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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欣逢國立臺灣博物館滿百年歷史之際，能坐擁臺博館藏書庫，享受這歷史賦予的尊容，
擬以擴大自身的生活經驗撰寫此文，藉由文章介紹分析臺博館藏，以帶領讀者知悉館藏、認
識館藏，唯有引領讀者瞭解館藏，才能懂得利用館藏，享受我們所提供的服務。文中依序介
紹館藏沿革、館藏概況、館藏特色：有日治時期藏書、館方發行的出版品，及與國外交換而
得的連續性刊物三部分，並藉此說明臺博館因蒐藏來源不同而提供不同的服務。日治時期藏
書，刻籌劃數位化服務；館方發行的出版品，有提供出版品的內文圖像資料授權服務；國外
交換而得的期刊，則係有計畫地交換國外專門性期刊，以服務國內各級圖書館。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is one of the oldest national treasures with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f glorious history. As a librarian and a culture
worker, it has been my great honor and enjoyment to be exposed to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in the past years. The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help the readers better utilize all the
resources.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library briefing, library holdings
and library special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from the
period when Taiwan was occupied by Japan, the internal publications, and those
serials from the overseas exchanges. Accordingly, special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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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planning for the collections mad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aiwan
was occupied by Japan
‧ The special needs for the copyrighted images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s
publications
‧Those serials from overseas exchanges to service all libraries.
【關鍵詞 Keyword】
’

讀者服務；圖書館藏；博物館出版品；國立臺灣博物館
Readers Service; Library Holdings; Museum Publications;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壹、前言

讀者服務是在「使用者」和「館藏」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樑，擬藉由本文介紹分析國立
臺灣博物館「館藏」，以帶領讀者知悉「館藏」、認識「館藏」，唯有引領讀者瞭解「館藏」，
才能懂得利用「館藏」，享受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關心的課題，也有一時代的思維方式，臺灣文化的重要動能是閱
讀，為了身在有百年歷史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之際，忝為博物館人又學有
圖書館學背景，能坐擁臺博館藏書庫，享受這歷史賦予的尊容，秉此，以擴大自身的生活經
驗而撰文。基於一輩子能與書共處，一種對於文字，或者一份情感的情愫，常藉由圖書館這
個場域和世界聯繫與時間接軌，願穿梭在堆積成山的新舊冊集之中，安靜地食著古典文字且
擁抱著陌生書魂，以素人之姿，現身探索臺博館藏書；帶領讀者一窺臺博館圖書室（資料
室）所藏何書，期喚起讀者對臺博館資料室歷史的積澱，重溫一下那專默精誠的氛圍，嗅嗅
馥郁的書香，倘佯流連於書海，享受殊有的服務，尋找你要的寶藏，或許就重現生機了。

貳、館藏沿革

臺博館近百年來，一直以從事本土人文及自然保育等研究發展為方針，扮演著臺灣地區
學術與文化活動的重要角色。從早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會報》（日本明治 年至昭和
年，西元
）、《科學臺灣》（昭和 8 年至昭和 18 年，西元
），到近年的
《臺灣省立博物館半年刊》（創始於民國 年，西元 ）、《科學年刊》（創始於民國
年（西元 ），民國 年改為《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等，刊載著一系列頂尖學者的專
業研究，出版集結成一篇篇與本土發展、科技進程有關的文章，這些都是窺探當時學術文化
新知報導的不二管道。以上具有指標性的刊物，詳細記載著當代臺灣從事本土自然生物標本
的採集研究、典藏成果，期間雖歷經戰火浩劫，時有中斷更迭；然至今仍持續發行的學術性
刊物《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原為英文版季刊，現為中英文版季刊，創始於民國 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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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及通俗性的《臺灣博物》季刊，創始於民國 年（西元 ），皆為發行相當悠
久的刊物，堪稱博物館界牛耳。館方出版刊物，為臺灣地區有志從事研究人文科學、自然生
態學者專家所倚重參考之工具，除為文史、科學的創作者，開闢了珍貴的抒發園地，同時亦
為本土人文及自然科學的教育者，提供了系列的教材，是許多讀者引頸企盼一期期問世出版
的刊物，對博物館界有絕對的影響力。
臺博館首任館長川上瀧彌，為一植物學專家，其對有關臺灣植物的調查研究涉入甚深，
不但有許多著墨，編有《臺灣植物目錄》（西元 ），更將所蒐集採得的標本移至館內典
藏，因而早期本館蒐藏了許多天然產物及植物標本，如玉山金梅、南胡大山扇羽陰地蕨等。
書籍方面有關植物分類資料尤為詳實，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出版的《臺灣果物調查》
第一卷（西元 ）、《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場植物目錄》（西元 ）、《臺灣植物總目錄》
（西元 ）、《臺灣植物圖譜》英文版（西元 ）等。其後，續任的館長（西元
）皆由商工、社會課等非專業課長兼任，無形中出現蒐藏為商品相關資料，而遠離自然
史博物館的傾向，惟逐年致力於蒐集的文獻，當初只停滯於以本島內的資料為蒐集範圍，後
來擴展至對岸華南方面及南洋地方的產業、土俗等資料一路攀升。其他如《支那文明史》
（西元 ）、《南洋水產資源》第一卷（西元 ）、《南洋協會講演集》（西元 ）等
相關資料也廣泛蒐集。至民國 年（昭和 年，西元 ）三度變化為文教局管轄，再度
導引館方至自然生態及人文科學為蒐藏方向，蒐藏的書籍，諸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臺灣
博物手引》（西元 ）、杉本良的《台北十二個月》（西元 ），當然也蒐集植物藏
書，如伊藤武夫的《續臺灣植物圖說》（西元 ）及《臺灣高山植物圖說》（西元 ），
福井玉法的《植物實習內案》（西元 ）等。
民國三十四年日治時期結束，陳兼善為光復後首任館長，由於館長是動物學專家，在任
內致力於臺灣產脊椎動物不遺餘力，因此在這時期的收藏有相當罕見的書籍，臺灣相關的研
究有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之《柑橘害蟲調查報告》（西元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
局之《臺灣水產要覽》（西元 ），其他如石川千代松《動物學講義》（西元 ）、德田
御稔《囓齒類遺傳》（西元 ），石黑秀雄《動物遺傳學》（西元 ），堀穿安市《臺
灣蛇》（西元 ），各有其論及臺灣本地動物層面的知識。此外，蒐藏動物分類資料尤
多，如：《增訂保護鳥圖譜》（西元 ）、《昆蟲採集法》（西元 ）、《石川縣產蟹棘
魚》（西元 ）、《趣味昆蟲採集》（西元 ）、《鳥類原色大圖說》（西元 ）、《海
生物動》（西元 ）等。陳館長除掌管行政亦肩負學術任務，於民國 年撰寫
《臺灣脊椎動物誌》（西元 ），是一本國人自行研究出版最早的脊椎動物資料，也是日
後研究脊椎動物參考的依據資料。由於致力研究，民國 年本館發現龍宮翁戎螺，因而成
立了「中華民國貝類學會」組織 ，除蒐錄許多貝類相關書籍：《奄美大島產貝類目錄》（西
元 ）、《北千島產貝類》（西元 ）、《福井縣產貝類目錄》（西元 ）、《富山灣軟體
動物》（西元 ），發行了有關貝類專書，並於民國 年發行《貝類學會誌》（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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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立博物館編，臺灣省立博物館簡介 （臺北：編者，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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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後改名《貝類學報》，（Bulletin of Malacology），以迎合市場趨勢，開啟了貝類研究

的新頁。

參、館藏概況

由本館之建館歷史、蒐藏內涵及發展演化角度觀看，其導向係屬於地區性的本土博物
館，為保有此一特色，因此在館藏圖書蒐藏方向，亦以具臺灣地區性的人文與自然科學方面
之研究論著資料史為範疇，作為建立本館蒐藏特色。蒐藏徵集資料主以人類學、地學、動物
學、植物學及博物館教育五大學域為主。其中在人類學域方面，以臺灣地區如：開發史料、
臺灣原住民人文、民俗資料、長濱文化、圓山文化、卑南文化及岸裡大社文書等為首要；在
地學域方面，以著重臺灣的地形、地貌、河川、水文、地質結構、礦藏分佈及地震資料為
主；在動、植物學域方面，則以蒐藏臺灣產之原種、亞種生物的演化分佈等資料為方向；在
博物館學域方面，除廣泛蒐藏有關標本維護、標本典藏資料保存與展品之陳列、展示、設
計、製作說明外，並以博物館推廣教育活動的設計與推展等資料及教材的設計、製作為導向
，諸如以上，是為本館圖書館藏的蒐藏方向。
館藏蒐藏類型除非書資料類型外，主要以紙本為主，分為圖書與期刊二類。本文將以介
紹館藏紙本為主要，雖然網路電子書一直威脅著紙本書的生存必要性，但許多有心人士，還
是選擇與浩瀚書海面對面的震懾，寧願一書在手，享受隨意瀏覽信手亂翻的愉悅，從斷簡殘
篇中嗅尋歷史的軌跡，品味傳統的閱讀書香。目前本館藏書冊數（截至民國 97 年 7 月底
止）：圖書有約 18,800 多冊，期刊有 14,000 冊（指裝訂成冊之期刊），圖書與期刊所佔數量
比值約為 57 比 43，此現象異於一般公共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可知期刊在本館所佔的比
重。圖書方面：目前館藏圖書總冊數，中（日）文共 14,229 筆，佔館藏總量百分之 75.68，
西文 4,572 筆，佔館藏總量百分之 24.31。期刊方面，期刊種類中（日）文約 396 種，裝訂
成冊之中、日文期刊，約佔總量 30%，西文約 675 種，裝訂成冊之西文期刊，約佔期刊總量
70%。有關圖書十大類中（日）、西文涵蓋數量及各類佔館藏比例，以科學類（300）最多，
約佔館藏總量 24.5% 。期刊類別以動、植物方面相關期刊最多，在動物學方面如芬蘭
Exchange Centre for Scientific Literature 出版之 Annales Zoologici Fennici 及 Societas Fauna et
Flora Fennica 出版之 Fauna Fennica，美國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出版之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日本 Hokkaido University 出版之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Fisheries, Hokkaido University，這些期刊亦為臺灣近年閱讀風向的指標。在植
物學方面有芬蘭 Exchange Centre for Scientific Literature 出版之 Annales Botanici Fennici，阿
根廷 Instituto de Botanica Darwinion 出版之 Darwiniana，美國紐約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出版之 Garden Journal ，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出版之 Great Basin Naturalist 及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出版之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Botany，咸認為是近年館際合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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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好又叫座的刊物。

肆、館藏特色

館藏圖書近二萬冊，蒐藏數量雖不算多，但重要的參考指南、學術性期刊、索引資料尚
稱齊全。館藏特色有日治時期藏書，有館方發行的出版品，有與國外交換而得的連續性刊
物，其中並有頗多珍稀寶貴堪稱臺灣唯一僅存的資料。本館蒐藏圖書方向，主以各學域所從
事之研究方向蒐藏為主，近年人類學域以從事研究近代史事、文物、原住民文化習俗為注目
焦點；地學研究人員以研究地形、貝類標本及礦石等研究最為火紅；動物學人員則以研究臺
灣地區的鳥類、蛇類、蟹類、昆蟲類等專業與通識，滲透與獨立並進；植物學以從事研究植
物分類，如花卉、藻類、苔蘚類為三足鼎立的局面。另在博物館學教育方面，則以博物館管
理、藏品修復、青少年自然生態探源、環境教育活動、觀眾服務教材等資料為研究方向。諸
如以上，係為本館圖書蒐藏主軸，茲將館藏依來源臚列於下：

一、日治時期藏書（指西元
期）

1895

至

1945

年之間，臺灣被日本殖民管轄的時

特色

人類學門蒐藏特色
人類學涵蓋範圍包括體制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體制人類學涵括古人類學、人種學、人
體測量學、分子人類學、靈長目學、靈長目行為學等；文化人類學乃指涵括考古人類學、語
言人類學、民族誌、民族學、文化學、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政治人類學、心理人類
學、都市人類學、醫藥人類學及利用體制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處理社會、政治、
經濟等實際問題，造福人類的應用學 。
館藏人類學研究範圍以文化人類學為主，其他包括臺灣歷史及臺灣原住民。文化人類學
具體分為包括民族學、民族誌、原始風俗、民俗學；各國風俗、民謠；傳說、社會與文化、
家庭；族制等 ，目前館藏重點在臺灣歷史、臺灣之原住民。臺灣原住民包括臺灣原住民誌
（十三族）及原始風俗（複分為物質生活、原始文化生活、原始精神生活、原始家庭生活、
原始社會生活，原住民服飾、家庭風俗、起居風俗、喪葬風俗、飲食風俗等） 。本館館藏
重點，自臺博館於民 年由隸屬教育廳，改隸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後（即由省立博物
館更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原館藏著重在原住民原始風俗、民俗（
），亦漸改以臺
灣史地（
）居於領先地位，搶回了人類學域盟主的頭銜。館方具有代表之珍貴藏
書，如臨時臺灣舊貫調查會編《清國行政法》第一卷（明治 年，西元 ）、《臺灣私法
附錄參考書》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西元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編《理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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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西元 ）、臨時臺灣舊貫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貫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
（西元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西元 ）、臺中廳蕃務課《台中
廳理蕃史》（西元 ），臺灣經世新報社的《臺灣大年表》（昭和 年出版，西元 ），
臺灣通信社之《臺灣年鑑》（昭和 年版，西元 及昭和 年版，西元 ）等書，
內容論及日本治臺期間有關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宗教與皇室、行政制度、總督府施政
方針、官制、法制及社會族群等大事記，對有志研究日本治臺歷史，徵引史實資料，頗具閱
讀價值。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纂的《臺灣統治綜覽》（明治 年，西元 ），介紹臺
灣當時之領土、司法行政、財政、機關、產業等，除了表層文字意義，發現歷史不僅需要姿
勢亦需要解釋，才能領會蘊含的風華。其他如伊能嘉矩編之《臺灣誌》（明治 年，西元
）、武內真義著之《臺灣》（昭和 年改訂版，西元 ）、藤崎濟之助所著《臺灣全
誌》（昭和 年，西元 ），川村竹治著《臺灣一年》（昭和 年，西元 ）、板倉貞
男譯《佛軍臺灣遠征史》臺灣時報線裝（昭和 年，西元 ），枠本乙吉編之《臺灣一番
槍》（昭和 8 年，西元 ），原房助編輯之《臺灣大年表》（昭和 年，西元 ），明治
年杉浦和作之《臺灣平定記》（昭和 年，西元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施政
四十年臺灣》（昭和十年， ）及兒玉秀雄《臺灣全誌》（昭和 年，西元 ）等，
皆可清晰看見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不同文化層面，有不同歷史變遷的記憶，所記載有關臺
灣的初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岡松蔘太郎之《臺灣番族慣習研究》（大正 10 年，西元 ）
全書共八卷，其內容完整記載番族生活起居，食衣住行、經濟、社會、法制，及不同的番團
部落，父系制、母系制，親族、家族，婚姻習俗等，各地文化和民族性的面貌，是一部具有
震撼力的調查研究。下村宏監修《臺灣列紳傳》（大正 年，西元 ），以肖像表列臺灣
當代之紳士，詳敘名紳家世背景、殊功偉德及資產官階等，全書展現了臺灣歷史文化的旨
趣。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計要覽》（大正 年，西元 ），包括寫真、記敘文與統計表
三部分，最引人反覆探看之處是收錄的 張神社、總督府學校、各廳學校及農林漁牧景觀
等，該書並表列人口、氣候、農、林、漁、牧及大正 年輸出入品價格，來記錄當時的生活
環境。承上，知本館圖書特色，有民國 年（西元 ）以前出版之早期書刊，包括日治
時期書刊、臺灣史料及原住民資料，這些都是鎮館之寶的珍稀資料，因為任何研究均與圖書
館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是史料的蒐集，則以愈原始為愈佳，遂成為館方蒐藏特色。
地學門蒐藏特色
地學涵蓋古生物化石、地質、地形、礦物、海洋生物及自然地理 。目前藏書強調區域
地質調查（ ）及古生物學中之軟體動物介殼化石貝類（中文 ． “軟體動物化石”
，西文 “
” ）。本館擁有具歷史價值之藏書，在地質調
查方面，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臺灣地形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明治 44 年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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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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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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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359

Fossil Mollusca and Mollusco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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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註 4。
同註 4。

Mitchell, J. S., J, Matthews, W. E and New, Gregory K ed.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 21st ed. (New York:
Forest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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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年版，西元
及西元 ）、《澎湖群島地質調查報告文》（大正 年，西元
）、《北投石調查報文》（大正 年，西元 ）、臺灣油田及地形地質圖（昭和 年，
西元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之《臺灣鐵道》（昭和 年，西元 ）、臺灣總督
府民政部殖產局編《臺灣鑛床調查要報》（昭和 年， ），主要介紹臺灣蘇澳地區含銅
硫化鐵鑛床、滿俺鑛床及白雲母鑛床等位置、地形及交通。還有由日人淺岡隼太製圖繪製之
一系列北臺灣及東北地形圖等，包括竹東桃園、大園、頭圍、白沙屯、觀音山、宜蘭、羅
東、新竹州苗栗、新竹市竹東、旗山南西部、恆春油田地質圖、錦水油田地形及地質精查
圖、竹頭崎背斜軸地形及地質經查圖。其他還有鈴木俊郎繪製之山子腳油田地形及地質圖、
國姓油田地形及地質圖，繪製時間起於明治迄於昭和年間，橫跨臺灣各區域油田地形及地質
圖，一磚一瓦都承載著耐人尋味的細節，對史實細節考據十分週延，為當時探勘油田的真實
註腳。另一特藏是昭和年間的化石貝類繪圖手稿，如：平瀨與一郎著之《貝類手引草》（明
治 年，西元 ）、石圖南著《基隆港》（昭和 年，西元 ）、左藤清明之
《瀨戶內海貝類圖說》（昭和 年，西元 ，英文版）及細谷角次郎之《相模產貝類圖
繪》（昭和 年，西元 ）等作者、畫者都是出自於日本人的手；因此畫風用語都流露
著濃烈的日式風味，不僅細膩地觀察貝類、繪製貝類、介紹貝類內、外部、側面、背緣等，
並且引領讀者了解貝類家族與習性，可知作者的繪畫與寫作功力。
動物學門蒐藏特色
動物學有動物形態、生理、分佈、無脊椎動物、節肢動物、脊椎動物及哺乳類 。目前
” ）及
館藏重點以魚類（中文 “魚類” ，西文 “
昆蟲類（中文 “昆蟲綱” ，西文 “ ” ）之分類為多。早期珍貴之書有
如：飯島魁之《（增訂）保護鳥圖譜》（明治 年，西元 ）、黑田長禮《臺灣島鳥界》
（大正 年，西元 ），內容詳實，記錄各鳥類羽翼趾爪長度以及各種自然人文現象，石
澤慈鳥之《路旁昆蟲》（昭和十四年， ），共收錄 張珍貴照片，是一本自然生態寫
真觀察手冊。以上皆為市面不易尋得之書，書中深入淺出地介紹各地的蟲、鳥，並穿插繪
圖，這些插畫不只是作為故事背景，而是在恰到好處的地方銜接著前後文字，肩負了用圖說
故事的任務，企圖教導讀者學習如何分辨各類蟲、鳥。其他還有堀穿安市《臺灣蛇》（昭
和 年，西元 ）、本誠一著《臺灣動》（昭和 年，西元 ），多為作者觀察記
錄其研究與調查歷程的結果。此外，本館蒐藏有關加藤正世之《分類原色日本昆蟲圖鑑》
（西元 ）、黑田長禮之《鳥類原色大圖鑑》（西元 ）等圖鑑類的書籍亦相當豐富，
各書圖像清晰、色彩分明，內容紮實廣受讀者喜好研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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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學門蒐藏特色
植物學有植物形態、解剖、生理、分佈、種子植物、單子葉綱、孢子植物、同節植物
。（目前館藏重點在經濟植物（中文 374“應用植物” ，西文 581.6“Economic botany”
）及植物分類（中文 375.8“植物分類學” ，西文 581.4“Anatomy and morphology of
plants” ）等。本館擁有最早探討臺灣植物學方面較完整的書籍，如川上瀧彌編之《臺灣植
物目錄》（明治 43 年，西元 1910），蒐藏西元 1910 年以前被發現知道的植物總目錄。臺灣
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之《柑橘害蟲調查報告》（西元 1916），介紹各植物的蟲害索引、目錄及
驅虫法殺蟲劑，文中穿插各害蟲之幼蟲型態、習性及燻蒸間隔時間不等之景象照片，讓文字
與照片插圖有了美好的結合。臺灣博物學會編之《臺灣植物寫真集》（西元 1928）、伊藤武
夫著《續臺灣植物圖說》（西元 1928）手繪各植物圖錄，編排以一物一圖方式敘述各植物型
態、產地、分佈與用途，及《臺灣高山植物圖說》（西元 1929）刊載多幀植物寫真版、各類
植物插畫及臺灣植物垂直分布圖。此二書所介紹之植物繪圖，皆含學名索引且日文及英文並
列，讓圖片與索引有系列的結合，說明了各種植物的自然淵源和生態地理學的重要資訊。其
他學術價值頗高之古稀藏書如：臺灣總督府植物檢查所編《輸移出入植物檢查統計》
（1930），刈米達夫與若林榮四郎之《藥用植物栽培法》（昭和 9 年，西元 1934），臺灣總督
府殖產局編之《臺灣產業》（昭和 11 年，西元 1936）等，各作者多以同樣細膩的
筆法，配上大量的文獻考證和夾注，涵蓋起於明治迄昭和年間，橫掃臺灣高山到平地的各類
植物，包括臺灣特有作物、臺灣稀有作物、經濟作物及藥用植物等。這些自日治時代以來許
多有關臺灣的不論動物或植物藏書，著實為本館奠定了臺灣自然史研究與教育的重要殿堂。
博物館學門蒐藏特色
博物館學泛指博物館行政管理、觀眾服務、陳列展示、標本蒐藏、製造、保存 等皆屬
之。目前館藏博物館學有八百多冊書（中、英文“博物館學”、“Museology”皆為 069），
佔館藏總量百分之四點四。本學域充滿意念先行的作品，書中種種歷史景象、人情事故通篇
暢達淋漓，有本重因之《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報告》（西元 1913），合資會社高石組編之
《兒玉總督後滕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寫真帖》（西元 1915），談及建物內、外部工事概要，
除了為一個時代留下記憶，也勾引讀者思索尋找可以長久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臺灣總督府之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西元 1919），沉鬱中又有一種歷史的積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
《臺灣博物館手引》（西元 1925），介紹博物館沿革、使命、內容區分、陳列品概要，並
刊登了數張當時總督府室內與室外景象，不禁感慨在博物館的觀賞世界裡，連簡介的姿態都
有其格調和境界。其他如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編《臺灣商品概說》（西元 1935）、臺灣總
督府博物館編《兒玉總督後滕民政長官紀念展覽會陳列品寫真帖》（西元 1939），都能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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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臺灣的味道，泛黃的紙張、熟悉的塵埃、懷舊的文字，配上老器物影像，令人無限遐
思。也有作品中充滿真實史料與深入的描述，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
集》（西元 ），此書寫來最佳之處，應該是專家學者的追憶與感想，其中有關科學界的
記事亦著墨不少。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西元 ），記載博覽
會開設經過、會場設施、經費分配、出版內容、文宣廣告、接待開幕儀式、入場券款式、交
通運輸、閉幕，到博覽會的影響討論等，每一環節，皆以通篇章節詳述，顯然是博物館籌設
展覽，參考策展必備用書，具有相當程度的實用價值。
服務
本館藏有許多日治時期可貴之書籍，且有些係現今絕對僅存之版本，記載臺灣地區早期
的歷史、地理，動、植物分類文獻及自然保育研究成果等。惟此珍貴資料或因搬遷、或因改
制、或因轉手、或因遺失、或因老舊、或因破損，許多資料因而散失不全，尤其係「臺灣博
物學會」與「臺灣博物館協會」，於日治時期發行之《臺灣博物學會會報》、與《科學臺
灣》，現存卷期，僅有部分卷冊，未能完整妥善保存。此外早期博物館職員早坂一郎、丹桂
之助等曾著有關於臺灣的相關研究，亦未能蒐集保存於館內，引以為憾。筆者因人生因緣際
會，能坐擁臺博館藏書庫，為了這歷史賦予的尊容及使命，擬利用電子科技，來補救館藏散
失之書。刻草擬計畫，籌劃編列數位計畫服務經費，將館方日治時期珍貴稀有的公共財導向
數位化，俾使本館特有珍藏，永久典藏，進而加值成為可以保存運用的史料，預計兩年的期
程，完成日治時期藏書數位化，以期提供全民共享的數位化服務。
1939

1940

二、館方的出版品
特色

期刊
本館出版品，紙本部份可分專書與連續性刊物二種。連續性刊物，目前出版包括《國立
臺灣博物館學刊》、《國立臺灣博物館專刊》與《臺灣博物》季刊三種。《國立臺灣博物館學
刊》，原為英文版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Taiwan Museum，創始於民國 年（西元
），民國 年（西元 ）改為英文版半年刊，民國 年（西元 ）改為中、英文
版半年刊，民國 年（西元 ）改為中、英文版季刊，收錄有關人類學、地球科學、動
物學、植物學及博物館學等論文。Journal of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Special Publication
年（西元
Series（《國立臺灣博物館專刊》），係以發行自然史為主題的英文專刊，民國
）創刊後，陸續因有特定主題的相關文章集結成冊，便以不規則的方式出版，探討論題
包括臺灣的魚類（鱗鰭魚類、鳚科魚類）、臺灣的甲殼類及臺灣的昆蟲類（同翅目、飛蝨總
科、葉螨科）等主題專輯，是本館與國外各機構交換刊物的口碑，目前最新一期為民國
年的第十二輯，刊出有關臺灣的苔蘚類專論。通俗性的《臺灣博物》季刊，發行於民國
年（西元 ），豐富的圖片，淺顯的文字，介紹動、植物世界、地球科學、民俗風采及博
物館巡禮，係一本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可做為認識自然系列與博物館入門進階的大眾讀
物。
1.

37

1948

72

1983

96

94

2005

2007

72

1983

96

71

1982

－ －
59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五卷第一期 / 98 年 1 月

專書
館方另一出版品為專書，主要係配合展覽主題出版，或因學術研討會、或因標本整理修
復、或因館舍修護、或因各學門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發表而發行的書籍。最早出版的一本專書
是陳奇祿先生的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臺灣土著物質文化》，西元
），亦是本館最早的一本英文版本專書。其後英文專書有林宗源先生編的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人類學與博物館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專輯》，西元 ），係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的專輯，蒐集來自美、加、
英、奧、日、韓、紐、澳等各地學者發表的人類學與博物館學相關文章。配合國內學術研討
會出版的專輯還有歐陽盛芝、李子寧編《博物館典藏品保存維護規劃與實務研討會專輯》
（西元 ）。也有因開館週年慶而出版的專書，如：《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寫
真帖》（西元 ）、《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西元 ），或有因館舍年久修復
而編之記錄，如：《臺灣省立博物館之研究與修護計畫》（西元 ）、《臺灣省立博物館展
示研究計畫報告書》（西元 ）、《臺灣省立博物館館舍修護工程工作報告書暨施工紀錄》
（西元 ）、《國立臺灣博物館三三一地震災害修復工作報告》（西元 ）、《國立臺灣博
物館彩色鑲嵌玻璃修復施工紀錄》（西元 ），這些專書能提供你對本館的歷史淵源、精
神脈絡，有更深切地瞭解。來函索贈頻繁的書有：張保信《臺灣蛾類圖說》（西元 ），
係一本探討臺灣昆蟲生態型態特徵，及幼蟲食草之書。賴景陽等著《有毒生物選介》（西元
），主以動物毒和植物毒為討論範圍，文字深入淺出，獲得許多讀者迴響。鄭琳枝等著
之《常見的藥草》（西元 ），將 餘種常見的藥草，作詳細的圖片介紹，有興趣的讀
者，閱後可以很容易地按圖索驥，自行搜尋到這些有用的鄉土美物。王效岳著之《臺灣蝶類
圖說》（西元 ），指出臺灣蝴蝶自然歷史淵源、生態地理學的關聯性，係關乎自然生態
保育的絕佳議題。黃淑芳著《臺灣東北角海藻圖錄》（西元 ），以介紹具有經濟價值的
海藻，針對型態特徵、生態習性、季節消長、生殖方式、地理分佈、利用途徑等編排出書。
這些由館內研究人員撰寫出版各類綱目的動、植物圖錄，豐富了自然科學門的館藏，對調查
研究者或業餘愛好人士都是極珍貴的資料。
有配合展覽出版的專書，如：蔡振聰之《臺灣特用植物圖鑑》（西元 ）、安奎之
《小蜜蜂的大秘密》（西元 ）、吳福蓮之《中國亭閣木造模型簡介》（西元 ）、林善
雄之《苔蘚植物簡介》（西元 ）、阮昌銳之《淺談中國傳統偶戲》（西元 ）、徐明光
之《顯微鏡下的植物世界》（西元 ）、曾美惠之《台北盆地前世今生》（西元 ）、王
嵩山撰《眾神的故事：臺灣原住民族的神靈意象與神話》（西元 ）、陳建志之《生物駭
客：建立生物多樣性夥伴關係》（西元 ），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之《艾爾摩莎：大
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西元 ），許毅璿作《生命密碼－拯救生物多樣性》（西元
）及配合國外展出如：郭昭翎之《千面福爾摩沙：臺灣的自然與傳統特展專輯》（西元
）等展覽專輯，可說各學域兼容並蓄。以上特展專輯，基於配合展覽出版，為了讓觀眾
及讀者，能於日後查詢到更多有關的相關訊息，將展覽中的寶貴資料蒐集保存，並配合其它
相關資訊集結成書，不但是暢銷書，又有多本錦上添花，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頒發優良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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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叫好又叫座，儼然成為市場的品味。也有因館藏標本研究而出版之書，如宋龍飛之《館
藏陶瓷圖錄》（西元 1981）、何勛堯之《館藏書畫選輯》（西元 1986）、陳迪華之《館藏宗教
版畫》（西元 1996），讓你欣賞到館方蒐藏書畫、宗教版畫的樸實之美，及方建能等之《國
立臺灣博物館貝類模式標本圖錄》（西元 2003 ）、《堀川安市採集貝類標本圖錄》（西元
2004），這些由本土科學研究者撰寫來的書籍，讀來讓人頗感親切有趣。近年因修復標本藏
品計畫，由宇佐美直秀等作之《康熙臺灣輿圖：修復報告》（西元 2007）、鄭明水等作之
《鄭成功畫像、臺灣民主國旗：修復科學檢測報告》（西元 2007）等叢書出版，內容紮實，
相當吸引喜歡與關心歷史研究調查的讀者青睞。館方出版了各種領域的書籍，從早期的文
學、科學、圖鑑、宗教、歷史、環境生態、教育，而後進入多元的關懷與多元的組織，在雅
俗共賞的環境裏傳遞知識，全面提昇了國民生活教育內涵，也造就了許多本土達人，對增進
臺灣的閱讀文化有所助益，當值得館方一傲。
服務
由於館方發行的出版品，內容與圖像俱生動，常受各界青睞，為配合推動國家文化創意
產業之政策、推廣學術研究與全民教育之普及、鼓勵文化資產與企業資源之結合，特提供申
請使用本館藏品圖像資料服務。凡本館出版品中，經描繪、影印、拍照、錄影等方式所產生
靜態與動態之圖像，皆可提供各級學校、研究機構、或政府立案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一
經本館授權使用之藏品圖像資料即可公開使用，此一服務，開啟了各界有識之士因研究教學
之需要，又擔心觸犯著作權法，大量引用本館出版品中刊登之圖像，解決了使用影像資料正
當性的疑慮，亦為本館開創出有別於一般圖書館所提供的「非書資料」服務。圖書室除規範
申請適用範圍、適用對象，明訂本館藏品圖像資料內容，並制定收費標準表，以酌收藏品圖
像授權使用費，讓服務升級，提供館方出版品服務，更提供出版品內的圖像使用服務，期使
趨向更多元化的服務。

三、國外交換而得的期刊
特色

館方建館之初，即具有開風氣之先的見識與胸襟，一直默默地以從事國際出版品的推廣
交流活動為職志。由於從事交換，不但拓展館方的學術研究成果，提昇了館方的學術研究地
位，更促進了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因此本館期刊特色有 1900 年以前之早期珍貴刊物。資料
室最早收到寄贈交換的期刊，是始於 1878 年來自美國之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1878-1925，1945-1968），其次是一九○八年來自日本、菲律賓分別贈送
之 Annotations Zoological Japonenses（1908-1943）與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19081958）的刊物，可以解讀出於其時國際學術的風向。目前館藏重要的外文期刊約六百七十餘
種，幾乎多來自交換贈送而得，僅約一百多種係因編列預算訂閱而蒐藏，可見一斑。
館方目前與世界各國所交換之外文期刊，來自最多的寄贈交換單位為法國巴黎之
Bibliotheque Centrale Du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與日本東京之 National Science
Museum。截至今年而與館方交換之外文期刊（含日文），交換期長達時間 50 年以上，有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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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年以上，有 種，其中關係維持早且持續交換至今（西元 ）的期刊，有美國紐
約自然史博物館之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美國史密森自然史博物館之 Contribu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Herbarium ， 奧 地 利 自 然 史 博 物 館 之 Anmalen des
Naturhistorischen Museums in Wien，美國匹茲堡博物館之 Annals of Carnegie Museum，
Annals of 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荷蘭聯登大學出版之 Blumea：a Journal of Plant
Taxonomy and Plant Georgaphy，巴西國家博物館之 Boletim do Museu Nacional / Zoologia，
南非國立植物研究機構之 Bothalia，瑞士日內瓦植物園典藏所出版之 Candollea：Journal
International de Botanique Systematique ，日本九州大學之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griculture Kyushu University ，澳洲墨爾本維多利亞博物館之 Memoris of Museum of
Victoria，及德國動物博物館之 Mitteilungen aus dem Hamburgischen Museum und Institut 等
刊物為代表。以上刊物資料雖陳舊，但蒐藏相當完備，對研究該一國動、植物、生物分類發
展，有相當參考價值，可以讓尋常百姓見識到臺博館早期開疆拓土觸及的領域。館方蒐藏完
整的刊物，不但豐富了圖書館藏，有些更是現今國內唯一僅存之書，再不然亦是讓你心悅誠
服與他館相形下較完整的刊物代表，並經常雄據為館際合作服務借閱的暢銷排行榜。
服務
出版品國際交換計畫，是一項既繁瑣又影響深遠的工作，必須在體認館務需求之後，訂
出交換資料的類型、選擇交換的對象與確立交換的目標，及如何充實館方出版品內涵的需求
等，都須謹慎地考慮在內。經妥善地規劃設計出一套具體可行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計畫，您會
發現此一業務，係當前從事圖書館事務中一項「物超所值」、「勞而不費」的服務。透過交換
方式，不但可將館內研究成果傳播、推廣，發揮物盡其用的共享效益，又可增添並豐富各館
所需的特定類別的館藏。出版品國際交換，確實係一項多面向、多功能又經濟實惠的交易活
動；且獲得的書刊，往往是你有錢也買不到的珍貴資料，可饗國內各級圖書館利用。或許有
朝一日，電子書將完全取代紙本的傳統書籍，成為新世代的寵兒，資料的形式縱有不同的改
變，然，國際間文化交流的需求與功能的提昇，卻係全球不變的趨勢。因此，出版品國際交
換業務，不論是紙本或電子資料，也會隨著這股趨勢，演變為日後專門圖書館經營服務的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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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筆者深知「館藏」是直接影響讀者使用與否的重要因素，館藏良窳，不但影響資料室的
服務品質，更將影響讀者對資料室的評價；因此筆者經常在一定的期間內（前次調查為
年），以具有親和的基調，不走孤芳自賞的路線，審視館藏，來了解並修正圖書館藏發
展的方向。如此，不但可以縮短藏書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最終目的是在建立及維護能夠滿足
讀者資訊需求的「館藏」。
整體而言，臺博資料室館藏雖少，但五臟俱全，藏書博雅、兼貫古今，在博物館扮演著
支援蒐藏、研究、展示設計與教育推廣活動中，協助博物館達成學術化、教育化與社會化的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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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上，均充分發揮功能。圖書館（資料室）蒐藏的資源，無論如何豐富，不可能滿足每一
個讀者的個別需求，臺博館人秉持服務的理念，接受少數的讀者為固定讀者，進而改善對他
們的服務，以迎合他們的需求，並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順應潮流的趨勢，時時體察讀者當前的
需要，一本服務精神，不斷改變推展策略來滿足讀者需求的工作，就是為讀者做最佳的「創
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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