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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介紹 

一、系統簡介 

「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以下簡稱本系統）所收錄的資料包含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歷年所蒐藏臺灣相關文獻，以及與國立臺灣圖書館（舊

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臺灣分館）合作典藏的日治時期舊籍。1999

年本所與臺灣分館為提升日治時期舊籍使用率，改善圖書典藏品質，雙方協議進

行合作典藏，由本所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館及戰後購自返日臺大教授

藏書等日治時期舊籍文獻，運至中研院典藏、整編與開放閱覽。所收錄的內容和

圖書分類的方式簡述如下。 

（一）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 

1. 特色：以臺灣文獻資料和南中國、南洋資料著稱，並含有後藤（新平）文庫

及姉齒（松平）文庫，以日文圖書為主。 

2. 分類：採「和漢圖書分類法」。 

（二）南方資料館館藏 

1. 特色：以南洋、華南圖書資料及南方調查研究為主，含日文和西文書籍、期

刊。 

2. 分類：採「南方資料館資料分類基準表」。 

（三）臺灣省圖書館購藏臺北帝大教授藏書 

1. 特色：購自多位返日之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藏書，內容以社會科學類為大宗，

以日文圖書為主。 

2. 分類：採「中國圖書分類法」。 

（四）臺史所古籍 

1. 特色：臺史所徵集 1950年前出版的舊籍，內容以應用科學類為大宗，其次

為社會科學類及中國史地類。 

2. 分類：採「中國圖書分類法」。 

本系統特將上述圖書、期刊目錄及書籍全文圖像、插圖進行整合，以便於使用者

執行檢索與閱覽圖文。圖書的部分，除基本書目外，進行目次內容分析與插圖圖

說著錄；期刊的部分，除期刊資訊外，深入分析各期刊各卷期收錄的期刊文獻，

同時亦著錄插圖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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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頁說明 

本系統可逕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首頁→館藏查詢→「臺灣

研究古籍資料庫」，點選使用，首頁功能如下所示。 

 
 

A. 功能選單：提供不同的瀏覽方式（分類、期刊、合集）、「藏品查詢」、「系

統簡介」、「聯絡我們」、「常見問題」，以及「使用者專區」等說明或服

務。 

B. 帳號管理：提供「帳號登入」、「帳號申請」及「忘記密碼」等功能。 

C. 藏品瀏覽：提供依圖書分類法分類的「分類瀏覽」、依館藏特色分類的「合

集瀏覽」、針對單一期刊的「期刊瀏覽」。 

D. 藏品查詢：提供「簡易查詢」和「進階查詢」，使用者可輸入查詢詞檢索。 

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index.php
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index.htm
http://rarebook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9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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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帳號申請 

本系統目錄資料全面開放查詢，使用者若欲瀏覽檔案全文數位影像，須先向本館

申請帳號，待審核通過方可閱覽。此外，本系統與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使用的為

同一組會員帳號密碼，故此二資料庫僅須擇一申請即可。共用帳號密碼，使用者

擇一申請即可。帳號申請方式與說明如下。 

（一）申請資格 

國內外人士憑有效電子郵件信箱，即可申請會員帳號使用。 

（二）申請步驟 

1. 線上填寫申請表 

點選系統首頁右上方之「帳號申請」後進入申請頁面，確認「個資蒐集聲明內容」，

按下「同意」後，即可開始填寫申請表。 

 

2. e-mail認證 

帳號申請資訊成功送出後，系統會自動寄發認證信函至所填寫的電子郵件信箱，

請務必讀取並點選信件中的網址連結，以確認您的電子郵件信箱有效。如未收到

認證信，請確認是否有被歸類至垃圾信件匣、被擋信的狀況。系統寄發的認證信

須於 1個月內點選連結以啟動審核機制，如超過期限未點選，則連結自動失效，

申請者須再重新申請帳號。 

3. 審核結果通知 

當您點選認證信件中的連結，館員確認申請單內資訊是否詳實後，將於三個工作

天內回覆審核結果。 

（三）使用期限 

帳號審核通過後，使用期限為 1年。帳號到期前 7天，系統會寄發「帳號使用期

限延展通知信」至所填寫的電子郵件信箱，請務必讀取並點選信件中的網址連結，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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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展帳號使用期限 1年。如未執行延展，帳號到期後，使用權限則會轉為「停

用」，此後要延展使用期限則需來電或至「聯絡我們」填寫表單洽詢館員，以啟

動帳號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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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藏品瀏覽 

使用者可依需求由首頁直接點選功能列（紅框處）中的「分類瀏覽」、「期刊瀏

覽」和「合集瀏覽」或直接點選左半部（藍框處）羅列的連結。以下分述「分類

瀏覽」、「期刊瀏覽」和「合集瀏覽」的操作方式。 

 

一、分類瀏覽 

依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館、戰後購自返日帝大教授藏書及臺史所古籍

所採用的圖書分類標準，即「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法」、「南方資料

館分類基準表」、「中國圖書分類表」，作為瀏覽基礎，瀏覽的方式如下所示。 

 點選首頁功能列的「分類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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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所需分類法。 

 

 以樹狀結構呈現圖書的主分類項目和資料筆數，可再點選主分類前方的+號，

展開後選擇次分類。 

 

 可於「分類查詢」欄位，輸入檢索詞尋找「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

法」下各分類書籍。 

 左側樹狀結構圖，主分類「藝術」展開後，點選次分類「書畫」，可看到該

類書籍之識別號、書名（正題名）、創作者、出版項。 

 選擇所需圖書正題名《支那畫人傳》，可閱覽該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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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目錄連結可閱覽該範圍書籍全文影像，或點選目錄欄位中之 PDF圖示，

下載全書影像。 

 

 輸入顯示之圖形驗證碼。 

 

 使用數位影像上方和下方功能列。 

 

A. 提供影像放大和縮小（系統提供 25%、50%、75%、100%固定比例）、左旋和

右旋（向左或右旋轉 90度），並可執行列印。將滑鼠游標置於書籍影像，

按下左鍵可將影像進行拖曳。 

B. 點選「下一頁」，即可逐頁瀏覽影像。「正在瀏覽本書刊之第 44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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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目前所在的頁碼資訊，非書籍的實際頁碼。「跳至第╴〔44~58〕頁」，

可於╴填入欲閱覽的影像頁碼，〔44~58〕為可閱覽的影像頁數起迄範圍。 

C. 提供點選的影像縮圖，10頁為 1組。 

D. 點選「下一組」，可得後 10張縮圖。 

 書籍若有附插圖，可於「插圖」部分，直接點選所需閱覽的書籍插圖。以插

圖「伊勢物語」為例，影像頁碼為 137，原圖位於「圖書章節」的「吉川靈

華〔119-146〕」此節。 

 

 以下左圖為插圖於書籍的原始位置，右圖為系統特別提供的插圖。 

    

【原圖】                          【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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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瀏覽 

 點選首頁功能列的「期刊瀏覽」。 

 

 點選刊名《三田評論》為例。 

 

 顯示該期刊之識別號、刊名（正題名）、創作者、出版項。點選刊名，可閱

覽該期刊目錄與各卷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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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欲瀏覽之卷期。 

  

 可看到該期各篇章名稱及作者。點選欲瀏覽「篇章名稱」，即可看到該篇章

目錄。 

 

 「瀏覽影像」可閱覽書籍全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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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集瀏覽 

本系統依據典藏舊籍來源，分成 6個合集，包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南

方資料館藏書」、「臺灣省圖書館購藏帝大教授藏書」及「臺史所古籍」4個合

集。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中，有後藤文庫及姉齒文庫兩大個人典藏，亦具特色，

故特將兩個合集獨立出來，成為「後藤文庫」與「姉齒文庫」合集。各合集依「臺

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法」、「南方資料館分類基準表」、「中國圖書分

類表」分類，操作方式如下所示。 

 點選首頁功能列的「合集瀏覽」。 

 

 點選所需閱覽的分類，以「後藤文庫」為例，可見分類樹狀結構和和合集說

明。 

 

 操作方式同「分類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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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藏品查詢 

使用者可依需求由首頁直接點選功能列（紅框處）中的「藏品查詢」或直接於右

半部（藍框處）查詢欄位中輸入檢索詞。以下分述「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

的操作方式。 

 

一、簡易查詢 

 點選首頁功能列的「藏品查詢」。 

 

 輸入「查詢詞」，勾選「查詢範圍」，若僅需查詢「圖書」，則取消勾選「期

刊」和「期刊篇目」；若僅需查詢「期刊」和「期刊篇目」，則取消勾選「圖

書」。 

 「精確查詢」和「模糊查詢」的差異，即精確查詢模式中查詢值是以相連字

串檢索，例：以「圖書館自動化」進行精確查詢，將不會查出「圖書館流通

自動化」；模糊查詢則是將檢索值以近似詞的方式擴大檢索範圍，因此檢索

值中的每一字元不必同時且相連出現於同一欄位中，透過相鄰(proximity)

與加權的計算，檢索出所有可能相關的資料，如：檢索值為「電子圖書館」，

相關欄位中有「電子化圖書館」或「電腦化圖書館」亦可被檢索出來。因此，

其資料的顯示將依計算之相關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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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查詢詞「臺北」為例。 

 此為「書刊」（圖書+期刊）的查詢結果，呈「條列式」排序，並顯示結果

的筆數、頁數。 

 「每頁顯示╴筆」為下拉式選單，可調整為 20筆等結果顯示筆數。 

 「到第╴頁」亦為下拉式選單，可選擇到所需的頁面或直接點選「下一頁」

閱覽之後的書刊資訊。 

 

 若將查詢結果改為「簡目式」瀏覽，所顯示的資訊包括「資料類型」、「識

別號」、「正題名」（書名）、「創作者」、「出版項」以及影像縮圖。 

 點選書名即可閱覽該書目錄與全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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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期刊篇目」的查詢結果，呈「條列式」排序，顯示項目包含「期刊名

稱」、「卷期代碼」、「篇章名稱」、「創作者」、「刊期資訊」。 

 

 可點選瀏覽「簡目式」查詢結果，顯示項目包含「識別號」、「篇章名稱」、

「創作者」、「刊期資訊」、「出版日期」及影像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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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查詢 

 點選首頁功能列的「藏品查詢」後，選擇「進階查詢」。 

 

 點選「進階查詢」，輸入 1至 3個查詢詞，並選擇欲檢索的欄位項目，如題

名（書名）、作者、識別號、關鍵字、出版者、合集名稱、個人文庫、條碼

號、目錄、插圖圖說或選擇不分欄位。接著運用布林運算（and、or、not）

限制檢索條件。 

 依需求輸入「日期」、「查詢範圍」和「查詢模式」後執行檢索。 

 

 如欲查詢 1900年代至 1930年代霧社地區相關照片、明信片等圖像資料。輸

入查詢詞「霧社」和「寫真」，輸入日期「1900」和「1930」，勾選查詢範

圍為「圖書」和「期刊」後執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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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 4筆書刊資訊。點選所需書籍之書名（即正題名），便可閱覽該書籍目

錄與全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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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詢匯出 

可勾選查詢結果，列印或下載至個人電腦中，或 e-mail至個人電子郵件信箱，

以便日後查詢對照之用。 

 先全選或個別勾選所需圖書序號。 

 

 點選 e-mail。 

 

 填入電子郵件信箱，並選擇查詢結果格式（條列式、簡目、詳目），按下「確

定」，即可將所勾選圖書或期刊查詢結果資訊 e-mail至所填寫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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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歷史 

本系統於查詢欄位下方提供「本次查詢歷史」的功能，並列出「查詢條件」，

方便使用者瀏覽先前檢索的紀錄，有帳號的使用者，可點選「儲存於使用者專區」，

以便日後從此專區內再次瀏覽先前的檢索紀錄，如下圖所示。 

 

肆、聯絡我們 

  如在系統操作上有任何疑問與建議，或有帳號使用的問題，歡迎與本館聯絡。

聯繫方式如下。 

一、 於本系統點選「聯絡我們」，以將問題反應予館員處理  

二、 透過電話 02-2652-5350分機 6823，直接與本館聯繫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faq_quest.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