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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相關文獻、史料出版品一覽表 (簡介詳內頁說明) 

 

臺灣相關文獻、史料出版品 (簡介說明) 

      書          名 時   期 編 撰 者 冊數 定價(臺幣) 頁次 

一 臺灣史上的人物 1600-1943 楊雲萍著     1981     1 冊 定價 650 P2 

二 臺灣詩薈   1921-1925 連雅堂主編   1977 2 冊    2,100 P2 

三 譜系與宗親組織 1985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 2 冊    3,850 P2 

四 臺灣方志叢書 1696-1983 高拱乾等及各縣市編委會 1110 冊 2,913,385 P2 

五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 1948-1980 總統府公報室編 1981 150冊  268,800 P2 

六「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之立法院 1948-1986 彭樹勳著     1986 1 冊     1,600 P3 

七 臺灣地區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1976 諸家駿編     1976 1 冊     1,600 P3 

八 財政論文分類索引 1967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 冊     1,950 P3 

九 貨幣金融論文分類索引 1967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 冊     2,250 P3 

十 經濟論文分類索引 1967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2 冊     4,000 P3 

十一 中國地方文獻社團薈要 1985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編 1 冊   1,950 P3 

十二 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索引 1985 王寶先編     1975 3 冊     5,800 P3 

十三  中國學術年刊 1976,78,79 師大國文研究所編 3 冊    1,950 P3 

十四(臺灣)ブヌソ族の社會變動と傳統文化 1990 呂秋文著 (日文本) 1,300 P3 

十五 布農族的社會變遷與傳統文化      1990 呂秋文著 (中文本) 1,300 P4 

十六臺灣私藏家族及地方歷史資料 

     目錄 
2008 Ted A. Telford 主編; 

美國家族學會攝製收藏;  
3,200 P4 

十七 洪棄生先生遺書 1867-1929 胥端甫編輯   1970 9 冊    12,000 P3 

十八 抑盦詩詞集 1973 胥端甫著     1973 1 冊      750 P4 

十九 莊林續道藏  1973 初版 莊陳登雲藏 蘇海涵編 25 冊   43,200 P4 

廿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1960-90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50冊     92,500 P4 

廿一 三六九小報 1930-1935 趙雅福創辦    1980                  3 冊    8,650 P5 

廿二 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史料167種

* (馬關條約割讓始–二次大戰結束迄) 
1894-1945 

臺灣總督府 1941 及

各編撰者； 2003 重印 
256 冊 508,400 P5 

廿三 有關臺灣之西文譯著 Books on Taiwan in Western Languages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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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史上的人物  4711871495913 楊雲萍著  1981年初版           1冊   650  
作者執教于臺灣大學等學府，勤於筆耕人物傳記，本書收錄臺灣史上代表性人物 120人。始自

南明萬曆 1600年後，顏思齊、鄭芝龍父子、沈斯庵等，訖日本統治末期，如賴和、蔣渭水等一百
二十位影響臺灣歷史的人，用寫臺灣「人物」以延續臺灣的「歷史」。除關注社會、政治、經濟、
制度的歷史主題外，重視「人」的存在與歷史價值，乃是著者對臺灣史的必要貢獻。本書有附錄
四篇: (1)人人雜誌創刊前後 (2)蔣渭水先生之追憶 (3)楊爾康先生之追憶 (4)溪山煙雨樓詩存序。 

 
2) 臺灣詩薈 4711871496286  連雅堂主編                           2冊   2,100 

本書系自民國 13年 2月~14年 10月，共發行十二期 
臺灣詩薈發行於日據時期: 民國 13年 2月至 14年 10月共十二期、由連雅堂光生創辦與主編，
以當時臺灣之漢文廢墜已極、文化消沈，非藉高尚的文學鼓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而當時之臺
灣詩人輩出，詩社如林，乃集眾人之詩而刊之，則為一時盛事。 內容有詩鈔、詞鈔、文鈔、詩
存、文存、詩話、詩畸、謎卷等豐富無比，且每期刊登臺灣先賢遺稿和遺書，以闡發先賢之潛
光，資料珍貴對振興文化最具意義。臺灣詩薈刊行甚早，保存全套甚少，乃全套重印嘉惠士林，
書後並附臺灣詩薈作者簡介二百餘人。 
 

3) 譜系與宗親組織 4711871496293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編輯 1985 年  2冊 3,850 
本書分為四編，甲編收入陳大絡著中華民族融合歷程考述、楊緒賢著、臺灣區姓氏堂考、吳昆倫
著臺灣姓氏源流及盛清折、林恩顯教授等有關族譜方面之專論。乙編為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概
述。丙編為世界性宗親組織，記其源流、世系、宗祠、文獻及會務活動。丁編為臺灣地區各宗親
組織及活動情形。本書綱舉目張，古迄今脈絡貫通，取材國內省市地方亦遠及世界各角落，不失
為研究譜系學及民族關係史實，完整體系之資料。 

4) 臺灣方志叢書 兩期                          345種 1,110冊   2,913,385. 
 
第一期 102種                                          444冊     1,267,900元                   
臺灣方志含臺灣府志、臺灣通志稿、諸羅縣誌、臺灣縣誌、鳳山縣誌、淡水廳志、彰化縣誌、
澎湖廳志、噶瑪蘭廳志、恒春縣誌等 102種，收錄自康熙 35年(1696)高拱乾主修之臺灣府志
至民國 72年(1983)王建竹主修台中市志止，網羅三百年來(日治時期除外)新舊志，將其輯為
一編，為最完整的全套臺灣方志。 

第二期 243種                                          666冊     1,645,485元 
收錄日治時期明治 28年至昭和 17年(1895-1942). 即光緒 21年(1895), 中日甲午戰爭與日本
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戰敗為止，有關地方文獻所編之臺灣
志、地志、廳志、街莊志、紀要、要覽、風土記、案內、報告等。多屬方志性質，為日治五十
年之史實記錄，為研究臺灣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5)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  4711871496668 「總統府」公報室編     150冊  268,800 
      收錄自 1948-1980年; 1948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時期, 頒行憲令, 經普選產生國民大會, 

1948年 5月 20日 「總統府」在南京成立, 即日出版「總統府公報」, 後總統府遷移至台灣, 後
續在臺北印行, 總統有下列之職權: 1)依法公佈法律，發佈命令。2) 依法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
媾和之權。 3) 依法宣佈戒嚴及解嚴。4) 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複權之權。5) 依法任免
文武官員。6) 依法授與榮典。6) 依法發佈緊急命令。依此職權，總統實為法律、命令、締約、
任免官員之發佈任免者，而總統府乃政府之最高權力機構，國家一切最高決策及所有法令、規章、
人事，皆出自總統府。「總統府公報」者，即記載此類法令、規章、人事及一切出自總統府之檔。 
按「總統府公報」之體例，有下列各項:合 
1) 總統令: 包括指令、訓令、代電、函等，其中法令之公佈、規章之制定、人事之任免，皆依

原件轉錄。 
 2)  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議決、判令，皆載於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發佈檔之總錄。 
3)  部令: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屬各部之函電，皆錄於其中。 
4)  專載: 登錄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法。 
5)  特載: 登錄國民大會及其它有關機關之諮文、函牘等。 
6)  公告: 行政法院判決、公務員懲戒議決書等。7) 法令解釋。8)其他:如聘書、聲明、宣言、公告等。 
揆其體例，則「總統府公報」之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財政、法律、軍事之文獻，不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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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有最高之決策、法令、人事，記載靡遺，即如國籍之取得．歸化與註銷，公務員之獎、
懲與通緝，稅率表，社團之組織，行政法院判決書，更改姓名，著作物版權之登記、禁書之
發佈等，無不具載。據此，則「總統府公報」實為國家一切文獻之淵淵藪，乃當代史之原始
資料也。茲重印編為精裝一五 0 冊發行，以供國內外各圖書館暨國內各行政機構典藏參考之
需。 
 

6) 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之立法院 4711871494282 彭樹勳編 1986年初版   1冊 1,600 
本書作者供職立法院資料室三十餘年，就立法院之組織與會議及職權行使加以分析整理，分成
四篇，共二十二章四十萬餘言，第一篇為立法機關之溯源及其制度演變等，二篇為行憲後立法
院之組織與會議，三篇為立法委員職權之行使，四篇為立法程式。附錄有甲: 法規、乙:第一屆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姓名表、丙:立法院立法委員名單、丁: 參與資料，堪稱為完備的立法院史。 
 

7)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4711871492943 諸家駿編   1976年 1,600 
 

8)  財政論文分類索引 4711871492998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967      1冊    1,950 
 

9)  貨幣金融論文分類索引 4711871493018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967      1冊    2,250 
 

10) 經濟論文分類索引 4711871493001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967         2冊     4,000 
上列三類索引均收錄期刊自 1945至1965年, 以臺灣發行之中文期刊為主 及少數海外發行之期刊，搜羅
完備; 本體以論文篇目按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一文內容涉及二類以上者，則分別於各類互見並附著者、
篇名索引, 內容記載有篇名、著譯者、期刊名稱、卷期頁次及出版日期，出處查檢方便 
 

11) 中國地方文獻社團薈要 4711871496309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編輯 1985年 1冊 1,950 
以在臺灣設立之地方文獻學會資料、各省市文獻在臺灣之社團及臺灣本地之文獻社團各縣市文
化中心等，依其創立緣起、成立經過、組織概況、會務活動、出版文獻座談、研究之內容撰寫。
並附史事紀要、旅台鄉賢傳記、同鄉會簡介及重要圖片。 
 

12) 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索引 4711871492936 王寶先編 1975 3冊   5,800 
編者任職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館員數十年，對館藏之部居、類別、行
列位置、瞭若指掌、一索即得、有活書目之稱先生當之無愧，著有歷代名人年譜總目等，並就臺
灣學術機構所藏叢書書目、子目索引之編篡， 而成此巨著，本索引收叢書一千五百餘部約書目
有四萬餘種，首列書名卷數，次列叢書條目及說明，附作者索引，備筆劃檢字表及叢書目錄、藏
書地點以利查索。 

 
 

13)  中國學術年刊 471187149742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第 1至 3期 1976-79; 3冊 1,950 
 

14) (台灣)ブヌソ族の社會變動と傳統文化 呂秋文著 (日文本) 1990      1,300 
 
15)  布農族的社會變遷與傳統文化  4711871496323  1990  呂秋文著          1,300 
 
16)  臺灣私藏家族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 4711871492912  2008            3,200  

 
17) 洪棄生先生遺書  4711871496330 胥端甫編輯 1970年刊本       9冊  12,000 

洪棄生學名一枝字月樵又字棄生，臺灣鹿港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卒於民國十八年。光緒二十
一年臺灣割與日本，遂絕意仕進不再內渡赴考，潛心于詩古文辭，為淪陷後臺灣國學界之魯靈、
光殿，身居棄地危言危行，挖揚風雅鼓舞民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其作品
經搜集可歸成三類:(前國語日報社社長 台大教授洪炎秋之父) 

一 詩詞類: 謔蹺集 7卷、披晞集 7卷、寄鶴集 9卷補遺 1 卷、八州詩草 5 卷、試帖詩集 1 卷、
詞集 1卷，文辭沈麗，筆調清新，詠歎興亡、自抒悲憤之倚，彌漫其間。 

二 文史類: 詩話 7卷、駢文稿 3卷補遺 3卷、古文集 3卷、補遺 3 卷、書劄 1卷，制義文 1 卷，
其書劄、策論、帖括等文兼流暢，論詩品、斷史實等貶褒公正。 

三 記述類: 八州遊記 12卷，記其遊歷中原八省之見聞、趣礦。瀛海偕亡記，記臺灣被割據後，
保台抗日之經過。中東戰記 1卷，中西戰記 2卷，記清光緒十年，中日為朝鮮，中法為安南，
構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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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此書之特色實具兩端:(1) 就文學的欣賞，可領略到詩人感時之悲，痛亡國之憤，壯士
捐驅之慨，氣吞山河之勢。  (2)就史料的記述，可瞭觀臺灣被割據前後之重大史實，進而洞
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18) 抑盦詩詞集 4711871496347  胥端甫著         1973年初版        1冊     750 
著者四川鹽亭人，字抑盦，自幼銳志於學，稚齡諷誦，見稱鄉人，自四川大學中文系畢後，歷任
軍政官職，自川而湘、而鄂、而蘇、而中州、陝甘、而臺灣，以生當亂世，家難國難交其肺腑，
寄以歌吟時有驚人之句，傳誦朋僚，有鴻爪集、抗戰從軍集、南平墾殖集、西北集、瀛洲集、陽
明山莊集、苓山精盧集共十一卷，詩詞一千五百餘首，自成一家。作者另有著作詩史與世運，劉
銘傳史話，劉銘傳抗法保台史，芝山藝談錄，臺灣文學藝術史稿等。 

 

19) 莊林續道藏 4711871494190  莊陳登雲守藏 蘇海涵編輯 1973 初版 25冊  43,200 
莊林續道藏為臺灣北部地方(台中以北)道長莊、林兩大家族所守藏，為服務信眾所用之法事科儀
手錄，依其儀式可分為四部份: 1. 金錄:為作醮時敬天祈福儀式  2.黃錄:為辦理喪葬法事科儀. 
3.文檢及秘訣亦稱玉訣: 科儀規則，敘錄秘傳正統的紅印道教儀式; 4. 神霄及盧山:依自然的通 
俗儀式，這是來自非經典規範的作法，同時被視為邪派之儀式。北臺灣道眾將道教分為兩派，即
依其為生者或往生者提供之法事性質之不同或以祈禱、符咒、驅邪及治病或作喪葬之科儀之不同
而分為烏頭與紅頭派。  
本道藏收錄有: 金錄:五朝醮事有百神登科、祝聖科儀等五十卷；黃錄:喪事之靈寶頒赦、過橋、
請庫科儀等十九卷; 文檢、秘訣: 茅山咒訣等十卷; 小法: 閭山秘訣、解蓮妙經等二十五卷，為
道教科儀寶錄。 

 

20)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4711871498518                 50冊  92,500     

     臺灣五○至八○年代土地利用、農業發展及經濟政策報告資料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臺灣土地利用及農業經濟發展，乃二十世紀開發國家的典範。蕭錚博士主持的「中國地 
政研究所」及其前身「地政學院」的研究、調查，及其所訓練的人員，實肩負了重要的 
角色。 臺灣有關土地立法、政策、地權、徵收、地價、地稅、金融、行政及農業金融、 
農地利用、農業經濟、市地利用、工業用地等層面，作深入的探討並加以分析及研究， 
此一歷史性文獻的編印，足資政界及學術研究機構利用，洵為研究臺灣農業及經濟史寶貴 
資料。其主要內容有七大類八十種，如下： 

 
1. 土地立法及土地政策類 ( 2種) 

殷章甫: 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之研討;       陳鬱芬:都市平均地權實施績效之評估 
 

2. 地權及土地徵收類 ( 6種) 
劉幹雲: 高雄縣土地所有權分配調查研究;     陳國棟: 新竹縣地權異動調查之研究 
塗義光: 土地徵收之比較研究;               趙達文: 土地徵收與補償之研究                          
黃志偉: 臺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研究; 金湘泉: 台中縣減租後糾紛案件之研究  

3. 地價及地稅類 (16 種) 
王杏泉: 桃園縣地價研究;                   薑  濤: 台中市近十年來地價變動之研究 
侯  鈞: 臺灣省三年來地價變動因素的研究:    陳聰周: 臺灣農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施行諒: 苗栗雲林二縣農地地價研究;         楊蔭華: 臺北縣農地價格之研究 
林中森: 臺北市地價問題之研究;             吳  村: 臺北市土地公告現值之研究 
汪孝先: 臺灣省都市土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鄭宏南:臺灣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研究 
梁義文: 臺灣田賦制度之研究;               單光義: 臺灣田賦改課地價稅之研究 
林肇家: 臺北市空地課稅之研究;             林祖鬱: 工程受益費之理論與實務 
黃榮長: 土地增值稅問題之研究;             洪鐘毓: 高雄縣農家負擔之調查研究  

4. 土地金融及農業金融類 ( 6種) 
紀  偉: 臺灣土地銀行推行土地金融業務之研究; 李育志: 臺灣農貸之分析 
陳金鑫:不動產抵押貸款之研究;              胡寬性:臺灣地區土地債券發行情形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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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鈞慶:臺灣農貸之研究;                    吳福榮：臺灣舉辦農業保險之研究  

5. 農地利用及農業經濟類 (26種)  
林錦煌: 臺灣農場面積與人力利用;           蕭輔導:代耕與擴大農場規模關係之研究    
張樂群: 臺灣農業共同經營之研究;          吳筱惠:臺灣耕地碎割問題及其對策之研討 
李博興: 農民對擴大農場規模意願與方式之分析研究;  張文水: 改進臺灣農場經營面積之研究 
李文德:臺灣農業發展與農業機械化之研究;       陳銘福:臺灣農業機械化與農村經濟建設之研究 
林竹山: 如何運用農會組織以推行農業現代化之研究;  黃聲鐘: 木柵鄉農家收益研究    
陳山森: 臺灣農家所得偏低之研究;          張新慶: 澎湖農家經濟分析 
徐明濃．新店溪下游集水區農家經濟分析;    趙抗生: 臺灣農林邊際土地整理與利用 
邱遍椒: 臺灣農地廢耕問題之研究;          鄭天章: 臺灣海埔地開發之研究   
吳容明: 臺灣山坡地開發之研究;             陳麗紅: 農地變更使用之研究   
韓 幹:土地資源鑒識與農場經營之土地利用;      張芬芬:改善雲林沿海地區農業經營方法之研究 
彭傑士:臺灣土地改革後米谷增產與米價之研究;  陳強:桃園縣新福圳灌溉計畫之經濟研究     
吳昌明：大湖鄉人力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紀聰吉: 農村工業區編定與開發之研究 
林思生: 竹山工業區對附近農場經營結構變動之研究; 梁芳男:臺灣省農村社區建設之研究  

6. 市地利用及工業用地類 (14種) 
許 松:臺灣住宅問題之研究;              黃榮峰: 臺灣地區國民住宅未來發展途徑之研究 
黃榮村: 臺灣地區土地使用編定之研究;    陳嘉峒:住宅問題與政策的研究 
洪再利:臺灣現行市地重劃問題之研究;       魏獻俊:從人地關係的長期趨勢分析臺灣都市更新的重要性 
吳慶玲:市地重劃與細部計畫應如何配合之研究;  張泰煌: 臺北市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 
黃正義: 臺北市社區建設之研究;         楊盤崇:農業社區住宅用地重劃與住宅更新之研究 
江啟勳: 屏東縣裏港鄉鄉村綜合發展之研究; 褚明典:臺灣地區現階段工業區開發之研究 
宋清泉:臺灣工業用地之分析研究;          張草堂:臺灣觀光資源開發之研究  

7. 土地行政類 (10種)) 
陳志熹: 臺灣土地登記之研討;              劉金標:臺灣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研討 
謝福來: 臺灣土地登記業務簡化問題之研究;  王瑞棟: 臺灣未登記土地清理之研究 
吳明鴻: 土地登記興強制執行之研究;        吳火焜 :臺灣公有土地管理之研究 
楊祖憲: 土地行政機關組織改進之研究;      張元旭: 我國地籍制度之研究 
陳櫻鶯: 臺灣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研究;        謝吉欽：不動產服務制度之研究 
 

21) 三六九小報  4711871497412 趙雅福創辦 1930-1935,         3冊   8,650 
臺灣日治時期發行的報紙，趙雅福創辦，昭和五年九月九日創刊至十年九月六日止，為每逢三、
六、九日出刊的三日報，共出 479期(1930~1935，民國 19年~24年)，內容有時事、史跡、筆記、
雜狙、文藝、文宛、長短篇小說、詼諧之民族雜說如諧鋒、噴飯錄、鬼話、花叢小記、古香雜
拾等，知識教育性者有台語講座、童話、警世短篇、評古錄等。以燦爛的文字致力托意於詼諧
語中，諷刺朝政，見未見之奇文，聞所末聞之軼事，堪為當時罕見的時代佳作，廣為流傳的民
間食糧"三六九小報 

 
-----  ⊙ ----- 

 

22) 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史料 167 種(1895-1945) 第 34 至 167 為新出版者  

256 冊  總定價 508,400 
       

◆ 清廷甲午戰敗 簽署馬關條約割地賠款 臺灣淪為殖民統治之史實  
光绪二十一(1895)年, 清廷甲午戰敗後, 派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等簽訂馬關

條約，割讓台澎等，日本開啟了五十年之統治，至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日本戰
敗訖。 在此期間台灣併入日本版圖，初始日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統帥陸軍近
衛師團佔領， 台灣人民成立台灣民主國獨立，組義勇軍抵抗未果，日本領台後，
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始政，在五十年期間,有關日本帝國總督府之統治政策及
建設,前二十年「始政時期」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1895-1915), 次為「同化時期」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95%E5%B9%B4


 6 

(1915-37); 末實施「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45)等。相關台灣人民之動態,諸如: 
台灣知識份子之覺醒；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民報及各報刊之出版; 台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成立; 台灣人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 台灣
農民運動, 勞工運動,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台灣, 台灣的蛻變等.本公司採掘珍貴
相關史料,整理重印出版,以利台灣史之研究,嘉惠士林及關心的讀者,善莫大焉。 

 

編號   書 名「各書簡介在第 6 頁後續…」       總價台幣 508,400;   單種 台幣 
 
◘政治、經濟、年鑑、官方出版品之屬 

1 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 台灣總督府編纂, 昭和16年 (1941)刊本.       2冊 3,300 

2 台灣大年表;緒方武歲編  昭和 13年(1938)刊本  1,450 

3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台灣日日新報社編纂 台灣總督府發行 大正10年(1921)刊本  1,150     

4 台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 台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纂 昭和19年(1944)刊本  1,150 

5 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首任) 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纂  昭和11年(1936)刊本 1,950  

6 台灣歷代總督之治績 杉山靖憲著 大正 11年(1922)刊本  1,450 

7 台灣統治關係議會獅子吼錄 台灣制度研究會編纂 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8 台灣の農民運動 宮川次郎著 昭和 2年(1927)刊本  1,450 

9 台灣裏面史 大園市藏著  昭和 11 年(1936)刊本 1,700 

10 台灣地方自治法制、自治要求運動 原幹洲著 昭和 7 年(1932)刊本 2,750 

11 台灣地方自治 佐伯迪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150  

12 台灣自治名鑑 台灣廣友會編纂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800 

13 台灣教育の進展 佐藤源治著 昭和 18(1943)年刊本 1,550 

14 台灣同化策論 柴田廉著作 大正 12年(1923)刊本 1,450 

15 高砂族之教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 昭和 19 年(1944)刊本 1,150 

16 噫霧社事件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5 年(1930)刊本 1,150 

17 台灣開發誌 古川松舟 小林小太郎合著 大正 4年(1915)  1,450 

18 台灣貿易史 林東辰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450 

19 台灣經濟年鑑 吉川精馬編 大正年 14(1925)刊本 2,400 

20 台灣會社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 16—18年(1941—43)版          3冊 6,300 

◘人物、傳記等 

21 評論台灣之官民 橋本白水著 大正 13年(1924)刊本 1,950 

22 台灣之事業界と人物 橋本白水著 昭和 3年(1928)刊本 2,100 

23 台灣之新人舊人 田中一二編 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24 台灣人物評 林進發著 昭和 4年(1929)刊本 1,450 

25 台灣統治者と其功勞者 橋本白水著  昭和 5年(1930)刊本 1,950 

26 南台灣之寶庫及人物 間鳥三二編 昭和 6年(1931)刊本 1,450 

27 台灣經濟界の動きと人物 林進發著 昭和 8年(1933)刊本 1,450 

28 台灣官紳年鑑 林進發編纂  昭和 9 年 (1934)刊本 2,100 

29 新台灣之事業界 屋部仲榮編纂 昭和 11 年(1936)刊本 1,450 

30 台灣人士之評判記 住屋圖南著 昭和 12 年(1937)刊本 800 

31 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 太田肥洲編  昭和 15年(1940)刊本 2,400 

32 台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7年(1942)刊本 1,800 

33 台灣人事異動輯覽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8年(1943)刊本 1,150 

◘ 政治、官方出版品之屬 

34 明朝より伊澤時代まで(明朝至伊澤時代/第五任總督)永岡芳輔編著大正14(1925)年刊本       2,900 

35 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平定記」杉浦和作撰著 昭和 7(1932)年刊 1,200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1.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1.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99.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91.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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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清役台灣史 枠本乙吉編著 昭和 5(1930)年刊本 1,750 

37 近 近衛師團「台灣征討史」 大槻正秋編纂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850 

38 北白川宮(近衛師團長) 稻垣其外編著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12(1937)年     2冊 4,500 

39 兒玉源太郎(第四任總督) 宿利重一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900 

40 佐 佐久間台灣總督治績概要(第五任總督)台灣總督府編纂 大正4(1915) 850 

41 宮尾舜治傳 黑谷了太郎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500 

42 鶴駕奉迎之記 宮崎健三編纂 台灣新聞社發行 大正 12(1923)年      16開大本 1,900 

43 台灣御成記念「伏見宮殿下、梨本宮殿下奉迎記」柴山愛藏編纂 昭和9(1934)年 1,250 

44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阪上福一编辑昭和14(1939)年刊 2,200 

45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會誌 鹿又光雄編輯 昭和14(1939)年     16開 3冊 11,100 

46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誌臺灣博覽會協贊會編昭和14(1939)   16開大本 4,500 

47 臺灣を代表すふもの(臺灣代表之物產)遠藤東之助編纂 昭和10(1935)年        2冊 5,800 

48 戰後の南支南洋と臺灣(戰後的華南南洋與臺灣)吉川精馬著大正11(1922)年刊16開大本 4,350 

49 東亞長期建設國策と臺灣 大園市藏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1,200 

50 台灣の使命 (台灣之使命)屋部仲榮編 昭和 7(1932)年刊本 1,400 

51 台灣島民に訴ふ(訴諸台灣島民)唐澤信夫著 新高新報社發行 昭和10(1935)年刊 1,850 

52 官公吏通義 瀨戶山兼斌編著 台灣法制研究會發行 昭和 8(1933)年 2,600 

◘傳記、回憶錄、人名錄 

53 鄭成功 稻垣孫兵衛編著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 4(1929)年刊本 3,150 

54 臺灣官紳年鑑 林進發編輯 民眾公論社發行 昭和 7、8(1932-33)年刊本            4冊 6,800 

55 台灣人士鑑  興南新聞社編纂(十週年紀念版) 昭和 18(1943)年刊本    16開大本 3,850 

56 今次の臺灣と人物(現在的台灣與人物)名嘉真武一著 昭和12(1937)年刊本 1,050 

57 辜顯榮傳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 發行 昭和 14(1939)年刊本 3,050 

58 在台三十年  三卷俊夫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4,800 

59 臺灣四十年回顧 內藤龍平編著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500 

◘通史、專門史   
60 台灣史蹟 原幹洲著 拓務評論台灣支社發行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61 台灣古代文化の謎石坂莊作著 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昭和 10(1935)年刊本 650 

62 台灣地名研究 安倍明義編 蕃語研究社發行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200 

63 台灣之交通 柴山愛藏編纂 台灣交通研究發行大正 14(1925)年 2,450 

64 臺灣の交通を語る(台灣交通記實)羽生國彥編纂 昭和 12(1937)年刊本 3,050 

65 臺灣郵政史 藤井恭敬著 臺灣總督府通信局發行 大正7(1918)年刊本 2,750 

66 台灣衛生概要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編纂 大正 2(1913)年刊本 3,200 

67 台灣衛生年鑑 佐藤會哲編纂 台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法律、法規 

68 民法對照台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 萬年宜重編纂 昭和 6(1931)年刊本 2,000 

69 臺灣刑事司法政策論 上內恒三郎著 大正 5(1916)年刊本 2,900 

70 水利關係判例集 喜多末吉編輯 台灣水利協會發行 昭和11(1936)年 1,450 

71 臺灣の事業人と土地(台灣企業經營者與土地)金高佐平編纂 昭和6(1931)年 2,000 

72 稅務其他の常識 野木傳之助編纂 新台灣社發行 昭和 8(1933)年 2,100 

◘都市、地區建設、震災 

73 台灣都市計畫講習錄 台灣都市計畫講習會 昭和 12(1937)年        2 冊   4,200 

74 地方都市事業紹介 松田浩編 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 12(1937)年        16開大本  1,600 

75 新興台灣の工場を視る(台灣新興工廠之巡禮)高雄篇 稻岡暹編 昭和11(1936) 1,050 

76 台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纂 大正 15(1926)年 16開大本  2,750 

77 基隆築港誌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 大正 5(1916)年        16開 3冊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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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基隆築港誌圖譜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 大正 5(1916)年   16開大本   3,850 

79 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 片山清夫編纂 昭和 11(1936)年 2,200 

80 高雄港勢展覽會誌 高雄港勢展覽會編纂 昭和 6(1931)年 1,550 

81 芝山巖史 鳥居兼文編 芝山巖史刊行會發行 昭和 7(1932)年 2,350 

82 台灣鐵道台東線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編 大正 6(1917)年 1,450 

83 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 台中州編 昭和 11(1936)年 2,200 

84 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 新竹州編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冊   5,600 

◘原住民相關 

85 台灣「番界」展望 鈴木秀夫編 理蕃之友發行 昭和 10(1935)年    16開大本 2,050 

86 台灣「番人」事情 台灣總督府編 明治 32(1899)年刊本         16開大本 2,250 

87 「生蕃國」の今昔 入澤滲編 臺灣蕃界研究會發行 大正 11(1922)年 2,600 

◘民間論述、輿情 

88 事變と台灣人 (事變與台灣人)竹內清著 昭和 15(1940)年刊本 1,800 

89 人と閥 (派閥人物)泉風浪著˙南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90 筆戰十五年 橋本白水著˙南國圖書刊行會發行  昭和 3(1928)年 1,950 

91 新聞人の見たる台灣 (新聞人所見之台灣)間島二三編著 昭和 6(1931)年 1,800 

92 時局の臺灣を描く(台灣時局之淺描)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3(1938)年刊 1,050 

93 時局と台灣 (時局與台灣)屋部仲榮編著˙民眾事報社發行 昭和8(1933)年 1,550 

94 黎明の台灣 唐澤信夫著˙新高堂書店發行 昭和 2(1927)年刊本 1,450 

95 光榮の台灣 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10(1935)年 1,350 

96 榮ゆる台灣 (台灣之榮耀)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 9(1934)年刊本 2,400 

97 台灣吾見たリ (我所見之台灣) 宮地硬介著 新高堂發行  昭和 6(1931)年 1,400 

98 僕の見た台灣●樺太 (吾所見之台灣及譁太/庫頁島) 小生夢坊著 昭和10年 1,200 

99 再認識の台灣 小生夢坊著 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昭和 12(1937)年 1,050 

100 趣味の台灣 宮川次郎著 昭和16(1941)年 750 

101 新台灣行進曲 北村兼子著 昭和 5(1930)年 2,000 

102 樂園台灣の姿 貞包隆造編纂 麗島出版社 昭和 11(1936)年 1,650 

103 新制度之台灣 伊藤彩抱編著 大正 15(1926) 年刊本 2,200 

104 台灣祕話 御大典記念枠本誠一著 日本及殖民社發行 昭和 3(1928)年 1,450 

105 明朗台灣を語る(台灣之美)柴山愛藏編 昭和新報發行 昭和 12(1937)年 1,250 

106 中部台灣を語る(台灣中部記實)泉風浪著 南瀛新報社發行 昭和 5(1930) 1,450 

107 ヵメラから見た台灣 (照相機記錄台灣)幸田春義等編 昭和4(1929)年  大本 900 

108 台灣學生雄辯集 唐澤信夫編 新高新報社發行 昭和 5(1930)年 1,000 

109 南の枝 庄司總一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昭和 18(1943)年 1,350 

◘鴉片專題 

110 極東阿片問題(遠東鴉片問題)赤松佑之編輯 國際聯盟協會發行 昭和8(1933)年 1,500 

111 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昭和 6(1931)年 600 

112 阿片の認識 荒川淺吉編輯 臺灣專賣協會發行 昭和 18(1940)年 1,500 

◘ 經濟、工商產業組織等 

113 台灣產業大觀 林進發編著˙民眾公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 2,200 

114 台灣產業組合史 澀谷平四郎編˙產業組合時報社 昭和9(1934)年 2,350 

115 台灣產業組合年鑑 澀谷平四郎編 台灣產業經濟調查所 昭和12年           2冊 3,400 

116 台灣之產業及其取引 佐佐英彥著 台南新報社 昭和3(1928)年              2冊 3,500 

117 台灣產業之批判 大園市藏著 台灣產業之批判社 昭和 2(1927)年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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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台灣產業之實相 久山文朗編 昭和 7(1932)年 1,900 

119 台灣產業問題管見 今村義夫著 台南新報社發行 大正13(1924)年 2,050 

120 台灣地方產業報國 屋部仲榮編 昭和 14(1939)年                 16開大本 1,200 

121 台灣殖產年鑑 畠中正行編˙台灣與海外社發行 昭和13(1938)年            2冊 3,150 

122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 事業概況 櫻田三郎編輯 昭和十五(1926)年(16開) 1,950 

123 台灣拓殖會社的誕生-台拓設立經過之議事秘錄 伜本誠一編昭和 11(1936)年  2,200 

124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 宮崎健三編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125 對岸事情與台灣之產業 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0(1935)年   800 

126 事業界與內容批判 熊野城造編 事業界與內容批判社 昭和4(1929)年 2,550 

127 台中州下產業組合要覽 佐藤眠洋編˙台中出版協會 昭和7(1932)年 2,700 

128 台灣經濟年報 平山勳著 台灣經濟調查所 昭和 7(1932)年 1,450 

129 戰時下的台灣經濟  林佛樹編 昭和 14(1939)年 1,250 

130 台灣經濟政策論 久保島天麗著 大正 9(1920)年刊本 1,400 

131 台灣經濟之基礎知識 林佛樹編纂 台灣經濟通信社 昭和13(1938)年 2,500 

132 對台灣經濟界之展望 林進發著˙民眾公論社 昭和 7(1932)年 1,700 

133 台灣最近之經濟界 劉天賜著 台灣經濟界社 昭和 8(1933)年 1,450 

134 台灣經濟問題之特質與批判 陳逢源著 台灣新民報社 昭和8(1933)年 1,400 

135 台灣經濟叢書 竹本伊一郎編纂 昭和 8-17(1933-1942)年        10冊 17,300 

136 台灣之金融  高北四郎著  昭和 2(1927)年刊本 1,550 

◘農業類 

137 台灣農業論 梶原通好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100 

138 台灣米穀經濟論 川野重任著 昭和 16(1941)年刊本 2,050 

139 台灣米研究 江夏英藏著 台灣米研究會發行 昭和 5(1930)年刊本 2,050 

140 台灣米穀年鑑 上野幸佐、蒲田丈夫著 大正 12(1923)年刊本   16開大本 3,000 

141 台灣食糧年鑑  林肇編纂 昭和 20(1945)年刊本 2,050 

142 台灣的糖業  佐藤政藏著 台灣產業評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750 

143 台灣糖業之實際  藤井鄉川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300 

144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 伊藤重郎編  昭和 14(1939)年本      16開 2冊 6,400 

145 台灣糖業年鑑  杉野嘉助編纂 昭和 3,5(1928,1930)年刊本       3冊 6,100 

146 砂糖年鑑 山下久四郎著 日本砂糖協會 昭和10,13,15(1935,38,40)年版              3冊 6,300 

147 台灣青果年鑑  台灣青果研究會編纂 昭和七年版(1932)年刊本 2,050 

148 台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佐佐木舜一著 大正 13(1924)年刊本 2,200 

◘專賣類 

149 台灣專賣事業要覽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350 

150 台灣專賣事業年鑑(人物篇) 鼻中泰治著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400 

151 台灣鹽專賣志 松下芳三郎編纂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發行 大正14(1929)年刊本     16開2冊                           5,900 

152 布袋專賣史  石永久熊等編纂 昭和 18(1943)年刊本 2,750 

153 專賣制度の台灣の酒 杉本良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冊 4,200 

154 專賣台北支局總覽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支局著 昭和10(1935)年刊本    2冊 3,650 

155 台灣專賣事業年鑑 鼻中泰治編纂 昭和11-16,18(1936-41,43)年刊本     12冊 19,200 

◘年鑑、年報、名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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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台灣年鑑 田中一二編  昭和五(1930)、十八(1943)年版         2冊 5,200 

157 台灣株式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 6-7(1931-32)年刊本         2冊 4,600 

158 台灣會社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台灣經濟研究會發行              6冊 
                       昭和 9-11,13-15年(1934-36; 1938-40)刊本 

14,400 

159 台灣銀行二十年誌 台灣銀行編纂發行 大正 8(1919)年 (16開)     2冊 5,600 

160 台灣銀行四十年誌 名倉喜作編纂 發行  昭和 14(1939)年(16開)     2冊 6,000 

161 台灣銀行會社錄 杉浦和作編 昭和 9,11-16(1934,1936-41)年刊本          7冊 17,150 

162 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千草默仙編 高砂改進社發行 昭和 3,7,9-18      24冊 
                                       (1928,1932,1934-43) 年刊本 

44,400 

◘ 鐵公路運輸類 

163 台灣鐵道旅客運賃總覽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 16、18(1941、43)年版      16開2冊                            6,800 

164 台灣鐵道旅客運賃表武澤贇太郎編  昭和 20(1945)年刊本      16開本 1,700 

165 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總覽武澤贇太郎編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       16開  2冊                                                      6,400 

166 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等級表 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       2冊                             2,600 

167 台灣私設鐵道乘合運賃表  武澤贇太郎著 昭和 19 (1944)年刊本 900 

 
1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 4711871495951台灣總督府編纂,昭和16年(1941)刊本.  2冊 3,300   

本書係台灣總督府為《警察沿革誌》別篇而編纂，其目的有二、一為編纂台灣統
治史或《警察沿革誌》提供重要資料，二、作為涵養警務人員有關台灣統治或警察事
務識見的教材。本書輯錄了統治台灣後至昭和 14年 (1895—1939)有關台灣政務之詔
敕、令旨或統治台灣應參考的詔敕、令旨；其次，為歷代台灣總督、警務局長發布的
蒞任訓示、施政方針、離任告辭，以及在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地方長官會議、警察會
議、警察講習會上的訓示、諭告、講辭；再者，為有關維護官紀之訓達及有關時務之
隨時發布的聲明、警告；末則為台灣總督、民政長官、總務長官、警務局長、《台灣
日日新報》在元旦、「始政紀念日」的感言。此外，本書目次上按編年序列，下則為
分類索引。本類纂為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官方文獻之重要彙編，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政
治史必備的工具書。 

 
2台灣大年表緒方武歲編 4711871495968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13年(1938)刊本    1,450  
      本書「正編｣始自明治 28 年(1895)5 月，馬關條約)清、日兩帝國換文生效，以迄昭和
13年(1938)6月之編年體大事記，內容包括：皇室、政治、經濟、教育、衛生、軍事、宗教、
出版、藝術、人事等要項之 15,000 餘條大事，每年末並附有當年台灣總督府及地方重要文
武職官表。書首列有大事記之「前編｣，從中國史籍中抄錄秦始皇 28 年至清光緒 21 年各代
有關台灣之大事。書末則附有分類索引，共分為 46大類，檢索堪稱便利。 

 
3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4711871495975台灣日日新報社編纂 台灣總督府發行 大正10年(1921)刊本     1,150   
      大正 9 年(1920)，台灣總督府變更地方自治制度，行政區由原來的十二廳改為五州二
廳，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花蓮港廳、台東廳。配合此一制度改變，
地名亦多所更動，因不熟悉新地名所衍生的不便之處甚多，為此作者特將新、舊行政區畫及
地名編纂對照表。再者，本書亦收錄各州廳警察管轄區域。書末附有<總督府地方官制>、<
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市街庄稅規則>、<戶稅規則>等法令。 

 
4 台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4711871495982台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纂 昭和19年(1944)刊本   1,150        

本便覽係依各警察官署所提出之資料編纂，以利警察官署掌握戶政事務。本書依五州三廳，
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澎湖廳之行政區畫編纂，
下列轄下之警察署、郡、支廳，再下則列所轄派出所、駐在所管轄區域之大、小字名。本書為
警察官署的內部機密資料，且為昭和 19年(1944)所出版之少數書籍之一，頗具參考價值。 

 
5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 4711871495999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纂 昭和11年(1936)刊本  1,950  

為慶祝日本治台四十年，台灣總督府特別舉辦記念博覽會，「博覽會協贊會」亦發起為
領台前征台有功的西鄉從道侯爵樹立紀念碑及樺山資紀伯爵建立銅像，同時亦出版此書以緬
懷二人功業。本書除記述明治 7 年(1874)「征蕃之役｣，藉琉球藩民於明治 4(1871)年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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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恆春被殺害為由，攻打恆春車城、石門、牡丹社等地的戰役，亦編入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長
山中樵所撰寫的西鄉從道(時任中將蕃地事務都督)、樺山資紀(時任少佐分營長)之小傳。書
末資料篇則收錄東京日日新報社隨軍記者的報導(28 封信)、蕃地事務局編纂的<處蕃提要
>、<處蕃旨趣書>、<樺山資紀台灣記事>(明治 5年 7—7 年 12 月)、<征蕃關係文獻目錄>、<
征蕃戰死者名簿>等資料，為研究牡丹社事件不可或缺的彙編資料。 

 
6台灣歷代總督之治績4711871496002杉山靖憲著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發行 大正11年(1922)刊本   1,450  

本書係日本派任台灣前八任總督(明治 28年—大正 8年，1895—1919年)的治績史，介紹
各任總督的施政方針及重要治績，如：樺山資紀總督以武力平台、舉行始政式、發布領台聲明、
確立行政組織等；桂太郎總督的委任立法、建立郵政電信體系等；乃木希典總督的三段警備制、
紳章制度、改革官制等；兒玉源太郎總督確立民政、蕩平強盜、完成財政獨立、設立台灣銀行、
建立專賣制度、土地戶口調查、整理大租權、樹立糖業政策等；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理蕃事業、
修築高雄港、基隆港、設立中央研究所、經營阿里山森林等；安東貞美總督舉辦「勸業共進會」、
推動華南南洋政策、經營八仙山、濁水溪森林事業等；明石元二郎總督制定台灣教育令、日月
潭水力發電中部海岸線道路等；田健治郎總督的改革地方制度、推動內台共婚、內台共學、設
置總督府評議會等。本書載記詳盡，為研究日人治台前期統治史的寶貴資料。 

   
7台灣統治關係議會獅子吼錄 4711871496019台灣制度研究會編纂 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本書抄錄自日本貴族院、眾議院兩院之<速記錄>，內容為集結涉台重大議題之議員質詢
及政府答辯，時間橫跨明治(Meiji)29年至大正 10年(1896—1921)，編者共收錄 28 個主題，
包括：六三法起源、六三法繼續、六三法違憲、全權委任總督、委任立法是例外、台灣特別
會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奉祀、台灣住民處分、台灣經營方針、強盜鎮壓、芝山巖事件、同
化問題、文官總督、領台目的、台灣定位等治台政策的質詢與答辯。其次，亦有涉及經濟層
面之主題，如：彩票問題、日糖事件、砂糖政策、製糖會社逃稅問題、阿里山森林官營矛盾、
樟腦專賣)等。從質詢與答辯中，可以顯見日本政府與各方勢力角力下形成對台政策的過程。 

 
8台灣の農民運動宮川次郎著 4711871496026 拓殖通信社支社發行 昭和 2年(1927)刊 1,450        

本書共分為七編，第一編敘述經歷「治警法違反事件」、文化協會運動、台政革新會等
的鼓吹，轉至台灣民眾黨、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等具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第二編敘述受到華南
「廣東香港大罷工」的影響，台灣亦出現台灣鐵工所、營林所、台北印刷工等團體性的勞工
抗議事件。第三編、第四編則討論農民組合、「三菱造林事件」等農民運動的經過，以及「林
糖事件」對糖業發展的影響。第五編、第六編敘述佃農問題及改善之道，同時介紹協調地主、
佃農權益的「業佃會」。第七編敘述由武官總督轉向文官總督後，出現庄協議員辭職、商工學
校學生罷課、《台灣民報》批評等官威下降的事件。書末並附述華南排外勞工運動的概況。作
者為新聞記者，揭露頗多秘辛，為日人筆下的台人政治社會運動史，饒富趣味。 

 
9台灣裏面史 4711871496033 大園市藏著 日本殖民地批判社發行 昭和 11年(1936)刊本  1,700      

本書係著者的研究調查報告，時間自台灣割讓問題始，至第四代兒玉源太郎總督時代止。對特
殊個案之研究調查，含議和時李鴻章遇刺受傷事件，第一代樺山資紀總督、第二代桂太郎總督接收
台灣的情況，以及各項事件如：台北城之佔領、雲林、鹿港、澎湖事件的調查等。第三代乃木希典
總督的若干疑獄事件及其特殊立場，第四代兒玉源太郎總督之治安、法制問題、產業開發及專賣事
業的開拓。大園市藏為日治台灣時期著作等身的政論家，對殖民統治採取溫和的批判立場。 

 
10台灣地方自治法制、自治要求運動 4711871496040 原幹洲著 昭和 7年(1932)刊本   2,750  

台灣自大正 9 年(1920)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後，其政治參與、民意表達、文化設施及經
濟發展，有別於昔日。本書第一篇分為序論和本論，序論探討地方自治的意義和法源基礎，
本論則詳述各級地方團體的構成與設立，各級協議會及官員的性質及權限，地方團體的權能
與負擔，財政與國家監督等，本篇附錄有三，包括：保甲制度概況、地方自治相關法令、自
治團體農會的概述等。第二篇論述文化協會、民眾黨、自治聯盟的要求地方自治運動及台灣
議會設置運動的概況。書末則有附昭和 7(1932)年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知事市尹郡守街庄
長、州市街庄協議會員的名錄。1920 年台灣總督府雖實施地方自治，但有名無實，離真正
自治尚遠，致台人興起諸多改進的要求，本書從日人的角度探討此時地方自治的內涵，以及
台人的地方自治運動，為研究台灣地方自治史的重要著作。 

 
11台灣地方自治(附法規要覽)4711871496057 佐伯迪著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150  

本讀本分為序論、本論、附錄三部份。序論闡釋地方自治的本義及台灣地方自治的沿革。本
論第一章為地方團體的構成與成立、權利和負擔，第二、三章為州市街庄的議決機關、執行機關、
財務運作，第四章為政府對州市街庄的監督，第五章為第一次地方選舉的意義及法條解說，第六章
則為選舉取締規則解說，包括如何成為候選人、助選員的規範、選舉事務所的規定、演講須使用日
語、違反選舉規定的處罰等。附錄《地方自治制法規要覽》，內容包括：<台灣州制>、<台灣市制>、
<台灣街庄制>、<台灣市制施行令>、<台灣街庄制施行令>等。本書為介紹地方自治新制的通俗讀物，
故內文皆附有名拼音，以利一般民眾閱讀，為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選舉的珍貴資料。 

 
12台灣自治名鑑 4711871496064 灣廣友會編纂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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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台灣總督府改正地方制度，規定市街庄會議員半數由民選，為應本次畫時代
的變革，宣導選舉辦法及新制度內涵，台北廣友會特編纂此書。本名鑑首述各種選舉規則及
解說，次列<台灣州制>、<台北市制>、<街庄制>的法律內容，以及<市制施行令>、<街庄施
行令>，再次列昭和 9 年(1934) <台灣市街庄議員名錄>。書末則附有<眾議院議員錄><所得
稅法人之稅率>及<台灣州稅規則>等資料，為研究台灣地方自治史的重要資料之一。 

 
13台灣教育之進展 4711871496071 佐藤源治著 昭和 18(1943)年刊本            1,550  

本書第一章論說台灣統治精神及教育淵源，以及台灣的教育與芝山巖精神第二章討論
台灣教育的進展，作者以大正 11年(1922) <台灣教育令>制定為分野，敘述前後兩期的教育
設施、教育行政、社會教育概況及各級學校概況。第三章則為興亞教育，亦即皇民化教育，
討論在日本戰爭教育體制、大東亞教育體制下，台灣教育的學校教育、學前教育、家庭教育、
女子教育、社會教育、興亞教育、南進教育概況。書末餘論領台前漢人、原住民的教育，前
者述其學制、官學、民學、祭孔、科考、經費等項，後者則論荷蘭、鄭氏、清國各代之概況。
本書作者佐藤源治為台北師範學校教授，治學嚴謹，故本書並非記者報導式的泛泛之著，堪
稱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的總結性著作，值得一讀。 

 
14台灣同化策論 4711871496088 柴田廉著作 大正 12年(1923)刊本              1,450      

有關如何對抗歐美列強、宰制亞洲，日本在一次大戰後興起「日華親善論」，以此為背景，
對殖民地台灣亦漸有「同化論」的主張。作者以為日人論統治、評行政、說經濟、道產業、議教
育、談思想的著作很多，然有關理解台灣人本質，闡明同化政策心理基礎的著作則十分欠缺，為
糾此失，作者乃有本著，故本書亦名《台灣島民之民族心理學研究》。本書首述同化政策的要義及
原理、心理基礎。次述台灣人敬天、孝道的民族思想，以及改隸日本以後的心理變化。再次討論
宗教、教育、社會教化、通婚等同化的基本政策，以及日語普及、學習台語、言論指導等同化的
誘導政策。書末補說有八，作者除進行年中行事調查，具體介紹台灣人天上聖母、城隍、盂蘭盆
會，(中元祭)等宗教習俗，以及民亂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外，也討論改善警察對台民壓迫感之道，
以及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作心理分析，為研究 1920年代日人「同化論」必須參考的著作。 

 
15高砂族之教育 471187149609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 昭和 19 年(1944)刊本    1,150      

本書首述台灣原住民之沿革、種族(、生活，改隸前原住民教育，次述台灣割日後的原
住民治理，再次討論：原住民的兒童、青年、成人、觀光(、映畫(電影)、國(日)語普及等
教育，以及獎勵及救助、神社管理。再次則敘述原住民之教育所、農業講習所、國民學校一
覽，以及教育所教育標準、社會教育要綱、國語講習所規程等，均介紹甚詳。此外，還有各
項原住民教育的相關統計，含教育所、神社數量、職員人數、在學人數、寄宿人數、畢業人
數、就學率、日語普及率、教育經費預決算概況等。本書出版於日人戰敗前夕，堪稱日治時
期官方版的原住民教育事業總結報告書。 

 
16噫霧社事件 4711871496101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5年(1930)刊本               1,150     
       昭和 5(1930)年 10 月 27 日，霧社公學校舉辦國語演習會及運動會，發生泰雅族原住
民持蕃刀斬殺近百日本人之事，史稱「霧社事件」。本書第一章介紹台灣原住民的來由、日
人在此之文化建設、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理蕃｣的訓示等。第二章為全書之重點，收錄了
多達 93 頁的《警務局公報輯錄》、《台灣軍司令部公報輯錄》，為霧社事件的一手官方資料，
甚具參考價值。第三章作者編纂<霧社事件考察>一文，探討事件之原因、責任與善後。第四
章為宣傳日軍英勇之述，所收資料包括：軍隊出征訓示、表彰狀、激勵電報、戰鬥報導等。
第五章為目擊者之口述、官署追悼文與弔辭。本書詳細分析了霧社事變的發生背景、事件經
過，並收錄許多官方報告及目擊者口述，堪稱是日人立場的霧社事件調查報告書。 

 
17台灣開發誌  4711871496118 古川松舟、小林小太郎合著 大正 4年(1915)     1,450      

本書初名《台灣實業案內》，作者廣徵台灣總督府官員及企業菁英對各產業今昔的意
見，以介紹台灣產業發展及企業、企業家為主。前篇為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角源泉等官員敘
述交通電信、土木建設、自來水、樟腦、鹽、菸草、木材及勞工之概況。後篇則為和泉時計
主任丹羽孝之允等 254 個企業家或公司、組合的評述。本書兩位作者久任《台南新報》記者，
趁便蒐集較為詳盡的資料，再者，有關日治前期台灣企業界菁英的評傳亦較欠缺，故本開發
誌對於研究日治前期台灣商工界的活動，頗有俾益。 

 
18台灣貿易史 4711871496125 林東辰著 日本開國社台灣支局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450      

本書第一章為序論，介紹台灣地文、人文。第二章敘述台灣早期無所屬時代之住民、
貿易、中國人涉台活動、海盜入台等。第三章為荷蘭佔領時期，內容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佔
領台灣之過程、日荷衝突、「濱田彌兵衛事件」、台日貿易中斷、西班牙人佔領台北、鄭成功
驅逐荷蘭人等。第四章為鄭氏佔領時時，內容包括鄭氏父子的經營、對中國及海外貿易、鄭
氏政權末日等。第五章為清朝統治時期，內容包括清朝領台始末及行政、對中國本土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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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劉銘傳的貿易政策、日清戰爭台灣割日等。第六章為日本領台時期，內容包括佔領台
灣與對外宣言、整備貿易相關設施、各年對外及對日貿易的趨勢及影響因素、台灣貿易的將
來。書末附錄有<台灣港灣誌>，對基隆、淡水、安平、高雄、舊港、後龍、梧棲、鹿港、東
石、馬公各港均有詳細描述。本書作者林東辰為台灣名士林維城之子，在慶應義塾就學期間
即得經濟學名師瀧本誠一指導，並通曉台灣諸方志資料，又趁任職《台灣日日新報》經濟部
記者之便，故能有系統、科學性地完成此一貿易史專著，並非為資料堆砌之作。 

 
19台灣經濟年鑑 4711871496132吉川精馬編 實業之台灣社發行 大正年 14(1925)刊本 2,400  

本年鑑為日本治台三十年經濟建設及概況的報告書。第一編首述自樺山資紀總督至伊澤
多喜男總督的經濟建設、政策。第二編敘述台灣財政、幣制與金融。第三編為物價與工資。第
四編為稅關、貿易港及對外貿易。第五編為農政、農業今昔。第六編製糖業。第七編為林業。
第八編為漁業、漁市、魚貨製造、養殖業、水產貿易。第九編為金、銀、銅、硫磺、石油、煤
等礦業。第十編為一般工業、製茶業、農業倉庫與精米業。第十一編為鴉片、鹽、樟腦、菸草、
酒(Sake)等專賣事業。第十二編為一般商業及彩票。第十三編為公司及產業組合。《實業之台
灣》為日治前期重要的經濟性雜誌，故其所編纂的經濟年鑑資料頗為詳實，甚具可看性。 

 
20台灣會社年鑑 4711871496149本伊一郎編  昭和16—18年(1941—43)版            3冊  6,300  

有關日治時期企業年鑑的資料有三，一是杉浦和作編纂的《台灣銀行會社要錄》，二是千
草默仙編纂的《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三是竹本伊一郎編纂的《台灣會社年鑑》。竹本伊一
郎所編纂之年鑑，始自昭和 6年(1931)，終於昭和 18年（1943)。書首載錄：內外經濟大觀、
台灣經濟統計，包括公司、金融貿易、財政、商品、物價等統計資料。書中詳列各行各業公司
的設立目的、資本額、資金變化、董監事等幹部名單、股東數、大股東持股數及營業成績等資
料。書末又附有株式會社、合資會社、合名會社一覽表，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企業史不可或缺
的資料。本社重印昭和 16—18(1941—43)三年版，不僅提供了日治末期台灣產業界狀況的重要
資料，同時，連續三年亦可作比對，有助於了解各企業的變遷，頗具參考價值。 

 
21評論台灣之官民 4711871496156橋本白水著  大正 13 年(1924)刊本             1,950      

本書堪稱是明治大正時期日人在台的奮鬥史，一共收錄了八百多位官民的生平、閱歷概述，
並詳以評論。所收人物分為官署菁英和民間菁英，前者包括歷任台灣總督、民政長官、總務長官
及總督府各局部長，地方州、廳、市、郡、司法、教育、醫學、研究所、稅關等領域的官員，後
者則包括府評議會員、州市協議會員、街庄長、糖業、銀行、弁護士(律師)、土木、運輸、企業)、
記者、電力、水利等領域的菁英。本書作者橋本白水出身記者，善於與各地官民交際，又頗能知
人特點，故內容頗為豐富詳實，另外本書又配上多達 23頁的照片，亦增添了本書的可看性。 

 
22台灣之事業界と人物 4711871496163 橋本白水著 昭和 3 年(1928)刊本          2,100      

本書分為兩部份，前編為台灣政經史，後編則為人物評介。前編對日本的殖民活動、台
灣官民奮鬥史、歷任總督治績、由武官總督轉為文官總督、財政(Zaisei)、經濟、製糖、專
賣、文教、鐵路的概況，作了詳實的報告。後編人物評介可說是《評論台灣之官民》的續作，
除敘述台灣總督府及地方政府的官員外，亦對法官、警務、醫學、教育界人物多所評判，此
外，還收錄各地有力人士二百餘人的介紹，以及台北州下主要企業、府評議員、州市協議會
員、街庄長的名錄。本書在正文之前亦附有照片 43頁，不乏珍稀之照，頗值得玩味。 

 
23台灣之新人舊人 4711871496170  田中一二編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本書作者田中一二，自大正 6年(1917)起，即在《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章雜誌擔任記者十年。
曾任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兩位總督的隨行記者，並負責採訪台灣總督府內高層的政治新聞，後因
報導總督府內秘聞遭施壓解職，離開台灣日日新報社後，即自辦「台灣通信社」。其將在台擔任記
者十年生涯，所撰寫的人物隨筆、深度訪談等資料作一整理，巧妙地把政局和財經情勢加以編織報
導，自許為<台灣秘史>，所評述之人物橫跨政治、警務、財經、學界、報界、弁護士(律師)、醫界
一千餘人，還有許多專題報導及名士珍秘談話，堪稱研究日治前期在台日人政商社交圈的重要資料。 

 
24台灣人物評  4711871496187  林進發著、赤陽社發行 昭和 4年(1929)刊本    1,450      

本書網羅了林嵩壽等 374 位活躍的台籍菁英之略歷、現住所、電話號碼及短評。這些
台籍菁英除包括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州市協議會員外，亦收錄學者、藝術家、宗教家、企
業家、社會運動家等菁英。書末並附有總督府評議會員、各街庄長、各州市街庄協議會員的
名錄，以及英國領事等 32 位外國人紳士的一覽表。本書作者林進發為台籍出身之記者，其
評介者亦全為台籍菁英，這是一部隱含台灣人觀點的人物評傳。 

 
25台灣統治者と其功勞者  4711871496194   橋本白水著 昭和 5 年(1930)刊本   1,950      

本書第一、二編記述日本殖民統治後各項經營績效，除概述外，亦深入敘述農林漁牧礦
各產業發展、專賣、交通電氣等建設、原住民撫育政策、金融財政宗教界的概況。第三編評
述歷任台灣總督的治蹟，並以該編 3/4 的篇幅，詳述時任總督的石塚英藏之事蹟。第四編為
公職人員列傳，編纂了總督府內各局長、課長、技師及地方州廳長、內務部長、市尹等官吏
的簡歷。第五編收錄對台統治卓有貢獻的民間人士之簡歷，共分為公共功勞、金融、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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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糖、醫學、司法、運輸、土木、消防、記者等業，以及台灣人功勞者、地方代表人物等項。
另外，書前所附照片多達 35頁，珍秘照片頗多，亦為本書特色。橋本白水在台筆耕二十餘年，
文采華麗，又不失記實，所著俾補台灣統治之論著達數十種之多，其善於交際，受歷代台灣
總督知遇，並與有力官民相善，以此背景編纂上層菁英的評述，確有可觀之處。 

 
26南台灣之寶庫及人物 4711871496200 間鳥三二編 昭和 6年(1931)刊本        1,450      

本書分為兩部份，首卷敘述高雄州之地理位置、人口、行政沿革及區畫、交通土木、
各級教育、社會事業 x、農業、畜業、林業、水產、金融同業組合、名勝古蹟、台灣製糖、
新興製糖、鳳梨事業之狀況，並視高雄州為具潛力且富天惠的寶地。次卷為人物評傳，包括
高雄州知事平山泰以下州郡衙署官員 52 人，以及三井物產高雄支店長井上知博等社會菁英
176人的簡歷。本書以高雄州(即今高雄、屏東)為範疇編著，為日治時期少數立於南部觀點
的作品，同時也是對經濟大恐慌下台灣處境有所探究的論著。 

 
27台灣經濟界の動きと人物  4711871496217  林進發著 昭和 8年(1933)刊本    1,450      

本書係作者對日本領台將近四十年的台灣經濟界、企業界所作的研究分析。前編敘述
在經濟大恐慌下，金融政策的緊縮或擴張對日本各產業的影響。次編討論粗放農業、小農經
營之利弊，以及對台灣耕地面積、佃農、業佃會、農產價格等問題進行考察。再次則討論台
灣的製糖業、運輸倉儲業、專賣、礦業)、製帽、水產、製冰、煉瓦、水泥製造等產業的概
況。書末附錄一分析勞工問題，附錄二則為台灣商工銀行董事長古賀等三千人等金融領袖、
台灣製糖董事長武智直道等糖業菁英及其他各業菁英 123 人的簡介。本書作者試圖立於經濟
學理論，討論台灣產業的概況，故能較一般著作有更為深入的討論。 

 
28台灣官紳年鑑  4711871496224  林進發編纂 昭和 9年 (1934)刊本          2,100      

本書收錄對建設台灣有功名士的評傳，這些名士包括：台灣總督中川健藏、總務長官平塚廣
義等重要公職人員，以及府評議會員、州市協議會員、街庄長、街庄協議會員、實業家、社會事
業家、學者宗教家、藝術家等民間代表人物。作者以二十多種資料為基礎，配合實地訪談所蒐之
資料編纂而成，全書共收錄二千餘人，對每位官紳的履歷、性格、事業的介紹，均甚詳盡，同時
為便於查閱，作者又將目次按州別分類，本書資料齊全，又便檢索，是人物簡傳的良好工具書。 

 
29新台灣之事業界 4711871496231 屋部仲榮編纂、日本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11年(1936)刊本 1,450      

本書係日本《民眾事報》出版的介紹台灣專號，以敘述產業發展、企業概況及有影響
力之人物為主軸。其內容包括：台灣各類物產之特色；林業、礦業、漁業大觀、台灣三大林
場之介紹；專賣、通信、鐵道事業之現況；全台五州三廳之現勢、九市之特色、四十五郡之
產業界陣營及模範街庄的介紹；七大製糖會社、七大製糖所之往日歷史與未來展望。再者，
本書尤重視東台灣產業的發展，故特別評介了「花蓮王｣梅野清太等東部紳商 12 人，以及 8
家重要企業，並收錄台東<加路蘭築港問題>一文。此外，則介紹全台 29個重要企業家或公司、
組合。本書以輕鬆之筆觸但正確的資料，記錄了當時台灣各地產業的概況與特點。 

 
30台灣人士之評判記 4711871496248 住屋圖南著 昭和 12年(1937)刊本           800  

本書收錄自小林躋造總督、森岡二郎總務長官以下，總督府各局長、課長、市尹、郡
守等公職人士及三好德三郎等民間大老共近百人的評介。另外，亦附載了台灣製糖、大日本
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昭和製糖、台東製糖等會社的概況及幹部名單。本書所收錄
之人物評傳反映了侵華戰爭爆發前夕台灣官界的主要陣容。 

 
31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 4711871496225 太田肥洲編 昭和 15年(1940)刊本 2,400      

本書第一部份為台灣總督府之部，第一編首述台灣之全貌，並論各種產業對日本戰時之
重要性。第二編敘述總督府各局部主管之經歷。第三至二十一編則分述專賣事業、交通運輸、
土木建設、中央研究所、糖業、米穀管理、農業十年計畫、茶業、戰時產業現勢、戰時新興工
業、產業組合、商工會議所、證券取引所、產業資源、貿易、台北州產業大觀、金融情勢、各
銀行、台灣電力等公司、台北財界巨頭之概況。第二部份為新竹州之部、第三部份為台南州之
部，第四部份為台中州之部、第五部為高雄州之部，第六部台東、花蓮港二廳，此五部份大致
皆概述各州沿革、各項產業之現況及發展，並附有行政及產業領袖主管之陣容及其簡傳。本書
內容至為詳實，堪稱大東亞戰爭爆發前夕台灣經濟實力總評及人物經歷之大全。 

 
32台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 4711871496262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7年(1942)刊本     1,800      

本書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收錄了日治時期將近六百位社會領導人物的傳記評述，第
二部份則編纂了 1942 年底官方各機構之人事錄，載記了每人的職務、官等、學歷、籍貫等
資料。另外亦附有華南銀行、台灣石炭等 44 個重要企業、組合重要幹部的簡歷，記載了每
人的職務、學歷、籍貫等資料。本書成於大東亞戰爭，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爆發
導致人事變動異常劇烈，欲掌握正確的人事動向殊為不易，作者大園市藏久在台灣專門從事
社會領導菁英生平資料的蒐集、編纂，故本書具有較高的正確性，頗值得參考。 

 
33台灣人事異動輯覽 4711871496279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8年(1943)刊本                    1,150      

本輯覽為昭和 18(1943)年台灣主要官民的人事動向。全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官方
人事異動資料，包括：台灣總督府轄下各局部(、學校、訓練所)、養成所、監獄、醫院、研
究所、試驗所、各州廳的官員、職員之新舊職務及異動日期。第二部份為事業公司人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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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台灣電力、台灣製糖、台灣拓殖、台灣銀行等 23 家重要企業的資本額、地址、正副董
長及重要幹部名錄。書末並附<決戰下之東台灣>、<大園市藏著作目錄>。本書堪稱是研究台
灣總督府末日官方人事動向的必備資料。 

34明朝より伊澤時代まで 4711871503328 (明朝至伊澤時代 /第五任總督)永岡芳輔編著  2,900                
      大正14(1925)年刊本;本書所述起自 1624年以前至 1926年，為日本統治台灣三十年紀念
之作，共分四編，第一編為明朝、荷蘭、鄭成功、清代統治台灣的概況，第二、三編說明領台
後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七任武
官總督治台之大要，第四編為田健治郎(1919-23)、內田嘉吉(1923-24)、伊澤多喜男(1924-26)
三位文官總督的治績。編外有治台後行政、財政、教育、糖業、礦業、產業組合各方面三十年
的回顧，以及當時五位州知事及二位廳長的生平簡介，書末附有四千餘位官民紳士的名錄，頗
具參考價值。 

35 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平定記」  4711871503335  杉浦和作撰著 昭和 7(1932)年刊 1,200  
    1895年,清廷在馬關條約喪權割台後,日本軍事佔領台灣, 此書為佔領之記實所謂之「平定記」,作

者在 1895年即渡台，以親身見聞，參考 1896年軍事攝影師遠藤誠出版的《征台軍凱旋紀念帖》一
百三十多幅照片編纂成書。本書共三編第一編敘述比志島混成枝隊在 3月 23日至 7月 23日，攻佔
澎湖及其後併入近衛師團，鎮守北部的軍事行動。第二編說明近衛師團於 5月 29日至 10月 22日，
自三貂角登陸，中經各地轉戰，最後進入台南城之經過。第三編敘述第二師團在 10月 1日至 10
月 21日，自番仔崙登陸，分進合擊台南的過程，作者記者出身，寫作綱舉目張，文筆又極流暢，
堪稱研究日本統治台灣之初軍事史的重要著作。 

36 日清役台灣史 4711871503342  枠本乙吉編著 昭和 5(1930)年刊本              1,750 
作者以甲午戰爭人伕身分，撰寫戰爭的親身經歷，從德璀琳、張蔭桓、李鴻章議和寫起， 

中述馬關條約的簽訂、雞籠戰役、劉永福抗日、布袋嘴戰役、鳳山戰役、台南平定等史實，再述
及甲午戰爭時東北戰場的概況、戰後和平的恢復等事跡。另外述及全台城垣、台灣鐵道史及各類
短篇記事數十篇。日人領台之初，兵馬倥傯，留存之資料較少，本書有助於補充此時的軍政概況。 

37近衛師團「台灣征討史」4711871503359 大槻正秋編纂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850 
     本書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出版，將 1896年松本正純的寫本《台灣征討史》改以鉛印出版，由於

本書原著寫於日人治台之初，故記事頗為詳實。本書歷述三貂角登陸、瑞芳戰役、基隆攻擊、台
北佔領、新竹征戰、尖筆山戰役、彰化激戰、包圍台南、招魂祭、哀悼能久親王、戰勝等過程，
不僅描述上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等將校之事，亦將下層士卒之事跡載入，為日軍佔領經過之實錄。 

38 北白川宮 471187150366 (親王 近衛師團長) 稻垣其外編著 昭和 12(1937)年    2冊  4,500  
   在當時的日人心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地位就像鄭成功一樣，佔領台灣，並使之納入日
本帝國。此書分為前後兩編。前編所述為從北白川宮誕生到成為近衛師團長，後編則巨細靡
遺記載北白川宮率軍平定台灣的過程，以及病逝台南、國葬弔唁、設立神社紀念等事跡。本書
堪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傳記集大成之作，除可作為研究日治初年日軍佔台、台灣民主國抵抗史
的最佳材料外，書中還有諸多有關台灣風土及典故記事，如：台北客路須知碑、竽粿媽陳法、
大稻埕與淡水、林占梅的故居、林本源的石牆、吳湯興之妻、八卦山遠眺、嘉義城的輪廓等。 

39兒玉源太郎 471187150373(台灣第四代總督)宿利重一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900        
    兒玉源太郎(1852—1906)為第四任台灣總督，甲午戰爭時擔任陸軍檢疫部長，戰後升任陸軍中

將。1898年 2月起，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兒玉就任台灣總督期間，亦在中央身兼數職，包括陸相、
內相、文相等。日俄戰爭爆發後，晉升陸軍大將，並歷任大本營參謀次長、滿洲軍總參謀長等職，
軍功彪炳。戰爭結束後，1906年升任參謀總長，辭去台灣總督之職。本書錄有兒玉的年譜及家譜，
正文則由其老家德山藩述起，兒玉以卑微的下士身分崛起之歷程。三述在台灣總督任內拔擢後藤
新平、企圖割據福建省、製造廈門事件、扶助新式製糖業、達成財政獨立等事跡。本書對於想要
瞭解兒玉總督眼光，任用後藤新平之經過，以及如何奠立台灣統治基礎，頗具參考價值。 

40佐久間台灣總督治績概要 4711871503380  台灣總督府編纂 大正 4(1915)年       850  
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為第五任台灣總督（1906 年 4月至 1915 年 5月），也是在

任最久的台灣總督。他曾參加「牡丹社事件」的石門戰役，故任命擔任台灣總督。自就任台
灣總督後，即大肆鎮壓原住民，因而有「理蕃總督」之稱。本書前言由時任民政長官的內田
嘉吉親撰，詳述佐久間總督的功業，尤其是 1910 年至 1914年的五年「理蕃事業」，佐久間
總督在鎮壓太魯閣諸社中受傷，而於次年過世。本書詳述了佐久間總督在調整政治機構、富
裕財政、郵政電信、殖產興業、設置移民村、土木建設、警政治安、衛生、理蕃、法務、教
育、鐵道、築港、專賣、電力、自來水、阿里山森林經營、救恤等方面的治績。本書在「理
蕃」部分敘述尤詳，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之原住民政策必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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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宮尾舜治傳 4711871503397 黑谷了太郎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500                              
     宮尾舜治(1868—1937)，為台灣總督府初期的重要官員，歷任台灣總督府安平及淡水海關長、

彩票局長、專賣局長、殖產局長，並曾短期代理民政長官。離台後任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官職退
休後，獲推舉為東洋拓殖會社總裁，晚年被勅任為貴族院議員。本書詳述其任官各階段之經歷，附
有插圖四十餘張，書末有附錄及關係年譜。本書敘述宮尾舜治在台灣總督府時期之事跡，可以作為
研究台灣總督府初期經濟事務運作及派系鬥爭之參考，亦可瞭解台灣史上首度發行彩券之始末。 

42鶴駕奉迎之記 4711871503403  宮崎健三編纂 台灣新聞社發行 大正 12(1923)年       1,900  
    日本東宮皇太子在 1923年 4月 16—27日以攝政的身份，偕伏見宮博義王來台，視察台灣，

並召見各地治台的功勞者，離台時為彰顯「皇恩」，給予包括西來庵及苗栗事件在內的五百餘
名罪犯減刑。本書詳細記載了皇太子巡視各地政府機關、學校、法院、神社、重要公司工廠、
試驗場、軍事設施、港口、展覽場、博物館、孔廟、名勝古蹟的經過，並於扉頁放置台灣新
聞社記者所拍攝的八十八張照片，書末附有總督府及各州、市、街奉迎委員、參拜者、賜宴、 
賜茶、敘勳、受表彰名單，為研究藉皇室巡行以強化日本帝國統治者可以參考的著作。 

43台灣御成記念「伏見宮殿下、梨本宮殿下奉迎記」 4711871503410              1,250 
柴山愛藏編纂 昭和新報社發行 昭和 9(1934)年; 日本透過皇室成員巡行台灣各地，為

鞏固台灣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伏見宮貞愛親王率軍入台以降，東
宮太子、秩父宮雍仁親王、高松宮宣仁親王、伏見宮博義王、久邇宮融王、閑院宮載仁親
王、賀陽宮恒憲王等先後十多次來台視察。1934 年 9月，元帥、海軍大將、軍令部長伏見
宮博恭王在參加海軍大演習途中，特意來台視察六天；10 月梨本宮守正王亦應邀來台參加
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成立式，並巡行台灣半個月。一為海軍演習途中特意入台，視察高
雄、基隆、馬公海軍要塞，一則受邀參加國防議會，企圖穩固退出國聯後的民心，足見 1932
年進入準戰階段後，已開始在台灣各方面進行軍事動員。從兩人的視察路線，可瞭解日治
中後期各地重要政治設施，由參加奉迎的官民名單，則可分析當時台灣的代表人物。 

44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 4711871503427 阪上福一编辑        2,200 
昭和14(1939)年刊本;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於1908年5月24日，草創之初以舊彩局廳舍(後

改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作為場館，藏書 12,723冊。1915年移往兒玉總督及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
(即今臺灣博物館現址)，藏書增為23,268冊。1917年將產業有關之標本移撥總督府商品陳列館。臺
灣總督府博物館是日本皇室來台必往之景點，不僅是誇奇炫珍展現帝國光彩之地，同時也是臺灣學術
界具體而微的縮影。本書編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周年之際，當時館長慶谷隆夫特別邀請醫
學、動、植、礦物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各領域專家，如：幣原坦、高橋良一、山中樵、石川欽一郎
等人，撰文26篇以資紀念，書末並有追憶博物館創建與充實館藏之經過。本書不僅可以作為瞭解臺
灣博物館歷史的重要文獻，也可供研究日治末期臺灣學術發展史的參考。 

45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會誌 4711871503434鹿又光雄編輯 昭和14(1939)年大本3冊 11,100                             
臺灣總督府為慶祝治台四十周年，及突顯臺灣在南進政策上的樞紐地位，乃在 1935年舉行臺

灣博覽會。參加展覽者廣及日本、朝鮮、滿洲、華南、南洋等地區，展覽品超過 30萬件。同時
召開教育、學藝、宗教、產業等各大會六十餘場，吸引台日及各國人士參加，加深對臺灣的認識。
本書五篇第一篇總說籌辦主旨及經過；第二篇會務，包括組織、交通運輸等章；第三篇協贊事業，
包括協贊會組織等；第四篇事務整理，報告的編纂等；第五篇影響，包括對金融、交通、電氣、
等產業及島內觀光等影響；書末附錄，包括博覽會及協贊會各種規程、展覽品目錄及受獎者名簿、
博覽會及協贊會幹部職員名簿、評鑒審查員名簿等。本書內容鉅細靡遺，並附有大量插圖或照片，
張張精彩，為研究臺灣博覽會史、商工經濟及展覽史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46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誌 4711871503441臺灣博覽會協贊會編纂大本 4,500   
昭和 14(1939)年刊本;臺灣博覽會由總督府主辦，聘請全台各地有力官民為顧問、評

議員、籌備委員，吸引約 276 萬人參觀。博覽會場館總面積四萬餘坪，第一會場設于臺北
公會堂，包括林業、糖業、等各產業館、特設朝鮮館、滿洲館、日本制鐵館等；第二會場
設於臺北新公園，包括文化設施館、國防、迎賓、臺灣茶、東京、京都等館；第三分場設
于太平町，包括南方館、福建館、暹邏館、菲律賓館等；第四分館為觀光館，設於草山。
本書共七章，第一章為總說；協贊會組織；設施事業概況；南方館大稻埕助成會；博覽會
影響等；書末有附錄、博覽會各種規程、職員名單等。本書參與者多為民間要人，故運用
本書可以分析重大活動時的運作概況，亦為研究臺灣博覽會歷史必備的工具書。 

47臺灣を代表すふもの (臺灣代表之物產) 4711871503458 遠藤東之助編纂 昭和10(1935)年 2冊 5,800 
臺灣新聞社為日治時期臺灣中部第一大報社，有感于當年臺灣博覽會後，又將召開「熱



 17 

帶產業調查會」，配合臺灣為東亞海空要衝的地位，積極尋求進軍世界產業之路，故檢討介
紹臺灣代表之物，以作為博覽會的紀念出版。本書介紹了臺灣各地名產，包括：大甲帽子、
中壢鐮刀、七股虱目魚、東港草蝦、東石牡蠣、鹿港西施舌、麻豆文旦、東勢蜜柑等百餘
種；敍述臺灣的香蕉、茶葉及特產工業；說明遞信、鐵路、專賣、森林、臺北帝國大學等
官方事業；介紹臺灣銀行、臺灣礦業等重要銀行企業；推薦各地名勝有太魯閣、大屯山、
阿里山等三個國家公園候選地；最末報導「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盛況。本書
堪稱日治末期臺灣代表物產、產業及名勝的介紹大全，值得研究臺灣特產淵源者細讀 

48戰後の南支南洋と臺灣(戰後的華南南洋與臺灣) 4711871503465吉川精馬編著 大本  4,350 
大正 11(1922)年刊本; 吉川精馬為實業之臺灣社社長，感于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局勢改

變，南進政策抬頭，臺灣緊鄰華南與南洋，正可為日本帝國的跳板。他在 1921年旅行華南及南洋
各地，進行研究調查。共分三部份：有南方評論 18篇，研究英國的東洋政策、華盛頓會議、新加
坡、印度支那、荷屬印尼各國情況及日本南方發展與臺灣使命；次為南方情事，介紹香港，華南
地區、印度支那、暹邏、星、馬半島、印尼、菲律賓等地的歷史及產業、日本人企業或個人在當
地的活動概況；末段為南遊日記，敍述在南洋的考察報導與心得。本書不僅搜錄了評論、簡介、
統計資料及考察報告等資料，也插入一百多幅照片，可以看出大正時期臺灣有關南進政策之輿論，
以及當時對華南、南洋的瞭解概況，以及若干日、台人士或企業在當地的經營動向。 

49 東亞長期建設國策と臺灣  4711871503472 大園市藏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1,200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帝國已進入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劃時代階段。主張中國在國防、經濟

上皆與日本具有存亡之關係，以結成日、滿、華三國連環，建構東亞和平之論。中國受到列強資
本的制約，自身生存都已危如累卵，因此引發七七事變欲佔有新中國，完成日滿華國防一體化。
外交層面由「協和外交｣轉為「興亞外交｣。再將國民再組織，鞏固後方，本書在政治上解說「新
東亞建設政策大綱」，外交則強調日、德、義聯防，財政經濟實行「日滿華經濟一體化｣，思想上
宣揚國體，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教育上主張加強運用青少年煉成機關，掃除不利軍國主義的教
育、增加認識大陸的教材、改善師範教育，本書為研究日治時期國家總動員體制下的素材 

50 台灣の使命 (台灣之使命) 4711871503489屋部仲榮編 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7(1932)年刊本   1,400 
     自日本主導成立滿洲國後，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日本須培養武力及經濟實力。認為國際

聯盟並非正義之機關，其真正目的在維護自身的經濟，而台灣海峽為東亞門戶，為日本帝
國南疆的樞要，須捍衛日本的國防與經濟利益。本書先慶賀滿洲國的建立，並討論其與日
本之經濟關係。其次說明國際聯盟的組織、以及國聯在滿洲事變上的處置。再者敘述台灣
在東亞的戰略地位，力言台灣須盡力防備太平洋各列強，亦對日本與列強軍備力量進行比
較，討論台灣應有的防空準備。最後敘述台灣各業的概況，以及在非常時期的必要調整。
從本書可以看見進入備戰體制的台灣，民間對台灣戰略地位的認識，以及思想上的武裝，
為日治末期戰爭動員研究參考的著作。 

51台灣島民に訴ふ(訴諸台灣島民)  4711871503496  唐澤信夫著 昭和10(1935)年刊本      1,850      
作者1925年到臺灣日日新報社服務，其後創辦《新高新報》，自任社長及主筆。1935年台灣實

施地方自治，當選臺北市民選議員，除本書外還著有《明日の臺灣》、《黎明の臺灣》等書。作者具
有開明的政治思想，對台灣的官權、金權政治多所批判，直指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州市協議會，淪
為銀行會社之董監事會議，無法反映民意，並且暗諷太田總督、高橋長官長居東京，只是掛名總督
和長官。其次，作者同情弱者，屢為租賃房屋者發聲，要求降低房租等。作者以新聞人自居，討論
新聞人應有作為頗多。在台日的民族關係上，雖不贊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批評其違反日本憲法，
但認為台灣總督府應該多傾聽民意。本書有辯論，主張，批判，隨筆，短評等，對地方自治制度、
地方自治聯盟的意見與動向，能有深刻的討論，為研究日治時期日本人的政治思想必讀的著作。 

52官公吏通義 4711871503502 瀨戶山兼斌編著 台灣法制研究會發行 昭和 8(1933)年       2,600   
         本書兩篇，第一篇為官吏之釋義，說明上、下級官吏的自處及相處之道，並討論為官的正確態

度及增進效率之方法等。第二篇為人事與服務，有緒論、官吏任用、官等俸給有關停俸、減俸、
加俸之規定、免職、休職、復職及身分保障等，為官吏服務的紀律、官廳的權限、官制的分課、
官職的代理、職務的委任、公費醫療、休假、出差、服喪、海外研究等、賞賜與懲罰、職員及雇
員及約聘人員的待遇，書末提供各類文書參考範例及教導各種儀式、典禮的座次、恩給制度之釋
義。還有兩篇附錄，為一般禮儀摘要及文官任用令所承認之中等學校以上學校。本書堪稱台灣日
治時期政府人事法規大全，為研究此時台灣官僚體系必備的參考書。 

53鄭成功 4711871503519稻垣孫兵衛編著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 4(1929)年刊本  3,150  
      本書係集輯在《台灣經世新報》發表之專欄文章而成。本書共分十章，分別為：明國求

助與日本政府、鄭成功的奮起與日本之關係、鄭成功的鼎盛時期、鄭氏以前的台灣與日本、
台灣與荷蘭西班牙、鄭成功佔領台灣、台灣王鄭成功的終了、二世鄭經的初期、鄭經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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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活動期、鄭家三世的終了。另外本書也穿插了珍貴照片 52 幅，正文之前則錄有鄭氏政權
的年表及鄭家世系表，同時還特別打印了三種永曆通寶，頗為精緻。本書在資料上使用林
春齋編纂的《華夷變態》、川口長孺著作的《台灣鄭氏記事》、荷蘭人的《被遺忘了的台灣》、
《宣教牧師報告》等珍貴資料，文筆又極為流暢，同時還討論了鄭成功可能信奉天主教，
南明諸帝向日本、羅馬教皇、法國國王求援，日本豐臣秀吉以降對台灣的經略、濱田彌兵
衛事件、荷蘭新港文、鄭成功母親之死、同母異父弟田川七左衛門等的事跡，甚富趣味，
值得研究鄭氏政權興亡者一讀。 

54臺灣官紳年鑑 4711871503526林進發編輯 昭和 7、8(1932-33)年刊本            4冊  6,800 
    作者林進發為台籍出身之記者，他曾在昭和 4(1929)年出版《臺灣人物評》一書，評介
了 374位台人菁英，以此為基礎，擴大訪談範圍，官方包括總督、總務長官等官員，民間則
搜羅總督府評議員、州市協議會員、街庄長、街庄協議會員、事業家、運動家、學者、宗教
家等共 1,500餘人，以臺灣人菁英為主，日本人菁英為輔，編纂其性行、閱歷及關係事業，
並附有照片。本書之纂輯，除根據訪談外，也參考:人事興信錄、帝國興信錄、南國之人士、
人文拔粹、臺灣之官民、臺灣的新人舊人、新臺灣之人人、自治制十周年紀念人物史、臺灣
總督府職員錄、臺灣文武官民間職員錄、南臺灣的寶庫與人物、新興之高雄等書。林進發在
昭和 9(1934)年又出版續編，頗值一併參考。 

55台灣人士鑑 4711871503533興南新聞社編纂(十週年紀念版) 昭和 18(1943)年刊本 大本  3,850  
     台灣新民報時期，出版了一週年、五週年紀念版，改組為興南新聞社後，出版了十週年紀念

版，本書所蒐錄之士紳人數較前兩版更為周全，共蒐錄了四千餘人，並按五十音順序排列，堪
稱日治末期最具公信力之名人實錄，為研究此時期社會菁英概況不可或缺之著作。每一位被收
錄者的資料，包括出生年月、籍貫、學歷、事業經歷、興趣、家族概況、住址、官階勳位等。
同時自皇民化運動後，頗多台人菁英改日式姓名，十週年紀念版特別附上改姓名前的漢人姓
名，參閱頗為便利。 

56今次の台灣と人物(現在的台灣與人物) 4711871503540名嘉真武一著 昭和12(1937)年刊本 1,050 
     本書討論了台人同化、山地開發、理蕃政策等問題，同時敘述了台灣貿易、專賣、水產、

砂糖、米穀、香蕉、金礦、茶葉、縱貫鐵路等業之發展狀況。介紹台北、基隆、羅東、新
竹、台中、大屯、能高、台南、嘉義、高雄、屏東、花蓮港、台東、澎湖等市郡之概況與
當地之代表人物。再者簡介台灣拓殖等重要企業及坂本素魯哉等巨商。書末則附錄數個消
暑聖地及全台州會議員、市會議員名單。本書淺描中日戰爭爆發前台灣產業及城市面貌，
另外亦概述了活躍於廈門的台灣人與日本人頗有參考價值。 

57辜顯榮傳 4711871503557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發行 昭和 14(1939)年刊本       3,050 
辜顯榮(1866-1937)是臺灣史上日人治台初始的重要人物，他受台北紳商之託，在基隆港迎

接日軍入臺，協助日本政府穩定社會秩序，為此獲得商務特權，日俄戰爭時他又負責偵察俄艦
動向，受殖民政府贈勳，漸成日人治台有功的代表人物。其後奉迎東宮太子來訪，創立公益會，
飽受從事政治社會運動之台人志士批評，晚年被敕選為貴族院議員。本書由漢學家尾崎秀真主
編，宮崎健三主筆，全書共分為：閱歷、事業、救恤義捐、功績、敘勳褒章、奉迎皇室、對華
關係、臥病發喪、弔葬諸儀、新聞報導輯錄、年表等部分，當初僅發行百本，流傳不廣，頗為
珍貴。辜氏雖為日本殖民政府治台有功，但亦曾受日人囚禁，基於日華親善思想，更與國民政
府蔣介石、汪精衛以下之要員交往密切，再者，他推崇孔教，捐巨款興建台北孔廟，另外在事
業經營上確有獨到之處，支持殖民統治亦有一套理論，為治台灣史者必研究之人物。 

58在台三十年 4711871503564  三卷俊夫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4,800                                    
    作者 1908年渡台，在臺灣銀行任職。1916年臺灣倉庫創設，應董事長山本悌二郎之邀，
擔任專務董事，1938 年獲推為臺灣倉庫董事長。三卷賴臺灣倉庫發跡，投資遍及建材、運
輸、倉儲、土地開發等事業，在政治上亦曾任臺北市協定會員、臺北州協定會員、臺灣總
督府評議員、臺北商工會副會長、臺灣運輸組合長等職，為在台日本人代表之一。本書集
結了其渡台後 31年發表於臺灣、日本各報章雜誌的文章，包括論叢 28篇、感想 31篇、
漫錄 64 篇等, 另外有名為「飛花落葉」91篇雜感記事，為研究日治時期在台日商發展史、
公共議論、政商關係不可或缺的著作。 

59臺灣四十年回顧  4711871503571 內藤龍平編著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500 
    作者在臺灣教育界服務三十年，為紀念日本統治臺灣四十年，特別邀請崛內次雄、尾
崎秀真、小佃勇吉、村崎長昶、武藤針五郎、山下秀實、船越倉吉、小松吉久、古賀三千
人、木村泰治、三卷俊夫、三好德三郎、水越幸一、望月恒造等知名的政要、文人、博士、
法官、企業家，寫下他們的感懷。本書共收錄了 63篇短文，內容包含回顧漫談、四十年
感想、略歷、懷舊、歌頌舊事、舊人之詩歌俳句及簡篇論文。綜觀本書內容雖天南地北，
但砂裏淘金，仍有可觀之處，為研究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生活史的具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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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台灣史蹟 4711871503588 原幹洲著 拓務評論台灣支社發行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本書旨在彰顯日人經營台灣的事跡，同時也是為了促進台灣的觀光。介紹了 115個史蹟，包

括台北州 33個、新竹州 18個等，另外還有 35個街市的簡史。舊蹟部分，共收錄了 196個名
勝舊蹟，簡述 38個街市的歷史發展。本書成於日本統治時期，作者選定的名勝古蹟自然帶有
濃厚的殖民統治意味，故所錄者不少是神社，如台北神社、建功神社等，或是日人取得台灣過
程中的史跡，如：千人塚與招魂碑、三峽戰跡，抑或日人治台過程中犧牲的典範，如：芝山巖
墓碑、憲兵殉難忠魂碑等，另外日本皇室成員蒞台遺跡，如：北白川宮親王澳底遺跡、伏見宮
親王登陸紀念碑等，這些名勝古蹟在戰後「去日本化」政策下，自然被取消古蹟資格，因此本
書頗值得研究古蹟或推動觀光事業者參酌、比較與玩味。 

61台灣古代文化の謎 4711871503595石坂莊作著 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昭和10(1935)年刊本  650  
      作者熱心圖書蒐藏，曾經創辦私人圖書館—石坂文庫，經營基隆夜學校，勤苦自學成為

民間學者，曾著鄉土文史著述十五種，本書即為其中之一分為五章，介紹社寮島出土的太古
石文及平溪庄史前遺址，其中社寮島的太古石文被送往日本京都帝室博物館，可見其珍貴。
次為說明花東地區的史前遺址，包括白守蓮、卑南、瑞穗等地的石槽、石像、石柱等。介紹
夏禹王的峋嶁碑、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日本手宮的古文字、中國紅岩山上的古文字、泰
南寺院的謎碑、基隆蕃字洞紀念石文、凱達格蘭族的記號文字及石器、陶器、雕刻品等。討
論古人類的發源及其遷徙、分布。敘述台灣與太古人類之間的關係。另外書末附錄珍貴圖片
十六張。本書作者雖非考古學者，賴綜合考古、歷史、地理、地質、人類學等的知識完成本
書，其中有關社寮島太古石文的討論頗為珍貴。 

62台灣地名研究 4711871503601 安倍明義編 蕃語研究社發行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200 
      作者曾在台灣東部鑽研原住民語言二十年，於1930年出版《蕃語研究》。本書四部分，第一部分

總說敘述台灣地理概說、住民狀況、政權更迭及地名命名的原則及訛傳。第二部分「台灣｣之名稱，
包括漢人稱禹貢、彫題、夷洲、流求、雞籠山、北港、東番、東都、東寧、台灣、東瀛、波羅公等及
日本人稱高砂及西洋人稱福爾摩沙之由來。第三部分為各州廳的地名之由來，係作者辛勤調查及鑽研
文獻所得，為全書之菁華。第四部分為市街庄大字名日文發音之一覽。書末附有州郡市街庄人口及索
引。編纂極為嚴謹，參考了《蕃族調查報告書》、《台灣私法》、《台灣慣習記事》、等重要出版品多種，
在校閱方面，也邀請台灣總督府囑託、高等法院檢查局通譯、台北帝大教授協助校訂台語、原住民語、
外語之地名。本書編纂十分專業，為台灣地名研究之先驅，研究台灣地名必讀的經典之作 

63台灣之交通 4711871503618  柴山愛藏編纂 台灣交通研究發行大正14(1925)年         2,450 
     本書記述日治前期台灣的交通概況，在陸運方面，殖民政府除修築許多汽車公路外，還完成

了縱貫線、淡水線、潮州線、台東北線、台東南線、宜蘭線、海岸線等 491哩的鐵路，另外亦
有私設鐵路、手押軌道等，在海運上則以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兩公司為主，有內地航路、沿海
航路、華南航路。作者刻意避開統計數字之羅列，以基隆、宜蘭、台北、桃園、新竹、台中、
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花蓮港、台東等城市為綱，共收錄 143個街庄，敘述各地的
鐵公路、海運等交通狀況以及歷史、地理、名勝、古蹟、名山等。書末附有附錄，包括電信的
沿革、海運的現狀、鐵路營業參考等。本書為研究日治前期台灣各地交通及鄉土史的參考。 

64台灣交通の交通を語る(台灣交通記實) 4711871503625羽生國彥編纂 昭和 12(1937)年 3,050 
      作者為交通時代社台灣支社的社長，長期鑽研台灣的交通問題，滿洲事變後，軍需工

業興起，促使產業貿易好轉，台灣總督府設置「熱帶產業調查會」、舉辦「始政四十年紀念
博覽會」，積極策勵台灣產業的奮進，然又突然發生中部大地震，將台中線徹底破壞，鐵路
運輸遭受重大打擊，作者四處調查交通實況，並提出針砭之論及改善政策。本書為作者整理
了發表於《交通時代》雜誌上的文稿，依交通概況、鐵路、陸運、通信、航空、海運、交通
界人事問題等主題編排，闡明台灣交通之全貌。介紹交通界的重要人物，書末加上始政四
十年以來交通設施的回顧，敘述產業、交通的變遷，展望九大都市之前景。本書皆為作者
實地調查研究之作，加入正確的官方檔案及統計資料，分析問題十分深入，為研究日治中
後期台灣交通問題研究者的必讀之書。 

65臺灣郵政史 4711871503632  藤井恭敬著 臺灣總督府通信局發行 大正 7(1918)年刊本  2,750 
        作者為臺灣總督府的事務官，參考了清代的地方誌、採訪冊、會典，以及日人入台後撰寫

的地方誌、舊慣調查報告、地名辭典，及若干英文文獻，編纂成五篇，第一為拓殖史，敍述
了荷治以前、荷蘭、鄭氏、清代各期的拓殖概況，其次說明閩客兩大族群的分佈及械鬥的情
形，所附「拓殖年代色別圖」及「閩客兩族分佈圖」，簡明扼要。第二篇為道路史，敍述了荷
治、鄭氏、清代各期道路的修築狀況，附「道路開鑿年代圖」。第三篇為郵政概說，包括劉銘
傳的新式郵政，驛站、郵局等運作之概況。第四篇為野戰郵便電信略史。第五篇為實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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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郵政，官制及編制、郵務概況、 郵匯、電信及電話制度等項。本書使用頗多政府內部資
料，為研究日治前期道路、郵政、電信史的珍貴資料。 

66台灣衛生概要 471187150364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編纂 大正 2(1913)年刊本        3,200 
          本書是 1911年台灣總督府為了參加德國德勒斯登的萬國衛生博覽會，特命令民政部撰

寫的台灣衛生機關及事業概況介紹資料。全書共分為二十八章，包括：總說、地勢、氣候、
人口、衛生行政機關、海港檢疫、研究所、醫學校、醫院、醫師產婆護士、藥劑師及藥品
業者、市街衛生、給水、下水道、食品管理、市場、屠宰場、鼠疫、傳染病、瘧疾、風土
病、鴉片、藥用及有毒植物、毒蛇咬傷、礦泉、墓地火葬管理、公共衛生費用、各項衛生
統計，其中尤以鼠疫、瘧疾、毒蛇咬傷等三章介紹特別詳盡，佔了全書的 1/3 以上。此外，
由於本書為參加萬國衛生博覽會之作，故為令外國人瞭解，在圖片上亦經特別挑選，全書
共收錄九十餘張圖片，不乏珍稀之照，為研究日治前期台灣公共衛生史之重要參考著作。 

67台灣衛生年鑑  4711871503656佐藤會哲編纂 台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本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日本醫療衛生小史；第二章:近代醫學年表；第三章:1931年台灣醫

界在《台灣醫學會雜誌》所發表的文獻目次；第四章:1931年台灣醫界一年史；第五章:台灣地
理氣象概觀；第六章:台灣的藥用及有毒植物；第七章:台灣醫事衛生概況，敘述衛生行政機關、
醫校及研究單位、醫療機構、藥品、衛生保健設施、港口檢疫、鴉片專賣、傳染病、地方病及毒
蛇、華南南洋醫院、衛生相關經費等項之概況；第八章:台灣醫事衛生保健關係法令及各種規定、
官職制度、手續集覽，堪稱醫藥、醫事、保健法規大全。另外附錄有:台灣現住醫學博士名鑑；
各官署醫事相關職員名錄；台灣現住各類醫事人員名鑑。綜言之，本書不僅具日本、世界醫學簡
史，又整理了台灣醫界的成就、用藥、醫療衛生概況，同時也編纂了台灣醫事法令、醫學博士、
官署職員、醫事人員的名錄，洵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醫療史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68民法對照台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  4711871503663萬年宜重編纂 昭和 6(1931)年刊本 2,000 
在「融合同化」政策下，日本在台灣實施民法、商法，然台灣與日本風俗習慣有差異，因此

親族、繼承，礙難適用民法第四及第五編，本書作者將「台灣舊慣」與《民法》、法院判例對
照，編纂成書。第一部分依台灣舊慣調查會報告書，敘述有關親族、繼承的舊慣，第二部分將
有關親族、繼承之舊慣，與民法第四編、第五編逐條比較，第三部分為台灣高等法院「覆審部」
與「上告部」有關親族、繼承的判例要旨，第四部分討論《台灣私法》中有關「祭祀公業」的
舊慣，附有「辦事公業」與「育才公業」。第五部分則為高等法院「覆審部」與「上告部」有
關公業的判例要旨。作者為總督府官房法務課員，以良好的實務經驗，比較日本法律與台灣舊
慣的差異，簡明扼要，頗值得一觀，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法律史者可以參考的著作。 

69臺灣刑事司法政策論 4711871503670 上內恒三郎著 大正 5(1916)年刊本          2,900 
      作者為臺灣總督府法院檢察官，曾參加「臺灣舊慣調查會｣，追隨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從事人

事及商事方面的調查，亦曾任律師，兼有實務與學理，入台後專注於刑事犯罪，堪稱日治前期之
刑法專家。討論臺灣人的犯罪特性，並配合統計事實論述，指出與日本社會差異之處，為另一法
域。本書分為三篇，首為從臺灣人格的特性、道德、公共衛生、救濟、教育等思想層面，討論臺
灣人的犯罪特性。第二篇討論臺灣的犯罪及刑罰之實況。第三篇為結論，提出其對臺灣的刑事司
法政策之主張。本書作者係一位在臺灣司法現場觀察的日本官員，雖不免帶有種族、階級上的歧
視，但透過實際的統計數字討論，也有其真實的部分，同時對臺灣人個性及犯罪特性推論的邏輯，
亦頗值得玩味，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司法的重要著作。 

70水利關係判例集 4711871503687 喜多末吉編輯 台灣水利協會發行 昭和11(1936)年       1,450 
      台灣在清代缺乏水利制度的法規，日治後陸續公布「公共埤圳規則」、「官設埤圳規則」、

「水利組合令」等法令，逐漸建立公共性水利思想，但各法律之間仍有相互牴觸及疑義。
由於水利法令的不完備，為爭奪水權引起流血慘事時有所聞。在欠缺統一性法令的情況
下，判例或舊慣即成為維護水利秩序的重要依據。本書作者長年從事台南州水利行政的工
作，極力蒐集日本帝國各地的水利相關判例，作為掌管水利事務者的參考。他從《司法行
政判例彙報》、《法律學說判例總覽》、《有關水之學說判例實例總覽》、《台灣總督府高等法
院判例集》等書籍中，摘錄相關判例，整理排比，編纂成本書。所錄者係集日本帝國各處
之判例，因此，本書不論是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或日本帝國各地之水利法令，皆值得參酌。 

71台灣の事業人と土地 (台灣企業經營者與土地) 4711871503694金高佐平著 昭和6(1931)年        2,000  
     作者感於當時台灣房地產價格飛漲，因此具備相關房地產的法律知識就極為重要。本書可

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預測都市計畫的動向，講述各類房地產的買賣秘訣及契約須知，
說明房地產致富之道。第二部分則從民法、商法，講述房地產登記、房屋建築規則、施行細
則之義。逐條解說土地及房屋租賃法，及承租人可運用的土地及房屋租賃法。再分析台灣企
業界狀況、各企業收益調查、金融銀行信託各業的營運概況，又有購屋、貸款、承包契約須
知等實用說明。書末附台灣簡介及各銀行會社一覽。本書堪稱日治中後期台灣房地產投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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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分析書，可作為當時地政研究的參考圖書 

72稅務其他の常識 4711871503700 野木傳之助編纂 新台灣社發行 昭和 8(1933)年        2,100  
         本書編輯的動機，在於為大眾解說各種稅法及申報手續的常識。第一編為所得稅，講述

定義、種類、稅率、計算方法及申報手續、滯納罰則等。第二編為土地稅，講述：稅種類、
稅率、地籍、地號、面積，課徵、免除、修正及稅納稅義務人及繳納期限，所有權人、管
理人選任的變更，土地異動、土地分割合併之申報、地籍、地圖閱覽、土地謄本的申請，
繼承未定地，罰則，並附上相關表格。第三編為官租，講述官有地之定義、租率及繳納期
限、官有地承租、申報、申請的手續，並附上相關表格。第四編官有林野，講述定義、撥
賣、承租之手續，並附上相關表格。第五編為雜輯，內有河川法、施行規則及不動產登記、
申請的範例。本書作者曾任職於稅務及林野調查機關，故能以淺白扼要講述各種稅法，為
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稅法值得參酌的資料。 

73台灣都市計畫講習錄 4711871503717台灣都市計畫講習會 昭和 12(1937)年 2冊   4,200 
     1936年，日本政府以敕令公布「台灣都市計畫令」，同年台灣總督府以府令公布「施行

規則」及「計畫委員會規則」等相關法令。台灣總督府於 1937 年 1月召集全台講習員 140
人，舉行第一屆台灣都市計畫講習會，以配合 4月開始實行的「台灣都市計畫令」及相關
法令，本書即為此次講習會的講義彙編，以及土木課長石川定俊的<都市計畫一般>、警務
課長細井英夫的<建築管理講話>兩篇演講稿而成。題材包括： 台灣都市計畫令講義、都
市計畫的理論與實際等，書末附有台灣都市計畫關係民法等特例、台灣都市計畫令、台灣
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等法令輯，作者是台灣總督府的官員，堪稱日治晚期台灣都市計畫法
令解說大全，既專業又權威，為研究此時都市計畫者必讀之書。 

74地方都市事業紹介 4711871503724  松田浩編 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 12(1937)年         1,600 
     本書為地方人士、產業介紹特輯。首先以「開發無限寶庫邁進」為題，介紹花蓮、台東

兩廳的產業及地方要人。續以「帝國南方鎖鑰」為題，敘述澎湖廳、馬公街的概況。再次
討論東港改築問題，展望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新竹州之發展。說明屏東、高雄、台
南、嘉義、彰化、台中、新竹、基隆等八市的特性。論述基隆、高雄、花蓮三港的貢獻。
展望恒春等 36 個郡街的產業發展。簡介虎尾及桃園兩個水利組合的概況。講述竹東等 13
個模範街庄的概況，並簡介其街庄長。評述內海忠司等 27位官員的功績。介紹 39位民間
代表人物的生平及 14個重要企業的概況。最後則展望五大製糖會社的發展。本書概述各
市街庄之產業，以及重要官民之簡歷，可以作為區域研究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參考資料。 

75新興台灣の工場を視る (台灣新興工廠之巡禮) 高雄篇 4711871503731 稻岡暹編          1,050 
    台灣以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竣工為契機，逐漸由農業台灣轉向工業台灣，高雄既是港灣都
市，又是工業都市。也是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最重要據點，為降低生產成本，勢必由華南、南
洋運送原料至台灣加工，因此工業化非常重要。高雄工廠的創設，以「淺野水泥」及「台灣製
糖」兩家公司為始，又有日本鋁業、日本鹼業等公司在高雄設置大工廠，工廠如雨後春筍般誕
生。然而台灣的工業化問題必須賴專門研究，作者遂於高雄新報開闢工廠見學記的專欄，由於
連載文章頗受好評，高雄新報社乃將其集結成書。收錄 1935年 8月-1936年 5月底的連載文章，
介紹淺野水泥、台灣鐵工所等大公司在高雄的工廠。本書作者出身經濟新聞的記者，內容為作
者親蒞之觀察，為詳實的台灣工業發展史。 

76台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 4711871503748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纂 大正 15(1926)年     2,750 
    1911年殖產局印行《台灣地形地質礦產圖說明書》，受到礦業界及學術界的重視，一次大
戰後優先使用國產礦物的輿論興起，加上 1914年後進入山地原住民住區已較自由，因此獲得改訂
增補的地質、礦產資料頗多，殖產局乃邀請技師高橋春吉等人，在台各地作地質、煤田、礦產之
調查報告書及地圖，另外再加上新興的油田及各礦山資料而成本書。共為四編，第一編為地形，
敘述位置、山系等概況，第二編為地質，討論層位、構造、地震等主題。第三編為礦產，介紹台
灣的金、砂金、銀、銅、硫磺、煤、石油等礦產之概況，第四編為應用地質，敘述礦泉、石灰、
火山灰、黏土、石材等之概況，其中討論溫泉尤其詳細。本書可謂日治前期台灣總督府地質技師
成果的總結書，值得研究地質、礦產之學者仔細閱讀 

77基隆築港誌 4711871503755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 大正5(1916)年大本3冊 10,800    
      本誌記載起於清代修築基隆港，終於 1912年基隆築港計畫的第二期工程。全書厚達 1,182

頁之巨著共分六編，第一編為包括基隆港的位置地形、地質地勢、基隆港沿革史，清代日治時
期築港的歷史。第二編為官制規程及人事，包括殖民政府的築港官制規程以及基隆港人事概況
及統計分析。第三編為測量調查及材料試驗，測量平面、調查地質、氣象及潮汐概況，石材、
砂石等材料分析及試驗。第四編為工程計畫及實施，包括：疏浚及去除岩礁工程，鐵腳棧橋設
施等。第五編為材料統計表。第六編為基隆港灣行政，包括清代港政、基隆港現狀等。書末附
有各類參考調查統計表及基隆港灣諸規則索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在相關各處插入大量
的工程照片，張張珍貴且清晰。本築港誌圖文充實，內容專業，鉅細靡遺，實為研究工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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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史者，絕對必須參考的著作 

78基隆築港誌圖譜 4711871503762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大正 5(1916)年  大本 3,850 
    本圖譜係記載起於清代修築基隆港，終於 1912年基隆築港計畫的第二期工程之圖譜, 畫

工精細，多幅彩色標示，含有台灣近海航路附基隆港圖 清國政府之基隆港築港計畫圖、築
港前之基隆港平面圖、第一期築港竣工當時之基隆港平面圖、明治三十八年之基隆港平面
圖、第二期築港大正二年之基隆港平面圖、基隆港海陸設備平面與斷面圖、 基隆港內地質調
查位置圖、基隆港附進潮流圖、防波堤圖、岸壁位置地質調查圖、浮標圖、汽力捲揚機圖、檢潮
所圖、水中混凝土沉箱及混凝土搬運圖等八十幅。  

79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 4711871503779 片山清夫編纂 昭和 11(1936)年         2,200 
          1936年，高雄市政府為慶祝升格十週年，舉辦徵文，鼓動高雄研究熱，以求各界提供建設

高雄之方策，南海時報社再從中選出六篇優秀論文編纂成書。第一部分登錄本次徵文的獲獎
之作，第二部分則為高雄市現勢之簡介，敘述該市的沿革、地理、戶口、史蹟、市政機關、
財政、社寺宗教、教育、社會教育、社會事業、兵事、產業、金融貿易、保健衛生、土木營
繕、交通、官公署及銀行會社、組合等方面的概況。日治後期高雄已轉化為日本帝國南進政
策的前進基地，本書可以作為研究這段歷史者的參考書籍。 

80高雄港勢展覽會誌 4711871503786  高雄港勢展覽會編纂 昭和 6(1931)年         1,550  
      1931年，高雄市政府舉辦高雄港勢展覽會，當時高雄擁有壽山的勝景，交通上為縱貫鐵路的終

點，進軍華南南洋的跳板，在通商、軍事上皆負有重要使命。高雄港因有築港工程及州廳設置而迅
速發展，自1908年高雄港築港工程後，高雄州廳舍落成，高雄市政府利用此一良機，舉辦高雄港
勢展覽會。分為本館、鐵道、花卉、書畫古董、藝術寫真等展覽會場，也舉辦棒球、龍舟等比賽，
民間亦有媽祖陣頭、提燈遊行，高雄商工會亦趁機主辦「第十五屆全島實業大會｣，邀請各地商工
會領袖聚集高雄。邀請各地有力官民參加，吸引超過十一萬人入場，成功行銷了高雄。本書詳細記
載了此次展覽會的實況，同時附有百餘張照片，為研究地方政府宣傳治績及政商關係之利器。 

81芝山巖史 4711871503793  鳥居兼文編 芝山巖史刊行會發行 昭和 7(1932)年        2,350 
    日人治台之初，因應八芝蘭一帶文教氣氛濃厚，台灣總督府學務部特從大稻埕遷至芝山巖惠
濟宮，開設學堂，招募日語傳習生，由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與六位日籍老師，教導台籍傳習生，
因此芝山巖被譽為全台教育發祥地。 1895年12月 31日，6位老師遇襲遭到殺害，震撼全台，稱
為「芝山巖事件」。台灣總督府除緝凶嚴懲外，也鄭重安葬 6人，建立神社，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親撰碑文悼念，每年舉行例祭，因此被塑造為全台灣日本教育者的精神代表，即「芝山巖精神」。
本書內容歷述芝山巖事件之經過，並討論殖民政府塑造芝山巖精神之過程，以及擴大祭祀，另外
還有相關人士的回顧文章、日人治台之初, 殖民政府推動初等教育的概況。本書收錄了芝山巖事
件的相關資料，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者參考。 

82台灣鐵道台東線  4711871503809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編 大正6(1917)年          1,450 
    本書由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編輯，台東線鐵路共有五條，即花蓮港至鯉魚尾、鯉魚尾
至鳳林、鳳林至拔子庄、拔子至迪佳、迪佳至璞石閣。本書從台東線的建築需求、踏察、測
量之經過、修築材料、勞工來源、建築經費之分析，到運輸成績、風雨災害、風土病、排水
等衛生問題、出張所官制職掌、人事更迭，皆有詳細敘述，另外還有建築過程、沿線重要村
落、學校、橋樑、隧道、原住民、特殊風俗的珍貴照片，頗值得台灣鐵道迷參考閱讀。 

83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 4711871503816  台中州編 昭和 11(1936)年              2,200   
      1935年 4月 21日清晨 6時 2分，台中、新竹兩州發生芮氏地震儀 7.1級的大地震，台中

州以豐原、大甲兩郡災害最為嚴重，全州共計 2,015人死亡，7,265人受傷，本書為這次強
震的資料整理。第一章地震來襲，收錄強震發生後報章雜誌之報導，第二章地震之學術調查，
探討地震發生原因及現象，第三章慘澹災害之跡，說明損害狀況，第四章政府慰問，第五章
各界救恤，敘述警備治安、救護應援隊、總督巡視及慰靈祭等，第六章復興之曙光，討論建
設之路、租稅減免、復員經費等問題，第七章震災餘錄，收錄慰問者芳名、台灣震災史考、
震災佳話等，書末為震災追錄，敘述地震發生一年後的復員概況。本書蒐錄 1935年台中州在
發生大地震後的新聞報導，以及大量的災後及重建照片，若可再與《新竹州震災誌》合觀，
即可透徹研究 1935年這場大地震的全貌。 

84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 4711871503823 新竹州編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冊  5,600 
      1935年 4月 21日清晨 6時 2分，發生芮氏地震儀 7.1級的大地震，新竹州以苗栗、竹南、

大湖、竹東四郡及新竹市最為嚴重，全州共計死亡 1,433人、受傷 4,596人、房屋毀損 36,800
餘戶。7月 17日又發生第二次強震，竹南、苗栗兩郡再次受害，本書記載兩次地震之經過及救
護、復員概況。共分八篇，第一篇敘述地震之本震、餘震概況，第二篇說明災害狀況，第三篇
為政府及各地救災的努力，第四篇為救護情報的蒐集、緊急救援、警戒及產業、交通、通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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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措施，第五篇敘述復員計畫、自救運動及具體事業，第六篇為第二次震災概況，第七篇為
地震相關學術記錄，第八篇地震中之感人事跡。台灣位於地震好發地帶，多次發生 7級以上之
強震，本書為 1935年大地震實錄，又附有數十張災後照片，很值得研究地震史者參酌。 

85台灣番界展望 4711871503830 鈴木秀夫編 理蕃之友發行 昭和10(1935)年           2,050 
     1915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曾以台灣蕃族圖譜為題，出版台灣原住民的人類學、土俗寫真帖，

原本預定出版十卷，但僅出版二卷即告中斷，本書為二十年後官方再次出版的重要寫真帖，其珍貴
性不言可喻。本書概述台灣原住民、山脈分布、山地動植物概況，分泰雅、賽夏、布農、曹族、排
灣、阿美、雅美等七族，簡介各族概況以及蒐錄各族之風俗照片，加上山地史蹟與景觀之照片，收
錄歌頌治理成績的照片，以作為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周年之紀念。全書共錄照片 365張，透過這些精
采珍稀的照片，可認知本書為一部日人眼中的原住民統治史。 

86台灣番人事情 4711871503847  台灣總督府編 明治 32(1899)年刊本              2,250  
     1898年，台灣總督府為開辦原住民教育做準備，委託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從事調查，

從新店屈尺山區開始，深入大嵙崁、五指山、南庄、大湖、東勢、埔里等山谷，轉入水沙連、
林杞埔、蕃薯寮各地，後到恆春、卑南、台東，遠入奇萊深山踏察。兩人在復命書言，若以
埔里為中心將原住民分成南、北兩部，南部各族比北部各族知識程度發達，開辦學校教育可
期成功，但北部原住民性情剽悍，仍有獵首之習，必須設置特別機關始有成功之機會。本書
共分為五篇:即蕃俗志，述說各族概況，族裔地理分布、人口統計等，第二篇為蕃語誌，第
三篇為地方誌，敘述各族所生存之山地概況。第四篇為沿革誌，說明荷蘭、鄭氏、滿清各代
治理原住民的政策，亦述及荷蘭人、中國人的原住民教育，第五篇為結論。本書將原住民分
為八族，為臺灣原住民第一本民族學報告，堪稱研究台灣原住民歷史的經典必讀之作。 

87生蕃國の今昔 4711871503854 入澤滲編 臺灣蕃界研究會發行 大正 11(1922)年         2,600 
      明治末年，位於大嵙崁方面的泰雅族因樟腦問題情勢不穩，1906年「蕃務本署」派軍推進大

豹社的隘勇線，後大豹社及前大嵙崁各社同意歸順。而位於更內地的ガオガン群、キナジ一群、
マリコワン群原住民，則倚重巒疊嶂之山勢，並未臣服。，1909年 4月總督府出兵此地，將插天
山系下的大嵙崁社原住民全部征服。1910年 2月，帝國議會通過佐久間總督的第二次「五年理
蕃計劃」，於是在宜蘭廳、新竹廳、桃園廳聯合三方面出兵征討ガオガン、マリコワン、キナジ
ー泰雅族三大群，本書即是敘述 1910—1913年的此一軍事行動。述敘征討ガオガン群、前進李
棟山的活動及攻擊マリコワン群的進展，記載揮師キナジー的戰果。書末附作者實地踏察後纂
述的「新竹蕃界行腳」，作為今昔之對照。本書依各類官私文書撰寫，內容極為詳實，值得研究
桃園、新竹、宜蘭泰雅族原住民歷史者細讀。 

88事變と台灣人(事變與台灣人) 4711871503861竹內清著  昭和 15(1940)年刊本     1,800 
     自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人亦必須為戰爭付出、擔任軍伕、通譯，隨日本軍前往最前

線，農業義勇隊也在華中耕種，負責提供新鮮的蔬菜，同時也在佔領區內從事調查、宣撫及聯
絡的工作，扮演特殊的角色。物力方面，台灣人在後方響應國防獻金、勞動奉公、出售私藏黃
金、從事軍需農作生產等。本書作者出身台灣新民報總編輯，熟悉台灣人動向，中日戰爭爆發
後曾數度隨軍前往中國各地採訪、調查，本書即為其報導台灣軍伕、通譯、農業義勇團的著作，
另外本書也概述皇民化運動、廈門台灣人、原住民的動向。本書雖囿於作者為日本人，常立於
宣傳、美化觀點，但多為親自採訪之報導文章，故仍為研究此時台灣人軍夫、通譯、農業義
勇團實況，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 

89人と閥 (派閥人物) 4711871503878 泉風浪著 南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官界、民間都充斥著許多派閥，各派閥間經常反目對峙，甚至排擠，
同派閥內則相互援引，藉以壟斷人事，凝具力量，本書詳盡介紹了 1932年以前在台日人的
若干派閥網絡，例如：在台日人於行政官廳裡，按畢業學校可以分為赤門派(東京帝大)、京
大派、高師派(東京高等師範)等，按政黨可以分為政友系和民政系。在司法界有東大派和京
大派；在農技系統有札幌派和駒場派(東京帝大農科)；在醫界有大學派(包括東大派和京大
派)；在中、高等教育界有東京高等師範出身的茗溪派和反茗溪派；在初等教育界則有灣製
派(台灣國語學校畢業者)和內地派。其次，本書也詳述了在台日人利用姻戚、同鄉關係所結
成的「閨閥」、「鄉土閥」等。本書作者為久居台灣之記者，諳熟各地日人的各種派閥，為研
究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社會網絡者必讀之著 

90筆戰十五年 4711871503885  橋本白水著 南國圖書刊行會發行  昭和 3(1928)年     1,950 
    作者歷任:殖民、新高新報等報紙雜誌的主編，著有台灣官民、台灣之事業、台灣島、東台
灣、島之都等書。在總督政治、官權至上的環境下，連日人的言論亦未得自由，故書命名為筆
戰十五年。本書蒐錄了作者有關政治、產業、人物等領域評論的論文共為九編、一附錄。收錄
了安東、明石、田、伊澤、上山、下村等總督、長官上任時，作者之期望文章。第二編為歷任
台灣總督之評價、臺灣施政評論、雜婚促進同化、給予參政權和議決權等。第三編為期待言論
自由之文章。第四編為討論日華銀行、台灣交易所、南洋貿易市場、台灣對華經濟政策等。第



 24 

五編為鼓吹總督府設立調查課、民意諮詢機關，總督府更迭頻繁等問題。第六編評論了林熊徵、
顏國年兩位台人富商。第七編收錄了秩父宮赴花東、澎湖的報導。第八編選錄了若干名士的談
話，第九編為告文化協會留學生書，附錄則為大台北指南。作者長期在報社工作，著作等身，
為日治中前期日人輿論界的要角，本書可以窺見在野日人對總督府施政的看法。 

91新聞人の見たる台灣(新聞人所見之台灣) 4711871503892 間島二三編著 昭和6(1931)年 1,800 
      本書完成於經濟大恐慌之際，此時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叢生，作者百感交集，乃將散

於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章雜誌之論文編纂成書。分為政事、財經、產業、社會、教育、雜論等六篇，
討論台灣地方自治、廢除拓務省之利弊、實施減俸策之弊害、台灣軍事防備不足、霧社事件善後、
官界更迭等問題。財經篇研究了日月潭水力發電舉借外債及工程承包，削減加俸導致購買力衰退、
倉庫業改善等問題。產業篇論述了蓬萊米包裝、基本米價、天然瓦斯開發南台灣等問題。社會篇
討論頗為廣泛，包括：輿論之使命、台北市都市計畫、勞資協調、台灣民眾黨民族運動之批判等
問題。教育篇則強調台灣教育及中等教育必須改進，鼓吹加強公民知識與公民意識等。多為討論
經濟大恐慌前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問題，值得研究此一領域的學者細讀。 

92時局の臺灣を描く(台灣時局之淺描) 4711871503908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3(1938)年刊本 1,050 
作者有感於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新形勢下，台灣產業已有新進展，在皇民化下，

亦刺激台灣人自力更生，然不少人仍對台灣所知有限，故編纂本書，以淺描台灣各地及產
業之概況。本書首先敘述了皇民化與台灣人、時局措施與產業發展、台灣各製糖會概況，
次談台北、基隆、北投、淡水、宜蘭、羅東、蘇澳、新竹、台灣、彰化、員林、能高、北
斗、台南、東石、高雄、屏東、東港、花東、澎湖等地產業與人物之概況，最後討論國民
精神總動員問題，書末則附上全台州市區長名單。本書淺說了中日戰爭後台灣各地的變化，
為研究戰爭時期台灣可以參考的圖書之一。 

93 時局と台灣 (時局與台灣) 4711871503915屋部仲榮編著 昭和 8(1933)年           1,550 
    1931年滿洲事變爆發後，台灣即進入準戰爭階段，民間開始出現討論戰時應變的著作，
本書即為其中之一。本書第一部分為國防編，說明台灣的戰略地位，探討戰時經濟封鎖問題，
敘述美國的太平洋經營歷史，介紹陸海軍武器及軍政組織等。第二部分為經濟編，除介紹軍事
工業動員法外，主要說明台灣米、甘薯、砂糖等各產業的概況。第三部分為思想編，敘述台灣
政治思想運動的簡史，包括台灣議會運動、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分合，
以及台灣總督府的政策。作者出身記者，其著作可以作為研究時人對戰局認識的參考資料 

94黎明の台灣 4711871503922 唐澤信夫著 新高堂書店發行 昭和 2(1927)年刊本     1,450 
      作者為基隆巨商和泉種次郎的女婿，信奉日台融和論、新聞自由，評論時政。收錄 21篇長

短文章，討論台灣總督任期制，並力言應切實施行「內地延長主義」，以及敘述台灣官界及日
本中央政局的發展。本書也分析了台灣人盡兵役義務與參政權的關係。主張不可光憑學歷晉用
人才，由李讚生出任郡守之例，倡言台人優秀之士可以多往官界發展，以真正落實日台融和。
本書論述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報導中國革命的進展，前者分析了文化協會分裂的原因、台灣
議會請願運動，並同情台灣民眾黨的黨綱及政策，後者則敘述孫文革命的經過與困境、國民黨
的政治教育、國共兩黨的關係、也說明日本在廈門的活動，包括日本人的文化事業。本書從日
本人的觀點，分析了大正時期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同時也關注中國革命情勢的進展，可以做為
研究此時期在台日人開明派政治思想的參考書。 

95光榮の台灣-李王垠殿下、海宮三殿下奉迎之記4711871503939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10(1935)年   1,350    
      1934年 9、10月伏見宮、梨本宮先後蒞台視察，1935年為台灣改隸日本 40週年，昌德宮李

王垠及久邇宮朝融王、朝香宮正彥王、伏見宮博英王又密集訪台。李王垠為朝鮮高宗第七子、
純宗皇太子，為朝鮮皇室繼承人，日本天皇將梨本宮守正王之女下嫁李王垠，以為攏絡。其在
1935年 1月 17日—2月 1日，蒞台視察。久邇宮朝融王(海軍少校)、朝香宮正彥王(海軍少尉
候補)、伏見宮博英王(海軍少尉候補)三人亦在本年與若干大將、司令之子，以研究為名，搭乘
練習艦隊八雲、淺間兩艦，從橫須賀軍港出發南航。1月 20日—2月 3日途經台灣，順道訪問
基隆、台北及馬公，參拜神社。日本殖民政府治台軟硬兼施，派遣皇族成員入台即為攏絡台人
的手段之一，同樣淪為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其李王入台，視察重點或許也與日本皇族有所差
異，故本書亦值得仔細推敲。 

96榮ゆる台灣(台灣之榮耀) 4711871503946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 9(1934)年刊本      2,400 
    作者在台二十餘年，任台灣新聞等多家報紙的記者，並編纂太子、秩父、高松、朝香、
久邇、北白川大妃等皇族訪台實錄。其認為台灣文物制度已面貌一新，故編著本書以宣傳台灣。
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對台灣進步實況報導，一為「如是我觀」，作者主張利用天然資源、科
學力量，開發工業、活絡經濟，以打開國運，二為揭露台灣產業調查會所擬訂的台灣產業計畫要
項，收錄了下村宏 30篇旅行或回憶全台各地風光、產業的漫談。第三部份選編作者的若干論戰
文章，選錄了討論就職、家計、朝鮮自治權擴張、官界異動、照明設施、高砂建築組合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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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戰文章。第四部分則附錄了酒專賣事業的側寫。敘述酒專賣的實施理由、施行概況、衍生問題，
以及廢除酒專賣之理由、改良後的專賣制度。 

97台灣吾見たリ(我所見之台灣) 4711871503953宮地硬介著 新高堂發行 昭和 6(1931)年 1,400 
     作者為雜誌主編，在 1930年渡台，經常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見聞及感想，再者由於當

時爆發了霧社事件，亦多所評論，遂將入台一年所著之文整理成書。主要為日本人在台灣
活躍的歷史，以及在台北的見聞，宜蘭頭圍、三星、南方澳及花蓮、太魯閣、吉野移民村
等的遊記，記述北投、八斗子、草山等的文章，還原霧社事件的記事，報導日月潭、基隆、
台北之雨等雜感之文。作者文采甚佳，頗能寫出所見所聞的特點，而且來台時間較淺，亦
較可無包袱的批判，值得研究 1930 年代台灣社會者一讀。 

98僕の見た台灣●樺太 4711871503960 小生夢坊著 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昭和10(1935)年1,200 
     作者有感於日本每年增加一百萬的人口，帶來社會、經濟、政治的不安，故主張向南方的台

灣及北方的樺太(庫頁島)移民，舒緩人口壓力，作者在台灣、樺太各地旅行，並將所見發表於
於報紙雜誌，本書即是這些見聞感想文章的集結。包括 77篇小品文，其中台灣 42篇、樺太 35
篇。台灣部份收錄了旅行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合歡山、阿里山、台南等地的雜感，也評
述台灣大博覽會、熱帶產業調查會、東亞共榮協會、地方自治聯盟、國姓爺、川村總督、林獻
堂、陳啟峰等人物與史事，再者，則介紹台灣的稻米、香蕉等特產及事物。本書作者文筆甚佳，
深入淺出敘述台灣、樺太兩地的風光、特產及若干人物史事，頗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99再認識の台灣(吾所見之台灣)711871503977小生夢坊著  昭和12 (1937)年                   1,050 
      作者早年以寫小說、刑案、死囚訪問、性愛著名，其後隨著日本帝國向外擴張發展，遂以

研究外地文化自命，經常游走於滿洲、朝鮮、樺太、蒙古、華北、台灣等地，曾著我所見之
滿鮮、我所見台灣樺太、再認識滿蒙、我所見華北，本書為此一系列著作之一。本書收錄了
其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六十篇雜論文章，多為對官方政策、官場人物、重大建設、事業
界名人的批判，並頗有批評力道，如他指責日本政黨腐化、國策電影氾濫等。也敘述台灣風
土、物產。作者與台人友好，對台籍名人介紹亦多，他稱讚楊肇嘉為巨人、林獻堂為愛國者，
並推崇台灣新民報的貢獻。此外對台日融合問題多所思考。本書除了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時期
官場、商界生態的參考外，亦值得研究日本知識份子思考日、台相處之道者的一讀。 

100趣味の台灣 4711871503984  宮川次郎著 昭和16(1941)年                            750  
     本書從趣味的角度介紹台灣，介紹台灣原住民的織布、籠、雕刻、陶器、瓢、玉器等物產、台

灣竹器、木器、玩具及各地具有特色的名產，如基隆珊瑚、士林小刀、新竹米粉、蓪草、大甲藺
蓆、鹿港線香、西螺硯石、嘉義交趾燒、台南錫器、澎湖文石等。也介紹台灣所保存的中國古董、
台灣的香蕉、鳳梨、柑橘等水果。介紹台灣糕餅、蜜餞、麵類等食品、台灣料理、酒、煙的特色，
台灣的烏龍茶、包種茶、紅茶，扶桑花、相思樹、蝴蝶蘭、及蝴蝶種類，介紹台灣的南管、北管
等音樂，具有台灣情調的原住民歌舞及划龍舟、媽祖、城隍爺等祭典。本書作者為久居台灣之知
名日人記者，故能對台灣各類名產、器具、物種、音樂、風俗等深入介紹，值得研究台灣特產者
一讀，其在序言中已將台灣視為「鄉土」，更值得玩味。 

101新台灣行進曲 4711871503991 北村兼子著 昭和 5(1930)年                         2,000 
      作者父親北村佳逸為日本孫子兵學譯著家。兼子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學校，其後成為大

阪朝日新聞記者。後以日本代表身分，參加 1929 年柏林「萬國婦人參政權大會」，前往歐
美、中國等地訪問，同時以犀利的筆鋒鼓吹提高婦女的地位。惜在進入日本飛行學校，突
然得急病去世。著有《婦人記者廢業記》、《太空飛翔》等書。1930 年春天其來台半個月巡
迴演講，受到林獻堂、林熊徵等仕紳的熱烈歡迎。在本書中，作者除描述各城市情事，訪
問台灣名流婦女，隨處討論台灣婦女地位之問題，兼子家學淵源，文化素養極高，並且是
堅定的女權運動者，生命雖如彗星短暫，但觀察細緻入裡，論說發人深省，為研究日治時
期旅行文學、女性主義者，不能不讀之著作。 

102樂園台灣の姿 4711871504004 貞包隆造編纂 麗島出版社 昭和 11(1936)年        1,650 
本書分為七部份，敘述台灣之位置、面積、地勢、海峽、平原、山脈、海岸、氣候、地名

等概要。交通要綱，敘述鐵路、官營巴士、郵政、電話、電報、海運、公路、港灣等概況。第三部
份為台灣風光，介紹台灣神社、新高山及八景十二勝之概況。依序介紹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
台中市、彰化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市、花蓮港、台東街、澎湖的沿革、人口、遊覽
名勝。也介紹五州之各項名勝古蹟概況、草山等十八處著名溫泉特色。第七部份敘述台灣特產概要，
包括米、香蕉、柑橘、糖、茶、林業、專賣事業、水產、遠洋及養殖漁業的概況。本書簡明介紹了
中日戰爭爆發前台灣各地交通、名勝古蹟及溫泉、特產的概況，值得研究名勝古蹟者一讀。 

103新制度の台灣 4711871504011 伊藤彩抱編著 大正 15(1926) 年刊本            2,200 
     日本政府在 1921年公布「公制」，開始修訂度量衡，並宣布自 1924年 7 月起實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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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台北鐵道旅館及各都市舉辦「公制法演藝會」，同時也巡迴演講，本書即為該協會為
宣傳新制度所發行的圖書。作者透過台灣總督府調查課及各州文書課、取得地勢、面積、
土地丈量、物產、距離表等資料，並將舊制換算成公制，書末並附錄日本內地及朝鮮、樺
太、關東州、南洋、主要國家海洋、山岳、河川、湖泊等之長、寬、高換算成公制的資料。
日治時期台灣透過日本，接觸新思想或制度，本書記錄了台灣改行公制，與世界接軌的歷
程，本書可作為研究此一課題者的參考資料。 

104台灣祕話御大典記念 4711871504028 枠本誠一著日本及殖民社發行昭和 3(1928)年  1,450 
     本書內容堪稱是日治中期台灣的《壹週刊》，雖然也有日治初期各報之間的鬥爭、高野孟矩事

件這類要事的分析，但其餘泰半為台灣官商私密軼聞或風流韻事的報導，如日本商人將愛妾贈
予寂寞的總督、嗜舞如命的總督、官員好色風雲榜、官夫人評判記、政商匯萃的淡水高爾夫球
俱樂部、由一介農夫成為千萬富豪的顏雲年、從一般民眾到勳三等的辜顯榮。其次，有民間珍
奇秘聞、男女畸戀殉情，如台北城門迎接日軍的女人陳法、慶應大學生與台灣人女教師的殉情
記、大啖原住民肉做為補藥等。再者亦有不少帶有種族偏見的報導，如：西來庵事件死刑犯絞
死前的醜態、蔣渭水的真面目等。本書揭露了日治中期以前官員、巨商的交際及情色生活，以
及頗多檯面下的私人情誼及秘辛，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時期政界生活及官商關係的絕佳材料。 

105明朗台灣を語る(台灣之美)4711871504035柴山愛藏編 昭和 12(1937)年           1,250 
      作者為在台落地生根記者，其行腳遍及全台，由其讚美台北街道之美為東洋第一，可知其甚愛

台灣，故能使用淺白、優美的筆觸，述說台灣歷史、地理、政治、產業、教育、交通各方面之美，
其所述歷史如：領台前後、台灣神社、中部大地震、舊都台南、赤崁樓與御遺址、鄭成功故事等，
有關地理者有：雨港基隆、溫泉之北投與草山、寂寞淡水港、南門鎖鑰澎湖島、武陵桃園紅頭嶼等。
對產業亦多觸及如：基隆礦業、台灣茶、米香蕉蜜柑、無限寶庫阿里山、製糖業之展望等。本書作
者以遊記、雜感的方式，趣味介紹台灣各地，似今日之旅遊書籍，讀之可令人細品台灣之美。 

106中部台灣を語る(台灣中部記實) 4711871504042泉風浪著 昭和5 (1930)年          1,450 
    作者感於有關台灣中部的書籍幾為官方編纂的統計性資料，故以流暢、趣味的文筆寫就，本書
分為十六個主題，介紹台中之地位，台中州行政區畫沿革，各郡名勝古蹟、重要家族，學校、神社、
佛、道、天主、基督等各教概況，救恤貧窮、保護病弱、更生人等社會事業，農、牧、水產、工、
商各業成績，台中青果同業組合、青果會社、香蕉貿易概況，主要銀行公司、台中州著名官員、民
間有力人士、新聞界、重要商店、旅館、料理店等。本書作者出身記者，熟悉日治時期台中各類資
訊及文史掌故，值得從事台灣中部區域研究及文史工作者參考。 

107ヵメラから見た台灣(照相機記錄台灣)  4711871504059 幸田春義等編 昭和4(1929)年    900 
     編者認為英國人對於殖民地印度的瞭解，雖販夫走卒亦有一定程度的知悉，而日本一般人卻
對已領有三十多年的台灣所知甚少，故本書透過影像，搭配文字敘述介紹台灣。編者沿著縱貫
鐵路，利用照片，介紹台灣各地的官署、街道、車站、橋樑、港灣、埤圳、農園、鹽場、糖廠、
製材廠、寺廟、神社、山脈、公園、紀念碑、名勝、移民村等概況，其中，皇族遺跡、原住民
的照片，尤有帝國主義君臨台灣的意味。書末又插述鴉片、食鹽、煙草、樟腦、酒等專賣事業、
各地溫泉的概況，以及泰雅族和賽夏族的傳說。本書收錄珍貴照片頗多，配合文字敘述，加深
讀者印象，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影像台灣者一讀。 

108台灣學生雄辯集 4711871504066 唐澤信夫編 新高新報社發行 昭和 5(1930)年       1,000 
     本書匯集了台北高等學校、台北一中、新竹中學等校學生的論文或講稿。內容多半為世界

經濟恐慌及日本帝國發展受壓抑下，如何應變的討論，包括：對國家地位及世界局勢的認識，主
張日本領導東洋各國，討論青年的使命，分析糧食不足與海外移民的問題，鼓吹提高婦女地位、
婦女參與經濟，倡議政治上維新改革、經濟上合理化經營，力求生活節約，宣傳發展科學的重要、
宗教改造之必要。目前日治時期所留下之著述鮮少學生之論著，本書彙編了日治中晚期中學生的
論文或講稿，有助於研究此時期青年思想概況。 

109南の枝  4711871504073  庄司總一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昭和 18(1943)年          1,350   
      作者之父為醫生渡台至卑南擔任公醫。作者在 1924年台南州立學校畢業後，返回日本

就讀慶應大學，受教於詩人文學家西脇順三郎，展開文學活動，以阿久見謙之筆名發表許多
譯作與小說。中日戰爭爆發後，為舒緩焦慮，開始模仿馬克吐溫式的幽默寫作方式，發表:
我的太陽，並被改編拍成電影。1940年發表《陳夫人》第一部，1942年再出版第二部，由於
該書探討台日融合婚姻，受到台灣文壇的矚目，並在 1943年獲得大東亞文學賞次獎。同年以
文學奉公會之成員來台巡迴演講並出版本書。戰後仍活躍於日本文學界，並在慶應大學講授
世界文學，1961年底病逝。本書敘述其對台灣生活的回憶、戰時文化的看法，惟注意到台灣
實以台人居多數，所有價值非以台人為對象不可，本書堪稱是皇民文學的重要著作之一。 

110極東鴉片問題 (遠東鴉片問題)  4711871504080  赤松佑之編輯 昭和8(1933)年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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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9 月—1930 年 5月，國際聯盟遠東鴉片調查委員會，派員調查了印度支那、緬
甸、暹邏、印尼、新加坡、馬來聯邦州、北婆羅洲、菲律賓、香港、澳門、臺灣、關東州及
南滿鐵道附屬地等地的鴉片問題概況，本書即為此次調查報告的日文譯本。分為四篇，第一
篇說明國聯派出調查員的緣由，以及徵詢各國政要、法界、醫師、牧師、企業家、地方團體
代表及鴉片患者共 415人，並搜羅 425大件文書的概況。第二篇討論鴉片煙癮者概況，及對
社會各層面的影響。第三篇敍述遠東各國的鴉片管理制度，以及配合海牙鴉片條約(1912
年)、日內瓦鴉片協議(1925年)規定，各國執行相關政策的概況。第四篇為調查委員會的結
論，及各國政府提出的建議。本書所調查者為整個遠東各地鴉片問題的實況，可作為研究日
治時期臺灣鴉片問題時之對照實錄。 

111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 47118715040967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昭和 6(1931)年    600 
    本書系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所出版，為殖民政府的鴉片政策辯護。指出鴉片問題是
涉及政治、經濟、醫學、國際各層面的複雜問題，自國際鴉片條約簽訂後，臺灣的鴉片政策亦
受國際監督，1929年總督府頒行「臺灣鴉片令｣，採取由漸禁矯正到完全戒除之道。本書敍述鴉
片的分類；討論吸食鴉片的原因；說明臺灣總督府的矯正政策，設立更生院，公立醫院設置矯
正科。介紹杜聰明博士所發明的除癮藥劑的療效；敍述矯治後的狀況，1930—1931年共有 3,298
人矯正完畢，舉野柳保正林石枝的戒毒成功經驗，作為宣傳；分享矯正者的感想，另外在戒除
者的管理方面，本書簡單扼要說明了官方對鴉片問題的看法，並推崇杜聰明博士發明除癮劑的
功效，作為研究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的寶貴參考資料。 

112阿片の認識 4711871504103  荒川淺吉編輯 臺灣專賣協會發行 昭和 18(1943)年      1,500 
         作者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鴉片股股長，堪稱對鴉片兼具實務與學理之專家。 鴉片專賣制

度在臺灣實施 47年，最初有 17萬人吸食鴉片，到 1943年時僅剩 7 千餘人，臺灣將近 50
年的鴉片專賣經驗，不僅可為後世之參考，也成為制定「南方圈」鴉片政策的依據。本書
共分為六部分，對鴉片之傳入，吸食由來；鴉片煙膏制法、器具及吸食；國際條約及其成
果；鴉片與日本，領台當時的措施、鴉片禁令等；末篇為臺灣的專賣，漸禁政策的實施；
南方圈的鴉片管理狀況、南方各國鴉片政策論。本書不僅詳述鴉片毒害的專業知識，又說
明國際條約及日本帝國之規定，同時也討論臺灣專賣制度，對「南方圈」應擬之政策提出
建言，堪稱日治時期鴉片問題及政策的總結。 

113台灣產業大觀 4711871504110 林進發編著˙民眾公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  2,200 
      本書敘述台灣總督府各種獎勵農業之措施、農務行政及農事試驗機關之概況，以及討

論砂糖、稻米、茶葉、鳳梨、柑橘等產業之產銷，其次說明甘薯、花生、苧麻、園藝等各種
農作的情況，再者，刻描畜產、家禽、日本農業移民、金融、林業、礦業、水產、一般工業
等之概況。第二部分為企業及事業之簡介，敘述了台灣銀行等 105家公司及同業組合的發展
簡史及各地事業家簡介，收錄了石原玉意等 221位台灣企業界人士的生平，以及林清忠等 26
位活躍於神戶商界的台人實業家生平。本書作者為民眾公論社記者，為日治時期台灣人屈指
可數的產業、人物志編纂者，熟稔台灣各種財經事物及掌故，內容頗有可觀之處。 

114 台灣產業組合史 4711871504127 澀谷平四郎編 產業組合時報社 昭和 9(1934)年 2,350 
     日治時期之產業組合，相當於戰後的合作社，台灣自 1913年實施「台灣產業組合規則」，

經殖民政府指導鼓勵，至 1934年已設立了 430個組合，會員達 30萬人，對台灣庶民經濟、
產業發達貢獻良多。本書共分為八章，敘述產業組合制度的演變、台灣產業組合發達之歷程、
監督者的培養、協會的設立。分述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澎湖、台東、花蓮港等
州廳產業組合的發展史，以及介紹優良產業組合、有功人員及特色等。也討論台灣產業組合
運動的各種動向與合作本質的剖析，深入討論組合內部鬥爭、不當消費事件等各種有待改善
之問題，作者長年從事編印產業組合實務指南，屢獲總督府讚許，堪稱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產
業組合的專家，故本書頗值得研究此一領域者一讀。  

115台灣產業組合年鑑 4711871504134澀谷平四郎編 昭和 12(1937)年刊本    2冊  3,400 
    本書為台灣產業組合法實施 25週年之紀念之作，共三章，敘述產業組合發達史：日本本土

信用組合的倡設過程，信用組合法與農業倉庫法的制定與修改，全國產業組合大會、中央會、
中央金庫的概況。台灣產業組合的設立經過創立主旨書、會則、及台灣產業組合大會的概況。
第二章為產業組合界之現況，討論米穀自治管理法，台灣農村土地、米穀運輸、產業倉庫自
治檢查、以及反產組課稅運動、產業組合青年聯盟、醫療利用組合、肥料配給及農事實行組
合、概況。第三章為產業組合事業計畫，敘述產業組合協會及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
雄、台東、花蓮、澎湖等各州廳支會的歲入預算概況。本書作者為研究產業組合問題的專家，
內容頗為詳盡，堪稱產業組合之小百科，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產業組合問題的必讀之作。 

116台灣之產業及其取引 4711871504141 佐佐英彥著 台南新報社 昭和 3(1928)年   2冊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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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係台南新報社的經濟新聞記者，在 1925 年已出版《台灣產業評論》一書，觀察頗
為犀利。本書共分為十篇，為總論，刻描台灣產業、商工業的一般輪廓。討論糖業及金融之關係。
為米業、茶業、青果業、酒業、電氣、金融、信用組合狀況、產業組合、概說港灣、交通狀況，
商業及重要輸入品的銷售狀況，以明一般產業交易的梗概。本書採「百科全書式」的撰寫方法，
內容頗為豐富，對米業、茶業各種產銷問題討論尤為仔細，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米、茶兩業者提
供了寶貴的線索。再者，本書作者曾比較台、日 中小商人的競爭力，指出在商戰中常居下風，並
非一般日商掌握台灣商權的看法，饒富意味。 

117台灣產業之批判 4711871504158大園市藏著 台灣產業之批判社 昭和 2(1927)年      1,800 

      作者為台灣研究的專家，當時對台灣的日本人而言，台灣不僅經濟飽受不景氣之苦，也
受世界性民主思潮鼓舞不斷掀起政治、社會運動，呈現轉型期的動盪不安，在此背景下，頗
有對當時各產業因應經濟黑暗期的批判論述。共為九章及附錄，綜論當時台灣產業政策與組
織所面臨之危機；分述金融、糖業、灌溉、電力、鹽業、工業、青果業、交通運輸業的各種
問題；附錄則討論當時台灣社會情狀。以日本人的立場發言，見到一般日人對台灣經濟、政
治發展「省思」的邏輯，批評文人總督同化政策的不當，對台民過為尊重，給予有心人士煽
動的機會，令日人處於不利地位。同時論述了 1920年代台灣各產業面臨的問題，並討論因應
之道，為研究日治中期台灣產業發展者必須參考的著作。 

118台灣產業之實相 4711871504165  久山文朗編 昭和 7(1932)年                1,900 
      本書敘述台灣經濟各業沿革、發達之徑及當時實際狀況，對農業:說明台灣土性、地勢、

耕地面積、農業戶數及人口、產額等。糖業方面，說明各製糖公司概況。分述茶業、香蕉、
鳳梨、柑橘等業的生產及交易之概況。礦業:說明金、銀、銅、鐵、水銀、硫磺、煤石油、
磷等礦的產銷。林業、水產，描繪沿岸、遠洋、養殖漁業概貌，以及魚產製造、交易實況。
也對金融，敘述幣制改革及台灣各家銀行及、信用組合、信託會社等概況。專賣事業則分述
鴉片、食鹽、樟腦、菸草、酒等專賣事業等。末有交通運輸，說明海、陸運輸及港灣。敘述
工業製造及商貿概況。本書作者在自序中，言產業類著作頗多，本書與他書最大不同在於強
調探討各業之沿革，是故欲觀察日治時期產業演變者，可以將本書做為參考著作之一。 

119台灣產業問題管見 4711871504172 今村義夫著 台南新報社發行 大正13(1924)年版本   2,050 
    作者為報社記者，匯集 1922-25 年發表於報紙的文章。此時期台灣正處於戰時繁榮消
退，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在自序中言：台灣產業振興是統治台灣不可或缺的基本課題。面
臨經濟轉變期的台灣，究以農業或以工商業會為發展骨幹，成為經濟發展上需解決的問
題，作者以台灣經濟應由農轉為工商的觀點，檢討當時農業經濟的弊病，包括：農村人口
過剩、佃作制度不良、掠奪式耕作導致地力流失、土地兼併之風熾烈、金融機構不足、農
民飽受高利貸剝削、交易組織紊亂、中間商人剝削、農業政策偏重技術改進、農業教育不
足、農會弊病叢生、農村階級兩極化等。作者從關懷弱者出發，又能犀利指出 1920年代
初期台灣農村經濟的各種問題，顯現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史之片段。 

120台灣地方產業報國 4711871504189 屋部仲榮編 昭和14(1939)年版本          16開 1,200 
    本書成於中日戰爭爆發後，目的即在於強調產業報國，故本書首篇即為認識強大母國、堅持
皇民之思想，敘述台灣專賣、通信、鐵路事業。展望各州概況，並介紹了新竹等 7市、文山等
30郡的產業。又介紹東港等 20個模範街庄。討論非常時局下台灣、明治、大日本、鹽水港、台
東等大製糖公司的近況。敘述專賣局台中支局、高雄支局及桃園水利組合事業。評論戶水昇等
13位官員的功績。介紹朝倉良妥等 47位民間有力人士之生平。簡介花蓮港信用組合、花蓮港木
材公司、花蓮港電氣公司、鹽水港製糖花蓮製糖所、吉野移民村等。本書報導了各州、市、郡、
街、庄之產業，以及各地重要官民之簡歷，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末期台灣區域史者的參考。 

121台灣殖產年鑑 4711871504196畠中正行編˙台灣與海外社發行 昭和13(1938)年2冊 3,150 
    本書分為總論、砂糖、米穀、農產、青果、商業、工業、產業組合、茶業、林產、礦
產、水產等 12編。簡述台灣之地理條件、動植物、水利、生產力、經濟內外情勢；有砂糖
的產業、各製糖公司概況。介紹台灣米的品質、批判米穀政策及相關法規。農產編說明台灣
農業概況。商業編敘述台灣公司數量、資本額、事變後對華貿易概況等。工業編討論台灣工
業產額等。產業組合編介紹台灣產組發展史。青果編敘述各州青果同業組合及聯合會。另有
茶業編、林業編、官營伐木事業概況，礦業編簡介台灣新興礦物及金礦開發概況。水產編討
論振興台灣水產政策、國防與水產之關係。本書以年鑑方式，詳實說明各產業之生產、加工、
貿易、消費概況，對中日戰爭後台灣經濟情勢，及與滿洲之經貿關係討論尤多。 

122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大觀 4711871504202櫻田三郎編輯 昭和十五(1940)年版 1,950 
該會社創立於昭和十年(1935), 為執行日本帝國之殖民擴張政策而成立, 規劃及提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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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島內生產事業之深耕與增產, 及取得南支那/中南半島及南洋之資源開發為使命..本事業
大觀以現況說明及擴張計劃為主軸, 該事業之統計資料以台灣總督府之記錄及其他關係文獻
信實者採錄之, 以展現全貌, 配合地圖及相片百餘佐證,對時局有關之環境影響多作評論. 
編撰及資料蒐集由台北帝國大學教授: 移川子之藏氏, 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長: 山中樵氏等為
主導,有事業之分布圖, 主要為台灣事業篇,含農業開墾事業,耕地之拓展,農作物規劃如甘
蔗、蔗糖、米等之生產; 社有地之經營與農民契作產銷, 規劃「番人保留地」試作各種經濟
作物,另有移民事業(含日本人移入 台灣人民之島內移住) 礦業方面：金山之開採, 煤炭坑
掘取與發展鹽業、畜產事業、漁業也有深入說明. 另有海外篇: 含廣東、汕頭、印度支那/中
南半島、 英領馬來西亞、泰國及南洋等地,均為該社擴張之領域, 書末列該會社歷任領導人、
業務組織、業績及大事記一覽、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法、施行令等.是日本帝國對外經濟掠取與
擴張之執行者,為研究日本戰時歷史重要文獻 

123台灣拓殖會社的誕生—台拓設立經過之議事秘錄 4711871504219 伜本誠一編   2,200 
昭和 11(1936)年刊本; 台灣拓殖會社是政府、民間各出資一半的特殊國策會社，並賦予

發行債券的特權，事業涵蓋農、林、水產、水利、移民等方面，營業地點也延伸到華南、南
洋一帶。台灣拓殖事業包羅亦廣，涉及國防，而拓務省、外務省、總督府的看法也不盡相同，
日本國會特別召開第六十九特別議會加以討論。於 1936年 5月進行協議並通過。在立法過程
中，這些論戰關係台灣在南進國策上的地位，以及台灣統治的根本定位問題。本書分四章，
為大會、眾議院委員會、貴族院委員會、討論過程及兩院的協商過程。作者參考了民間不易
獲得的貴族、眾議兩院委員會議事錄、議事速記錄，並清楚排比各方論戰觀點，彰顯了各政
治勢力的角力過程，給予研究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設立過程者很大便利，值得細讀。 

124全島實業大會展望 4711871504226宮崎健三編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全島實業大會係 1916年舉辦，台北商工會乘「勸業共進會」全台主要實業家聚集台北之機，
聯合台南商工會、台中實業協會、嘉義商工會、高雄商工會、基隆公益社等實業團體創設，其後
每年輪流由各地商工會主辦。殖民政府每屆大會皆會派高官參加，甚至台灣總督亦曾親自蒞會。
至 1936年為止共舉辦 20屆，對凝聚全台實業家意見頗有貢獻。一年一度的會議，讓台、日商工
會代表有機會匯聚一堂，並常聯合向殖民政府爭取權益，使得全台商人有了鬆散聯合的機構。作
者整理了 20屆全島實業大會的狀況，包括舉辦時間及地點、參加商工會及官員、提案委員會及大
會召開經過、提案緣由及刪除原因等，對於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商工業者組織者為不可不讀之作。 

125對岸事情與台灣之產業 4711871504233 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0(1935)年刊本   800 
    1930年台灣產業的產值、貿易額皆已達五億圓，台灣與對岸廈門的經濟也漸有績效，促進
了兩地的經濟，也為「日華經濟合作」奠定基礎，同時台灣即將舉辦「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
亦必須宣傳台灣，故有本書之誕生。分為五大部份，敘述在廈門之日本人及台灣籍民的生活概況，
羅列當地有力之日本人及台灣人，簡介廈門環境衛生、文化、教育的狀況。敘述具有特色的台灣
產業，包括茶、米、樟腦、砂糖、香蕉、木材、金礦、石油、煤礦等業。也說明各州廳氣候、地
形、人口、產業、交通之概況。宣傳台灣博覽會之內容。介紹台灣八景及各地名勝古蹟。本書為
宣傳台灣博覽會及配合日華經濟合作而編纂，不僅概述了台灣產業、各州廳的狀況及名勝古蹟，
同時論及在廈門之日本人及台灣人的動向，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時期台、廈經濟往來之參考。 

126事業界與內容批判 4711871504240 熊野城造編    昭和4(1929)年                   2,550 
      在爆發經濟不景氣前夕的 1929年，台灣公司投資總資本已達 5億 8千 9 百餘萬圓，實

收資本也達 3億 5千萬圓，可見設立公司在台灣已相當普遍，本書討論此時台灣各公司之
概況，以及其賴以發展的基礎設施。敘述公司企業趨勢，內容包括台灣的貿易趨勢、財政
金融、產業助成設施、專賣事業、交通、土木事業、砂糖、等的概況。介紹公司的沿革及最
近業績之評論，本書將公司分為經營順利與陷入困境兩類公司，作者選擇其中 60家公司，
細說其沿革、董監事、營業概要、決算報告書及概評等，其餘各公司亦簡列其所在地、代表
者、資本額、實收資本等資料。本書對經濟大恐慌爆發前台灣 710家公司給予評述或羅列資
料，為研究此時公司營業概況重要的著作。 

127台中州下產業組合要覽 4711871504257佐藤眠洋編˙台中出版協會 昭和7(1932)年  2,700 
    產業的開發與金融機關產生關聯關係，台中州雖有彰化銀行及各支店，為助長產業、活絡
農村、中產階級金融，殖民政府乃在 1914—1915年大力鼓吹信用組合的設立，至 1932年，台
中州已有將近百個組合，政府亦強調表彰優良產業組合，以助長地方產業及涵養儲蓄及地方自
治精神。本書分十二部分，敘述台中市及大屯、豐原、東勢、大甲、彰化、員林、北斗、南投、
新高、能高、竹山等 11郡的 82個產業組合之概況，包括介紹：設立年代、涵蓋範圍、出資情
況、組合員人數、借貸及損益概況、理監事及職員名錄、經歷、組合沿革等，並附上珍貴的組
合建築物或重要幹部之照片。產業組合為日治時期促進各地金融、產銷、消費活絡的重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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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組理監事又多為各地方有力人士，戰後這些人也進入地方政治，形成各種派系，本書可以作
為研究台中、彰化、南投轄下鄉鎮政經演變、信用合作社發展歷史的重要參考著作。 

128台灣經濟年報 4711871504264 平山勳著 台灣經濟調查所 昭和 7(1932)年      1,450 
     作者研究遍及經濟、社會、考古各領域，著有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此書為其運用經濟學

理論觀察台灣經濟發展的著作。分為五篇，從經濟學闡述世界爆發經濟大恐慌的原因，從文
獻、統計數據等說明台灣糖業的保護關稅政策及獎勵補助金制度，同時論述領台前後台灣砂
糖的輸出量變化。計算台灣 1931年上半期砂糖、煤碳、茶葉、米穀等重要物資的物價變動。
由都市人口、煤碳消耗量、勞動力等討論台灣的工業化速度，並從銀行放款、工業類別產值、
農工勞動力等分析台灣的工業化程度。由庫存指數、原料半製品及成品輸出、入量、銀行借
款、通貨流通量等數據，分析 1931年上半期台灣景氣的變動概況。本書為日治時期少數能真
正運用經濟學深入分析台灣物價、工業化、景氣變化的著作，值得相關研究者高度注意。 

129戰時下的台灣經濟 4711871504271  林佛樹編 昭和 14(1939)年                1,250 
    本書為戰時時期的台灣經濟基礎論述, 敘述在戰爭體制下，須以國防和興亞經濟作為
建設目標，日本帝國南進國策第一線的台灣，進行經濟、產業擴充、調整的概況，內容包
括：戰時台灣金融、財政、產業、新興工業、農業十年計畫、台灣米穀管理案、糖業、電
源開發、茶業、貿易、證券交易所、商工會議所、煤業、米界等主題。 

130台灣經濟政策論 4711871504288 久保島天麗著 大正 9(1920)年刊本           1,400 
    作者為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曾著台灣大學設置論，鼓吹設立台灣大學，並以此聞名。一
次大戰的戰時繁榮，雖帶來景氣，但通貨膨脹也隨之而至，加上各國為謀經濟復建，不當的
保護政策，使各國陷入激烈商戰，日本、台灣產業界已出現不安之氣氛，再者，台灣為日本
帝國南進的根據地，如何進軍南洋華南市場，利用日月潭水力發電，開發農礦林業資源，以
謀台灣的工業化。作者邀請台灣總督府課局長、稅關長、技師等經濟事務官員，台灣銀行、
台灣商工銀行、新高銀行、三十四銀行等高級主管，三井物產、大阪商船、鈴木商店、台灣
煉瓦等大企業經理階層及林熊徵、許丙、楊潤波等台灣人士紳，撰文提出見解，本書共收錄
37篇論文，篇篇皆有可觀之處，十分值得研究一次大戰後台灣經濟界問題者參考。 

131台灣經濟之基礎知識 4711871504295 林佛樹編纂 台灣經濟通信社 昭和13(1938)年2,500 
本書分為二十四編，以百科全書方式，概述台灣的金融、財政、農業、工業、商業、林業、

礦業、水產、製茶、糖業、專賣、鐵路、郵電、貿易、土地人口、米穀、交易所、肥料等主題之
概況。作者為日治時期著名的經濟記者，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曾與蔣謂水等人成立了青年讀書
會，其後又長期擔任臺灣新民報經濟版主筆，除著本書外，還有臺灣經濟要覧等書，本書涵蓋主
題廣泛，綱舉目張，很適合研究日治晚期台灣經濟者翻查。 

132 對台灣經濟界之展望 4711871504301 林進發著˙民眾公論社 昭和 7(1932)年  1,700 
    本書為金融政策的研究，討論金融政策在經濟上的意義，以日本黃金輸出解禁或輸出禁止
為例，說明通貨緊縮、膨脹對金融政策的影響。次為對台灣農業的考察，引用馬克斯資本論
及當時若干經濟學理論，討論資本主義發展後，大農場取代傳統小農經營的傾向，其次論述
台灣耕地面積、砂糖、茶、米等重要物產的金融系統，並由自耕、佃耕農地面積討論農業經
營型態，再次討論業佃會之概況，米、糖的發展問題。後續概述台灣製糖、運輸倉庫、專賣、
礦、製帽、漁、水泥等業的發展。作者出身記者，曾任實業時代社台灣支社長、民眾公論社
主筆，批評以往經濟論著，多為企業成績報告書之轉載或統計資料之堆砌，故本書企圖以經
濟學理論切入，提高論述深度，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一讀。 

133台灣最近之經濟界 4711871504318 劉天賜著 台灣經濟界社 昭和 8(1933)年      1,450 
    本書為台灣的經濟討論了農村景氣、米穀專業、電力公司外債、東台灣砂金、嘉南大圳輪

作等五大問題。次為農業政策論，論述糖業、茶業的發展現狀與未來；產地產額、政府的獎
勵保護以及台茶將來之發展政策等；概說香蕉業之發展、台灣對日本內地及外國貿易概況、
佃農問題，以及米業概況與台米之使命等。另附錄概述了台灣產業組合起源、意義、目的、
責任制度、及發展概況、運轉資金等，載錄了 1932年 4月—1933年 4月的台灣經濟重要日
誌。本書纂成於日本帝國甫獲滿洲之際，溫暖台灣的物產恰可貿易至寒冷的滿洲，另外日月
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後，台灣產業逐漸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本書內容可為此台灣產業關鍵
時刻之註腳，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一讀。 

134台灣經濟問題之特質與批判 4711871504325 陳逢源著 台灣新民報社 昭和8(1933)年1,400 
     作者曾在日商公司任職，並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此入獄四個月。其後歷任台灣民報

記者、監事、報社經濟部長，並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的活動，戰後在台灣政界、
金融界亦居要津，除本書外，有新台灣經濟論、台灣經濟與農業問題等著作。本書檢討總督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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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政策及運輸受剝削之問題，提出青果組合興革之方。批評總督府鳳梨罐頭統制販售、甘蔗課
稅等政策之不當。反駁台灣總督府砂糖政策、日人設立中央市場論的言論。對台灣米市場、批發
市場、農會等經濟機關，提出應辦或應革之道。也評論台灣銀行、商工銀行等的改革及業績。記
錄金瓜石礦山視察的感想。屢在報章雜誌為台灣人利益發聲，批駁日本官員、學者、記者之論點，
閱讀本書可以瞭解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利益之所在，值得研究此時期台灣經濟史者研讀之作。 

135台灣經濟叢書 4711871504332 竹本伊一郎編纂 昭和 8-17(1933-1942)年  10冊 17,300 
     作者 1931年底創立台灣經濟研究會，每月邀請專家執筆討論經濟問題，出版了台灣經濟往來

等論文。本書即為第一年十二輯的集結，收錄中央研究所加福均三博士的天然瓦斯之利用與台
灣工業發展、總督府稅關長西澤義徵的台灣之南洋貿易論、台灣倉庫公司經理中山勇次郎的論
台灣米交易機關」台灣電力公司理事南政吉的論日月潭電力的消化、台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磯
永吉博士的論台灣米產的發達、總督府警務課技手松木次郎的重油與經濟、台灣日日新報社主
筆的總督府財政政策之將來、總督府技師馬場宏景的台灣工業之將來與天然瓦斯、台北商工會
會長後宮信太郎的台灣事業界的特質、台北市中央市場公司董事長木村泰治的中央市場論等論
文。本書各篇論文執筆者確實皆各問題之專家，擲地有聲，值得研究相關問題者拜讀。 

136台灣之金融 4711871504349  高北四郎著  昭和 2(1927)年刊本              1,550 
1927年 7月，台灣銀行突然爆發破產事件，作者利用文獻、及相關統計資料，訪問當事人及

重要官員，就台灣金融恐慌及特殊情況完成此書。第一章為「台灣金融史」，首述領台當時的貨
幣、金融及產業概況，台灣銀行的創立，討論台灣從銀本位轉為金銀雙本位的過程，1923—1924
年台灣金融界的動盪。第二章為「昭和二年台灣金融恐慌」之背景，從鈴木商店爆發危機、牽累
台銀東京分行停業，詳述日本政經界的處理、台灣銀行總店的對策，以及對台灣島內各銀行、信
用組合的影響，末敘總督府介入台銀決定不停業，發行台銀兌換券強制流通，終於合力將情勢穩
定。第三章為「台灣金融」，首有金融圈論述並非內地的延長，簡述台銀之歷史。說明作者對台
銀調查會所提之改革案的看法。台灣農業金融、金融市場、利率、資金流通、公債、信用組合的
概況。附錄有論公設當鋪的功能及企業家之作用。本書成書時很貼近台灣銀行破產事件，保留了
很多當時的一手觀察與文獻，對於研究此一事件的學者言，本書是極佳的參考著作 

137台灣農業論 4711871504356梶原通好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100 
    作者有感於台灣雖號稱「農業國｣，但除了官方的出版品外，幾無農業方面的著作，故

將其多年的農業論文及最新統計資料改寫成書。共十二章，簡介農業之概況及缺乏良好條
件，有賴日本進口;缺乏耕地，面臨耕地無法擴展的困難;小農為主的台灣農業，探討經營
面積不足之問題;農產的種類，由自給自足走向市場生產，外銷農產品的概況;台灣米在紓
解日本米糧不足問題的貢獻以及壟斷的問題;糖業問題;地力衰退與佃農貧困問題分析;茶
之發展;畜產;園藝作物;山地農業;本書作者為日治時期長期關心台灣農業的專家，不僅對
農民的生活頗有研究，對農村問題更有鞭辟入裡之認識，頗值得研究台灣經濟史者查閱。 

138 台灣米穀經濟論 4711871504363 川野重任著 昭和 16(1941)年刊本           2,050 
日治時期製糖業是殖民政府在臺灣的最重要投資，而臺灣米在 1920年代中期以後亦具有
紓緩日本糧食短缺的功能，1920年代末期起米、糖兩個部門卻陷入激烈的競爭，如何釐清
並解決「米糖相剋」，成為當時日本學界關注的問題，以東京大學教授川野重任的見解最
具代表性，故本書也成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的經典著作。本書共分為九章，台灣米穀
問題的意義，米作農業發展的諸歷程，其生產發展諸面向，「米糖相剋」問題，米穀商品化
的機構，米穀交易的跛腳性，市場問題，米價的構成，米穀輸出管制政策的登場。再者，書
末還有四個附錄，包括：台灣米穀需求一覽，台灣米價指數、一般物價指數及米價率，台灣
米穀輸出管理關係法令，此外還有 9張照片、167個統計表及 23個圖表。描繪了米糖諸問題
的各種面貌，分析了產生的原因，近年更引起台灣學界的激烈討論，堪稱日治時期研究台灣
經濟最嚴謹的學術著作，為研究台灣經濟史者必讀之書 

139台灣米研究 4711871504370  江夏英藏著 台灣米研究會發行 昭和5(1930)年刊本2,050 
1930年代，台灣米穀約年產 650萬石，其中 250萬石輸出日本，對解決日本糧食問題貢

獻良多。但介紹米穀交易的著作，卻只有上野幸佐的《糖米年鑑》及佐佐英彥的《台灣產業
及其取引》兩書，本書即在上述背景下完成的。書首述米的重要性，討論米作改良設施的過
程，栽種及輸出日本的概況，米穀檢查制度的演變及各種問題。論說台灣設置米穀交易所的
功過及正米市場的機能。敘述明治、大正、昭和各時期米價調節政策的效果。概說三井物產、
三菱商事、杉原商店、加藤商會等十七個輸出米商的興衰第介紹杉原佐一、井出松太郎、吳
澄淇、許雨亭等十二位米界活躍者的生平。書末還附有九個台灣米穀統計的表格。作者長年
任職於台灣米界巨商—瑞泰商行，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並且會說台灣話，故能將台灣獨特
的米穀交易系統娓娓道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米穀者若細讀本書，必可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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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台灣米穀年鑑 4711871504387上野幸佐、蒲田丈夫著 大正 12(1923)年刊本    3,000 
米業的進步，不僅須要農業的改良，也須生產、分配及消費三者通力合作，田總督時代

已開始注意米穀加工、保存、販售、運送的改良，本書作者一為早稻田大學商學士，一為
大阪朝日新聞記者，兩人所編纂之米穀年鑑，即特別重視米政之農、工、商三個環結的敘
述。本書有五章，介紹台灣米作的沿革及將來。改良及增殖，敘述耕地、米作的擴張、品
種改良、施肥獎勵、生產器械改良、病蟲害防治、輸出檢查、農業倉庫、業佃協調等問題。
對農業金融，銀行放貸。米之交易概況。介紹移出同業組合及正米市場組合之概況。在圖
表部分，有台灣米產地圖、86 個有關生產、經濟、價格、貿易、參考、市場對照之表格，
都很有參考價值。書末附錄則為本島重要米穀輸出商及其輸出量統計表。本書為商學專家
所編著，又得總督府農務課提供資料，內容翔實正確，經過仔細計算之表格尤富參考價值. 

141台灣食糧年鑑 4711871504394  林肇編纂 昭和 20(1945)年刊本              2,050 
本書探討糧食農產品，包括米、甘薯、甘蔗、花生、小麥等的生產及其加工概況。糧食

現況戰時糧食對策，及管理、增產、消費、配給統制的概況。糧食行政機構，說明農商局
糧食部、事務所、派出所的功能及任務。對糧食關係團體，介紹台灣食糧協會等 18個米穀
關係團體，及台灣醬油配給組合等 17個中央糧食生產配給團體，以及地方食糧配給團體。
另對主要糧食公定價格, 各州廳糧食的官定價格。表列全台 131 個農業倉庫的概況。糧食
關係法規，台灣食糧管理令及實施規則等管理、檢查、配給、會計等統制法令。附錄有二，
一為昭和 14—18年的糧食關係日誌，二為糧食關係統計，包括土地及耕地、農業戶口、農
業產值、主要糧食農作物生產及加工生產的統計。本書為戰爭末期所編纂發行的糧食年鑑，
也是目前留存的少數昭和 20 年出版品之一，本書可以研究日治末期農業的概況，亦可作為
研究台灣總督府戰時統制政策的材料，值得學者探究。 

142台灣的糖業 4711871504400佐藤政藏著 台灣產業評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750 
糖業係台灣產業之大宗，也是日本帝國的重要產業之一，其消長對台灣乃至日本都有重大影

響，糖業之副產品，無水酒精及甘蔗渣製紙也成為國策產業，備受矚目，因此作者編纂本書，
探討台灣糖業的來龍去脈，並報導當時現況。包括：砂糖起源，甘蔗糖業，砂糖種類，世界砂
糖及日本糖業，現在台灣糖業，國策: 台灣糖業及其副產品，各製糖公司現況，赤糖沿革及現
狀，詳述了台灣製糖、新興製糖、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昭和製糖、台東製糖、日糖聯合會
台灣支部的概況，十分有參考價值。另外附錄，一為大阪每日新聞社台北支局所舉辦之糖業座
談會的記錄，一為回憶山田熙對台灣糖業貢獻的文章。本書成於台灣糖業進入戰時體制前夕，
對研究台灣糖業由「準戰期」轉入「戰爭期」，頗有參閱之價值。 

143台灣糖業之實際 4711871504417 藤井鄉川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300 
作者為報社記者，採取遠觀、綜觀的方式報導台灣糖業，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編為南日本

生命線—台灣之產業，內容有台灣專賣利潤之供給、帝國主義前鋒的台灣銀行、土地制度與「匪
亂」、概觀台灣產業、鳥瞰七大都市、國有鐵路大觀、日台交通路線等章節 及台灣糖業行腳考察
記，分析台灣糖業南北之差異，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鹽水港製糖，立於稻
米產地奮力向上的帝國製糖，受幸運眷顧的新高製糖，北部製糖代表的昭和製糖等文章。對台灣
糖業的實際，論述了台灣糖業產量之實際成績，並規劃耕地面積、產量及製糖量預估、糖業輸出
等，再次則討論 1933—1934年的甘蔗收購價格。本書編纂於糖價上漲、各製糖公司景氣復甦的
1932年底，值得研究此一時點台灣糖業發展史者一讀。 

144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 4711871504424 伊藤重郎編 昭和 14(1939)年本    2冊  6,400 
介紹公司的沿革，描繪領台當時台灣糖業的情形。對公司發起人會、創立總會等創立經過多

作說明。確立台灣糖業政策及日俄戰後的大擴張時代，說明合併台南製糖公司、怡記製糖公司、
及船舶設施、糖產量增加的經過。敘述 1911、1912暴風雨來襲，以及當時的原料對策。視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的飛躍時代，包括：增資、製造方法的改進、甘蔗業的發展、販售情勢。昭和後的
業務擴張時代，內容有：新設或合併工廠,製糖率的提高、砂糖關稅及消費稅的演變。重要幹部
及員工、總公司及東京分公司、業務組織、蔗作農業、工廠、鐵路、製品及販售、公司的公共設
施、報國概況、旁系公司及投資事業等。製糖是日治時期台灣最重要的工業，台灣製糖公司不僅
是殖民政府設立的第一家新式製糖公司，也是規模最大的糖業公司，因此本書之重要性不言可
喻，使用一手資料編纂，同時插入不少珍貴照片，為研究日治時期糖業者不可不參考的著作。 

145台灣糖業年鑑 4711871504431杉野嘉助編纂 昭和3,5(1928,1930)年刊本 3冊  6,100 
作者為台南新報、台灣日日新報二十餘年的經濟記者，對糖業尤有研究，台灣通信社特

聘其編纂本書。當時雖然台灣糖業增產有成，已可滿足日本本土 2/3的砂糖需求，但此時
砂糖與米穀相剋問題已經產生，並正逢經濟恐慌來臨，為求經營合理化，大型新式製糖公
司開始對中小製糖公司進行整併，本書對這兩種趨勢說明頗詳。分為特編、八編、附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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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簡述台灣糖業年譜及 1926、1927 年糖業大事。包括：砂糖概念，甘蔗農業，砂糖
工業，日本本土及屬地糖業，世界糖業，砂糖商業，各種問題及最近時事，十二家製糖公
司之由來與現況。附錄則收錄台南製糖股分公司簡介等 16篇文章。本書詳述日治中期以前
台灣糖業的農工生產、銷售及整併歷程、米糖相剋等問題，堪稱此時期台灣糖業發展的百
科全書，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糖業發展者細讀。 

146砂糖年鑑4711871504448山下久四郎著 日本砂糖協會昭和10,13,15(1935,38,40)年版 3冊 6,300 
本書編纂之時，日本及世界都已進入戰時體制，在各國控制輸出下，世界糖價飆漲，中日戰爭

爆發後，日本實施資金調整法、外匯管理法等統制法令，為配合戰爭國策，糖廠也開始研究製造
無水酒精，日本糖業發展進入蛻變期。本書在蒐集資料十分嚴謹，獲得外國商會、台灣總督府、
中央農林省、大藏省、各殖民地相關官廳及日本糖業聯合會、三井、三菱等公司所提供的資料。
述敘生產、消費、輸出入、需求配給、市場、日糖聯合會協定、代理店市場對策、製糖公司及生
產團體、砂糖交易所及糖商團體、糖稅及糖業相關法規、中央經濟會議、酒精界、世界糖界、美
國、古巴、歐洲、爪哇、滿洲國、中國等國糖業等節。編者整理了各種糖業發展數據的 343個統
計表，十分值得參考。本書概述日本帝國乃至世界糖業的概況，又有豐富簡明的統計表，實為研
究戰爭期日本帝國及台灣糖業問題的重要參考書。 

147 台灣青果年鑑 4711871504455 台灣青果研究會編纂 昭和 7 (1932)年刊本     2,050 
本書可分為四大部分，第一編為香蕉，概述沿革，說明香蕉產業各種機關的沿革及交易的

變遷，介紹日本內地各種收貨、仲介組合、聯合會的概況，說明台灣各州香蕉生產面積、產
值及輸出量，簡介運送沿革及運輸機關狀況，羅列香蕉產銷價格統計表。第二編為鳳梨，介
紹台灣鳳梨罐頭同業組合、鳳梨罐頭工廠表、收獲量及生產價格等表格。第三編為柑橘及西
瓜，包括概述員林、新埔、新竹、永靖等四個柑橘西瓜組合或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概況，
以及收獲量、產值等表格。介紹大阪青果、昭和青果、台鮮物產等三個公司，台灣青果精製、
中南運輸等指定交易公司的概況。香蕉、鳳梨、柑橘、西瓜號稱日治時期台灣青果四大作物，
其中尤以香蕉最為重要，然而由於總督府政策不定，香蕉產銷機關分合無常，本書有條不紊
將其釐清，為研究日治時期青果業必須參考的著作。 

148台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4711871504462  佐佐木舜一著 大正 13(1924)年刊本    2,200 
作者奉殖民政府之命，調查台灣民間藥用植物，出版調查報告。本書以調查報告為底本，

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金平亮三博士、總督府醫學校教授春原三壽吉等人的指導及校閱
下，修訂增補後出版。本書共收錄了 579 種藥用植物，參考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纂的《台
灣植物總目錄》分類，每種植物皆附日文名稱、分類科別、英文學名、樣貌描述、產地分
布、方言及漢名、效用、用法等。另外本書附有十三張藥用植物照片，書末則有附錄，日
名索引、漢名索引，查閱頗為方便。本書係以官方調查報告為底本，經專家修訂後編纂出
版，收錄藥用植物頗多，解說詳細，非常值得植物學者、漢醫學者參考。 

149台灣專賣事業要覽 4711871504479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350 
專賣制度不僅是殖民政府能夠財政獨立的最重要財源，也兼有產業、社會政策之目的，

鴉片專賣採漸禁政策，以期能逐步消滅癮者，食鹽專賣則對振興荒廢的鹽田很有貢獻，樟腦
專賣乃以收回掌於外人的商權為目的，並確立台灣樟腦工業的世界地位，菸草專賣以自給自
足為目標，酒專賣則透過改良製法，確保了台灣民眾的健康衛生。1932年時，專賣制度每年
已為總督府帶來相當收入，佔歲入將近半數，重要性不言可喻，作者乃以專賣局的調查資料
為基礎編纂本書，作為專賣制度實施三十五年的總結。本書共分概說，沿革，分述鴉片、食
鹽、樟腦、菸草、酒專賣的概況，台灣專賣法規之抄錄，介紹專賣事業官方、民間功勞者，
說明專賣事業特許批發商的概況，敘述酒類輸入商及重要專賣特許批發商人的生平，專賣品
零售商人名錄及營業成績表。本書作者為長年定居台灣的記者，與總督府關係良好，蒐羅豐
富的資料，為研究日治時期專賣制度者必備的參考書。 

150台灣專賣事業年鑑(人物篇) 4711871504486 畠中泰治著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400 
本書為有關戰時體制下台灣專賣事業發展之論文，以及官方重要訓令、指示之抄錄，內容有戰

時體制下的專賣事業，酒精專賣事業，戰時經濟對國民之要求，合成樟腦與日本樟腦的將來，專
賣局訓令、通牒、指示之抄錄，專賣事業之現況與將來。第二部分則簡述專賣局轄下八個支局、
八個派出所的概況，並收錄酒、菸、鹽專賣特許商人、官員之生平。本書既有中日戰爭爆發後，
台灣總督府對專賣事業調整之概述，以及實際指示，並收錄二百餘位專賣特許商人的生平，為研
究日治中後期台灣專賣制度發展及運作者，值得參考的著作。 

151台灣鹽專賣志 4711871504493松下芳三郎編纂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大正14(1929)年刊本 2冊  5,900 
作者為專賣局鹽務課長，為台灣製鹽界要角。他參考了專賣局保管文書、台灣舊慣調查



 34 

會報告書、殖產報告、鹽業調查錄、台灣府誌、台灣通史等資料，編成本書。敘述改隸前
的鹽制，說明台灣鹽業自雍正四年實施專賣後的概況，以及劉銘傳的改革。改隸當時的鹽
業。台灣食鹽專賣規則、台灣鹽田規則的制定。說明鹽田的開設修復及補助金。介紹油車
港等十九處甲、乙種鹽田的沿革。及鹽業組織。敘述 1899年至 1906 年食鹽輸入的狀況及
食鹽庫藏的方法。介紹販售的概況及再製鹽、煎熬鹽等種類。說明走私鹽的取締。介紹鹽
專賣的官署。在書中插入了將近 150 個表格，另外還有附錄，載錄台灣的鹽田面積、收藏
數量、採鹽日數、食鹽販售、輸入數量等資料。作者為殖民政府中的食鹽專家，內容詳實，
堪稱日治前期台灣鹽業的百科大全，值得細讀。 

152 布袋專賣史 4711871504509  石永久熊等編纂 昭和 18(1943)年刊本          2,750 
本書由專賣局布袋出張所長石永久熊、鹿港出張所長橋口經夫、鹽業協會主事船木長穗等鹽

業專家執筆，敘述日軍登陸布袋的經過，並整理了布袋出張所職員一覽及大事記。述及「鹽業關
係」，包括鹽業概要，沿革，布袋鹽田消長，食鹽品質改良前後的狀況，食鹽的輸出管理，製鹽
實驗等。收錄日本及台灣之年表、布袋嘴歷史、布袋附近地誌、布袋嘴登陸前後模樣等五篇文章。
「後圖雜錄」，內有日本造船史、日本海運史、布袋港築港促進論等三篇文章。本書由多位鹽業
專家以專賣局布袋出張所為中心，考察台灣鹽業的發展，以小見大，並附有布袋鄉土史的資料，
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鹽業及嘉義布袋鄉土史者參考。 

153專賣制度の台灣の酒 4711871504516  杉本良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冊   4,200 
台灣總督府為了衛生保健及財政要求，在 1922年實施酒類專賣，在推動酒類專賣立法

時，曾引起酒商的反對，以及日本國會的激烈辯論，作者當時擔任總督府總務長官的幕僚，
熟知整個過程。其感於專賣局編纂酒專賣史，但實施專賣前各種台灣酒的事跡亦值得記述，
故編著本書，作為酒類實施專賣十週年的紀錄。引用藤本鐵治的研究，說明為 1907 年徵收
製酒稅前台灣酒之狀況，包括各種酒類製法、原料米、藥種、糖蜜、紅白麴、商標、製酒
數量等。日本移入之清酒。麥酒。酒類專賣及酒類營業者，討論專賣制度的立法經過、預
算、法令。酒類指定批發商及其組合。書末還附有索引，以方便查閱。又為官方專家所著，
詳實而可靠，堪稱研究 1922 年以前台灣酒類歷史的大全。 

154專賣台北支局總覽4711871504523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支局著 昭和10(1935)年刊本 2冊   3,650 
專賣局台北支局長岡崎喜亦認為專賣事業的改善發達必須以土地境域為基礎，因此乃特

別組織各分區的食鹽、菸草、酒類特許批發商，編纂本書。分三編，分別簡述專賣局台北
支局、專賣制度沿革、販售機關、同業組合的概況。其下有台北市、文山郡、七星郡、淡
水郡、新莊郡、海山郡、桃園郡、大溪郡、中壢郡等，分別敘述該市郡的地誌及食鹽、煙
草、酒類特許批發販售的概況，並插入有代表性地標的照片。另簡述製腦業官營的主旨。
本書重點不僅細述各市郡之轄域面積、種族戶口、地勢、交通、風俗習慣、沿革、官署、
銀行公司、教育、衛生、產業經濟、名勝古蹟之概況，更詳實記載鹽、菸、酒三類各特許
批發商區域、沿革、成績的概況，非常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專賣制度者參用。 

155台灣專賣事業年鑑 4711871504530畠中泰治編纂 昭和11-16,18(1936-41,43)年刊本12冊 19,200 

1935年台灣總督府的預算，歲入中官業收入已高佔 77%，其中半數即為專賣收入，足見專
賣對充實台灣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再者，鴉片專賣已實施 40年，食鹽樟腦、菸草、酒類亦分
別有 38年、31年、15年的歷史，作者蒐集資料編纂本書。分為三部份，論說台灣專賣事業的
地位及特質，敘述收支的概況，介紹專賣事業之機關。第二部分為各說，就鴉片、食鹽、菸草、
酒類、樟腦五種專賣品，解說其淵源、沿革、製造、販售、管理、使命等。第三部分為附錄，
簡述歷代專賣局長、庶務課長、鹽腦課長略傳，記述專賣局，官署長、股長名鑑及一覽，1935
年專賣大事日誌，概說各國專賣制度，簡介全台菸草、酒類專賣特許商的生平，介紹國際運通
主要幹部。本書以年鑑方式編纂而成，體系簡明，透過本書極易一窺台灣專賣事業之全貌，值
得研究日治時期專賣事業者一讀。 

156台灣年鑑 4711871504547 田中一二編  昭和五、十八(1930, 1943)年版   2冊  5,200 
台灣通信社以報導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及一般時事為目的，設有調查部，除周刊外，每年發

行台灣年鑑、台灣糖業年鑑。本書共分為 61項主題，介紹各主題之概況，包括：時事日誌、位置、
地勢、山嶽、河川、氣象、住民、都市及名勝、台人風俗、統治、官制、歷代總督施政方針、陸
海軍、法制、裁判及檢察事務、警察及保甲、刑務所、醫事衛生、教育、社寺、社會事業、財政、
金融、貿易、鐵路、專賣、土木事業、糖業、米作、青果、一般農業、礦業、水產、林業、一般
工業、副業、通信、海運、電氣及瓦斯、研究調查機關、原住民、商業、新聞雜誌、銀行公司、
信用組合、府州市街協議會員、街庄長、律師及公證人、公共團體、歐美人士錄、台灣商工信用
錄、台灣觀光指南、演藝等，鉅細靡遺，堪稱台灣自然人文的縮影，每個主題都可以作為研究之
子題，可說是研究日治時期者的絕佳之入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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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台灣株式年鑑 4711871504554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 6-7(1931-32)年刊本  2冊  4,600 
本書共分為十四章，一至十一章將台灣島內的企業分為金融業、食品工業、特殊工業、化學

紡織工業、雜工業、物品販賣業、雜商業、交通業、礦業、水產業、農業等部門，介紹各公司
的創設年代、資本額、總股數、重要理監事職員、決算期、股東數、分行派出所、營業報告概
況。第十二章則介紹重要的台灣島外企業，第十三章詳細載錄金融、貿易、財政、商品之經濟
統計，第十四章則分析 1930年台灣島內經濟情勢。本書作者組織台灣經濟研究會，從事經濟問
題研究，以此背景陸續出版本書，並蒐集股份公司的營業報告書，增加了本書內容的充實性。
再者，竹本伊一郎這套企業年鑑所蒐集的營業報告書，列有大股東的持股數及營業成績，對於
重建日治時期各企業歷史很有助益，十分值得參考。 

158台灣會社年鑑 4711871504561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9-11,13-15年(1934-36; 1938-40)刊本   6冊   14,400 
本書之前身即為竹本伊一郎所編之台灣株式年鑑，改版後內容更加充實，除收錄股份公司的

資料外，也載錄了合資、合名兩類公司的住址、創設年代、資本額、代表社員等資料。除了保
留內外「經濟大觀」、「台灣經濟統計」兩類資料外，也增加了「內外經濟日誌」、各公司之「歷
年營業成績一覽表」。本書作者竹本伊一郎以經濟學者自居，其所編之企業年鑑錯誤較少，被當
時報章雜誌評為企業年鑑的第一名，故為研究日治時期企業發展史者必備的參考書。 

159 台灣銀行二十年誌 4711871504578台灣銀行編纂發行 大正 8(1919)年   2冊  5,600 
本書分三編，第一編為台灣開發與台灣銀行，包括領台當時台灣經濟界、台灣銀行創立、

台灣幣制、財政與國庫、金融等章節。第二編為台灣銀行業務的擴張及成績，對華南南洋日本
人事業的援助等章節。第三編為台灣銀行內部關係，包括組織職掌、重要幹部、行員等。書末
還有台灣銀行法、台灣銀行補助法、台灣銀行定款、歷年每季營業成績對照表等，附有：台灣
銀行總行、支行、重要幹部、台北今昔、台灣銀行券重要產業、水圳等珍貴舊照及重要地圖及
統計表。台灣銀行是日治時期台灣首屈一指的銀行，兼有台灣中央銀行的性質，發行銀行券，
為台灣總督府輔助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工具，其動向牽動台灣經濟發展，加上大正以前完整敘述
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之著較少，故本書實為研究日治前期台灣經濟史者必定要參考的著作。 

160 台灣銀行四十年誌 4711871504585 名倉喜作編纂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6,000 
     本書有九章，為總說、設立及開業、組織、公積金、紅利分配、支行、派出所、重要幹

部、行員及事務職掌之概況、銀行券、存、放款、匯兌、信託證券、國庫國債之情形，介紹台
灣銀行對財政、公共事業、金融、產業之貢獻，記述台灣銀行在日本、中國、滿洲、南洋、印
度及歐美的發展、昭和金融恐慌與台灣銀行，以及台灣銀行的整頓，續為七七事變與台灣銀行，
末為結語含台灣銀行年表、台灣銀行法、台灣銀行補助法、台灣銀行定款及七個參考統計表附
錄資料，配合文字敘述，插入地圖、圖表，及珍貴照片。台灣銀行曾編纂十年誌、二十年誌，
本書即為二十年誌之補編，同時也是日治時期台灣銀行的總結。本書所採用之資料，係參考台
灣總督府之正式記錄，以及相關一手文獻、當事人訪談，資料豐富而正確，照片張張稀罕，為
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必備的參考資料。 

161台灣銀行會社錄 4711871504592 杉浦和作編 昭和 9,11-16(1934,1936-41)年刊本 7冊 17,150 
日治時期一共留下了三套企業年鑑，一為台灣實業興信所發行，杉浦和作編纂的台灣銀行

會社要錄，共出版 1923—1942年版，二為高砂改進社、圖南協會發行，千草默仙編纂的會社
銀行商工業者名鑑，共出版 1928—1943年版，三為台灣經濟研究會發行，竹本伊一郎編纂的
台灣會社年鑑，共有 1931-1943年版，本書即為其中第一套企業年鑑。本書以台北、台中、
台南地方法院的商業登記公告為基礎，摘錄各公司住址、創設年代、營業目的、決算等資料，
再加上電話、分行資料而成。本書將公司分為五十四類記載其資料，並有重要經濟統計數據
十三項，另外還附有索引方便檢索。本書資料以法院公告為準，故較具正確性，同時杉浦和
作所編纂之書，在三套企業年鑑中，成書年代最早，所跨年份亦最多，而公司決算資料亦頗
有價值，為研究日治時期企業史的重要史料。 

162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4711871504608 昭和3,7,9-18 (1928,1932,1934-43)年刊本   24冊  44,400 
千草默仙編 本書分為公司、商工業者兩類編纂，公司類又分為金融、運輸交通、電力

瓦斯、農工業、保險、礦業、水產、土地建物、土木建築及材料、機械金屬、新聞通信印
刷、各種營業等十二項，分門介紹各公司的地址、電話、創設年代、決算期、資本額、營
業目的、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名單、籍貫、住所、電話等資料。商工業者類則分為台北市、
基隆市、桃園街、新竹街、豐原街、台中市、彰化街、員林街、嘉義街、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街、花蓮港街、台東街等十四個地區，其下又按營業項目分類，介紹商工商業的地址
及電話。在兩類資料前本書皆附有日文發音的索引，增加了查詢的便利。利用杉浦和作、
千草默仙、竹本伊一郎三套年鑑，可以重建日治時期企業發展史，而千草默仙所編之書，
蒐錄公司最廣，同時又列有董監事的籍貫，很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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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台灣鐵道旅客運賃總覽 4711871504615 昭和16、18(1941,1943)年版 16開     2冊   6,800 
        武澤贇太郎編纂  本書內容包括旅客運費計算方法、各種乘車券通用期間、通行稅等。次為

縱貫線、潮州線、宜蘭線、平溪線、淡水線、台中線、集集線、台東線等鐵路的旅運情況及收
費費表。另為營林所、各糖廠及各交通公司的 22條私設鐵路、基隆輕鐵等 49條私設軌道的旅
客運費表。各地公共汽車、汽船的旅客概況及運費表。日本航空、滿洲航空的旅客運費表。本
書由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出版，內容不僅有台灣鐵路、輕鐵、軌道、公共汽車的旅客運費
計算，也有海運、空運的旅客運費計算，同時還擴及日本本土、滿洲、朝鮮各鐵路的旅客運費
計算，故本書堪稱日治末期日本帝國行旅費用計算的萬用全書，頗值得學者參用。 

164台灣鐵道旅客運賃表 4711871504622武澤贇太郎著 昭和 20(1945)年刊本 16開 1,700 
本書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規程拔萃」，說明客運費計算方法、特定旅客、團體旅

客及行李運送戰時條例等。第二部分則為，包括：縱貫線、屏東線、宜蘭線、平溪線、淡水線、
台中線、集集線、環狀線、台東線，以及台北鐵道、台灣交通、日本礦業、台灣拓殖、鹽水港
製糖、明治製糖、日糖興業、台灣製糖公司私營鐵路各線的各站運費表。本書由台灣總督府交
通局鐵道部業務課監修，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末期交通史之參考。另外，本書出版於昭和 20年，
已是日人治台的最後一年，由於此時物資嚴重缺乏，罕有出版品，故本書十分珍貴。 

165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總覽4711871504639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2冊  6,400 
本書共分為四編，第一編為鐵道貨物運送規則、補則及細則條文。第二編載記鐵道營業法條文。

第三編登載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運輸規程條文，另外還收錄：鐵路船舶運送規則、私有鐵路貨車使
用費率表、台灣各港口貨物運送費率表、基隆高雄官方倉庫使用費、花蓮港台東貨物運費速查表。
第四編為縱貫線、潮州線、宜蘭線、淡水線、台中線、集集線、平溪線各車站的貨物運費速查表
及營運概況：整車貨物、零散貨物普通及特殊費率的速查。本書為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官員所編輯，
可以計算當時的運輸成本，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參考。 
 

166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等級表4711871504646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 2冊  2,600 
本書編纂者為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官員，有關交付貨物運送時，查詢貨物歸類、費率、優

惠、手續費、包裝方法。記載其等級歸類、普通貨物 28 類，特別則有 15類。有 15 類優惠
費率。貨物各種手續費率。貨物標準數量。危險品標準包裝表，35種包裝方法。為貨物等
級表品目索引，包括貨物各線鐵路營業里程表、規定要點等。本書為台灣總督府所出版的
貨運費用書，可以做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運輸史或經濟史的參考資料。 

167台灣私設鐵道及承合バス運賃表 4711871504653武澤贇太郎著 昭和 19 (1944)年刊本       900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私設鐵路，包括：台灣拓殖、日本礦業、台北鐵道、台灣

交通、日糖興業、鹽水港製糖、明治製糖、台灣製糖等八家公司的私營鐵路運費查詢速查
表及營運概況。第二部分為公共汽車，其下包括局營巴士及私營巴士兩編，私營巴士又收
錄了台北近郊公共汽車、基隆市內巴士、南邦交通公共汽車、蘭陽公共汽車、桃園交通汽
車、台灣軌道汽車、日新商會汽車、台中市巴士、豐原公共汽車、台灣交通汽車、彰化公
共汽車、員林公共汽車、台西公共汽車、嘉義公共汽車、嘉義市內巴士、台南公共汽車、
台南市內巴士、興南公共汽車、新營公共汽車、高雄公共汽車、高雄市內巴士、屏東公共
汽車、花蓮港公共汽車、澎湖交通汽車、新港公共汽車等 26 家公共汽車公司的運費速查表
及概況。本書為總督府交通局官員所編纂，利用本書可以計算運費成本，亦可重建日治末
期私鐵及公車的路線，值得研究經濟史及交通史者參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有關臺灣之西文譯著 Books on Taiwan in Western Languages: 

 編號     作   者          書    名  及  版  本 /  書 介                    定價(台幣) 

BS3 4711871503014  Books on China 中國書目-臺灣出版及重印西文書目: 1980: A 

Cumulative List with Descriptions of Original and Reprinted Western-Language Titles 

Available from Taiwan. 1980. viii, 308pp. 

500 

CRA

S 7 
4711871492936  Wang Pao-hsien.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索引; 前傅斯年圖書館

館員王寶先編 Title and Author Index to Ts'ung- shu in Taiwan Libraries. Part I: 

Title Index, 1975.2 vols.. Part II: Author Index, 1977, Total 3 vol. set 

5,800 

OS 4711871496385  Robert L. Irick, ed.  An Annotated Guide to Taiwan Periodical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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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iterature 臺灣期刊指南, 1972.1973. ix, 174pp. 

OS 

28 

4711871492974  Roy Hofheinz, Jr.  A Catalog of Kuang-tung Land Records in the 
Taiwan Branch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現存廣東省魚鱗圖測調
查記錄   

750 

OS 

32 

4711871492943  William Ju, comp.  Union List of Chinese Periodical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wan 1976 (臺灣各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前
中央圖書館館長:諸家駿編).xvii, 580pp. 

1,600 

RAS 

12 
4711871503304  William Y. Che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griculture (中國農業書目註釋), 1993. xi, 391pp. 

1,760 

CW

153 
4711871499980  Bibliography Of The Far Eastern Tropics. (Taiwan: 1938) (臺灣收

藏遠東熱帶地區相關書目) 

900 

Description: A classified list of Western language monographs in eigh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The location 
of each work is identified. This bibliography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economics, finance, commerce, 
industry, agriculture, law, politics, sociology, education, religion, history, geography, linguistics, and 
science for the following areas: The Philippines, French Indo-China, Siam,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runei, British Malaysia, British New Guinea, The South Sea Islands and The Netherlands East-Indies. 

CW

262 

Annual Report On The Trade Of North Formosa 1886-1909, Of South-Formosa 
4711871496521  1887-1909,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1910-1914. (臺灣貿易年度報
告:1886-1914 英國貿易同業公會編)F Foreign Office Annual Seri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 on Trade and Finance, Edited at the Foreign Office and Board of Trade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3 vols. 

3,360 

Description: These annual reports contain specific information, by commodity, concerning trade and 
commerce in Formosa by all nationalities. The date is presented in both narrative and tabular forms, 
with occasional maps. The principal ports included are Tamsui and Keelung in the north, and Tainan 
district in the South. Annual observations on local activity affecting trade and commerce, plus 
assessments of future prospect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each report. 

CW

55 

4711871496637  Campell, W.  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統治下的臺灣).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1903) 

1,120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is work concerns the condition of Formosa under Dutch rule. The first part i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s trade, religion and topography. The second part concerns the missionary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Dutch while on Formosa. Part three retells the Chinese conquest of Formosa. 

CW 

255 

4711871496453  Pickering, W. A. Pioneering In Formosa (臺灣之開創者).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With An Appendix On British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he Far East. With 25 
Illustrations. (London: 1898) 

1,220 

Pioneering in Formosa contains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of foreigners among the natives of 
Formosa befor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rt of the book is a travelogue telling of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scenery, but most of the text deals with the lives of Formosa's various inhabitants. 

CW

260 
4711871496507  McGovern, J. B. M. Among The Head-Hunters of Formosa(獵人頭

時代的臺灣). (London: 1922) 

1,090 

Writte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authoress, an anthropologist, records her observations after living among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for two years, 1916-1918. Divid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is a sympathetic and 
highly personal account of her first encounter with Formosa and its native inhabitants. The second part is a 
straight forward description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aboriginal tribes which she observed. Topics 
included are: racial stock, social organizati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marriage, illness and death, arts 
and crafts, tattooing and other forms of mutil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Numerous illustrations. Index. 

CW 

226 
4711871496552  Campbell, W.  Sketches From Formosa (臺灣素描), With 

Illustrations. (London: 1915) 

1,280 

Publishe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Taiwan. Campbell has 
written and compiled a series of anecdotes concerning his missionary experiences in Taiwan to illustrate the 
daily activitie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rewards of missionary work. The anecdotes also contain a variety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early missionary work by the Dutch. 

CW 

254 

4711871496446  Davidson, J.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福爾摩沙史),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wo New Maps. (Yokohama: 1903)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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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served as a war correspondent with the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takeover of Formosa in 
1895 and was later appointed United States Consul for Formosa. The product of eight years of 
research, this volume is an exhaus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Formosa from Dutch rule in 1514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devoted to a descri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and trade in Formosa. Detailed treatment is also given to the inhabitants 
and plant life of Formosa. The Appendix includes data on aborigine dialects, birds, mammals, and 
climate. Extensive index. A valuable source for students of Taiwan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CW 

165 
4711871496606  Clark, J.D.   Formosa(福爾摩沙). (Shanghai: 1896) 960 

J.D. Clark having taken most of 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Decennial Report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82.1891, begins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events around the year 1882, and 
continues in fuller detail of the years between 1885 and 1895,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In addition to 
a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the author, seeing Formosa as a rich island,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er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aspects, with much detail on the two cities of Tamsui and Tainan. 

CW 

34 

4711871496644   Imbault Huart, C.    L'ile Formose (福爾摩沙島歷史).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aris: 1893)          

1,760 

This work opens with an extensiv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y H. Cordier of works related to Formosa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European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based primarily on official 
Chinese accounts of Formosa and European scholarship. The history begins with Chinese raids on Formosa in 
605 A.D. The Dutch occupation, rise and reign of Koxinga and his descendants, Ch'ing conquest,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are discussed in turn. The descriptive portion is devoted to geograph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people, and travel in Formosa Maps and illustrations abound. 
ALS 

6 

4711871496408  George Williams Carrington,   Foreigners in Formosa (在福爾摩沙
/台灣的外國人), 1841-1874. 1977. xiv,  308pp. Frontis., map, index 

960 

CW

259 
4711871496491  Boehm, L.    Formosa (臺灣封鎖下的一個故事),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Of 1884-1885. China Coast Tales Series VI. No. 10. (Shanghai: 1906) 

900 

A fictional account of life among the family of a British consulate in Kantow, Formosa, allegedly based 
in fact. In an highly entertaining sty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mpart the flavor of life in a treaty port 
before and after the Tientsin Massacre, which led to a French blockade and bombardment of Kantow. 

CW 

261 

4711871496514  Dodd, J.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中法戰爭時北臺灣遭封鎖之日記),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Hong Kong: 1888) 

1,250 

Recorded by a foreign resident of the period, the events during the Blockade of Formosa by a French 
fleet (1884.85) are given in diary form. The author has also added chapters describing Keelung and 
Camphor districts. 

CW

263 

4711871496538  Foley, F. J.   The Great Fromosan Impostor (臺灣的大騙徒). 
(St.Louis University: 1968)  

990 

A careful study of the life of a born impostor known as George Psalamanazar (1679-1763) who wrote.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in 1704, a best seller in London, and who also passed 
himself off to the elite of Europe as a Formosan prince, until he was ultimately exposed and discredited. On the 
basis of painstaking documentary research the author separates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his subject,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being the Memoirs of Psalamanazar. Examples of the subjects own script, thirteen 
personal letters and a hitherto unpublished essay are published in full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appendices. 

CW 

222 

4711871496576  Band, E.   Barclay Of Formosa (長老教會 Barclay 牧師臺灣傳教
史). (Tokyo: 1936)                                 

1,090 

The biography of Rev. Thomas Barclay (died 1935), Moderato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ary in Taiwan from 1875 to 1927. This work focuses primarily upon Barclay's missionary work 
in Formosa before an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t constitutes a history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through the life of one of its members. 

CW 

258 
4711871496484  Johnston, J.   China And Formosa (中國與臺灣).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With Illustrations And Four Maps. 

(New York: 1897) 

1,380 

An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from its origin in 1836, based on firsthand account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Amoy, Swatow, Formosa, and Singapore and supplemented by a search of Church reports, 
publications, and other document Several chapters are devoted to each of the areas designated above giving an 



 39 

account of the people, country,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missionary work. This volume 
is well illustrated with detailed maps of each mission field. The appendix lists the missionaries assigned to 
China between 1847 and 1896, plus additional data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hurch Index 

CW 

257 
4711871496477  MacKay, G. L.   From Far Formosa (遙遠的臺灣).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ited By J. A. MacDonald. With Portraits, Illustrations And 

Maps. (New York: 1896) 

960 

This account of Formosa includes thorough descriptions of geography, animal and plant life, and some 
history. The main portion of the text is devoted to Dr. Mackay's experiences among the Chinese on 
Formosa in his attempts to Christianize them. 

CW 

217 
4711871496569  MacLeod, D.   The Island Beautiful(美麗之島-臺灣).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North Formosa. (Canada: 1923) 

990 

An account of the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on Formosa.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mainly on the 
progress of the mission and the amount and type of work being done by the missionaries. Also includ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schools, colleges, churches, hospitals, and the work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CW 

256 
4711871496460  Landsborough, M.   In Beautiful Formosa (美麗之臺灣). Being A 

Personally-Conducted Tour Of Boys And Girls To View The People, The Scenery, An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In Strange And Lovely Places. (London) 

900 

Written for children, this book contains the author’s impressions of Formosa around 1900. Her aim was to 
inform Western youth abou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efforts on Taiwan at this time. Therefore, many of her 
sketches concern the Chinese reactions to the idea of a western God and to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CW 

209 
4711871496590  Moody, C. N.   The Saints Of Formosa (臺灣之聖徒). Life And 

Worship In A Chinese Church. (London: 1912) 

990 

This volume is a Protestant missionary's account of how converts were won among the Formosans at 
Chang Hwa City, the "fence-sitters," the faith of the converts, those converts who became preachers, 
and the converts' view of the Mother church in the West. 

CW 

224 

4711871496583  Campbell, W.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臺灣傳教士成功之記述) (London: 1889) 2 vols. 

2,240 

Primarily the history of the Dutch mission in Formosa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slate of the mission, 
not the people or their culture. The focus of this work is on missionary policies, specific missiona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CW 

27 
4711871498754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中

國基督教傳教史), (London: 1929) 

2,400 

A standard, scholarly reference o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author begins his history with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and then covers extensively, the stories of 
Protestants, Roman Catholics, Nestorians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S 

40 
4711871502048  Alan Frederick Gates.   Christianity and Animism in Taiwan (臺灣

的基督教與泛靈論) 1979. x, 262pp. Illus. 

1,750 

CW

264 
4711871496545  Moody, C. N. The Heathen Heart (異教徒之心). An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7) 

990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describe the conversion process whereby Chinese (i.e. 
non-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aiwan adopted Christianity. The author gives a sympathetic portrayal of lif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describes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Taiwan and their native beliefs. 
Reasons for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re suggested and the lives of a number of converts are presented. The 
final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devoted to the rigors of missionary work, the inability of returned missionaries to 
communicate with European congregations, and the deficient number of missionary workers. 

AL

S 32 
4711871496415  Nancy Ing.   Winter Plum 寒梅:  Selected Fiction from 

Contemporary Taiwan. 1982. xxiv, 500pp. 

1,470 

CW

158 

4711871496620 Ryozo Kanehira   Anatomical Characters And Identification Of 
Formosan Woods (臺灣樹木結構特性之鑑識). With Critical Remarks From The 
Climatic Point Of View With 300 Micrographs. (Taipei: 1921) 

1,440 

     The present work consits of an anatomical study of Formosan woods, the object being to determine 
the anatomical species, genera and families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ications in practice. The present 
work may also serve as a basi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ll the known species. Lastly there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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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to correlate the anatomical differences with climatic conditions. 

CW 

167 
4711871496613  Takiva Kawakami   A List Of Plants Of Formosa(臺灣植物目

錄))(Taipei, Taiwan: 1910)         

960 

A dictionary of 2,368 species of plants found on Formosa. Complete with diagrams and charts 
ALS 

16 
4711871496439  Paul Vander Meer, Farm-plot Disposal: Lu-liao Village, Taiwan 臺灣

六寮村農場田地分散. 1967. 1982. xvii, 295pp. Pictures, tables, figures, maps, index. 

1,790 

CW 

191 

4711871500334  Provisional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Laws And         

Custom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台灣法律與慣習調查報告). (Kobe: 1900) 
1,540 

     Under order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Formosa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in the hope that something 
could be done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The study 
discusses various types of rent, tenancy deeds and pledges, and in effect gives the history and details or all 
things falling under the heading of administration. The appendix includes laws, rules and descriptions of 
customs regarding family life, such as guardianship, adoption, marriage and inheritance.  

CW304 Wine For The Gods (獻神) 4711871496361 by WeiYi-min and Suzanne Coutanceau (1976)     1,080 

CW302 Urban Chinese Families: An Anthropological Field Study In Taipei City      1,040 
Taiwan By Mei-chun Tang (臺灣的中國都市家庭) 4711871496378    (1978)           

BAS 2 Lei Shu：Ol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and A Checklist of Cited Titles          350  

      Available in Taiwan (類書：臺灣現藏類書綜表) 4711871496392 Austin C.W. Shu (1973)  

OS21 Neglected Formosa：A translation from the Dutch of Frederic Coyett's           980 

Verwaerloosde Formosa (被遺忘的福爾摩沙 4711871496422  英文本譯自荷蘭文  

 by Inez Beauclair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