來思潮との交涉(一):佛教思想 和辻哲郎 昭和8年
270 日本文學と外來思潮との交涉(二):南蠻文學 新村出 昭和6年
271 日本文學と外來思潮との交涉(四):西洋文學 野上豐一郎 昭和7年
272 日本文學史要 飯野哲二 9973
273 日本文學史概說(二):平安時代 池田龜鑑 昭和6年
274 日本文學史概說(三):鎌倉.室町時代 齋藤清衛 昭和6年
275 日本文學研究法上 垣內松三 昭和6年
276 日本文學書目解說(三):鎌倉時代上 山岸德平 昭和6年
277 日本文學概說上 久松潜一 昭和6年
278 日本文學概說下 久松潜一 昭和6年
279 日本文學叢書第六卷萬葉集，古今集 物集高量 1923
280 日本古語大辞典 松岡靜雄 不詳
281 日本古語大辭典 松岡靜雄著 1929
282 日本史講話 萩野由元 1920
283 日本外史新釋第一冊 久保得二 1907
284 日本外史新釋第二冊 久保得二 1907
285 日本外史解義 卷六 賴成一 昭和6年
286 日本外史解義卷下 賴成一著 1931
287 日本外史解義卷中 賴成一著 1931
288 日本外史解義卷中 賴成一著 1931

289 日本民法總論（上卷） 鳩山秀夫著
大正十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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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日本民法總論（下卷） 鳩山秀夫著
大正十三
年

291 日本民法總論上卷 鳩山秀夫 8678
292 日本民法總論下卷 鳩山秀夫 9044
293 日本交通史論 日本歷史地理學會編 1925
294 日本地名大辞典1~6 澤田久雄 1938
295 日本地理大系 共13冊 欠41 山本三生 1931
296 日本地圖帖 小川琢治 大正13年
297 日本地圖帖地名索引 小川琢治 1925
298 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 井上哲次郎 1923
299 日本学としての学問教育 所正康 1941
300 日本昆蟲図鑑 石井悌代表 昭和35年
301 日本昆蟲圖鑑 小泉丹代表 1932
302 日本昔噺讀本 三浦藤作 不詳
303 日本近世転換期の偉人 高須芳次郎著 1942
304 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史 加藤仁平 1937
305 日本風俗史概說 櫻井秀 昭和6年

306 日本神話傳說の研究 高木敏雄著
大正十四
年

307 日本高山植物図鑑 武田久吉 1933
308 日本商品の話 日本中外商業中文社經濟部 昭和九年
309 日本國民史 齊藤斐章 1920
310 日本國民史全 齋藤斐章 大正10年
311 日本國民教育史 乙竹岩造 14884
312 日本探檢 原田三夫、松山思水 1931
313 日本教育的心理学 楢崎淺太郎 12162
314 日本產蛙總說 岡田彌一郎 1930
315 日本歌謠の展開 藤田德太郎 昭和6年
316 日本歌謠史 中 高野辰之著 1933
317 日本歌謠史上 高野辰之著 1933
318 日本歌謠史下 高野辰之著 1933
319 日本歌謠集成 卷1卷2 高野辰之 1937
320 日本歴史図録解説 不明 不詳
321 日本精神史話 馬場直美 1938
322 日本語の系統--特に數詞に就いて 白鳥庫吉 昭和11年
323 日本魂による論語解釋 1937
324 日本儒学史 附漢文學史 安井小太郎 1939
325 日本隱花植物圖鑑 朝比奈泰彥 不詳
326 日本隱花植物圖鑑 朝比奈泰彥監修 1939
327 日本闕史時代の研究 栗山周一著 1933
328 日蓮 村上信著 1908
329 日蓮上人聖傳 小川泰堂 1931
330 日蓮論 高橋五郎  著 1905
331 曰本讀史地圖 吉田東伍 1917
332 比較文學上 阿部次郎 昭和7年
333 比較綜合公民科教授の新研究 川本宇之介著 大正14年
334 水墨畫 福井利吉郎 昭和八年
335 火と焰 白井俊明 1940
336 王朝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庶民生活 西岡虎之助 昭和6年

337 世界の名曲を面白く聽けるレコ一ト゛音楽の解説
ヨシト・イケダ著、yosito池
田

1925

338 世界人名辭典(非凡閣版) 長谷川如是閑監修 昭和9年
339 世界大思起全集 神田豐穗 1929
340 世界大思起全集6 神田豐穗 1930
341 世界大思想全集 神田豊穗 1929
342 世界大思想全集 2 神田豐穗 1927
343 世界大思想全集 20   21 神田豐穗著 1931
344 世界大思想全集 第十九卷 柳田泉識 昭和5年
345 世界大思想全集1 神田豊穗 1928
346 世界大思想全集13 神田豐穗 1930
347 世界大思想全集14 神田豐穗 1927
348 世界大思想全集31 神田豐穗 192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7頁 新竹高中日治舊籍書目

349 世界大思想全集32 神田豊穗 1930
350 世界大思想全集35 神田豊穗 1930
351 世界大思想全集40 神田豊穗 1931
352 世界大思想全集42 神田豊穗 1931
353 世界大思想全集43 神田豊穗 1929
354 世界大思想全集44 神田豊穗 1931
355 世界大思想全集45 神田豊穗 1929
356 世界大思想全集46 神田豊穗 1930
357 世界大思想全集47 神田豊穗 1928
358 世界大思想全集48 神田豊穗 1930
359 世界大思想全集49 神田豊穗 1927
360 世界大思想全集51 神田豊穗 1930
361 世界大思想全集52 神田豊穗 1929
362 世界大思想全集55 神田豊穗 1931
363 世界大思想全集第28卷 神田豐穗著 1927
364 世界大思想全集第34卷 神田豊穗  著 1928
365 世界大戰史後篇 箕作元八 1919
366 世界文化史大系Ⅱ 波多野鼎 1921
367 世界文化史大系Ⅲ 波多野鼎 1921
368 世界文化史大系Ⅳ 波多野鼎 1921
369 世界文化史大系Ⅴ 波多野鼎 1921
370 世界交通地理概論 富士德次郎著 1923
371 世界名人辞典 長谷川如是閑監修 不詳
372 世界名畫物語 山田邦祐 不詳
373 世界地名大辞典 上卷 小林房太郎著 不詳
374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 仲摩照久編輯 不詳
375 世界地理精義下卷 小林房太郎 1929
376 世界地理讀本 遠藤金英著 1928
377 世界対照日本科学史年表 寺島柾史 不詳
378 世界美術全集 第十六卷 下中彌三郎編 昭和3年
379 世界運動名將伝記 二村忠臣著 1926
380 世界對照日本科學史年表 寺島柾史著 1942
381 世界歷史大系  總索引 鈴木俊等 1936
382 世界歷史大系1至24--有缺 (各冊不同)平凡社發行 1936
383 代数学 淡中忠郎 1960
384 代数解法事典 旺文社 1958
385 代數學の數系統 鍋島信太郎譯 1931
386 北白川宮 稻垣其外 1937
387 北洋 佐藤光貞 不詳
388 北條時宗.忽必烈 白井喬二著 1942
389 古今和歌集 金子元臣 1928
390 古今和歌集評釋 金子元臣 1927
391 古今和歌集評釋 金子元臣 1915
392 古代文化論、血液型と民族性 松本信廣、古川竹二 1932
393 古生物学綱要 橫山又次郎著 1920
394 古事記、大鏡、水鏡 物集高量 1924
395 古事記物語下卷 鈴木三重吉著 1925
396 古事記新講 次田潤著 1926
397 古社寺をたづねて 齊藤隆三 1926
398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開校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編輯遠藤壽三 1930
399 台湾戶籍関係法規輯覽 古川傳吉編 1933
400 台湾全誌 原房助 1922
401 台湾沖繩糖之市場及糖業政策 河野信治 1922
402 台湾防空讀本 大竹文輔 1937
403 台湾学事法規 台湾教育會編 1938
404 台湾実情 式辞 類纂 國分金吾 1931
405 台湾炭業論 竹本篁處編著 1921
406 台湾島民に訴ふ 廣澤信夫著 1935
407 台湾產業の実相 欠山文朗 1932
408 台湾統治と其功勞者 橋本白水 1930
409 台湾經濟叢書4 竹本伊一郎 1936
410 台湾總督府学校生徒兒童身体檢查統計書 記述文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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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台湾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三年報 台湾總督府文教局 1936
412 台湾總督府學校生徒兒童身体檢查統計書  実教第二卷 台湾總督府文教局学務課 1929
413 台灣 武內貞義
414 台灣年鑑 株式會社台灣通信社 1944
415 台灣治績志 井出季和太 1937
416 台灣風俗誌 片岡巖 1924

417 台灣統治摡史 高濱三郎
昭和十一
年

418 史学概論 大類伸 1932
419 史說史話 重田定一 1916

420 史論及史傳
姊崎正治,笹川種郎  畔柳都太
郎,藤井健治郎共編

1915

421 史學名著解題 松井等.千代田謙.松木彦次郎 1942
422 史叢 印刷人.佐藤周義 1926
423 史蹟調查報告 第二輯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1936
424 外遊漫筆 吉田辰秋著 不詳
425 平安の都 平安朝時代 吉田助六 不詳
426 平安朝の日記紀行 西下經一 昭和七年
427 平安朝時代の詩 吉田增藏 昭和7年
428 平曲 沼澤龍雄 昭和七年
429 平面立体解析幾何学 野村猛著 1949
430 平面立體解析幾何學 野村猛 昭和24年
431 平面幾何學 小倉金之助 1913
432 平面解析幾何学 中川銓吉 1921
433 平家物語 物集高量 1922
434 平家物語 塩田良平 1942
435 平家物語   I卷 射手矢 貞三 1928
436 平家物語の考察 友枝照雄 昭和6年
437 幼学綱要 芦谷重常 不詳
438 弘道館記述義 日本文部省社会教育局 1933
439 本邦生祠の研究 加藤玄智 1924
440 正常步 大谷武一 1941
441 民眾雄辯の研究‧五分間演說集 帝國法律研究會言論部編 1932
442 民間傳承諭 柳田國男 1934
443 生きる悲哀 椎名龍德 昭和2年
444 生活か 藝術か 後藤靜香著 1929
445 生活か藝術か 後藤靜香 1924
446 生徒児童健康度判定標準 高橋勉 1939
447 田健治郎傳 田健治郎傳記總篡會 昭和七年
448 石油讀本 宇井丑之助 1941
449 石油讀本 宇井丑之助著 昭和17年
450 伊勢物語--定家本の展望 大津有 昭和6年
451 休養の真隨 高島平三郎 昭和八年
452 光学の知識 山田幸五郎著 昭和17年
453 全國上級学校大觀 歐文社編輯 不詳
454 全國上級學校大觀 歐文社 不詳
455 共同版 バンド楽譜 共同音樂出版社 1960
456 再認識の台湾 小生夢坊著 1937
457 印度の社會 本田義英 昭和10年
458 印度支那言語の系統 松本信廣 昭和9年
459 印度思想:ヴェIダ及びブラIフマナの思想　上 福島直四郎 昭和9年
460 印度思想:社會經濟思想 友松圓諦 昭和10年
461 印度現代思潮 木村日紀 昭和10年
462 各科教授過程の研究 中等教育研究会 1937

463 各科教授諸問題の実際的取扱
中等教育研究会(馬上孝太郎
代)

不詳

464 各科教授諸問題の實際的取扱 中等教育研究會編 昭和13年
465 各科視学要領批判 中文館編輯部 1930
466 合成纖維.合成樹脂.下巻 水谷久一 1949
467 合成纖維.合作樹脂  上卷 水谷久一著 昭和25年
468 吉田松陰 碧瑠璃園著 1916
469 吉田松陰全集 第一卷 山口縣教育會編 昭和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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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吉田松陰全集(第三卷) 山口縣教育會 1935
471 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卷 山口縣教育會 1935
472 吉田松陰全集第十卷 山口縣教育會 1935
473 名宝物語 柴山愛藏 1930
474 名選手之面影 二村忠臣著 不詳
475 回顧七十年 深井英五 1941
476 因数論 下卷 竹內端三 1926
477 地文地理集成 高橋純一 1919
478 地的考察を基底とせる最新產業地理 日本の部 桑島安太郎,山崎清一郎著 大正13年
479 地震と津浪の話 後藤常市 昭和11年
480 地學辭典 渡邊貫編 1935
481 字源 簡道明 1923

482 宇宙之進化
ドクトル‧アレニウス著  一戸
直藏譯

不詳

483 宇宙創成史
ドクトル‧アレニウス著  一戸
直藏譯

不詳

484 安土桃山時代史論 日本歷史地理學会 1915
485 式日記念日講話 大元茂一郎 大正13年
486 早起 山本瀧之初助著 1930
487 早起奧附 山本瀧之助 昭和5年
488 有機化学第7冊 後藤格次 1941

489 有機化學に於サる接觸反應論
ポ一ルサバチエ、訳者久保田
勉之助.柏木一三

不詳

490 有機化學要論 石川清一 1935
491 有機化學實驗法 石川清一著 昭和24年
492 江戶時代史論 日本歷史地理學会 昭和18年
493 百家說林 吉川弘文館編輯 1906
494 礼の意義と構造 西晋一郎 小糸夏次郎 1940
495 礼法要項解說 礼法研究會著 1941
496 竹取物語 物集高量 大正13年
497 自動教育論 河野清丸 1923
498 自然地理學概論 石原初太郎著 1923
499 色彩常識 池田元太郎著 昭和11年
500 行の哲学 紀平正美 1923
501 行列式 田中正夫著 昭和23年
502 行進曲 昭和27年
503 西洋又南洋 山崎直方著 1929
504 西洋史概說 山中謙二 1927
505 西洋全史 瀨川秀雄著 1910
506 西洋全史上卷 大正14年
507 西洋海事史 箕作元八 1923
508 西洋歷史集成 坂本健一 1917
509 西湖より包頭まで 藤田元春 1926
510 西藏語の系統 山口益 昭和10年
511 佐久間象山 塚原健二郎著 1941
512 佐藤信淵 下村湖人 1942年
513 佐藤信淵 下村湖人著 昭和17年
514 体育心理学 末利博 1960
515 体育心理学上 末利博 1960
516 体育科教育の諸問題 佐佐木久吉 1960
517 佛陀の聖訓 常盤大定 昭和八年
518 佛教の要諦 立花俊道譯 1924
519 佛教大辞典 織田得能 1917
520 佛教文學研究:特に法儀の文學について 筑土鈴寬 昭和6年
521 佛教基本知識 正果法師 1992
522 作曲入門 諸井三郎著 1951
523 作物栽培の基礎知識 小沢知雄 蔭山力合著 1928
524 作物學講義 宗正雄 1934
525 利息算及其の應用 北條時重著 1944
526 労農露西亜の新経済政策 田村謙治郎 1925
527 吾妻鏡下卷 早川繩三郎 1923
528 吾妻鏡中卷 吉川本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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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図書の受入から配列まで 林靖一著 1923
530 図畫教育論 岸田劉生 1925
531 妙法蓮華經 熊田葦城 1916
532 孝の修養 西川雪峰 不詳
533 孝子德行錄 日本文部省 1933
534 完璧日本地理 手塚一夫 1924
535 尾崎行雄全集　第十卷 尾崎行雄 1926
536 希臘文化史 小林秀雄 1932
537 忍草(井上重人之傳記) 井上重人 不詳
538 我が歩める道 三木露風 不詳
539 我國数学教育改良運動回顧談の一節  外3篇 國枝元治等4人 1938
540 改正教授要目と数学教育 佐藤良一郎 1933
541 改訂增補維新後大年表 全 妻木忠太編 1914
542 改修日本道德史 清原貞雄 1937
543 改造世界地理精說 栗原寅次郎 1923
544 更訂國文解釋法 塚本哲三  著 1937
545 杉田鶉山翁 雜賀博愛著 1929
546 杉浦重剛 猪狩史山 著 1941
547 杉浦重剛先生 大町桂丹 猪狩史山共著 1924
548 杉浦重剛先生 大町桂丹 猪狩史山共著 昭和15年
549 李王宮秘史 權藤四郎介著 1927
550 李朝史大全 青柳綱太郎 1922

551 每日年鑑別冊:日本人名選
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
社共編

昭和14年

552 狂歌の研究 野崎左文 昭和6年
553 私と中國の水運 王洸著 1969
554 私家集の研究 松田武夫 昭和7年
555 良子女王御生立の記 庄崎俊夫謹著 1922
556 良寬さま 相馬昌治著 1937
557 良寬と愚庵 大坪草二郎 1933
558 良寬愚 大坪草二郎著 昭和8年

559 見たままのブラジル 上田正二郎
大正十五
年

560 赤穗義士 遠藤早泉 1925
561 足の向く儘 三田村鳶魚 1924
562 兒童学習を根柢とせる学校園の実際 高村廣吉 8522
563 初等幾何、作図不能問題 林鶴一 1907
564 初等幾何学 包絡線 1 小林幹雄 1938
565 初等幾何学ヲ中心トシタ射影幾何学 1 戶田清 1938
566 初等幾何學 ヲ中心トシタ射影幾何學（1） 戶田清 昭和13年
567 初等数学教育の根本的考察 佐藤良一郎著 1924
568 初等数学講座 13 東京共立社 昭和17年
569 初等解析幾何學 渡邊孫一郎 10927
570 初等數學教育の根本的考察 佐藤良一郎著 大正13年
571 受驗本位阪倉の國文解釋新指導 阪倉篤太郎   著 1934
572 受驗作文の作リ方と答案認め方 服部喜香 1938
573 受驗研究 代数のあたま 石野勝五郎著 1942
574 周易十翼精義 北村澤吉 1938
575 和哥叢書第四冊八代集上卷 佐佐木信綱 1913
576 和歌作法集 佐佐木信綱　編 1915
577 和歌祕伝鈔 飯田季治著 1922

578 和漢名詩類選評釋
簡野道明講述　國語漢文研究
会  編

1931

579 和漢書道史及書論 橋本廣一著 1925
580 和漢圖書目錄法 太田為三郎 1932
581 和算ノ方程式論 加藤平左エ門 1943
582 和算ノ整數論 加藤平左衛門 1944
583 国史大辞典 吉川弘文館発行 1908
584 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湾博覽会協賛会誌 原房助 編 1932
585 学と道 常盤大定 不詳
586 学徒鍊成 早稻田大學 1943
587 学校生徒兒童身体檢查統計書 台湾總督府文教局学務課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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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学校生徒兒童栄養概評決定成績平均点 豊川喜文著 1930
589 学校学生生徒兒童身体檢查統計書 台湾總督府文教局 1922
590 学校農場管理法 佐佐木喬 1937
591 学校遊戲及競技 野口源三郎著 1940
592 学窓から田園へ 後藤静香 不詳
593 宗教と人生 帆足理一郎 昭和6年
594 宗教と人生 帆足理一郎 昭和3年
595 宗教の話 平栗要三 不詳
596 宗教史方法論 香松智城 1932
597 官衙公署執務便覽 小副川猛 1929
598 官職制度沿革史 小中村清矩 1901
599 定鄭增補　人生地理学 不明 不詳
600 実用國語速修 劉克明 1940
601 実演お話集 第九卷 大塚講話會著 1926
602 実験及ビ理論物理学 電気及磁気学 森總之助編 1924
603 実験指導シリ一ズ 高校生の物理実験 金原寿郎 1957
604 延喜式祝詞要論 千田憲 昭和6年
605 彿印概要 秋保一郎著 昭和16年
606 昆蟲綱分類 大正2年
607 明石元二郎 小森德治 1928

608 明治維新水戶風雲錄
田中光顯監修;常陽明治記念會
編

1941

609 明治維新運動人物考 田中惣五郎 1941
610 東西相觸れて 新渡戶稻造著 1928
611 東洋の古代藝術 松本文三郎著 1943
612 東洋文化の源泉:印度文化の源泉 逸見梅榮 昭和10年
613 東洋思想於日本特質: 日本佛教の特質 花山信勝 昭和11年
614 東洋思想於日本特質: 日本科學の特質(數學) 細井淙 昭和10年
615 東洋思想於日本特質: 日本神道の特質 村岡典嗣 昭和11年
616 東洋思想於日本特質: 日本儒學の特質 西晋一郎 昭和10年
617 東洋倫理概論 安岡正篤 1929
618 東洋歷史大辭典 下中彌三郎編 1939
619 東洋歷史大辭典 第八卷 下中三郎 1938
620 東宮御渡歐記 溝口白羊 1921
621 板垣退助君伝 壹 栗原亮一編 1893
622 枕草子評釋 上卷 金子元臣 大正14年
623 枕草子評釋 下卷 金子元臣 大正14年
624 林子平傳 松原晃 1942
625 法学通論 金森德次郎 1920
626 法帖研究教育書道要說 田代秋鶴 1939
627 法律より見たる日本文學 勝本正晃 昭和7年
628 法華經の行者日蓮 姊崎正治 1917
629 波斯の傳說と歷史 相馬明次郎著 1923

630 物理化学概說
小野宗三郎‧長谷川繁夫‧八木
三郎共著

1965

631 物理学
恩田式司 片山英三 新羅一郎
共著

1950

632 物理学本論 本多光太郎 1935
633 物權法 橫田秀雄 1925
634 直觀幾何教授ノ理論ト實際 國元東九郎著 大正2年
635 社会と修養 高島平三郎 不詳
636 空中襲擊に對する國民の準備 宇山熊太郎 不詳
637 空間解析幾何学 田中正夫 1948
638 空間解析幾何学 上 三省堂 1948
639 芝山嚴誌 社團法人台湾教育会發行 不詳
640 芭蕉と傳統和歌 太田水穗 昭和6年
641 芽生 高橋節子著 1927
642 近世幾何学 森本清吾 1934
643 近世戲曲史論 守隨憲治 昭和6年
644 近世繪畫史 藤岡作太郎著 1923
645 近代名家歌選 佐佐木信鋼,芳賀矢一 不詳
646 近松の國語學的研究 佐藤鶴吉 昭和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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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金剛寺藏寶篋印陀羅尼を因由とする平安朝時代の草假
名と文學との關係

尾上八郎 昭和7年

648 雨月物語 佐藤仁之助 1924
649 青年と修養 增田義一 著 1919
650 青年よ起こ 松岡洋右 1933
651 青年如何に生くべきか 田澤義鋪 1937
652 青淵回顧錄 高橋重治 小貫修一郎著 1927
653 非常時の認識と青年の覺悟 楠間亀楠 1933
654 保元及平治年代戰爭的故事 射手矢貞三 1941
655 保元平治物語 射手矢貞三著 1927
656 信用組合論 佐藤寬次 1930
657 前世界史 橫山又次郎著 1924
658 南支大觀 安藤元節 1937
659 南洋日本町の研究 岩生成一 昭和15年
660 南洋年鑑 台灣總督府外事部 1942
661 南洋事情 下卷 木全省吾編 昭和4年
662 南洋事情上卷 木全省吾編 1929
663 南洋動物誌 三吉朋十著 1942
664 南洋諸島:自然資源 平野義太郎 1942
665 南窓歌話 大井廣著 1932
666 南部台湾誌 村上玉吉編 1934
667 南朝三代の源氏物語の御研究 和田英松 昭和七年
668 契沖の生涯 久松潜一著 1942
669 契沖の生涯:日本文化名著選 久松潜一著 昭和17年
670 帝國外交條約輯 東京行政學會 1941
671 帝都復興事業大觀上卷 內山善三郎編纂 1930
672 帝都復興事業大觀下卷 內山善三郎編纂 1930
673 建武中興と金崎 小林健三著 昭和17年
674 建築材料の研究 西田竹治著 昭和28年
675 建築積算ポケットブック 松田清隆 1950
676 思ふまま 武藤山治 1933
677 急がば廻れ 江原素六 1926
678 故事熟語大辞典 池田蘆洲著 不詳
679 故事熟語大辭典 蘆洲??四郎次郎著 不詳
680 映畫藝術 寺田寅彥 昭和7年
681 昭和10年新竹州震州誌 山中義雄印 昭和13年
682 昭和14年入學試驗新分類國語漢文問題集 研究社編 1939
683 昭和十三年朝日年鑑 大道弘雄編輯 1937

684 昭和十五年每日年鑑
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
社共編

1940

685 昭和十年台湾震災誌 台湾總督府 1936
686 昭和大禮要錄 內閣大禮記錄編纂委員會編 1931
687 昭和天覽試合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1930
688 昭和青年雄辯集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設編 1935
689 昭和新国史 中村孝也 1937
690 昭憲皇太后御集謹解 佐佐木信綱 大正10年
691 染料及顏料化学 佐藤吉彦著 1950
692 洒落本 山崎麓 昭和七年
693 洗心錄 幸田露伴 1931
694 皇太子殿下海外御巡遊日誌 宮內大臣官房庶務課 1924
695 皇民化劇の手引 第一輯 江間常吉 不詳
696 皇位継承篇 一 橫山由清 黑川真賴 1878
697 皇位継承篇 二 橫山由清 黑川真賴 編纂 1878
698 皇位継承篇 五 橫山由清 黑川真賴 編纂 昭和17年
699 皇位継承篇 四 橫山由清 黑川真賴 編纂 1878
700 皇位繼承篇 三 橫山由清 黑川真賴 編纂 1878
701 皇位繼承篇 六 橫山由清 黑川真賴 編纂 1878
702 皇國の軍備と國勢 皇道振興會編 1933
703 皇國史大觀 東洋文化協會 1937
704 研究社英文譯註叢書:DR JEKYLL & MR. HYDE 石井正雄譯 昭和4年
705 英領馬來の漁業 木村友吉譯 1926
706 英領馬來事情 譯者：南洋協会台湾支部 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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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 訂正禁秘抄講義 下 關根正直 1901
708 訂正禁秘抄講義 中 關根正直 1901
709 訂正增補人生地理學(第八版) 明治41年
710 計算圖表 小倉金之助 1940

711 音樂の形式
アンドレ、オデール吉田秀和
訳

1952

712 音樂百科辞典 小松平五郎 1950
713 音響学 森總之助 1924
714 飛行機の力学 野田哲夫、西井潔、共譯 1927
715 飛行機の力學 野田哲夫,西井潔譯 昭和12年
716 香料の配合 西澤勇志智 昭和8年
717 香料の配合 西澤勇志智著 昭和25年
718 修養文藝名作選 野間清治 1929
719 俳文の研究 岩田九郎 昭和六年
720 俳句の新らしき味ひ方 荻原井泉水 1924
721 俳諧史の研究 穎原退藏 昭和6年
722 倫理書 杉浦重剛 不詳
723 倫理書 杉浦重剛 1927
724 倫理御進講草案 猪狩又藏 1936
725 倭漢朗詠集考證 柿村重松  註 1926
726 原文對照口語譯 日蓮聖人全集第一卷 清水龍山 編 1925
727 原文對照口語譯 日蓮聖人全集第七卷 清水龍山  編 1925
728 原文對照口語譯 日蓮聖人全集第二卷 清水龍山  編 昭和7年
729 原文對照口語譯 日蓮聖人全集第三卷 清水龍山  編 1925
730 原文對照口語譯日蓮聖人全集第五卷 清水龍山編 1925
731 原文對照口語譯日蓮聖人全集第六卷 清水龍山編 昭和10年
732 原文對照語譯日蓮聖人全集第四巻 清水龍山編 1925
733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 第一卷 石井勇義 昭和12年
734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第二卷 石井勇義 1921
735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第五卷 石井勇義 1933
736 原色園藝植物圖譜第四卷 石井勇義 1933
737 哲学上よリ見たる感覺時間丶空間 木村俊臣 1924
738 宮廷の文化と生活 櫻井秀 昭和7年
739 師範大学講座 體育 1 田中寬一 寺澤嚴男 編輯 12919
740 時事年鑑 同盟通信社編 昭和14年
741 書名 作者 出版年
742 書狀の變遷 伊本壽一 昭和七年
743 書翰文範及其運用 久保天隨述 1925
744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二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輯 昭和2年
745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三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輯 昭和2年
746 校註日本文學大系 第四卷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輯 昭和2年
747 校註保元平治物語 鳥野幸次 昭和2年
748 格言大辞典 服部宇之吉 不詳
749 栽培学汎論 安田貞雄 1930
750 栽培花卉   葉と花 水野正治 370
751 桂月全集第8卷 大町桂月 1926
752 殉職河西訓導 靜岡縣教育会 1929
753 浮世繪 田中喜作 昭和七年
754 海の若人 西澤真德 1942
755 海の若人 西澤貞德 昭和17年
756 海南記 伊藤憐之助 1939
757 海洋学講話 橫山又次郎 1923
758 海音.出雲.半二 守隨憲治 昭和7年
759 特殊体育学 中林秀治 1960
760 特殊体育学:虛弱児とりハビりテ一ション 中林秀治著 昭和41年
761 病める社会 椎名竜德 1929
762 病める社會 椎名龍德著 昭和4年
763 真空管 日本電気株式会社 1938
764 真夏の夜の夢序曲 高橋淳 不詳
765 祝詞新講 次田潤著 1927

766 神の立琴
萬國聖書研究團團長ジエーエ
ス‧ルサフオムド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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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 神の救ひ
J,Fルサフォード著 明石順三
譯

1927

768 神皇正統記 日本文部省 1934
769 神皇正統記及梅松論.讀史餘論 物集高量 1925
770 神祇史綱要 宮地直一 1919
771 神話傳說大系 松村武雄 1934
772 神話學より見たる國文學 松村武雄 昭和6年
773 神道大辞典三冊 下中彌三郎 1940
774 神樂．催馬樂 武田祐吉 昭和七年
775 能の舞臺的特質 野上豐一郎 昭和六年
776 能狂言─戲曲の特性に就いて─ 笹野堅 昭和七年
777 能率学者の旅日記 上野陽一 1925
778 能樂大辭典 正田章、雨谷幹一　共編 不明
779 航海をするには第四篇 不明 1940
780 般若心經講話 和田健次 1931
781 茗溪會讀物調查部推薦優良圖書一覽 田中寬一 昭和3年
782 財政の話 小田恪介著 1923
783 郡司大尉 廣瀨彦太 1939
784 配色の美 天井陸三   佐藤亘宏 1953
785 高山の美を語る 吉田博 1931
786 高松宮殿下、北白川宮大妃殿下御渡台奉迎記 枠本誠一 1942
787 高等数学の講義 瀧村良一 不詳
788 高等数学入門 大河內治 1935
789 假名の日本書紀　上卷 植松　安 不詳
790 假名の日本書紀　下卷 植松安 明治44年
791 偉人小村寿太郎 神戶雄一著 不詳
792 健康增進 征病篇 三浦謹之助 1929
793 健康增進 美容篇 石原忍代表 1929
794 健康增進叢書之保健篇 三田定則等10医学博士執筆 1926
795 動物学提要 飯島魁編 不詳
796 動物学精義各論  上卷 惠利惠 不詳
797 動物学精義各論 中卷 惠利惠 不詳
798 動物原色大圖鑑 不詳
799 參考鑛物学 秋山蓮三 1929
800 商況讀本 安達太郎 1934
801 問題と考察を主眼とせる: 世界地理 三省堂編輯所編 昭和15年
802 問題と考察を主眼とせる: 世界地理(改訂版) 三省堂編輯所編 昭和15年
803 問題と考察を主眼とせる世界地理 三省堂編輯所著 1940
804 問題と考察を主眼とせる世界地理 三省堂編輯所著 1940
805 問題と考察を主眼とせる世界地理 三省堂編輯部編 1939
806 問題解法代数学辞典 笹部貞市郎著 1958
807 圈外の歌 幸田露伴 昭和八年
808 國文 建設 完成(完成篇) 村上塾指導部 昭和16年
809 國文の建設と完成 村上塾指導部 1941
810 國文法の綜合的研究 保坂弘司  著 1942
811 國文法の綜合的研究 保坂弘司 昭和17年
812 國文解釋の綜合的研究 保坂弘司 1942
813 國文解釋の綜合整理 歐文社指導部 1941
814 國文解釋法 塚本哲三 1937
815 國文解釋法（更訂版） 塚本哲三 不詳
816 國文解釋新指導 板倉篤太郎 昭和九年
817 國文解釋新講 峯岸義秋   著 1940
818 國文學全史  平安朝篇 藤岡作太郎 1923
819 國史國文之研究 和田英松 不詳
820 國史概說上 文部省社會教育局編 1943
821 國史概說上 日本文部省 1943
822 國史資料 富山房編輯部 1930
823 國史叢說 八代國治 1925
824 國民グライダー讀本 藤原金太郎 1941
825 國民としての修養 高島平三郎 1929
826 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俊乘 1918
827 國民日本歷史 高橋俊乘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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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國民作法要義 甫守謹吾 1916
829 國民防空の知識 國枝金市福田三郎共著 1941
830 國民道德と其の教養 吉田熊次著 1935
831 國民道德本論:國性論 亘理章三郎著 昭和5年
832 國民道德序論 亘理章三郎著 1929
833 國民道德要領 吉田靜致、藤本慶祐 1922
834 國民道德講話 西晉一郎著 昭和七年
835 國風暗黑時代に於ける女子をめぐる國語上の諸問題 吉澤義則 昭和7年
836 國家の研究　第一卷 筧克彦著 1931
837 國家總動員法及関係法規集 台湾總督府總務局總務課 1943
838 國基 橫堀龍男編 1928

839 國勢調查解果表 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昭和二年

840 國語 卷七 岩波編輯部編 1941
841 國語の特質 清水治郎 1939
842 國語の道 木枝增一著 1922
843 國語音韻論 菊澤季生 1935
844 國語音韻論 寺川喜四男 1941
845 國語發達史大要 今泉忠義 1939
846 國際教育 文部省普通学務局 1925
847 國學者傳記集成 第一卷 上田萬年,芳賀矢一校閱 昭和9年
848 國學者傳記集成 第二卷 上田萬年,芳賀矢一校閱 昭和9年

849 國學者傳記集成續編
上田萬年監修;日本文學資料研
究所編

昭和10年

850 國譯漢文人成   水滸傳下 公田連太郎譯註 1924
851 國譯漢文人成   第十九卷 公田連太郎譯註 1924
852 國譯漢文大成  紅樓夢上 國民文庫 編 1923
853 國譯漢文大成 呂氏春秋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54 國譯漢文大成 第一卷   楚辞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55 國譯漢文大成 第一卷   詩經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56 國譯漢文大成 第七卷   唐宋八家文上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57 國譯漢文大成 第九卷   西廂記、琵琶記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58 國譯漢文大成 第九卷   韓非子、商子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59 國譯漢文大成 第二十卷   呂氏春秋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0 國譯漢文大成 第二卷   文選上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1 國譯漢文大成 第二卷   易經、書經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2 國譯漢文大成 第八卷   唐宋八家文    下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3 國譯漢文大成 第八卷   荀子、墨子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4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一卷   桃花扇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5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一卷   淮南子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6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七卷   長生殿、燕子策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7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七卷   國語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8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九卷   水滸傳中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69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二卷   晉唐小說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0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二卷   戰國策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1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八卷   水滸傳    上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2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三卷   史記本記、表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3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三卷   剪灯新話、餘話、宣和遺產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4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五   紅樓夢    中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5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五卷   史記列傳、上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6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六卷   史記列傳下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7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六卷 紅樓夢    下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8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四卷   史記書、世家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79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卷   七書、鬼谷子、陸賈新語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0 國譯漢文大成 第十卷   還魂記、漢宮秋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1 國譯漢文大成 第三卷   文選    中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2 國譯漢文大成 第五卷   春秋左氏傳　上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3 國譯漢文大成 第五卷   唐詩選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4 國譯漢文大成 第六卷   春秋左氏傳　下卷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5 國譯漢文大成 第四卷   禮記 國民文庫刊行会 1924
886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第二十卷 水滸傳下 不詳
887 國譯漢文大成 經子史部第十九卷 管子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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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婦人ての修養 高島平三郎 昭和四年
889 接續曲 昭和28年
890 教育の根本問題としての哲学 小原國芳 1920
891 教育先哲叢談 武田勘治著 1939
892 教育的人生觀 鶴藤幾太 不詳
893 教育勅語渙發関係資料集全三冊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1939
894 教育思想の研究 小西重直 1924
895 教学Ⅰ‧Ⅱ 幾何  1000題 遠山啟 1963
896 教師の数学 戶田清 1942
897 梁川星巖翁 附紅蘭女史 伊藤信 1925
898 淺田宗伯處方全集 前編 世界文庫刊行會編 昭和3年
899 淺田宗伯處方全集後編 世界文庫刊行會編輯 1923
900 現代の世界史 時野谷常三郎 不詳
901 現代文学讀本 中 吉澤義則 1924
902 現代文問題及解答 大塚龍夫 不詳
903 現代文新選 新村出編 大正12年
904 現代文新選 新村出編 1923
905 現代文新選卷四 新村出 1923
906 現代文解釋新講 峯屽義秩 1941
907 現代日本史 大森金五郎 1934
908 現代印度論 伊東敬 昭和10年
909 現代各科教育教授の動向 中等教育研究会 1936

910 現代各科教育教授の動向
東京高等師範学校弣屬中学校
內中等教育研究會編

1936

911 現代作法精義 甲斐久子 1925
912 現代性格心理學 小野島右左雄 1937
913 現代青年雄辯集 大日本雄辯會編 昭和8年
914 現代俳句 志田義秀 昭和6年
915 現代國語思潮 日下部重太郎 1933
916 現代語口語体昭和新体書翰 橫上若太郎  著 1929
917 現代語法概論 丸山林平 1935
918 現代標語歌謠集 五味政知編 大正11年
919 現時局下の防空 難波三十四 著 1941
920 球技大集成 大日本球技研究會 不詳
921 球技大集成  上卷 大日本球技研究会  編 不詳
922 球技指導法 佐佐木等著 1935
923 理化学界に於ける偉人の生涯と事績 辻明男著 1941
924 理化學界に於ける偉人の生涯と事績 辻明男 昭和16年
925 理法探究日本地理原論及細說 仲原善忠著 1925
926 理科実驗事典 科学教育研究所編 1958
927 理論實驗競技運動 武田千代三郎著 1904
928 理論應用算術講義 寺尾壽,藤野了祐著 大正15年
929 理蕃誌稿 台湾總督府警務局 1932
930 理蕃誌稿 不詳
931 祭祀と事業衍義 相良政雄 1939

932 第一回台湾國勢調查記述報文 台湾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24

933 第一回台湾國勢調查結果表 台湾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23

934 第一回台湾國勢調查集計原表 台湾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1923

935 細胞生理学実験法 相見靈三 1953
936 統計法及統計觀念の本質と新指導 木村教雄 1937
937 統計法概要 木村教雄 1948
938 統計的研究法 小倉金之助 不詳
939 習字教育の根本的革新 辻本史邑 1932
940 習字新法全 岡田起作著書 1935
941 船 関谷健哉著 1940
942 通俗解說潮の理 小倉伸吉著 1923
943 都市行政と地方自治 菊池慎三著 1927
944 陸文學講話 橫山又次郎著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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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創世時代と父祖の生活:古代聖徒の生涯に現れたる真理
の輝き

1922

946 幾何辞典 穗刈四三二　新倉秀雄共著 1961
947 最近日本地理教授資料 三省堂編輯所編 昭和10年
948 最近日本地理教授資料(改訂版) 三省堂編輯所編 昭和10年
949 最近世界地理教授資料 三省堂編輯 1934
950 最近教育思潮 吉田熊次著 大正13年
951 最近歐米の文化と教育 若槻道隆 1930
952 最新大日本地理集成上下卷 角田政治 1916
953 最新世界地理集成上卷 角田政治 1911
954 最新現代文解釋と熟語書取問題の研究 田中榮一郎著 昭和1年
955 植物学汎論 安田篤著 1939
956 無線電裝置図表 M.N.Beitman 1950
957 登山 雄澤正夫 昭和6年
958 發明家及び技術家のレオナルド・ダ・ヴインチ 譯者中野研二 1942
959 短歌初学 橋田東聲著 1931
960 短歌讀本  伊藤左千夫 齊藤茂吉著 1942
961 硝子及其加工法 中西健治著 1935
962 童謠研究 吉鹿則行 1928
963 紫外線 山田幸五郎著 不詳
964 菅原孝標女-その作品[夜半の寢覺]の形態について 松尾聰 昭和7年
965 街頭に働く人人 岡本瓊二 1931
966 視聽覚教育の手帖 久保田浩 森久保仙太郎 1957
967 評注平家物語粹 藤村作編 1932
968 評註徒然草‧十訓抄粹 藤村作編 1932
969 開國五十年史論 上卷 副島八十六編 1907
970 開國五十年史論 下卷 副島八十六編 1907
971 雄辯法講話 加藤咄堂著 1933
972 雅樂と伎樂 田邊尚雄 昭和六年
973 傳教大師傅 三浦周行 1927
974 勤王文庫 第一編 河野省三 飯島忠夫 編 1925
975 勤王文庫 第二編 河野省三 飯島忠夫 編 1925
976 勤王文庫 第四編 池田俊彥 1925

977 勤王文庫首編：御聖德集
有馬祐政、福井久藏、河野省
三編

1925

978 勤王文庫第三編山陵記集 有馬祐政編 1925
979 勤王文庫第五編詩歌集 福井久藏 1925
980 園藝植物圖譜第三卷 石井勇義 1937
981 園藝植物圖譜第六卷 石井勇義 不詳
982 塞外民族 白鳥庫吉 昭和10年
983 奧の細道評釋 小林一郎 1925
984 微分積分学   第一巻 藤原松三郎 1957
985 微分積分学   第二巻 藤原松三郎著 1931
986 感化教育 菊池俊諦 1923
987 感謝の餘瀝 香田歸一 不詳
988 数学,鑑賞外2篇 掛谷宗一 等3人 1938
989 数学之基礎 米山國藏 1925
990 数学史講義 一戶直藏 1929
991 数学教育の根本問題 小倉金之助著 1930
992 数学教育の進步 鍋島信太郎 昭和10年
993 数学教育各論 佐藤良一郎著 1934

994 数学教育最近の傾向
数学教科調查委員會代表者 國
枝元治

不詳

995 数学教育論 角達介 遺稿 1934
996 数学教育講演集 日本中等教育数学会 1939
997 数学教授ノ実際 南條初五郎 1938
998 数学教授法 鍋島信太郎 1933
999 新三角法 辻正次 平野智治 1934

1000 新文典別記文語篇 橋本進吉 1939
1001 新文學選第二卷 富山房編輯部編 1924
1002 新文學選第四卷 富山房編輯部編 1924
1003 新日本地理資料 田中啟爾 193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667第18頁 新竹高中日治舊籍書目

1004 新古今和歌集 尾上八郎 昭和2年
1005 新古今和歌集詳解 塩井正男著大町芳衛補 1897
1006 新古今的なるものの範圍 風卷景次郎 昭和7年
1007 新田左中將義貞 內山留吉 1936
1008 新式柔道 金光彌一兵衛著 1926
1009 新竹州.報告例 新竹州政府 1944

1010 新考韓非子抄解
渡邊秀方　大夫根文次郎　共
著

昭和15年

1011 新作法要義 甫守謹吾著 1931
1012 新学校体操 二宮文右衛門 1940
1013 新訂增補物理の完成8週間 河合紀雄、武田栄ー 不詳
1014 新訂增補物理の完成8週間 河合紀雄,武田榮一著 昭和26年
1015 新時代のまことの國語教授 金子彦二郎 1932
1016 新時代の宗教 姊崎正治 不詳
1017 新辞典 藤村作 1929
1018 新農村の的基調 那須皓著 昭和12年
1019 新聞人の見たる台湾 間島三二編 1931

1020 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 全拾五卷 奧附 第11卷 北清事變期 中山泰著 昭和11年

1021 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全十五卷 中山泰昌編著 1936
1022 新撰日本年中行事講話 高橋梵仙著 ; 笹川臨風校 1934
1023 新撰日本年中行事講話 笹川臨風校閱,高橋梵仙著 1934
1024 新編作文辭典 森下松衛著 大正15年
1025 新興日本の工業と発明 大河內正敏 1937
1026 新興童謠と兒童自由詩 北原白秋 昭和七年
1027 新輯教育數學講座 第5回配本 南條初五郎 昭和13年
1028 新釋日本文学叢書第四卷 物集高量 1924
1029 新讀本の語法 卷一 木枝增一著 1936
1030 新體平家物語 上卷 射手矢貞三 昭和3年
1031 新體育學講座コーチング理論 世本正治著 昭和39年
1032 楠木氏新研究 生田目經德 1935
1033 概觀維新史 維新史料編纂事務局 1940
1034 源九郎義經 中村孝也 1942
1035 源賴朝 山路愛山著 不詳
1036 經濟の話 早坂二郎 1923
1037 經濟学要論 神戶正雄 1923
1038 聖訓と國民 亘理章三郎著 1940
1039 聖將東鄉平八郎傳 小笠原長生 1934
1040 聖德を仰ぎて 下卷 明光會編 1933
1041 聖德太子 高嶋米峰 1942
1042 聖德太子の研究 境野　哲 1921
1043 萬有科学大系索引 仲摩照久 1929
1044 萬有科学大系第3卷 伊藤靖編 1925
1045 萬有科学大系第8卷續篇 仲摩照久編輯 1929
1046 萬有科学大系第三卷續篇 仲摩照久編輯 1928
1047 萬有科学大系第四卷 編輯仲摩照久 1928
1048 萬朵の櫻 岡本曉翠 1929
1049 萬葉集 文部省社會教育局編 1934
1050 萬葉集の倫理 福田久道編 1942
1051 萬葉集叢書第三輯  萬葉集檜嬬手 橘守部著 1924
1052 落下傘讀本 昇曙夢譯 1942
1053 葉と花 水野正治 1929
1054 解析幾何学 松本敏三 廣本文四郎 著 1942
1055 詳註,近世文粹 藤村作 1932
1056 詳註太平記.神皇正統記粹 藤村作編 1932
1057 詳註太平記粹 藤村作編 昭和七年
1058 資料近代日本史 不詳
1059 資源と產業国の宝 太田正孝 1939
1060 農業實習の指導原理 森友政勝著 1936
1061 運動年鑑 大正14年
1062 運動競技全書 內務省     編 1925
1063 道は近きにあり 大內青巒著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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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道徳の原理 吉田静致 不詳
1065 道徳教育論 佐々木秀一 不詳
1066 道德の原理 吉田靜致著 大正13年
1067 道德教育の理論と実際 亘理章三郎著 1933
1068 鉄道停車場一覽 鉄道教育会 1926
1069 電波技術,,Hi-Fi回路集 編集增田正誼 1957
1070 電磁気学要論 內藤卯三郎 不詳
1071 靖臺の宮 吉野利喜馬 1926
1072 僕らの模型航空機 實野恒久 1942
1073 圖書の受入から配列まで 林　靖一 不詳
1074 圖書の受入から配列まで:學校-圖書館-諸官公署-會社 林靖一著 昭和8年
1075 圖書教育論　我子への圖畫教育 岸田劉生著 大正14年
1076 圖畫教育論:我子への圖畫教育 岸田劉生著 大正14年
1077 實業立身伝 1940
1078 實業立身傳 永田岳淵 大正5年
1079 實踐哲學概論 西晉一郎  著 1937

1080 實證哲學
才一ギュス卜・コン卜著,石川
三四郎譯

不詳

1081 實證哲學 下卷 社會科學
才一ギュス卜・コン卜著,石川
三四郎譯

昭和10年

1082 實驗及ビ理論 物理学光学 森總之肋編 1924
1083 實驗及ビ理論 物理學 熱學 森総之助編 明治40年
1084 幕末明治志士誠忠錄 鈴江幸次郎    編 1928
1085 幕末明治志士誠忠錄 鈴江幸次郎編 昭和3年
1086 歌と草假名 尾上八郎著 1926
1087 歌舞伎 小宮豐隆 昭和八年
1088 漠北と南海 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沙漠と海洋 松田寿男 不詳
1089 漢文大系 竹添進一郎 大正15年
1090 漢字要覽 大日本出版株式会社 不詳
1091 漢字要攬 大日本出版株式會社 不詳
1092 熊澤蕃山 和田伝著 1942
1093 熊澤蕃山 和田傳 昭和17年
1094 熊澤蕃山 和田傳 不詳
1095 福田大將傳 黑板勝美 1937
1096 福澤諭吉と弟子達 和田日出吉 不詳
1097 箋注倭名類聚抄 狩谷 不詳
1098 箋注倭名類聚抄 上卷奧附 野口恒重 昭和7年
1099 箋注倭名類聚抄 下卷 棭齋狩谷望之著 昭和6年
1100 箋注倭名類聚抄下卷 野口恒重 1931
1101 算術と其の教授 小野新太郎 1924
1102 算術ニ於ケル図形ノ取扱 國元東九郎 1938
1103 算術ニ於ケル圖型取扱 國元東九郎 昭和13年
1104 算術の心理学 永野芳夫著 1924
1105 精要唐宋八家文詳解 笠松彬雄著 1939
1106 精要唐宋八家文詳解 笠松彬雄 昭和14年
1107 精講日本名詩選 山田準著 1937
1108 精講日本名詩選 山田準著 昭和12年
1109 綜合比較公民科教授の新研究 川本宇之介著 1925
1110 綜合初等幾何學 寺阪英孝 1956
1111 綜合美育の理論と實際 真先香苖 1924
1112 綴方讀本 鈴本三重吉 1936
1113 臺灣に於けろ國語教育の過去及現在 國府種武著 1936
1114 臺灣山岳 第一號 不詳
1115 臺灣交通研究 柴山愛藏 大正14年
1116 臺灣發展と功勞者の足跡 永田城大 昭和11年
1117 臺灣增訂版 武內貞義 1914
1118 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結果表 臺灣總督府 昭和9年
1119 蒙古讀本 滿州日日新聞社 1941
1120 蜜蜂姬 福永挽歌 1921
1121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 第九卷 南條初五郎   編 1930
1122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 第十一卷 南條初五郎 1930
1123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 第十二卷 南條初五郎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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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 第三卷 坂井英太郎 國枝元治監修 不詳
1125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 第四卷 坂井英太郎 國枝元治 不詳
1126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7 南條初五郎 1929
1127 輓近初等数学講座8 南條初五郎 1929
1128 遠羅天釜 赤坂龜次郎代表 1941
1129 関東中心足利時代之研究 渡邊世祐著 1936
1130 增訂日本債權法各論(下卷) 鳩山秀夫 大正14年
1131 增訂日本債權法各論上下卷 鳩山秀夫 1925
1132 增訂國書解題 佐村八郎著 不詳
1133 增補日蓮聖人傳十講 山川智應 1929
1134 廣文庫 第十一冊 物集高見著 大正15年
1135 廣文庫第十四冊至第二十冊 物集高見 1916
1136 廣辞林 金澤庄三郎編 1934
1137 廣辞林 金澤庄三郎 不詳
1138 廣辭林 金澤庒三郎 1925
1139 數學史研究 第一輯 小倉金之助著 昭和10年
1140 數學史講義 一戶直藏 昭和4年
1141 數學教育本質論 曾田梅太郎 1933
1142 數學教育各論 佐藤良一 1929
1143 數學教授の心理的研究 中邑幾太 1935
1144 樗牛全集 第二卷 文藝評論 高山林次郎遺稿 1923
1145 樗牛金集 第一卷 編者 : 姉崎正治等4人 1924
1146 標註日本外史 10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不詳
1147 標註日本外史 11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48 標註日本外史 12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49 標註日本外史 2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昭和13年
1150 標註日本外史 3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1 標註日本外史 5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2 標註日本外史 6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3 標註日本外史 7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4 標註日本外史 8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5 標註日本外史 9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6 標註日本外史附図 13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7 標誌日本外史 4 版權所有者  賴龍三 1884
1158 模型航空機理論と工作 堀辰己 1943
1159 模擬議會速記錄 唐澤信夫 1931
1160 歐人の支那研究 石田幹之助 昭和7年
1161 歐羅巴物語 菊池重三郎 1931
1162 潜水艦 福田一郎著 1942
1163 確率と確實性 弥永昌吉等譯 1932
1164 蓮如聖語讀本 寺田彌吉著 1937
1165 衛生教育 文部省(教育部) 不詳
1166 複素數 能代清 昭和24年

1167 誰にもひけるピアノ名曲集
ジェ一ムス・ダレ編　傑姆斯
・丹

1952

1168 論語講義 岡田正三著 1934
1169 諸戶測量学 諸戶北郎著 不詳
1170 諸葛亮 杉浦重剛 猪狩又藏 1928
1171 趣味の有用植物 園藝篇 松崎直枝 松島種美共著 1932
1172 趣味の西洋史 龜倉順一郎 1939
1173 趣味の旅 名物をたづぬて 松川二郎著 1927
1174 趣味の微積分 坂井豊 1940
1175 輝く人生 椎名龍德著 昭和5年
1176 儒学の目的と宋儒慶曆至慶元一百六十年間の活動 諸橋轍次著 1930
1177 學.庸.論.孟.解釋 金丸市八 1926
1178 學生の代数学辞典 笹部貞市郎 1960
1179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昭和2年
1180 學校園の實際 高村廣吉著 大正12年
1181 戰爭とからだ 石津誠著 1931

1182 暹羅研究 第一編
原著:W.A.Graham 譯：南洋
協会台湾支部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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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暹羅研究 第一編
原著:W.A.Graham 譯：南洋
協会台湾支部

1927

1184 樹蔭の花 後藤静香 不詳
1185 橄欖の花 中島義一 1929
1186 歷朝坤德錄 歷朝坤德錄編修會 1927
1187 澤山勇三郎全集 森本清吾編 1938
1188 燈火の變遷 關重廣著 昭和18年
1189 獨逸労働奉仕制度 下松桂馬 1937
1190 親鸞聖人 大谷尊由著 1932
1191 諭告訓達類聚 台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 1944
1192 諺の研究 藤井乙男 1932
1193 諺語大辭典 藤井乙男 昭和6年
1194 豫算編成の理論と實際 宫越卓 1934
1195 選拔法概論 楢崎淺太郎 1924
1196 選拔法概論 楢崎淺太郎著 大正13年
1197 鋼の常識 佐佐木新太郎 1933
1198 隨筆京都 臼井喜之介著 1942

1199 優良圖書一覽
東京高等師範学校茗溪会讀物
調查部

不詳

1200 應用數學一般 森林淸吾 昭和17年
1201 濠太利探檢 原田三夫,松山思水著 1931
1202 濠洲史 泉信介著 1942
1203 禪学思想史上卷 忽滑谷快天 1923
1204 禪門法語集 山田孝道(校訂) 1921
1205 禪門法語集 森大狂 校訂 1921
1206 禪門法語集上卷 山田孝道(校訂) 1922

1207 翼及プ口ペぅラ 理論
工イ千・グロア一ト著,內藤孟
譯

昭和18年

1208 謄寫版印刷術の秘訣 本山桂川著 1926
1209 謠曲百番 物集高量 不詳
1210 謠曲通解 大和田建樹 不詳
1211 韓非子抄解 渡辺秀方等 1940
1212 點本書目 吉澤義則 昭和6年
1213 點字發達史 大河原欽吾著 1937
1214 蟲界の驚異 不詳
1215 豐太閤と其家族 渡邊世祐 1938
1216 鎌倉室町時代文學史 藤岡作太郎 1915
1217 鎌倉時代の小說 野村八良 昭和6年
1218 鎌倉時代の日記．紀行 玉井幸助 昭和7年
1219 懷舊錄 南條文雄 1927
1220 繪の旅 石井柏亭 1942
1221 繪の旅 日本內地の卷 石井柏亭 1921
1222 繪卷物概說 福井利吉郎 昭和8年
1223 繪卷物概說 下 福井利吉郎 昭和8年
1224 纂輯御系図上 黑川真賴　橫山由清 不詳
1225 纂輯御系國,下 黑川真賴  橫山由清 大正15年
1226 攝政宮御生立の記 寺田稔彥 1922
1227 攝政宮御生立の記 寺田稔彥 1922
1228 續世界の名曲 柿沼太郎 不詳
1229 續英國風物談 威廉與飯島東太郎共著 1921
1230 續國歌大觀索引 松下大三郎 1916
1231 蘭印の知識 朝倉純孝 1942
1232 蘭印植物紀行 台湾南方協會 1942
1233 蘭領印度 別技篤彥著 昭和17年
1234 蘭領印度行政関係法規及選舉法 台湾總督官房調查課 1931
1235 蘭學の祖 今村英生 今村明恒 1942
1236 護法の神、児島惟謙 沼波武夫 861
1237 躍進日本の產業 土方成美著 昭和12年
1238 鐵道停車場一覽 鐵道教育會 大正15年
1239 權威講觧 後藤靜香 1928
1240 讀んで面白く修養になる偉人の逸話 夢想兵衛著 1926
1241 讀方教育思潮論 石井庄司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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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讀史備要 東京帝國大學史編纂所 1933
1243 讀史餘論 新井白石著 1938
1244 讀本少年萬葉集 內田義廣  內田幾太郎  著 1936
1245 體操講演集 石丸節夫 1920
1246 Michael Faraday GladstoneJohn Hall London 1874
1247 The Liquefaction of Gases FaradayMichael London 1896

1248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electrolytic conduction:
Memoirs

FaradayMichael
Lexingto
n, KY,
USA

1899

1249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keatWalter William London 1910
1250 非洲基本狀況圖解 劉鳳文編 臺北市 1912

1251 世界文學名著
徐淑真主編 世界名著全集編譯
委員會編譯

1918

1252 沈從文選集 沈從文 臺北市 1918
1253 網路世界面 面 觀-觀念 .應用與個案研究 袁文宗著 1919
1254 心蓮萬蕊 佛教慈濟基金會 1919

1255 民主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
大前研一著(kenichi ohmae)
李苑蓉譯

1919

1256 High school song book Gertrude BParsons Boston 1919
1257 蕭公權全集: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撰 臺北市 1922

1258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1890 and 1900. Now completely
revised in all departments, including also a
dictionary of geograp

AllenFrederic Sturges
Springfiel
d, Mass.

1923

1259
High school song book&#59; with hymns and
patriotic selections

ParsonsGertrude B New York 1924

1260 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 FowlerH.W. Oxford 1926

1261

Deliverance: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divine plan
particularly outlining God's progressive steps
against evil and showing the final overthrow of the
devil and all of his wicked institutions; the deli

RutherfordJoseph Franklin
Brooklyn,
N.Y.

1926

1262 Treasure Island:金銀島
Walt Desney present
produced by Perce Pearce
Directed by Byron Haskin

American 1930

1263 胡適文存 胡適
出版地不
詳

1930

1264 The stricken deer CecilDavid London 1930

1265 Profile of Gunma 群馬縣廣報課
日本群馬
縣

1930

1266 中國教育之改進,第5輯 國立編譯館 南京 1932
1267 科學教授法原理 王進 上海 1933
1268 新序說苑 莊適 上海市 1933
1269 鮑氏集 鮑照 長沙 1937
1270 化學儀器設備名詞 國立編譯館 臺北市 1937
1271 公共衛生概要 賴斗巖 昆明 1937
1272 廿一史彈詞注 楊慎 廣州 1938
1273 美國革命史 特勒味連 長沙市 1939
1274 法國大革命史 馬德楞 長沙 1939
1275 中古及近代文化史 塞諾博 長沙 1939
1276 現代文化史 塞諾博 長沙 1939
1277 歐洲文藝復興小史 陳衡哲 長沙 1939
1278 明史紀事本末 八十卷 谷應泰 長沙 1939
1279 韋蘇州集 十卷,附拾遺一卷 韋應物 長沙 1939
1280 韓昌黎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韓愈 長沙 1939
1281 柳河東集 柳宗元 長沙 1939
1282 通鑑紀事本末 四十二卷 袁樞 長沙 1939

1283
元史紀事本末 二十七卷;(明)陳邦瞻原編;(清)臧懋循補
輯;(清)張溥論正

王雲五 長沙 1939

1284 古代文化史 塞諾博 長沙 1939
1285 尚書今古文注疏 三十卷 孫星衍 長沙 1939
1286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司馬光 長沙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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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 齊民要術 十卷 賈思勰 上海 1939
1288 農書 王楨 長沙 1939
1289 世界糧食問題 梁慶椿 長沙 1939
1290 天工開物 二卷 宋應星 長沙 1939
1291 工業組織原理 琴巴爾 長沙 1939
1292 材料強度學 陸志鴻 長沙 1939
1293 文學概論 漢特 長沙 1939
1294 比較文學史 洛里哀 長沙 1939
1295 四六叢話:附選詩叢話;(清)孫梅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296 王臨川集 一百卷 王安石 長沙 1939
1297 歷代名人年譜 10卷 王雲五 長沙市 1939
1298 疇人傳 阮元 長沙 1939
1299 天文家名人傳 包爾 長沙 1939
1300 歷代紀元編;(清)李兆洛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01 歷代帝王年表;(清)齊召南編;(清)阮亨校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02 奧德賽 荷馬 長沙 1939
1303 山中白雲詞 八卷 張炎 長沙 1939
1304 明詩別裁 十二卷;(清)沈德潛,(清)周準同選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05 清詩別裁 三十二卷;(清)沈德潛選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06 中國水利問題 李書田 長沙 1939
1307 拿破崙本紀 路加德 長沙 1939
1308 語石 葉昌熾 長沙 1939
1309 藝舟雙楫 包世臣 長沙 1939
1310 營造法式 三十四卷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11 孟子正義 十四卷 焦循 長沙 1939
1312 禮記集解 孫希旦 長沙 1939
1313 儀禮正義 胡培翬 長沙 1939
1314 周禮正義 孫貽讓 長沙 1939
1315 周禮正義 孫貽讓 長沙 1939
1316 唐律疏議 長孫無忌 長沙 1939
1317 歐陽永叔集 歐陽修 長沙 1939
1318 杜少陵集詳註 二十五卷 仇兆鰲 長沙 1939
1319 李太白集 三十六卷 李白 長沙 1939
1320 黃帝素問 唐冰 長沙 1939
1321 人類原始及類擇 達爾文 長沙 1939
1322 戴東原集 十二卷 戴震 長沙 1939
1323 定盦文集 龔自珍 長沙 1939
1324 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 長沙 1939
1325 蘇東坡集 蘇軾 長沙 1939
1326 法拉第電學實驗研究 法拉第 長沙 1939
1327 集韻:附考正 丁度 長沙 1939
1328 現代經濟思想 霍門 長沙 1939
1329 經濟學解 宗拔 長沙 1939
1330 廣韻 五卷 陳彭年 長沙 1939
1331 未來的戰術 萊金 長沙 1939
1332 說文解字注 三十二卷;(清)段玉裁註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33 現代歐洲外交史: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五年 莫瓦特 長沙 1939
1334 水經注 酈道元 長沙 1939
1335 日知錄 三十二卷 顧炎武 長沙 1939
1336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五卷 阮元 長沙 1939
133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王雲五主編; 永瑢等同撰 長沙 1939
1338 書目答問 張之洞 長沙 1939
1339 偽經考 十四卷 康有為 長沙 1939
1340 目錄學 姚名達 長沙 1939
1341 統計學原理 鮑萊 長沙 1939
1342 論衡 三十卷 王充 長沙 1939
1343 宋元學案 黃宗羲 上海 1939
1344 顏氏學記 戴望 臺北市 1939
1345 明儒學案 六十二卷 黃宗羲 長沙 1939
1346 墨子閒詁 孫詒讓 長沙 1939
1347 論衡 三十卷 王充 長沙 1939
1348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 亞里斯多德 長沙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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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 群學肄言 史賓賽 長沙 1939
1350 形而上學序論 來希尼茲 長沙 1939
1351 政治典範 拉斯奇 長沙 1939
1352 政治典範 拉斯奇 長沙 1939
1353 西洋教育思潮發達史 柯爾 長沙 1939
1354 管子:附校正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55 河南程氏遺書 朱熹 長沙市 1939
1356 經濟學史 英格姆 臺北 1939
1357 華僑問題 丘漢平 長沙 1939
1358 天文學小史 朱文鑫 長沙 1939
1359 四騎士 伊本納玆 長沙 1939
1360 今日的攝影術;彭瑞良編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61 婦女運動 季 長沙 1939
1362 爾雅義疏 郝懿行 長沙 1939
1363 化學概論 伊藤靖 長沙 1939
1364 古文苑 二十一卷;(宋)章樵注;(清)錢熙祚校 章樵 長沙 1939
1365 初等算學史 卡約黎 長沙 1939
1366 吳梅村詩集 十八卷 吳偉業 長沙 1939
1367 陸游詩;黃逸之選註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68 前漢書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69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清)戴震疏證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70 論語正義 二十四卷 劉寶楠 長沙 1939
1371 論語正義 二十四卷 劉寶楠 長沙 1939
1372 佛蘭克林自傳 富蘭克林 長沙 1939
1373 高等植物分類學 杜亞泉 長沙 1939
1374 史記 司馬遷 長沙市 1939
1375 文選 十卷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76 宋史紀事本末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77 校讎學 胡樸安 長沙 1939
1378 版本通義 錢基博 長沙 1939
1379 四書解題及其讀法 錢基博 長沙 1939
1380 漢學師承記 八卷 江藩 長沙 1939
1381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 長沙市 1939
1382 天文考古錄 朱文鑫 長沙 1939
1383 松雪齋詞 趙孟頫 長沙 1939
1384 國語 韋昭 長沙 1939
1385 世界移民問題 孔士諤 長沙 1939
1386 世界原料與殖民地問題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87 先秦經濟思想史 甘乃光 長沙 1939
1388 中國民食史 郎擎霄 長沙 1939
1389 中國財政問題 葉元龍 長沙 1939
1390 鹽鐵論 十卷,附考証一卷 桓寬 長沙 1939
1391 中國古代哲學史 王雲五主編&#59; 胡適撰 長沙市 1939
1392 孔子家語疏證 王雲五 上海 1939
1393 周易姚氏學 十六卷 姚配中 長沙 1939
1394 新語 陸賈 長沙 1939
1395 新序 十卷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96 說苑 二十卷 劉向 長沙 1939
1397 普通教育;杜佐周,姜琦同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398 大學教育 孟憲承 長沙 1939
1399 愛彌兒 盧梭 長沙 1939
1400 教育論 史賓賽 長沙 1939
1401 中國政治理想 劉麟生 長沙 1939
1402 商君書 五卷 商鞅 長沙 1939
1403 政治學史概論 波拉克 長沙 1939
1404 國家的理論與實際 拉斯奇 長沙 1939
1405 群己權界論 米爾 長沙 1939
1406 社約論 盧梭 長沙 1939
1407 中國國際法溯源 陳顧遠 長沙 1939
1408 國際法典 格老秀斯 長沙 1939

1409
國際聯合會之目的及其組織;國際聯合會(Societe des
Nations)編;鄭毓旒譯

國際聯合會 長沙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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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奧本海國際法:戰爭與中立 奧本海 長沙 1939
1411 關伊子 一卷 尹喜 長沙 1939
1412 穆勒名學 米爾 長沙 1939
1413 穆勒名學 米爾 長沙 1939
1414 心理學導言 溫德 長沙市 1939
1415 道教史概論 傅勤家 長沙 1939
1416 佛教概論 黃士復 長沙市 1939
1417 伊斯蘭教概論 馬鄰翼 長沙 1939
1418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德禮賢 長沙 1939
1419 基督教概論 袁定安 長沙 1939
1420 社會學方法論 涂爾幹 長沙 1939
1421 科學概論 鄭太朴 長沙 1939
1422 科學單位 張濟翔 長沙 1939
1423 立體幾何學:直線及平面 林鶴一 長沙 1939
1424 西洋科學史 李貝 長沙 1939
1425 代數學:一次方程式 林鶴一 長沙 1939
1426 天文淺說 塞爾韋士 長沙 1939
1427 星的世界 夏普萊 長沙 1939
1428 天體物理學 周昌壽 長沙 1939
1429 初等代數解析學 斯波勒 長沙 1939
1430 近世宇宙論 麥克罕森 長沙 1939
1431 類論梗概 包姆嘉特納 長沙 1939
1432 實驗物理學小史 查斯 長沙 1939
1433 宇宙之新觀念 哥白尼 長沙 1939
1434 能之不滅 赫爾姆霍斯 長沙 1939
1435 絕對溫度標 愷爾文 長沙 1939
1436 化學發達史;黃素封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437 元素之研究 鄭貞文 長沙 1939
1438 三角法:三角形之性質及其解法 森吉太郎 長沙 1939
1439 孫子十家注 王雲五 長沙市 1939
1440 孫子十家注 王雲五 長沙市 1939
1441 童蒙訓 呂本中 長沙市 1939
1442 人譜 劉宗周 長沙 1939
1443 中國普及教育問題;邰爽秋等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444 世界人種誌 林惠祥 長沙 1939
1445 中國成人教育問題 馬宗榮 長沙 1939
1446 中醫淺說 沈乾一 長沙 1939
1447 脈經 十卷 王叔和 長沙 1939
1448 活機器 希爾 長沙 1939
1449 醱酵的生理學 巴士特 長沙 1939
1450 公共衛生概論 胡鴻基 長沙 1939
1451 中藥淺說 丁福保 長沙 1939
1452 西醫淺說 程瀚章 長沙 1939
1453 心血運動論 哈維 長沙 1939
1454 蔡中郎文集 十卷,外傳一卷 蔡邕 長沙 1939
1455 嵇中散集 十卷 嵇康 長沙 1939
1456 謝宣城詩集 謝脁 長沙 1939
1457 江文通集 江淹 長沙 1939
1458 元詩別裁 八卷,補遺一卷;(清)張景星選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459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 長沙 1939
1460 宋詩別裁 八卷 張景星 長沙 1939
1461 中國聲韻學概要 張世祿 長沙 1939
1462 經傳釋詞 十卷 王引之 長沙 1939
1463 中國古代婚姻史 陳顧遠 長沙 1939
1464 中國農村問題 李景漢 長沙 1939
1465 貨幣論 甘末爾 長沙 1939
1466 物價指數淺說 金國寶 長沙 1939
1467 中國古代法理學 王振先 長沙 1939
1468 韓非子集解 王先慎 長沙 1939
1469 韓非子集解 王先慎 長沙 1939
1470 侯方域文 侯方域 長沙 1939
1471 方姚文;莊適,趙震同選註 王雲五 長沙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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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原子 培蘭 長沙 1939
1473 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 章鴻釗 長沙 1939
1474 王安石 柯郭伯 長沙 1939
1475 唐百家詩選 王雲五 上海 1939
1476 礦物與岩石 渡邊萬次郎 長沙 1939
1477 礦物與岩石 渡邊萬次郎 長沙 1939
1478 生物學概論 鏑木外歧雄 長沙 1939
1479 動物學小史 劉咸 長沙 1939
1480 動物地理學 川村多實二 長沙 1939
1481 動物地理學 川村多實二 長沙 1939
1482 王維詩 王維 長沙 1939
1483 孟浩然集 四卷 孟浩然 長沙 1939
1484 珂雪詞 曹貞吉 長沙 1939
1485 納蘭詞 五卷,補遺一卷 納蘭性德 長沙 1939
1486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長沙 1939
1487 元曲;童斐選註 王雲五 長沙 1939
1488 陽春白雪 五卷;(明)楊朝英選集 王雲五 長沙 1939
1489 魯濱孫飄流記 狄福 長沙 1939
1490 法拉第傳 克洛忒 長沙 1939
1491 達爾文傳 達爾文 長沙 1939
1492 橋梁 凌鴻勛 長沙 1939
1493 河工 馮雄 長沙 1939
1494 延露詞 彭孫遹 長沙 1939
1495 烏絲詞 陳維崧 長沙 1939
1496 京本通俗小說 殘存七卷;黎烈文標點 王雲五 長沙 1939
1497 烏託邦 More,Thomas 長沙市 1939
1498 語言學原理 張世祿 長沙 1939
1499 機械設計 馮雄 長沙 1939
1500 美學原論 柯羅齊 長沙 1939
1501 美學原論 柯羅齊 長沙 1939
1502 中國美術小史 滕固 長沙 1939
1503 宋學淵源記 二卷 江藩 長沙 1939
1504 經子解題 呂思勉 長沙 1939
1505 化學名人傳 哈羅 長沙 1939
1506 化學名人傳 哈羅 長沙 1939
1507 地質學名人傳;張資平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08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史考特 長沙 1939
1509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史考特 長沙 1939
1510 心理學名人傳 高覺敷 長沙 1939
1511 盧梭 范壽康 長沙 1939
1512 孔子 江恆源 長沙 1939
1513 哥侖布 哥侖布 長沙 1939
1514 華盛頓 沈嗣莊 長沙市 1939
1515 亞丹斯密 劉秉麟 長沙 1939
1516 康德 范壽康 長沙 1939
1517 採礦工程 胡榮銓 長沙 1939
1518 三和土 馮雄 長沙 1939
1519 道路 劉友惠 長沙 1939
1520 國外兌匯 唐慶增 長沙 1939
1521 人事管理 何清儒 長沙 1939
1522 商業統計 林光澂 長沙 1939
1523 西洋美術史 呂澂 長沙 1939
1524 金石學錄 四卷;(清)李遇孫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25 中國書學淺說 諸宗元 長沙 1939
1526 書法正傳;(清)馮武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27 中國畫學淺說 諸宗元 長沙 1939
1528 銀行要義 楊端六 長沙 1939
1529 廣藝舟雙楫:六卷 康有為 長沙 1939
1530 會計淺說 吳宗燾 長沙 1939
1531 成本會計概要 楊肇遇 長沙 1939
1532 實用簿記 柯爾 長沙 1939
1533 查帳要義 徐廣德 長沙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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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曲話 梁廷? 上海市 1939
1535 劇說 焦循 長沙 1939
1536 楹聯叢話:附續話;(清)梁章鉅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37 文體論 薛鳳昌 長沙 1939
1538 中國詩學通論 范況 長沙 1939
1539 詞學通論 吳梅 長沙 1939
1540 元曲概論 賀昌群 長沙 1939
1541 先秦文學 游國恩 長沙 1939
1542 漢魏六朝文學 陳鐘凡 長沙 1939
1543 唐代文學 胡樸安 長沙 1939
1544 工廠設計 凌鴻勛 長沙 1939
1545 唐五代詞選;(清)成肇?選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46 漱玉詞 李清照 長沙 1939
1547 斷腸詞 朱淑真 長沙 1939
1548 應用力學 徐驥 長沙 1939
1549 金屬材料 李待琛 長沙 1939
1550 圖繪寶鑑 五卷 夏文彥 長沙 1939
1551 西畫概要 吳夢非 長沙 1939
1552 音樂通論 黎青主 長沙 1939
1553 中國音樂小史 許之衡 長沙 1939
1554 造園法 范肖岩 長沙 1939
1555 觀賞樹木 陳植 長沙 1939
1556 文章緣起 任昉 長沙 1939
1557 文則 陳騤 長沙 1939
1558 修辭鑑衡 王構 上海市 1939
1559 王守仁 錢穆 長沙 1939
1560 非金屬材料 馮雄 長沙 1939
1561 機械工程概論 鈕因梁 長沙 1939
1562 汽機發達小史 孔祥鵝 長沙 1939
1563 內燃機 劉振華 長沙 1939
1564 水力機 蔡昌年 長沙 1939
1565 電機工程概論 陳章 長沙 1939
1566 直流電機 尤佳章 長沙 1939
1567 交流電機 尤佳章 長沙 1939
1568 電力事業概論 斯坦梅茲 長沙 1939
1569 礦床學 駱楨 長沙 1939
1570 探礦 馮景蘭 長沙 1939
1571 外科綱要 祝振綱 長沙 1939
1572 宋代文學 呂思勉 長沙 1939
1573 遼金元文學 蘇雪林 長沙 1939
1574 明代文學 錢基博 長沙 1939
1575 近代印刷術;賀聖鼐,賴彥于同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76 中國雕板源流考 孫毓修 長沙 1939
1577 德意志短篇小說集;毛秋白選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78 新聞記者 夫賴塔格 長沙 1939
1579 疾病原因論 顧壽白 長沙 1939
1580 醫學的境界 斐士朋 長沙 1939
1581 世界燃料問題 潘驥 長沙 1939
1582 四百萬 亨利 長沙 1939
1583 猩紅文 霍桑 長沙 1939
1584 猩紅文 霍桑 長沙 1939
1585 火焰 霍普特曼 長沙 1939
1586 肺癆 王頌遠 長沙 1939
1587 傳染病 余雲岫 長沙 1939
1588 病人看護法 姚昶緒 長沙 1939
1589 普通救護法 祝振綱 長沙 1939
1590 西藥淺說 程瀚章 長沙 1939
1591 理學的療法 劉雄 長沙 1939
1592 農業概論 黃紹緒 長沙 1939
1593 農業經濟史 陳其鹿 長沙 1939
1594 土地改良法 萬國鼎 長沙 1939
1595 農場管理 楊開道 長沙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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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 農具;顧復編 王雲五 長沙 1939
1597 肥料 顧復 長沙 1939
1598 農藝化學汎論 後藤格次 長沙 1939
1599 重要作物 唐啟宇 長沙 1939
1600 家畜管理法 葉鴻 長沙 1939
1601 農產製造學 李乃森 長沙 1939
1602 農業病蟲害防除法 鄒鍾琳 長沙 1939
1603 林業淺說 林騤 長沙 1939
1604 造林要義 陳植 上海 1939
1605 中外漁業概觀 費鴻年 長沙市 1939
1606 考工記圖 戴震 長沙市 1939
1607 化學工程及製造概論 徐守楨 長沙 1939
1608 電化學工業 馬紹援 長沙 1939
1609 工業藥品 高銛 長沙 1939
1610 工業分析 黃開繩 長沙 1939
1611 火藥 徐守楨 長沙 1939
1612 軍械製造 李待琛 長沙 1939
1613 飛機 周昌壽 長沙 1939
1614 陶說 朱琰 長沙 1939
1615 顏料及塗料 戴濟 長沙 1939
1616 香料及化妝品 鄭尊法 長沙 1939
1617 皮革 林繼庸 長沙 1939
1618 造紙 方漢城 長沙 1939
1619 金工 馮雄 長沙 1939
1620 正義 高爾斯華綏 長沙 1939
1621 中國親屬法溯要 徐朝陽 長沙 1939
1622 物理學名人傳 王雲五 長沙 1939
1623 比較教育 凱德爾 長沙 1939
1624 續古文苑 二十卷 孫星衍 長沙 1939
1625 地理與世界霸權 費爾格萊 長沙 1939
1626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胡仔 長沙 1939
1627 西塞羅文錄 西塞羅 長沙 1939
1628 王子安集 十六卷 王勃 長沙 1939
1629 嘉祐集 十五卷 蘇洵 長沙 1939
1630 動物哲學 拉馬克 長沙 1939
1631 四角號碼檢字法 王雲五 長沙 1939
1632 牛頓傳 布林 長沙 1939
1633 佛國記 釋法顯 長沙市 1939
1634 大陸移動論 惠格納 長沙 1939
1635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呂不韋 長沙 1939
1636 印度短篇小說集;伍蠡甫選譯 王雲五 長沙 1939
1637 詩品 鍾嶸 長沙 1939
1638 竹書紀年 二卷;(梁)沈約註;(清)洪熙烜校 沈約 長沙 1939
1639 清史纂要 劉法曾 上海市 1940

1640 SOURCE OF QUANTUM MECHANICS B. L.VAN DER WAERDEN New York 1940

1641 Modern Business English DavisRoy Boston 1940
1642 聖經故事 奧格登 上海 1941

1643
The oceans, their physics, chemistry, and general
biology

SverdrupHarald Ulrik New York 1942

1644 The pocke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vinsAllan New York 1943

1645 Who travels there:The Road to Safety BuckleyHorace Mann. New York 1943

1646 關於魯迅 文壇史料編輯部
出版地不
詳

1944

1647 Aviation science for Boys and Girls Arey,Charles K. New York 1944

1648 泰西三十軼事=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 巴德文 1944
1649 世界大事年表 瓞生 南京市 1945

1650 Edgar Allen Poe=艾德嘉.愛倫.坡選集 Poe Edgar Allan 1809-1849. New York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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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地 出版年
1 女子漢文稿本 張淑子 臺中州 1923
2 たまも 青木須惠等 彰化市 1945
3 女子尺牘 張淑子 臺中州 1923
4 羅紗モスリン毛糸の栞 東京市 1923

彰化女中圖書館日治舊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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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題名 著者 出版地 出版年
1 和洋建築新雛形 又間安次郎編 1897
2 佳人之奇遇 東海散士著 1886-1891
3 佳人之奇遇 東海散士著 1886-1891
4 佳人之奇遇 東海散士著 1886-1891
5 南宗論語考異 (日) 仙石政和考異; (日) 梅山玄秀編 日本大阪 1916
6 天文板論語 (日) 細川潤次郎撰; (日) 梅山玄秀編 日本大阪 1916
7 天文板論語 (日) 細川潤次郎撰; (日) 梅山玄秀編 日本大阪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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