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作者 版次 出版年 出版地 出版者 

昭和十五年臺灣に於ける優良部落施設

概況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編 
初 

昭和 15

（1940）.12.1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部落教化の實際 邱淼鏘著 初 
昭和 15

（1940）.9.28 
北斗郡 三十張犁部落振興會 

阿里山事業○概況 永山止米郎編   大正 14（1925）.4.1 不詳 不詳 

部落教化の實際 邱淼鏘著 初 
昭和 15

（1940）.9.28 
臺中市 三十張犁部落振興會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 上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著 初 
昭和

13(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 中卷一：臺灣

社會運動史(復刻版)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初 

昭和

48(1973).5.31 
東京都 株式會社龍溪書舍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 中卷二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初 
昭和

13(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警務事績

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初 

昭和

9(1934).12.1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初 
昭和

8(1933).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隨筆保存 青戶精一 初 昭和 17(1942).6   不詳 

一個美國藝術家看臺灣：AN AMERICAN 

ARTIST LOOKS AT TAIWAN 

哈遜咪克著(HUDSON 

MEEK) 
初 1969 臺灣 哈遜咪克(HUDSON MEEK)

臺灣地方行政（第 9 卷第 11 號）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編 初 
昭和

18(1943).11.1 
臺北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之產業組合(十月號) 山下雄輔編 初 昭和 5(1930).9.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構內臺灣產業

組合協會 

理科自習書(公學校第六學年用) 新高堂著 六版 
昭和 10(1935).5.5

六版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臺灣之產業組合(六月號) 山下雄輔編 初 昭和 6(1931).6.1 臺北市 臺灣產業組合協會 

彰化文獻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彰化文獻季刊編輯委員會

編 
初 民 43(1954).6.2 彰化市 彰化縣文獻委員會 

責任と償い－慰安婦．強制連行 國際人權研究會編 初 民 82(1993).5.1 東京都 株式會社新泉社 

世界がみつめる日本の人權－これから

は人權の時代です 
本岡昭次．中大路為弘編 初 民 80(1991).1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新泉社 

舊臺灣出身日本兵祕錄：聞け！血淚の

叫び 
基佐江里著 初 

昭和

61(1986).8.20 
東京都 おりじん書房 

鑛物及地質調查報告第 1 號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初 
昭和

13(1938).3.31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鑛物及地質調查報告第 2 號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初 
昭和

10(1935).3.31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鑛物及地質調查報告第 3 號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初 
昭和

10(1935).3.31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鑛物及地質調查報告第 4 號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1(1936).3.31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銃後ノ感謝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2(1937) 不詳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皇軍慰問誌 赤星義雄編 初 
昭和

17(1942).11.21 
臺北市 臺灣藝術新報 



 

 

伸びゆく皇民化運動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3(1938).3.15 
臺北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改姓名讀本 武田壽夫   昭和 18 不詳 台灣改姓名推會 

朝夕勤行自問自答皇民時局教典 江問常吉著 四版 
昭和

18(1943).8.31 
臺北市 不詳 

家庭防空群の手びき 中山馨編 初 
昭和

16(1941).8.24 
臺北市 鵬南時報高雄支局 

珍本古書 不詳 初 不詳 不詳 株式會社保育社 

時局と臺灣の家庭 上谷偕山編 初 昭和 8(1933).4.3 臺北市 
新聞合同通信社臺灣總支

社 

出征軍人家庭の御婦人方に 吉開三郎編 初 
昭和

16(1941).12.31 
臺北市 

恩賜財團軍人援護會臺灣

本部 

臺灣の軍夫 永江清吾著 二版 
昭和

16(1941).7.25 
新竹市 永江清吾 

臺籍  元日本海軍陸戰隊軍人軍屬いず

こに 
張子涇著 初 民 73(1984).4.15 臺中市 

聯邦書局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保甲壯丁團員必攜 江廷遠著 二版 
昭和

13(1938).7.30 
臺中市 保甲制度叢書普及書 

FORMOSAN VIGNETTE 郭博修著 初 民 49(1960).6 臺北市 華明書局 

香港事情 皇民奉公會   昭和 17   台灣立川文明堂 

丸の日く輝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編 
初 昭和 13(1938).5.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青年必攜 木山純 初 不詳 臺北市 東亞出版社 

保甲壯丁團員必攜 江廷遠著 初 
昭和

12(1937).7.15 
臺中州 保甲制度叢書普及所 

臺灣志願兵讀本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編輯部

著 
初 

昭和

18(1943).1.20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奉皇公民鍊成教典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徵兵讀本(普及版) 興南新聞社編 二版 
昭和

19(1944).1.20 
臺北市 興南新聞社出版部 

臺灣徵兵入營の案內 
皇道精神研究普及會編輯

部著 
二版 

昭和

19(1944).2.11 
臺南市 皇道精神研究普及會 

億兆一心ただ赤誠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2(1937).12.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億兆一心ただ赤誠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著 
初 

昭和

12(1937).11.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スパイ戰と防諜 臺北州防諜聯盟協會著 初 昭和 16(1941).7.7 臺北市 臺北州防諜聯盟協會 

米英罪惡の實相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著 初 
昭和

18(1943).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 

正義の日の丸東亞の護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著 
初 昭和 13(1938).4.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銃後後援強化週間に當りて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3

（1938）.10.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正義の皇軍と明け行く新支那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編 
初 昭和 13（1938）.7.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忠勇愛國美談第三輯 ○ 初 
昭和 13

（1938）.2.17 
彰化市 

彰化高等女學校愛國子女

團 

舉島一致國民精神總動員に向つて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2

（1937）.12.2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國民精神總動員と國民心身鍛鍊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3（1938）.8.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防空壕及び待避設備に就て 臺灣總督府情報著 初 
昭和 16

（1941）.2.20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國民精神總動員金報國運動に就いて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3

（1938）.8.29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大東亞戰爭の終結期第 1 輯 大野信三著 初 
昭和 19

（1944）.6.21 
臺北市 臺灣新報社 

日支爭變と皇軍の威力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編 
初 

昭和 12

（1937）.9.1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國民精神總動員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編 
初 

昭和 12

（1937）.11.1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ラジオ國語講座用時局讀本 臺中州 初 
昭和 18

（1943）.1.20 
臺中市 臺中州 

報國青年の雄叫ぴ 長井實一編 初 
昭和 12

（1937）.12.12 
臺中市 大屯郡聯合青年團 

日本精神發揚講演集 瀨尾芳夫編 初 
昭和 14

（1939）.4.13 
東京市 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 

模範式辭弔詞 雄辯學會   昭和 16   宮本書坊 

日支事變と吾等の覺悟 上坂勝著 初 
昭和

12(1937).9.30 
臺中州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臺灣防衛管區警報規定 臺灣總督府 初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戰時にふさはこい明朗た讀物 黃宗葵著 初 
昭和 18

（1943）.8.21 
臺中 臺灣芸術社 

東亞再建の新春を迎へて 吳淮水著 初 
昭和 17

（1942）.3.15 
臺中州 吳淮水 

太平洋戰爭勃發まで 臺灣新生報社 二版 民 35（1946）.7 臺北市 臺灣新生報社 

支那事變の真相と臺灣の立場 臺灣時事新報社 初 昭和 12（1937）.9 臺北市 臺灣時事新報社 

皇民奉公經（附孝經） 莊萬生編 初版 
昭和 18

（1943）.2.28 
臺中州 瑞成書局 

第三年目に於ける皇民奉公運動の實績 大澤貞吉 初版 
昭和 19

（1944）.6.25 
臺北市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國民精神總動員輝く日の丸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編 
初 

昭和 13

（1938）.10.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問答式皇民時局讀本 黃宗葵著 二版 
昭和 18

（1943）.12.25 
臺北市 黃宗葵 

保甲役員壯丁團圓訓練手牒 新竹州警務部保安課編 初 昭和 13（1938）.2.3 臺北市 新竹州警務部保安課 

臺灣監獄法規 
臺灣總督府內臺法月報發

行所編 
初 

明治 44

（1911）.12.16 
臺北城 

臺灣總督府內臺法月報發

行所 

新公學校教育指針 西卷南平著 二版 昭和 5（1930）.4.1 臺北市 臺灣子供世界社 

臺灣篇--日本地理大系 山本三生編 初 昭和 5（1930）.5.5 東京市 改造社 



 

 

大日本地名辭書：北海道‧樺太‧琉球‧

臺灣 
吉田東伍著 三版 

大正 2

（1913）.12.15 
東京市 富山房 

英文臺灣總纜：“TAIWAN”A UNIQUE 

COLONIAL RECORD 
內藤英雄著 初 

昭和 12

（1937）.9.20 
東京市 國際日本協會 

日本地名大系：臺灣篇 山本三生編 初 昭和 5（1930）.5.5 東京市 改造社 

全島第五回產業組合大會記念寫真帖 ○○○ ○ ○○○○ ○○○ ○○○○ 

員林大觀 趙水溝編 初 
昭和 11

（1936）.12.22 
臺北市 趙水溝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四統計書 臺灣總督府企畫部編 初 昭和 17（1942） ○○○ 臺灣總督府企畫部 

昭和二十年臺灣統治概要 臺灣總督府編 初 昭和 20（1945） ○○○ 臺灣總督府 

全島第二回產業組合大會記念寫真帖 鹽兄政編 初 
大正 15

（1926）.10.31 
臺南市 

產業組合大會記念寫真帖

發行所 

漢文皇漢醫界 曾六瑞編 初 昭和 4（1929）.7.20 臺北市 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 

臺灣漢醫藥新報 
臺灣漢醫藥新報社 黃○水

編 
初 

大正 15

（1926）.1.21 
高雄市 臺灣漢醫藥新報社 

臺灣銀行本店新築落成紀念 大倉土木株式會社編 初 不詳 不詳 大倉土木株式會社 

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上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43

（1910）.3.30 
神戶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一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38（1905）.6.3 神戶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四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 ○○○ ○○○ ○○○ 



 

 

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三卷下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43

（1910）.11.20 
東京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參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43

（1910）.12.5 
神戶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六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大正 2（1913）.11.3 東京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五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44

（1911）.6.30 
東京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五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44

（1911）.6.30 
東京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清國行政法第貳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不詳 東京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六十二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2.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六十三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3.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六十四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4.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六十五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5.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六十六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1942）

6.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六十九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9.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10.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一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

（1942）.11.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隆七十二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7（1942）

12.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三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1943）

1.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四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2.13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五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3.18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六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4.17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八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1943）

6.19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九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7.20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七十七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5.21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八十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8.30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八十一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9.25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八十三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11.29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本邦財界情勢第百八十四號 佐倉重夫編 初 
昭和 18

（1943）.12.22 
東京市 三菱經濟研究所 



 

 

日支事變畫報 佐倉重夫編 ○ ○○○○ ○○○ ○○○○ 

支那事變記念寫真帖 伊東部隊編 初 昭和 14（1939）.2.1 ○○○ 三益社 

臺灣志 伊能嘉矩著 初 
明治 35

（1902）.11.1 
東京市 文學社 

臺灣志 伊能嘉矩著 初 
明治 35

（1902）.11.1 
東京市 文學社 

臺灣藥學會誌第五十五號 太田○男 初 
昭和 19

（1944）.12.27 
臺北市 臺灣東學會 

臺灣の政治經濟的諸條件 
現代　　　社會思想研究

會刊 
○ ○○○ ○○○ ○○○ 

東宮殿下行啟實記 荒木傳編 初 
大正 12

（1923）.6.15 
臺北市 荒木傳、商工獎勵會 

日本武勇征清戰史上 穗波德明著 初 
明治 33

（1900）.9.28 
東京市 大日本中學會戰史部 

征清戰史下卷 穗波德明著 初 明治 34（1901）.3.7 東京市 大日本中學會戰史部 

日本乞師の研究 石原道作著 初 
昭和 20

（1945）.11.15 
東京都 株式會社富山房 

生花獨○古卷之三 ○○○ ○ ○○○ ○○○ ○○○ 

家庭寶鑑書式大全 賴維水編 初 
昭和 10

（1935）.5.10 
臺中市 贅六　　　臺灣總支社 

臺灣米研究 江夏英藏著 初 昭和 5（1930）.9.20 臺北市 臺灣米研究會 



 

 

臺灣解記運動の回錄 蕭友山 初 民 35（1946）.9.15 臺北市 三民書局 

小林總督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11

（1936）.11.22 
臺北市 臺灣實業界社 

史蹟調查報告第二輯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 初 
昭和 11

（1936）.7.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臺灣社會事業史 杵淵義房著 初 昭和 15（1940）.4.3 臺北市 德友會 

臺灣地租改正の研究 江丙坤著 初 民 63（1974）.3.25 東京都 財團法人東京大學出版會 

臺灣紹介 新寫真集 勝山吉作編 初 昭和 6（1931）.6.28 臺北市 勝山寫真館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 初 
昭和 10

（1935）.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北白川宮大妃殿下台灣御渡航紀念帳 坪谷善次郎 初 明治 44 東京 博文館 

臺灣電力日月潭工事紀念寫真帖 平田榮太郎編 初 昭和 8（1933）.8.30 臺中州 臺南新報埔里支局 

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

課編 
初 

明治 42

（1909）.4.15 
臺北城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

課 

「臺灣拓殖」の出來るまて ○本誠一編 初 
昭和 11

（1936）.7.13 
東京市 財界之日本社 

臺灣保甲壯丁團必攜 ○○○ ○ ○○○ ○○○ ○○○○ 

臺灣．場發力の祕密 黃昭堂著 初 ○○○ 
日本東

京都 
祥伝社 

法窓剪影（全一冊） 沈榮著 初 民 40（1951）.7 臺南市 林占鰲 



 

 

街庄執務指針（全） 佐野暹著 初 昭和 6（1931）.9.5 臺南市 佐野暹 

臺灣處女選舉言論戰 鹽見純芳編 初 
昭和 11

（1936）.5.25 
臺南市 臺灣辯論研究會 

臺灣バナナの經濟的研究－特に其生產

趨勢と價格に就  て 
鹿討豐雄 初 昭和 8（1933）.12   

臺北帝國大學農業經濟學

教室 

臺灣二於ケル米穀專賣論 石川悌次郎著 初 
昭和 11

（1936）.10.17 
東京市 石川悌次郎 

臺灣米穀管理と集荷機構 林佛樹著 初 
昭和 18

（1943）.11.20 
臺北市 臺灣經濟出版社 

臺中州認可協定價格表 
臺中州指物商同業者組合

聯合會 
初 

昭和 15

（1940）.9.14 
臺中州 

臺中州指物商同業者組合

聯合會 

整理係執務順序（有抵當貸付） 日本勸業銀行管理課 初 昭和 13（1938）.7 ○○○ 日本勸業銀行管理課 

變更係執務順序（有抵當貸付） 日本勸業銀行管理課 初 昭和 13（1938）.7 ○○○ 日本勸業銀行管理課 

臺灣行政法大意 長尾景德、大田修吉著 初 
昭和 12

（1937）.1.10 
臺北市 杉田書店 

臺灣民事諸手續要覽（改訂） 萬年宜重編 初 昭和 10（1935）.7.1 臺北市 臺法月報發行所 

臺灣市制街庄制演義（改正） 黃阿何著 初 
昭和 10

（1935）.12.30 
臺北市 臺灣法制研究會 

祭祀公業竝臺灣ニ於ケル特殊法律ノ研

究 
○齒松平著 初 

昭和 9

（1934）.10.10 
臺北市 臺法月報發行所 

本島人ノこニ關スル親族法並相續法ノ

大要 
○齒松平 初 昭和 13（1938）.5.6 臺北市 臺法月報發行所 



 

 

清國行政法汎論 織田萬謹稟著 初 明治 36（1903）.10 ○○○ ○○○ 

本島人ノこニ關スル親族法並相續法ノ

大要 
○齒松平著 初 昭和 13（1938）.5.6 臺北市 臺法月報發行所 

臺灣拓士讀本 越智綱義著 初 
昭和 14

（1939）.12.5 
臺南市 臺南州立嘉南塾同窗會 

臺灣民事法規輯覽 萬年宜重編 三版 昭和 8（1933）.9.1 臺北市 臺法月報發行所 

臺灣同化策論 柴田廉著 二版 
大正 12

（1923）.8.10 
臺北市 晃文館 

植民政策の新基調 矢內原忠雄著 初 昭和 2（1927）.2.1 京都市 弘文堂書房 

光榮の臺灣 宮崎健三編 初 昭和 10（1935）.6.1 臺北市 二六新報社臺灣支社 

日清軍記 東京國民新聞社編 ○ ○○○ ○○ 民友社 

南進基地臺灣 山本地榮編 初 
昭和 18

（1943）.12.30 
大阪市 朝日新聞社 

朝鮮の決戰態勢 山本地榮編 初 
昭和 18

（1943）.12.20 
大阪市 朝日新聞社 

戰爭一本（比島戰局と必勝の構へ） 山本地榮編 初 昭和 20（1945）.1 東京都 朝日新聞社 

大軍需廠滿洲國 山本地榮編 初 
昭和 19

（1944）.5.25 
東京都 朝日新聞社 

臺灣の民俗 ○分直一著 初 民 66（1977）.4.20 東京都 岩○美術社 

臺北州財務諸規程竝別記樣式 ○○○ 初 
昭和 13

（1938）.10.9 
○○○ ○○○ 



 

 

租稅の話 臺中州稅務課編 初 昭和 10（1935）.3.1 臺中市 臺中州稅務課 

臺灣に於ける金融機關 臺灣銀行調查課編 初 
昭和 16

（1941）.10.30 
臺北市 臺灣銀行調查課 

臺灣慣習記事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 初 
明治 36

（1903）.11.23 
臺北市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慣習記事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 初 
明治 37

（1904）.12.23 
臺北市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酒類賣捌人組合 杉本良著 初 昭和 7（1932）.6.15 東京市 ○○○ 

日本統治下にわ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 阿山寬夫著 初 ○○○ 東京都 中央經濟研究所永井守昌 

理蕃誌稿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初 昭和 7（1932）.3.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現代日本文明史（第十卷）植民史 細川嘉六著 初 
昭和 16

（1941）.9.28 
東京市 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部 

講話實演集 茂庭鐵太郎著 初 昭和 5（1930）.3.15 臺中州 臺灣新聞社 

臺灣の少女（臺灣版） 黃氏鳳姿著 初 昭和 19（1944）.3.1 臺北市 
東部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臺灣の賭博 ○○○ ○ ○○○ ○○ ○○○ 

中部臺灣共進會誌 中部臺灣共進會協贊會著 初 
大正 15

（1926）.10.30 
臺北市 中部臺灣共進會協贊會 

特高教程 青木貞雄著 七版 
昭和 12

（1937）.10.10 
東京市 新光閣 

臺灣慣行公私文模寫附錄 ○○○ ○ ○○○ ○○ ○○○ 



 

 

明治神宮御寫真帖（附御造營記錄） 帝國軍人教育會編 初 
大正 9

（1920）.12.28 
東京市 帝國軍人教育會出版部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伝說集 
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

室編 
初 

昭和 42

（1967）.11.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刀江書院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二冊資料

篇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編 
初 昭和 10（1935）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一冊本篇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

研究室編 
初 昭和 10（1935）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

研究室 

新新（覆刻版） 黃金穗編 初 民 36（1947）.1.5 臺北市 新新月報社 

臺灣博覽會 鹿○光雄 ○ 昭和 14 台北 不詳 

清俗紀聞 中川子信編著 二版 民 72（1983）.5 臺北市 大立出版社 

新港文書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編 初 昭和 8（1933）.5.15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 1 卷） 臺灣總督府著 初 大正 8（1919）.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領臺十年史 不詳 初 
明治 38

（1905）.6.17 
臺北城 新高堂書店 

躍進臺灣大觀續編 大塚清賢編 3 版 昭和 12（1937）.3.1 東京市 中外每日新聞社 

同盟時事年鑑（昭和十八年） 社團法人同盟通信社編 初 
昭和 17

（1942）.11.5 
東京市 社團法人同盟通信社 

昭和二十年度高雄州豫算書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第十九回大日本米穀大會委員會議事速

記錄 
不詳 不詳 

大正 15

（1926）.4.24 
不詳 不詳 



 

 

清末の祕密結社  前篇  天地會の成立 佐佐木正哉編 初 
昭和 45

（1970）.12.30 
東京都 （有）嚴南堂書店 

寫實でみる戰後日本 朝日新聞社編 初 
昭和 30

（1955）.9.20 
東京都 朝日新聞社 

現代臺灣史 大園市藏著 初 
昭和 8（1933）

12.28 
臺北市 日本植民地批判社 

戰歿警察官誠忠錄 山本信治編 初 
昭和 14

（1939）.12.1 
臺南市 臺南州警務部 

列強と臺灣の立場 屋部仲榮著 初 昭和 7（1932）.4.21 臺北市 國○○報臺灣○社 

六三問題—殖民政策史における憲法問

題— 
中村  哲 不詳 不詳 詳 中村  哲 

三田裕次氏○臺灣關係文書目錄と解說 張士陽 初 民 82（1993） 東京市 
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

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南進臺灣史考 井出季和太著 初 
昭和 18

（1943）.11.25 
東京都 誠美書閣 

近衛師團南國征討史 ○本乙吉著編 二版 
大正 14

（1925）.12.7 
臺北市 ○本乙吉 

臺灣風物誌 春山行夫 不詳 不詳 不詳 春山行夫 

第二次大戰前‧戰時期の日本語教育關

係文獻目錄 
佐藤秀夫編 初 民 82（1993）.3.31 東京都 不詳 

臺灣の攻圖 山岸祐一○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の將來を想ふ 名嘉真武一著 初 
昭和 7

（1932）.10.15 
臺北市 臺支通信社 



 

 

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 鷲巢敦哉著 四版 
昭和 17

（1942）.12.20 
臺北市 臺灣警察協會 

臺灣大觀 東京社 初 民 41（1952）.7.15 東京都 東京社 

新選大地圖  日本篇 守屋美智雄著 四版 
昭和 14

（1939）.12.18 
東京市 株式會社帝國書院 

基隆築港沿革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

隆出張所 
初 

大正 2

（1913）.10.13 
臺北市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

隆出張所 

臺灣日誌（復刻版） 臺灣總督府編 初 民 81（1992）.3.5 東京都 株式會社綠蔭書房 

甘蔗農學（全） 金子昌太郎著 初 
大正元

（1912）.9.28 
東京市 糖業研究會 

熱帶果樹類圖說 照屋全昌著 初 
昭和 17

（1942）.6.20 
臺北市 臺灣農會 

工藝作物各論第二卷嗜好料作物藥用作

物 
吉川祐輝著 二版 昭和 9（1934）.8.15 東京市 成美堂書店 

台灣土語叢誌   初 明治 32 臺北市 博文堂 

臺灣植物畫鑑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阿片吸食者及慢性モルヒネ中毒ノ尿ニ

於ケル「モルヒネ」ノ定量及實驗的應

用 

李聰明  李超然 初 
昭和 12

（1937）.1.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

生部 

臺灣農家經濟調查第一報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大正 9

（1920）.10.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農林月刊  臺灣農情月報  第二卷

第六期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編 初 民 37（1948）.6.25 南投縣 臺灣省政府農林處 



 

 

製茶機械解說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明治 41（1908）

10.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農業移民村統計表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6（194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報告第三十七期臺灣

稻○育種學的研究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初 

昭和 3

（1928）.12.2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產植物成分 安江政一著 初 昭和 18（1943）.11 不詳 臺灣藥學會 

農事試驗場特別報告第十四號嘉義廳土

性調查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初 大正 7（1918）.3.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大屯火山彙植物誌臺灣植物同好會調查 下澤伊八郎編 初 
昭和 16

（1941）.7.27 
臺北市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 

恒春熱帶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第三輯

（油料及染料鞣皮料植物ノ部）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初 

大正元年

（1912）.8.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圖解庭造法 本多錦吉郎著 二版 
大正 15

（1926）.4.20 
東京市 六合館 

臺灣樹木誌 金平亮三著 二版 
昭和 11

（1936）.3.30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農家便覽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編 六版 
昭和 19

（1944）.10.25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圖說花卉栽培法便覽 教育資料研究所編 初 昭和 6（1931）.10.1 東京市 研友社 

陸軍衛生材料廠藥用植物園目錄 陸軍衛生材料廠試驗科 初 
昭和 10

（1935）.3.25 
東京市 植物研究雜誌 

芍藥ニ就テ邦產藥用植物生產狀況調查

（其三） 
木村雄四郎 初 昭和 9（1934）.2.25 東京市 植物研究雜誌 



 

 

茅根ニ就テ邦產藥用植物生產狀況調查

（其一） 
木村雄四郎 初 

昭和 8

（1933）.11.25 
東京市 植物研究雜誌 

灰像による生藥鑑識の研究（第一報）

第四改正日本藥局方葉藥類の灰像 
小原龜太郎  近藤良男 初 昭和 4（1929）.11 日本 藥學雜誌 

灰像による生藥鑑識の研究（第二報）

獨, 墺藥局方葉藥類の灰像 
小原龜太郎  近藤良男 初 昭和 6（1931）.9 日本 藥學雜誌 

葉部灰像の鑑識學的價值竝にへんるう

だ科植物葉部灰像の系統學的研究灰像

による生藥鑑識の研究〔第五報〕 

近藤良男 初 
昭和 9（1934）

11.26 
日本 藥學雜誌 

當藥酸に就にて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8（1933）.7 日本 藥學雜誌 

藥局方外重要葉藥類の灰像〈追錄〉 近藤良男 初 
昭和 9

（1934）.10.26. 
日本 藥學雜誌 

有毒植物の葉部灰像に就て 近藤良男  河村正義 初 
昭和 9

（1934）.11.26 
日本 藥學雜誌 

Epi-Dihydro-cholesterin-acetat の CrO3-
酸化  Epi-Oxy-allocholansaure につい

て 
桑田智  城山時夫 初 

昭和 10

（1935）.9.26 
日本 

株式會社武田長兵衛商店

研究部 

伊豆縮砂の成分（第一報）精油成分に

就て 
木村雄四郎  星森雄 初 昭和 8（1933）.8 日本 藥學雜誌 

ウルン—ル酸の研究（第一報）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8（1933）.4 日本 藥學雜誌 

ウルソ—ル酸の研究（第 2 報）ウルソ

—ル酸及ぴその誘導體のクロム酸○化

について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8（1933）.6 日本 藥學雜誌 



 

 

ウルソ—ル酸の研究（第 3 報）石南葉

中の酸成分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8（1933）.10 日本 藥學雜誌 

サポニンの化學的研究（第 7 報）邦產

常春藤葉のサポニンに就て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9（1934）.1.26 日本 藥學雜誌 

伊豆縮砂の成分（第二報）一新フラウ

ォン Izalpinin の構造に就て 
木村雄四郎   星森雄 初 昭和 9（1934）.1.26 日本 藥學雜誌 

サポニンの化學的研究（第 Ix 報）サポ

ゲニンの Desoxy-化合體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9（1934）.3.26 日本 藥學雜誌 

サポニンの化學的研究（第 VIII）サポ

ゲニンの分光化學的觀察 
桑田智  松川泰三 初 昭和 9（1934）.3.26 日本 藥學雜誌 

茯苓ニ就テ  邦產藥用植物生產狀況調

查（其二） 
木村雄四郎 初 昭和 9（1934）.1.25 東京 植物研究雜誌 

げんのしょうこニ就テ  邦產藥用植物

生產狀況調查（其四） 
木村雄四郎 初 昭和 9（1934）.3.25 東京 植物研究雜誌 

專學雜誌 522 號  南天燭アルカロイド

の研究（第一報）ナンヂニンの構造 
北里善次郎 初 

大正 14

（1925）.8.26 
日本 藥學雜誌 

サポニンの化學的研究（第 XII 報）  皂

莢のサポゲニンに就て 
桑田智 初 

昭和 10

（1935）.11.26 
日本 藥學雜誌 

印度使君子ト市販ノ使君子ニ就テ 木村雄四郎  小山米子 初 
昭和 12

（1937）.7.25 
東京 植物研究雜誌 

牛膝ニ就テ  邦產藥用植物生產概況

（其九） 
木村雄四郎  小山米子 初 

昭和 12

（1937）.8.15 
東京 植物研究雜誌 

荊芥の成分（第一報） 村山義溫  板垣武熹 初 
大正 10

（1921）.10.26 
不詳 藥學雜誌 

琉球古曲舞踊について 比嘉盛章 初 不詳 不詳 南方民族 



 

 

臺灣の山林第百九十五號 伊藤太右衛門編 初 
昭和 17

（1942）.8.13 
臺北市 臺灣山林會 

臺灣の山林第百九十七號 伊藤太右衛門編 初 
昭和 17

（1942）.10.3 
臺北市 臺灣山林會 

臺灣の山林第百九十號 伊藤太右衛門編 初 
昭和 17

（1942）.3.11 
臺北市 臺灣山林會 

臺灣の山林第二百號 福間定朝編 初 
昭和 17

（1942）.12.26 
臺北市 臺灣山林會 

臺灣の山林第二百五號 福間定朝編 初 
昭和 18

（1943）.5.19 
臺北市 臺灣山林會 

臺灣の山林 安山達雄編 初 
昭和 18

（1943）.12.31 
臺北市 臺灣山林會 

近接木全書（完） 原田東一郎著 二版 
明治 40

（1907）.4.12 
東京市 明文堂 

新竹山林 新竹山林管理所編 初 民 39（1950）.12.16 新竹 新竹山林管理所 

臺灣農事報（昭和 7 年 2 月）第三十一

年第一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7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一年第四號至第六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0（1935）.4

～6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一年第七號至第九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0（1935）.7

～9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昭和十年七月）第三十一

年第十號至第十二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0（1935）.10

～12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二十八年一號至第三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7（1932）.1

～3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一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1937）.1.1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二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

（1937）.2.20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五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

（1937）.5.30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四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

（1937）.4.30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六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1937）.7.3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八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1937）.9.7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農事報第三十三年第十號 砥上次雄編 初 
昭和 12

（1937）.11.30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ノ特用作物 三好晴氣編著 初 
昭和 17

（1942）.10.5 
嘉義市 加土印刷所 

臺灣甘藷栽培法 平間惣三郎著 初 
昭和 19

（1944）.10.10 
臺北市 清水書店 

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 
興南新聞經濟部長陳逢源

著 
初 

昭和 19

（1944）.2.20 
臺北市 萬出版社 

增訂五版臺灣農家便覽（昭和七年）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

業部編纂 
五版 

昭和 7

（1932）.11.15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改訂增補第 6 版臺灣農家便覽（昭和 19
年）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編

纂 
六版 

昭和 19

（1944）.10.25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北競馬番組 臺北州畜產會 不詳 昭和 18（1943） 臺北州 臺北州畜產會 



 

 

臺北競馬第七日出馬表 臺北州畜產會 不詳 
昭和 18

（1943）.10.17 
臺北州 臺北州畜產會 

臺北競馬番組附  出馬登錄馬名一覽表 臺北州畜產會 不詳 
昭和 16（1941）春

季 
臺北州 臺北州畜產會 

臺北競馬番組 臺北州畜產會 不詳 
昭和 18（1943）秋

季 
臺北州 臺北州畜產會 

地方競馬馬名登錄證謄本 帝國馬匹協會 不詳 
昭和 13

（1938）.8.31 
不詳 帝國馬匹協會 

增訂五版臺灣農家便覽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

業部編纂 
五版 

昭和 7

（1932）.11.15 
臺北市 臺灣農友會 

臺灣植物圖說 伊藤武夫著 三版 
昭和 11

（1936）.8.11 
京都市 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 

續臺灣植物圖說 伊藤武夫著 初 昭和 3（1928）.3.10 三重縣 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 

臺灣植物名彙（菊版） 佐佐木舜一著 初 
昭和 3

（1928）.10.31 
臺北市 臺灣博物學會出版部 

特用作物各論 嘉義農林學校 初 大正 12（1923）.7 不詳 嘉義農林學校 

糖業家必攜參考資料 製糖研究會著 初 
昭和 12

（1937）.12.5 
東京市 丸善株式會社 

臺灣樹木便覽 鈴木重良著 初 
昭和 12

（1937）.12.20 
臺北市 臺灣園藝協會 

臺灣農業年報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4（1939） 不詳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製腦裝置操作讀本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初 
昭和 17

（1942）.4.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增補水稻耕種法講演 磯永吉著 初 
昭和 19

（1944）.3.15 
臺北市 臺灣農會 

柑橘類の樹皮呈色反應 中村三八夫  中山謙吉 初 昭和 15（1940）.3 臺北 臺灣園藝協會 

知本越植物調查豫報 
佐佐木舜一  宮川象三  

倉田猛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彙報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初 昭和 5（1930）.1.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重要農作物增產目標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4（1939）.1 不詳 臺灣總督府 

重要農作物增產十箇年豫想表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4（1939）.1 不詳 臺灣總督府 

臺灣農業の發達に就て 磯永吉 初 不詳 不詳 臺灣農會報 

恒春半島殊に鵝鑾鼻附近の植物景觀 日比野信一 初 昭和 10（1935）.7 ○○ 
科學　臺灣第三卷第三‧四

號 

鼠を擒る者の辯 立石新吉 初 昭和 17（1942）.9 不詳 
科學　臺灣第十卷第三‧四

號 

飼貓（家貓）と石虎  交雜は果して可

能でわらうか 
立石新吉 初 昭和 16（1941）.4 不詳 科學　臺灣第九卷一‧二號

第一回全島水產大會提出問題 臺灣水產會 初 
昭和 14

（1939）.11.2、3 
不詳 昭和會館 

臺灣の熱帶果樹  ——果物時計 臺灣總督府園藝試驗場編 初 大正 8（1919）.2.11 不詳 不詳 

科學の臺灣第六卷第五號 阪上福一編 初 
昭和 13

（1938）.11.20 
不詳 臺灣博物館協會 

臺灣の熱帶果樹 ロ—ゼル 臺灣總督府園藝試驗場編 初 大正 8（1933）.2.11 不詳 不詳 



 

 

臺灣の熱帶果樹カリサ 臺灣總督府園藝試驗場編 初 大正 8（1933）.2.11 不詳 不詳 

煙草耕作法講話 不詳 不詳 
昭和 15

（1940）.8.10 
不詳 不詳 

山地開發資料第一編 田中長三郎編 不詳 
昭和 11

（1936）.9.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養賢堂 

臺灣に於けるレモン栽培 間方正之編 初 昭和 14（1939）.5.1 臺北市 臺灣農會 

臺灣蔬菜園藝要覽 芹澤立著 二版 
昭和 10

（1935）.4.18 
臺北市 第一教育社 

空地利用臺灣蔬菜園作業曆 
臺灣總督府米穀局米政課

內米穀政策研究會 
初 

昭和 16

（1941）.1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米穀局米政課

內米穀政策研究會 

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 臺灣植物同好會著 初 昭和 20（1945）.3 不詳 臺灣農業會 

柑橘栽培要覽 士林園藝試驗支所 初 大正 14（1925）.9.1 不詳 
臺灣農事報第二百二十六

號 

中部に於ける裏作亞麻栽培法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 初 昭和 13（1938）.10 臺中 不詳 

世界の農業補助政策 OECD 著 初 
昭和 62

（1987）.10.20 
東京 日本經濟新聞社 

生物の遺傳と育種出版第二十五號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編 初 昭和 2（1927）.2.15 臺北市 不詳 

庭園樹略記 
鳳山熱帶園藝試驗支所臺

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 
初 昭和 17（1942）.12 高雄 

鳳山熱帶園藝試驗支所資

料第 4 號 

バナナ界早わかり 林肇著 初 
昭和 10

（1935）.10.5 
東京市 經政春秋社 



 

 

業主與佃人 島田健藏編 初 
明治 44

（1911）.8.15 
臺北廳 臺灣農友會 

臺灣の自給園藝蔬菜及ぴ果樹の栽培 志佐誠著 初 
昭和 18

（1943）.8.15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臺灣野生食用植物圖譜 臺灣植物同好會 初 
昭和 20

（1945）.3.28 
臺北市 臺灣農業會 

實用熱帶果物蔬菜加工法 福原與之助著 初 
大正 14

（1925）.11.10 
臺北市 臺北印刷株式會社 

臺灣の自給園藝蔬菜及ぴ果樹の栽培 志佐誠著 初 
昭和 18

（1943）.8.15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臺灣の植物 堀川安市著 初 
昭和 18

（1943）.12.24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現代法學全集第八卷 末弘嚴太郎編 初 
昭和 3

（1928）.11.10 
東京市 日本評論社 

中國之新生活運動 王子明編 初 民 34（1945）.11.18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印書館 

臺灣市制街庄制施行令逐條解說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3

（1938）.9.1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非常時臺灣經濟法令集 林佛樹編 初 
昭和 13

（1938）.9.11 
臺北市 臺灣經濟通信社 

南方渡航案內 柴岡彌著 初 昭和 17（1942）.1.8 臺北市 臺灣三省堂 

臺灣防空讀本 黑澤平八郎編 初 
昭和 19

（1944）.3.17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現代法學全集第二十一卷 末弘嚴太郎編 初 
昭和 4

（1929）.12.10 
東京市 日本評論社 



 

 

改正地方制度ノ趣旨ニ就テ 不詳 初 昭和 10（1935）.8.7 臺北州 不詳 

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事務提要 不詳 初 昭和 10（1935）.9.5 臺北州 不詳 

國體明徵 臺北州知事野口 初 
昭和 10

（1935）.4.18 
臺北州 不詳 

地方自治制度講義 澤野民治編 初 
昭和 11

（1936）.5.10 
東京市 日本通信大學法制學會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臺北州支部要覽 真藤雅省編 初 
昭和 10

（1935）.9.19 
臺北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臺北州

支部 

舉規定解說 真藤雅省編 初 
昭和 10

（1935）.9.20 
臺北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臺北州

支部 

政府案に對する聲明書  臺灣地方自治

制度に就て 
楊肇嘉編 初 

昭和 10

（1935）.2.21 
東京市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家屋申告注意書 臺灣總督府 初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選舉事務員必攜 臺北州 初 
昭和 10

（1935）.9.12 
臺北市 臺北州 

臺灣地方選舉要綱 七星郡自治研究會 初 
昭和 10

（1935）.7.20 
臺北市 七星郡自治研究會 

第三詩集影 矢野峰人著 初 
昭和 18

（1943）.11.20 
臺北市 日孝山房 

臺灣風俗誌下 片岡巖著 初 
大正 10

（1921）.2.10 
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 

改正地方制度に就て 古屋義輝編 初 
昭和 10

（1935）.7.29 
臺北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米穀肥料糖粉年

報 
林佛樹編 初 

昭和 13

（1938）.1.20 
臺北市 臺灣經濟通信社 

東亞共榮圈の米穀產業 臺灣米穀日報社調查部編 初 
昭和 17

（1942）.3.22 
臺北市 臺灣經濟出版社 

國家總動員法釋義 鳥津嘉孝著 初 
昭和 14

（1939）.2.10 
東京市 大洋社出版部 

臺灣善行美譚 東亞新報記者中山馨編著 初 
昭和 10

（1935）.9.20 
臺北市 東亞新報臺北支局 

米國に於ける間接費の研究 東京商工會議所 二版 昭和 6（1931）.4 東京 產業合理化資料第四號 

定款 
新莊郡物產信用販賣購買

利用組合 
初 昭和 16（1941  ） 新莊 

新莊郡物產信用販賣購買

利用組合 

神社綱要 宮地直一著 初 
昭和 13

（1938）.3.25 
東京市 東洋圖書株式合資會社 

臺中州稅務提要 臺中州稅務課編纂 初 
昭和 16

（1941）.5.25 
臺中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臺中州

支部 

臺灣間接稅稅制改正法令解說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纂 初 
昭和 18

（1943）.4.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

內稅務職員共慰會 

臺灣產金關係法規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 初 
昭和 13

（1938）.1.1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 

臺灣直稅法規 不詳 初 
大正元

（1912）.11.25 
不詳 不詳 

臺灣違警例犯罪即決例解義 甲斐春夫編 二版 
昭和 9

（1934）.11.25 
東京市 日本警察新聞社 

說明附さ臺灣現行手續實例書式總攬 涂枝火巫秋楊著 初 昭和 8（1933）.3 不詳 不詳 



 

 

租稅講話資料 臺北州 初 昭和 13（1938）.3 不詳 臺北州 

臺灣運轉法規解說 小○茂、秋元善治 著 初 
昭和 17

（1942）.9.15 

名古屋

市 
交友社 

記者生活十五年と財界事變史 上村金六著 初 昭和 6（1931）.2.28 臺北市 臺灣經世新報社 

臺灣の金融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 初 
昭和 14

（1939）.10.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 

臺灣租稅法規提要增補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纂 初 
昭和 15

（1940）.4.30 
臺北市 稅務職員共慰會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彙報第三

號分析成績彙集第二版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初 昭和 4（1929）.8.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 不詳 初 昭和 6（1931）.11.1 不詳 不詳 

新制度の臺灣 伊藤彩抱編著 初 大正 15（1926）.3.3 臺北市 臺灣○○○法宣傳協會 

臺灣地方選舉取締規則解說 山本暲著 五版 
昭和 10

（1935）.7.2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構內臺

灣警察協會 

臺中州市街庄例規 臺中州地方課 初 
昭和 12

（1937）.3.20 
臺中市 臺中州地方課 

臺中州市街庄例規 臺中州地方課   昭和 15（1940）.5.1 不詳 不詳 

手習兒○○ 豊付君太夫編 八版 大正 7（1918）.7.10 大阪市 精華堂書店 

現代臺灣經濟論 高橋龜吉著 初 
昭和 12

（1937）.7.20 
東京市 千倉書房 

修養の友 財團法人遞信協會大阪支 六版 昭和 6 大阪市 財團法人遞信協會大阪支



 

 

部編 （1931）.12.15 部 

改正臺灣地方稅關係法規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編纂 初 
昭和 12

（1937）.4.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改正地方制度法規 臺北州 初 昭和 10（1935）.7.5 臺北市 臺北州 

改正臺灣州制竝二同施行令 真藤雅省編 初 
昭和 11

（1936）.8.28 
臺北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臺北州

支部 

改正臺灣州制竝二同附屬法令 臺北州 初 
昭和 11

（1936）.9.16 
臺北州 臺北州 

改正地方制度ニ關スル質疑應答（於地

方改良講習會）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初 

昭和 10

（1935）.6.1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選舉の心得 

臺灣自治協會臺北支部  

臺北州警務部  臺北州防

犯協會 

初 
昭和 14

（1939）.10.17 
臺北市 

臺灣自治協會臺北支部臺

北州警務部  臺北州防犯

協會 

投票審查便覽 臺北州 初 
昭和 10

（1935）.10.13 
臺北市 臺北州 

改正臺灣地方稅關係法規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編 初 
昭和 12

（1937）.4.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州會議員選舉事務員必攜 臺北州 初 
昭和 11

（1936）.10.18 
臺北市 臺北州 

臺中州市街庄例規 不詳 初 昭和 10（1935）.4.1 不詳 不詳 

21 世紀は日本‧臺灣‧韓國だ 中嵨嶺雄著 初 
昭和 63

（1988）.1.10 
不詳 株式會社三笠書房 

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

（1943）.1.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生命保險證券 第一生命保險相互會社 初 
昭和 42

（1967）.8.11 
不詳 第一生命保險相互會社 

臺灣戶口制度大要 ○中市藏著 三版 
昭和 11

（1936）.6.20 
東京市 松華堂書店 

メ—トル法の栞 伊藤彩抱編著 初 
大正 12

（1923）.11.4 
臺中州 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 

臺灣戰時食糧問題 臺灣食糧經濟新聞社編 三版 
昭和 18

（1943）.6.25 
臺北市 臺灣經濟出版社 

有價證券投資案內 
臺灣有價證券業組合調查

課編 
初 

昭和 18

（1943）.2.22 
臺北市 佐藤吉治郎 

新訂六法全書 山野金藏編 四版 大正 8（1919）.5.10 東京市 有斐閣 

改訂臺灣民事諸手續要覽 總督官房法務課編纂 初 昭和 10（1935）.7.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官房法務課構內

臺法月報發行所 

臺灣行政法大意 法學士長尾景德編 二版 大正 12（1923）.4.1 臺北市 杉田重藏書店 

臺灣交通常識講座（全） 森重秋藏著 初 
昭和 8

（1933）.12.18 
臺北市 臺灣交通問題研究會 

恊定販賣價格表藥品部賣藥部賣藥類似

品部漢藥部人參部 
臺中州藥業組合聯合會 初 

昭和 15

（1940）.9.21 
臺中州 臺中州藥業組合聯合會 

臺灣食糧營團關係法規集 臺灣食糧營團編纂 初 不詳 不詳 不詳 

上海の證券市場 中川市郎編 初 
昭和 17

（1942）.12.9 
東京市 川島屋證券株式會社 

滿洲重工業資源開發の現狀 長谷川泰敏編 初 康德 6（○）.9.30 
新京特

別市 
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 



 

 

海南島の研究 千葉燿胤 初 不詳 不詳 
財團法人貿易獎勵會貿易

獎勵資料第二十三輯 

臺中州稅務提要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和漢合篇民眾法律 陳炳編 初 
昭和 13

（1938）.3.10 
員林郡 民眾法律新報社 

地方制度改正要綱說明 內務局 不詳 不詳 不詳 內務局 

臺灣公共埤圳規則 不詳 初 明治 34（1901）.7 不詳 不詳 

臺灣における貿易マ—ケティングに關

する研究 
徐永新 初 民（73）.11 不詳 不詳 

地方自治制 杉村章三郎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國家總動員法及關係法規集 臺灣總督官房審議室編 初 
昭和 19

（1944）.9.19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稅務史下卷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7

（1918）.1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稅務史上卷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

稅務課內稅務職員共慰會 
初 

大正 7

（1918）.1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

稅務課內稅務職員共慰會 

韓國に挑戰した臺灣 西村敏夫著 初 民 71（1982）.5 東京都 （株）國際經濟社 

調查とデ—タが証す  臺灣經濟のすベ

て 
矢島鈞次著 初 

昭和 54

（1979）.10.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日本經濟通信社 

私の意見 邱永漢著 初 民 64（1975）.3.25 東京都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會社 



 

 

昭和十一年度事業概況並收支決算書  
昭和十二年度事業計畫並收支豫算案 

員林專賣品小賣人組合 初 昭和 12（1937）.6.5 不詳 員林專賣品小賣人組合 

臺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判 陳逢源著 初 
昭和 8

（1933）.11.10 
臺北市 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統治關係議會獅子吼錄 臺灣制度研究會編 初 
昭和 3

（1928）.11.10 
臺北市 臺灣自由言論社 

臺灣　社會運動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4

（1929）.10.25 
臺北市 臺灣實業界社營業所 

臺灣　經濟 坂田國助編 初 昭和 6（1931）.8.10 臺北市 坂田國助 

臺灣經濟史研究 東嘉生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戶口制度大要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中市

藏著 
二版 

昭和 11

（1936）.6.12 
東京市 松華堂書店 

南方の將來性  臺灣と蘭印を語る 大阪每日新聞社編 初 
昭和 15

（1940）.7.30 
大阪市 大阪每日新聞社 

臺灣經濟界への展望 林進發著 初 昭和 7（1932）.12.2 臺北市 民眾公論社 

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編 
初 

昭和 13

（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高等法院判例集 判例研究會編 初 昭和 7（1932）.9.25 臺北市 判例研究會 

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編 
初 

昭和 13

（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 宮崎健三編 初 
昭和 12

（1937）.12.16 
臺北市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發行所 



 

 

臺灣經濟叢書（5） 竹本伊一郎編 初 
昭和 12

（1937）.3.24 
臺北市 臺灣經濟研究會 

臺灣經濟叢書（8） 竹本伊一郎編 初 
昭和 15

（1940）.3.18 
臺北市 臺灣經濟研究會 

臺灣的生產建設 興臺文化服務社 不詳 不詳 不詳 興臺文化服務社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

料報告上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

部 
初 

明治 38

（1905）.3.30 
東京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

部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

料報告下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初 

明治 38

（1905）.5.12 
東京市 文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經濟叢書（9） 竹本伊一郎編 初 
昭和 16

（1941）.3.16 
臺北市 臺灣經濟研究會 

趣味對話經濟通 多賀宇龍編 初 昭和 8（1933）.4.20 東京市 教文社 

變貌する臺灣經濟 三宅武雄著 初 
昭和 51

（1976）.4.20 
東京都 新國民出版社 

臺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米穀肥料糖粉年

報 
林佛樹編 初 

昭和 13

（1938）.1.20 
臺北市 臺灣經濟通信社 

戰時臺灣經濟論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記者生活十五年と財界事變史 上村金六著 初 昭和 6（1931）.2.28 臺北市 臺灣經世新報社 

戰時下の臺灣經濟 林佛樹編 初 昭和 14（1939）.2.1 臺北市 臺灣經濟通信社 

戰時の家庭經濟 本位田祥男著 二版 昭和 19（1944）.6.5 東京都 株式會社光生館 

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八版）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 初 昭和 18（1943）.8.5 東京都 國際日本協會 



 

 

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 初 
昭和 17

（1942）.8.25 
東京市 國際日本協會 

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6.15 
東京市 國際日本協會 

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九年版） 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初 
昭和 20

（1945）.4.27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臺灣與亞經濟讀本 五味田忠編 初 
昭和 15

（1940）.2.20 
臺北市 興亞時論社 

協調讀本農村篇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3（1928）.12 不詳 臺灣協調會 

臺灣藥品制度規則 軍地護之編 初 
明治 36

（1903）.2.23 
臺北市 丸山出張所 

社長學入門 邱永漢著 初 
昭和 49

（1974）.1.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日本實業出版社 

地方史の思想 芳賀登著 八版 昭和 53（1978）.3.1 東京都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少年支那の歷史 塚田忠泰著 初 
昭和 13

（1938）.2.18 
東京市 大同館書店 

溫泉療養實話集 
日本溫泉協會  日本旅行

協會編 
初 昭和 14（1939）.6.5 東京市 株式會社博文館 

臺灣漢藥學 林天定編 初 昭和 5（1930）.6.9 臺中州 臺中藥學講習會 

臺灣漢藥學（續篇） 林天定編 初 昭和 7（1932）5.5 臺中市 臺中藥學講習會 

臺灣理髮試驗必攜 不詳 初 昭和 4（1929）.9 不詳 不詳 



 

 

臺北木島製造輸入移入賣藥目錄 臺北漢藥業組合 二版 昭和 9（1934）.1 臺北市 臺北漢藥業組合 

臺灣漢藥學 不詳 不詳 昭和 5（1930）.5.20 不詳 不詳 

藥業者必攜臺灣藥事輯受驗參考篇 久保田源助編 初 昭和 4（1929）.6.25 臺中市 臺灣藥事研究會 

南方開發史 井出季和太著 初 
昭和 17

（1942）.12.20 
東京市 皇國青年教育協會大谷保 

臺北州電話帖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初 
昭和 18

（1943）.1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全國保存鐵道 白川淳著 初 民 82（1993）.9.10 東京都 日本交通公社出版事業局 

パイン讀本 渡邊正一著 初 
昭和 14

（1939）.12.12 
臺北市 臺灣園藝協會 

農用藥劑彙集 三輪勇四郎編 初 
昭和 18

（1943）.10.5 
臺北市 臺灣農會 

臺灣ニ於ケル育兒法 本村鐵藏著 初 昭和 3（1928）.6.12 屏東郡 私立成蹊醫院 

衛生法及救急法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1.9 
臺北市 臺灣軍書出版株式會社 

救急係收容係教程 臺中州 初 昭和 16（1941）.2 臺中市 臺中州 

米穀管理と臺灣產業の新使命 大間知治雄著 七版 
昭和 14

（1939）.2.13 
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的農業推廣工作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編 初 民 44（1955）.10 南投縣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茶業一班 
臺灣總督府茶樹栽培試驗

場 
初 

大正 9

（1920）.11.1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臺灣に於ける母國人農業植民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4（1929）.6.29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北州健民指導醫名簿 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 初 
昭和 18

（1943）.7.31 
臺北市 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 

全國巡查採用試驗問題模範解答集 箕輪香村編 三版 
昭和 17

（1942）.3.24 
東京市 文憲堂書店 

南方醫學論叢 平野義太郎著 初 
昭和 17

（1942）.7.15 
東京市 株式會社南江堂 

臺灣通俗醫學 野間文一郎編 初 
昭和 4

（1929）.10.10 
臺北市 臺灣評論社 

大谷光瑞興亞計畫 大谷光瑞著 初 
昭和 15

（1940）.7.15 

大阪市

東京市 
大乘社  有光社 

大谷光瑞興亞計畫 大谷光瑞著 初 
昭和 15

（1940）.6.10 

大阪市

東京市 
大乘社  有光社 

大谷光瑞興亞計畫 大谷光瑞著 初 昭和 15（1940）.4.5 
大阪市

東京市 
大乘社  有光社 

新高築港と臺中州の工業○○に就て 臺中州 初 
昭和 16

（1941）.11.5 
臺北市 臺中州 

臺灣の鑛業 臺灣鑛業會 初 
昭和 16

（1941）.11.3 
臺北市 臺灣鑛業會 

臺灣違警例犯罪即決例解義 甲斐春夫編 初 
昭和 9

（1934）.10.10 
東京市 日本警察新聞社 

育兒衛生 丸山芳登著 初 
昭和 18

（1943）.8.30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臺灣共濟會事業一覽 臺灣共濟會 初 不詳 臺北市 臺灣共濟會 



 

 

臺灣產業之現勢 不詳 初 大正 2（1913） 不詳 不詳 

組合沿革史 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 初 
昭和 13

（1938）.10.15 
臺北市 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 

臺灣產業組合史 澁谷平四郎編 初 昭和 9（1934）.7.6 臺北市 產業組合時報社 

筆戰十五年 橋本白水論集 初 昭和 3（1928）.5.20 臺北市 南國圖書刊行會 

理髮衛生教科書 邱再添識 初 昭和 9（1934）.5.20 不詳 邱再添識 

傳染病學法醫學提要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助教授臺灣總督府警察官

及司獄官練習所講師八木

金之丞述 

初 大正 13（1924）.9 臺北市 不詳 

食は藥也 村木虎之助著 初 昭和 4（1929）.9.18 臺北市 臺灣經世新報社 

民報家庭寶典 臺灣新民報社販賣部編 初 
昭和 12

（1937）.3.31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輸入移入製造賣藥目錄 要千枝太郎編 初 昭和 2（1927）.6.28 臺北市 臺灣賣藥商會 

臺中州甘蔗耕種改善要綱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結核と家庭 臺衛新報社編纂 初 昭 11（1936）.4.18 臺中州 臺中州衛生課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主管土木事業概要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 初 昭和 15（1640）.12 不詳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 

移入賣藥製造賣藥移入藥類似品種目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東西藥用植物考 川端男勇著 初 昭和 6（1931）.3.20 東京市 文久社出版部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佐佐木舜一編 初 大正 13（1924）.8.8 臺北市 晃文館 

山は荒れゆく 青木繁著 初 
昭和 2

（1927）.12.27 
臺北市 杉田書店 

理髮衛生學講本 大礒友明著 初 昭和 3（1928）.4.28 臺北市 
臺北市北理髮營業組合事

務所 

專賣通信官營製腦記念號 玉手亮一編 初 昭和 14（1939）.8.5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專賣協會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賛會報告書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賛會編 初 
大正 5

（1916）.10.31 
臺北市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賛會 

昭和三年石油時報總目錄 內山省三編 初 
昭和 3

（1928）.12.10 
東京市 石油時報社 

昭和十三年版臺灣殖產年鑑 ○中正行編 初 
昭和 13

（1938）.1.20 
臺北市 臺灣　海外社 

二十五周年祝賀會誌 西原雄次郎編 初 昭和 9（1934）.7.30 東京市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甘蔗糖製造化學上卷 
臺灣總督府技師農學博士

石田研著 
初 

大正 10

（1921）.7.20 
東京市 糖業聯合會 

日糖 近二十五年史 西原雄次郎編 初 大正 9（1920）.4.27 東京市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蔗農便覽上卷 林竹松著 初 
昭和 16

（1941）.12.22 
臺北市 臺灣糖業通信社 

補訂第二版釀酒新法前編 宇都宮三郎著 二版 
明治 27

（1894）.11.15 
東京市 交詢社 



 

 

蔗農便覽下卷 林竹松著 初 昭和 17（1942）.4.1 臺北市 臺灣糖業通信社 

昭和六年臺灣貿易概覽 臺灣總督府稅關 初 昭和 7（1932）.1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稅關 

臺灣哺乳動物圖說 堀川安市著 初 昭和 7（1932）.1.15 臺北市 臺灣博物學會出版部 

臺灣甘蔗害益蟲編 高野秀三、柳原政之著 初 昭和 14（1939）.4.5 臺南市 臺灣蔗作研究會 

高雄縣恒春區大樹房附近海產貝類 金子壽衛男著 初 不詳 不詳 
摘印自臺灣省海洋研究所

研究集刊第二號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彙報第七十八號臺灣

に於ける家禽寄生蟲に關する研究（二）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初 

昭和 5

（1930）.10.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紀要第二十三卷

第四號昭和十六年五月動物動第十三號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編 初 

昭和 16

（1941）.5.2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卷）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1

（1936）.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企業統計總覽（十八年版） 野澤義朗編 初 
昭和 19

（1944）.1.20 
東京都 東洋經濟新報社 

熱帶農學會誌第一卷第二卷合訂本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內 初 昭和 4（1929）.7 不詳 熱帶農學會 

熱帶農學會誌第三卷第四卷合訂本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內 初 
昭和 6.7

（1931.1932） 
不詳 熱帶農學會 

員林椪柑輸出硫球初次檢驗報告表 檢驗組邱木花 初 民 40（1951） 不詳 檢驗組邱木花 

員林椪柑輸出香港狀況 邱木花 初 民 39（1950）.12 不詳 邱木花 



 

 

日本毒蛇圖說 大島正滿著 初 大正 10（1921）.3.1 臺北市 晃文館 

新竹臺中烈震報告 臺北觀測所編 初 
昭和 11

（1936）.3.25 
臺北市 臺北觀測所 

嘉義地方烈震報告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編 初 
昭和 17

（1942）.3.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 

嘉義地方烈震報告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編 初 
昭和 17

（1942）.3.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 

昭和十年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 臺灣新聞社編輯部編 初 昭和 10（1935） 不詳 臺灣新聞社編輯部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 13 卷合訂本 不詳 初 昭和 12（1937） 東京市 不詳 

臺灣銀行四十年誌 名倉喜作編纂 初 昭和 14（1939）.8.5 東京市 名倉喜作 

臺灣水道誌圖譜 臺灣水道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3.31 
臺北市 臺灣水道研究會 

臺灣資源讀本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14

（1939）.3.28 
臺北市 臺灣實業界社 

臺灣の鑛業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 初 
昭和 10

（1935）.10.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 

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創立十年史 
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

著 
初 

昭和 12

（1937）.2.20 
臺中市 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 

彩色圖譜臺灣食用作物病蟲害及防治法

糧食雜穀篇 
何火樹編攝 初 民 61（1972）.2 臺中市 臺灣農產旬刊社 

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 新竹州 初 
昭和 13

（1938）.10.25 
新竹州 新竹州 



 

 

臺灣害蟲名彙 三輪勇四郎編 初 
昭和 18

（1943）.9.15 
臺北市 臺灣農會 

養兔の理論と實際 蘇新著 初 
昭和 19

（1944）.10.24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飼鳥圖集（洋鳥　部） 文化生活研究會 初 大正 15（1926）.7.1 東京市 文化生活研究會 

臺灣產主要魚介類圖說 中村廣司著 初 
昭和 18

（1943）.12.20 
臺北市 臺灣水產會 

臺灣の鑛物資源 小笠原美津雄 初 
昭和 7（1932）.3、

4 
不詳 小笠原美津雄 

瑞芳鑛山の地質鑛床 顏滄波 初 不詳 不詳 顏滄波 

臺灣產鑛物一覽 社團法人臺灣鑛業會 初 昭和 14（1939）.4 不詳 社團法人臺灣鑛業會 

臺灣高雄州橋子頭泥火山有孔蟲類に就

いて 
丹桂之助編 初 

昭和 10

（1935）.11.5 
臺北市 

臺灣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地

質學研究室內臺灣地學會 

臺灣に於ける隆起珊瑚礁に就いて 半澤正四郎 初 昭和 6（1931）.2.1 不詳 
地理學評論（第七卷第二

號） 

蘇澳郡蕃地ピヤハウ社附近の礫岩に就

て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1（1936）.9 不詳 臺灣地學記事Ⅶ，９ 

臺灣に於ける石炭の分布と夾炭層の特

徵 
山田闡一編 初 

昭和 18

（1943）.11.3 
臺北市 山田闡一 

新高越中央山脈に始新世有孔虫を發見

せることに就て 
富田芳郎、丹桂之助編 初 昭和 12（1937）.4 不詳 臺灣地學記事Ⅷ，４ 

臺灣馬政計畫 臺灣總督府 初 不詳 不詳 臺灣總督府 



 

 

原色臺灣產蝶類圖譜 岡野磨瑳郎、大蔵丈三郎著 二版 
昭和 35

（1960）.5.15 
東京都 谷口書店 

臺灣資源讀本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14

（1939）.3.28 
臺北市 臺灣實業界社 

動物園寫真帖 臺北市役所 初 昭和 16（1941）.2.1 臺北市 臺北市役所 

馬の蕃殖 星修三著 二版 
昭和 16

（1941）.4.30 
東京市 日本畜產研究會出版部 

埋草窖（サイロ）並に埋藏飼料（エン

シレ—ヂ）に就て 
臺中州畜產會 初 

昭和 18

（1943）.11.10 
臺中市 臺中州畜產會 

人工畜雛の手引 臺中州立種畜場 初 不詳 不詳 臺中州立種畜場 

草地の灌溉 臺中州畜產會 初 
昭和 16

（1941）.4.28 
臺中市 臺中州畜產會 

牧野の灌木雜木及雜草の除去 臺中州 初 昭和 15（1940）.5.5 臺中市 臺中州 

牧草の採種 臺中州 初 昭和 15（1940）.5.5 臺中市 臺中州 

農馬の手引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4

（1939）.6.2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農馬の選擇と飼養管理 臺中州 初 昭和 15（1940）.5.5 臺中市 臺中州 

馬利用の栞 臺中州 初 昭和 15（1940）.5.5 臺中市 臺中州 

馬の放牧 臺中州 初 昭和 15（1940）.5.5 臺中市 臺中州 

馬の話 臺中州 初 昭和 15（1940）.5.5 臺中市 臺中州 



 

 

馬取扱法の參考 臺中州 初 
昭和 15

（1940）.5.14 
臺中市 臺中州 

醱酵文獻集第 1 集 臺灣釀造研究會 初 
昭和 12

（1937）.10.31 
不詳 臺灣釀造研究會 

電機採炭の栞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內青木

實 
初 

昭和 6

（1931）.12.26 
臺北市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內青木

實 

藥學雜誌 鈴木鑛二 初 
大正 14

（1925）.10.26 
東京市 樹脂酸　研究（第三報） 

臺中競馬特輯號 金子兵次郎編 初 
昭和 17

（1942）.11.19 
臺中市 馬事臺灣社 

臺灣の鑛業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 初 
昭和 5

（1930）.10.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鑛務課 

瑞芳鑛山の地質鑛床 顏滄波 初 不詳 不詳 基隆要塞司令部 

臺灣の天然ガスと天然瓦斯研究所 
臺灣總督府天然瓦斯研究

所 
初 昭和 16（1941）.8 不詳 

臺灣總督府天然瓦斯研究

所 

臺灣の天然瓦斯に就て 英兼付肝 初 昭和 6（1931）.1 不詳 不詳 

電機採炭の栞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內青木

實 
初 

昭和 6

（1931）.12.26 
臺北市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內青木

實 

新竹州苗栗郡に於ける陶土及陶業調查 新竹州資源調查委員會 初 
昭和 12

（1937）.6.15 
臺北市 新竹州資源調查委員會 

臺灣鑛區一覽 臺灣鑛業會 初 
昭和 17

（1942）.3.31 
不詳 臺灣鑛業會 

咸菜硼北埔煤田調查報告（臺灣煤田調

查報告第二輯）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二版 

大正 8

（1919）.10.31 
臺北城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炭の炭質の鑑別に就て 山田闡一 初 昭和 3（1928）.6.17 基隆 不詳 

臺灣產鼠類の圖說 青木文一郎、田中亮著 初 
昭和 16

（1941）.7.29 
臺北市 臺灣博物館協會 

臺灣產業綜覽 不詳 初 民 41（1952）.1 不詳 不詳 

陶磁器顏料—性質，作り方，使い方 加藤悅三 初 
昭和 35

（1960）.7.25 
東京都 社團法人窯業協會 

臺灣第三紀海棲化石群究竟有否特異性 早坂一郎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摘印自臺灣省海洋研究所

研究集刊第二號 

臺灣第三紀海棲化石群究竟有否特異性 早坂一郎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摘印自臺灣省海洋研究所

研究集刊第二號 

高雄州恒春油田調查報告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9（1934）.3.31 不詳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の產業 中瀨拙夫 不詳 不詳 不詳 

全國中等學校地理歷史科

教員第九回協議會及臺灣

南支旅行報告 

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第六輯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フ—ゼル」油の「アミン」に就て 平友恒 初 昭和 11（1936）.7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 

「フ—ゼル」油の「セスキテルペンア

ルユ—ル」より「アズレン」の生成 
平友恒 初 昭和 10（1935）.7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十一

卷第七冊百三十號 

相思樹タンニンの化學的研究（第 1 報）

タンニン及カテキンの分離並に其性質 
石井稔  大島康義 初 昭和 15（1940）.5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 



 

 

臺灣產植物タンニンの化學的研究（第

5 報）相思樹○皮よタンニンエキスの

製造に關する研究其一 

大島康義  石井稔  馮全

裕 
初 昭和 15（1940）.4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彙報第九

號工業分析の結果より見たる臺灣產石

炭に就いて 

荒木孝興 初 昭和 9（1934）.3.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中央研究所工業部報告第七十二號目次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初 昭和 7（1932）.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の窒素工業 日比勝治 初 昭和 12（1937）.5 不詳 
臺灣技術協會誌第 1 輯第 3

號 

中央研究所工業部彙報第六篇臺灣の鑛

泉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初 昭和 5（1930）.8.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北投溪溫泉に就て 國府健次 初 昭和 4（1929）.11 不詳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

業部報告第卅六號（熱帶農

學會第一卷第二號） 

臺灣產ジヤバシトロネラ油の高沸點部

に就いて 

加福均三  池田鐵作  藤

田安二 
初 昭和 7（1932）.6.28 不詳 

日本化學會誌第五十三帙

第六號 

臺灣產ジヤバシトロネラ油の高沸點部

に就いて 

加福均三  池田鐵作  藤

田安二 
初 昭和 7（1932）.6.28 不詳 

日本化學會誌第五十三帙

第六號 

臺灣產ジヤバシトロネラ油に關する生

化學的研究 
藤田安二 初 昭和 7（1932）.6 不詳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

業部報告第七十九號 

南方に於ける精油工業の現狀 藤田安二 初 昭和 17（1942）.6.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 

Typhoons and Rice Cultivation in Taiwan 不詳 不詳 -1959 不詳 不詳 

茶の香氣の生化學 武居三吉 初 不詳 不詳 
日本生化學會會報第 10 卷

第 4 號 



 

 

漢藥丹參の成分に就て第一報 中尾萬三  福島忠勝 初 昭和 9（1934）.12 不詳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 

タイワンシラタマ  Gaultheria 
Cumingiana Vidat  の成分に就て 

安江政一  佐佐本豐作 初 昭和 13（1938）.12 不詳 臺灣藥學會誌第五十一號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紀要第十五卷第

六號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初 

昭和 10

（1935）.6.18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農業試驗所彙報第六十號  キヤツサバ

の品種試驗竝にタピオカ‧パ—ル製造

試驗成績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 初 
昭和 14

（1939）.11.29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 

殺蟲劑の昆蟲に對する致死現象に關す

る研究第 3 報  Derris の體表撒布によ

つて受毒した昆蟲の死の症徵 

森山忠光 初 昭和 16（1941）.10 不詳 
臺灣農事報第 37 年第 5,10

號 

灰像（Aschcabild）研究の意義と其方法 小原龜太郎  近藤良男 初 昭和 7（1932）.7 不詳 
日本學術協會報告第 7 卷第

2 號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報告第七

十八號臺灣產ジヤバシトロネラ油の高

沸點部に就いて 

加福均三  池田鐵作  藤

田安二 
初 昭和 7（1932）.6 不詳 

日本化學會誌第五十三帙

第六號 

臺灣產闊葉樹のパルプ原料としての研

究（第一報） 
土屋穰  加藤善輝 初 昭和 15（1940）.3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百八

十六號 

「レモングラス」種香茅精油研究報告 加福均三  田崎佐市 初 不詳 不詳 
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報告第

五回 

香茅油の成分に就て 不詳 不詳 不詳     

ビンラウとビラウ 藤田安二 初 
昭和 18

（1943）.11、12 
不詳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三十

三卷第二百四十二號～二

百四十三號素木博士還曆



 

 

記念號 

臺灣產紅茶香氣成分の研究（第 3 報） 山本亮  伊東謙 初 昭和 12（1937）.8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 13 卷

第 8 冊第 155 號 

綠茶の香の研究（第八報）綠茶精油中

の Linalool 及び 其他の Alkohol  類

に 就て 

武居三吉  酒戶彌二郎  

大野稔 
初 昭和 12（1937）.1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十六

輯第一號 

綠茶の香の研究（第九報）  茶生葉精

油及ぴ 綠茶精油と 紅茶との 比較（其

一）--Corbonyl 化合物に 就て 

武居三吉  酒戶彌二郎  

中野稔 
初 昭和 12（1937）.9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十六

輯第九號 

綠茶の香の研究（第十報）  
p-Oxy-zimtaldehyd 及ぴ 其類似物質の

合成 

武居三吉  酒戶彌二郎  

大野稔 
初 昭和 13（1938）.2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十七

輯第二號 

綠茶の香の研究（第七報） 
武居三吉  酒戶彌二郎  

大野稔 
初 昭和 11（1936）.7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十五

輯第七號 

綠茶の香の研究（第十一報）  茶生葉

精油及ぴ綠茶精油と紅茶精油との比較

（其二）  第一級 Alkohol 類に就て 

武居三吉  酒戶彌二郎  

大野稔 
初 昭和 13（1938）.11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十七

輯第十一號 

粗糖の香氣の研究（第一報）  甘蔗糖

香氣中の酸性物質に就て 
武居三吉  今木喬 初 昭和 11（1936）.2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十五

輯第二號 

臺灣ノ農業 奧田○ 初 昭和 12（1937）.12 不詳 鳥取農學會報第 6 卷第 2 號

不飽和炭化水素の酸化防止（第 1～2
報） 

田中芳雄  桑田勉  青木

松之助 
初 昭和 9（1934）.8.5 不詳 工業化學會 



 

 

SCIENTIFIC PAPERS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NO.581  

          

SCIENTIFIC PAPERS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NO.582  

          

SCIENTIFIC PAPERS OF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NO.551 

          

ヲヤブジラミ Caucalis scabra, Makino
の果實の成分研究（第一報）各成分の

分離 

三井生喜雄 初 昭和 16（1941）.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十

輯第八號 

ヲヤブジラミの果實の研究成分（第四

報）  Caucalol-diacetat 及ぴ 
Iso-Caucalol の脫水素反應 

三井生喜雄 初 昭和 16（1941）.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十

輯第八號 

ヲヤブジラミの果實の成分研究（第五

報）  Iso-Caucalol の酸化竝にその化學

構造 

三井生喜雄 初 昭和 16（1941）.9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十

輯第九號 

ヲヤブジラミの果實の成分研究（第六

報）  Caucalol-diacetat の構造竝ぴに 
Caucalol-monoacetat に就て 

三井生喜雄 初 昭和 16（1941）.9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十

輯第九號 

ヲヤブジラミの果實の成分研究（第三

報）  Iso-Caucalol 及ぴ Apo-Caucalol に
就て 

三井生喜雄 初 昭和 16（1941）.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十

輯第八號 



 

 

ヲヤブジラミの果實の成分研究（第二

報）結晶成分 Caucalol-diacetat 及ぴ

Apo-Caucalol-diacetat に就て 

三井生喜雄 初 昭和 16（1941）.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十

輯第八號 

臺灣に於ける農村聚落の形態に就いて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8（1933）.2 不詳 臺灣地學記事Ⅳ.,2 

竹類のパルフ化に就て 
土屋穰、加藤善輝、福原節

雄、今井昌男 
初 

昭和 17

（1942）.10.15 
不詳 臺中州工業試驗所 

臺灣產竹類のパルブ原料ミしての研究

（第 6 報）  （桂竹の硫酸鹽法パルプ

に就て） 

土屋穰  加藤善輝 初 昭和 16（1941）.8 不詳 

臺中州工業試驗所報告第

七號（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

203 號） 

臺灣產竹類のパルブ原料ミしての研究

（第 5 報）（桂竹の亞硫酸マグネシヤ

法に就て その 2） 

土屋稿、福原節雄、加藤善

輝 
初 昭和 16（1941）.6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 201 號

臺灣產竹類のパルブ原料としての研究

（第二報）  特に 17.5﹪NaOH にて處

理せるパルプの灰成分に就て 

土屋穰、今井昌男 初 昭和 14（1939）.11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百八

十二號 

臺灣產竹類のパルプ原料としての研究

（第一報） 
土屋穰、福原節雄 初 昭和 14（1939）.5 不詳 

日本農藝化學會誌第百七

十六號 

○の有毒成分の化學的研究（第一報）

蟾酥毒に就て（一） 
小竹無二雄 初 昭和 2（1927）.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六輯

第八號 

○の有毒成分の化學的研究（第二報）

蟾酥毒に關する研究補遺 
小竹無二雄 初 昭和 3（1928）.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七輯

第八號 

○の有毒成分の化學的研究（第三報）

日本產○Bufo Bufo Japonicus の有毒成

分に就て 

小竹無二雄 初 昭和 3（1928）.8 不詳 
理化學研究所彙報第七輯

第八號 



 

 

新竹海岸仙腳石原生林の植物 島田彌市 初   臺北 
臺北帝國大學即農學部園

藝學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報告昭和十一年

第二號うしえぴ養殖試驗報告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 初 昭和 11（1936）.31 基隆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彙報第一

三號臺灣全島天然ガス發生地、同分析

調查表第二版 

庄野信司  江阿嬰 初 昭和 10（1935.）.4 不詳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二於ケル蚊族ノ豫防醫學的研究 小泉丹著 初 
大正 10

（1921）.1.30 
臺北市 工藤五郎 

臺灣の蜘蛛 萱○泉 初 
昭和 18

（1943）.8.20 
東京都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臺灣人は斯く觀る 謝春木著 初 昭和 5（1930）.1.7 臺北市 臺灣民報社 

臺灣人の要求 謝春木著 初 昭和 6（1931）.1.10 臺北市 臺灣新民報社 

振替貯金の手引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初 
昭和 15

（1640）.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臺灣都市計畫講習錄 不詳 初 昭和 12（1937）.9.5 臺北市 小川廣告 

臺灣の交通を話る 羽生國彥著 初 昭和 12（1937）.5.2 臺北市 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 

乞食社會の生活 施乾著 初 不詳 臺北市 愛愛寮 

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初 昭和 6（1931）.7.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新聞人の見たる臺灣 間島三二編著 初 昭和 6（1931）.8.30 臺北市 臺灣經濟公論社 



 

 

凉風筆戰錄 永岡芳輔著 初 昭和 6（1931）.5.25 東京 實業時代社 

乞丐社會の生活 施乾著 二版 
大正 14

（1925）.1.30 
臺北市 愛愛○ 

乞丐撲滅協會宣言要旨規約 稜藤新平（譯） 三版 
明治 45

（1912）.1.20 
東京市 富山房 

官僚政治（全） ○　○、　○　　　　○著   不詳 東京市 富山房 

臺灣岩波新書（新赤版） 戴國煇著 初 
昭和 63

（1988）.10.2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岩波書店 

醜い中國人  なぜ﹑アメリカ人‧日本

人に學ばないのか 
柏楊著 初 

昭和 64

（1989）.4.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光文社 

臺灣文化論叢 
中山彰二、植松正、田井輝

雄、力丸慈圓 
初 

昭和 20

（1945）.2.26 
臺北市 有限會社清水書店 

臺灣終戰祕史    —日本植民地時代と

その終焉— 
富沢繁著 初 

昭和 59

（1984）.6.15 
東京都 　　　出版株式會社 

日米戰ば○ 池崎忠孝著 四版 
昭和 16

（1941）.2.28 
東京市 新潮社 

海軍五十年史 佐藤市郎著 初 
昭和 18

（1943）.5.27 
東京市 株式會社鱒書房 

威海衛海戰記 平田勝馬著 初 昭和 5（1930）.4.20 東京市 合資會社戰記名著刊行會 

國民政府の外交及外交行政 張秀哲著 初 昭和 10（1935）.9.1 東京 日支問題研究會版 

臺灣之社會觀 今村義夫著 初 
大正 11

（1922）.8.15 
臺南市 實業之臺灣社臺南支局 



 

 

親愛るな臺灣 永岡凉風著 初 昭和 2（1927）.8.10 臺北市 實業時代社臺灣通信部 

臺灣風物誌 春山行夫著 初 
昭和 17

（1942）.7.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生活社 

始政五十年臺灣草創史 緒方武歲編   不詳 不詳 不詳 

事變と臺灣人 竹內清著 二版 
昭和 15

（1940）.3.18 
臺北市 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臺灣人の要求—民眾黨の發展過程を通

じて— 
謝春木著 初 昭和 6（1931）.1.10 臺北市 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統治祕史 喜安幸夫著 初 
昭和 56

（1981）.7.15 
東京都 株式會社原書房 

台灣處女選舉言論戰 鹽見純芳編   昭和 11   台灣辯論研究會 

臺灣霧社蜂起事件    —研究と資料— 戴國煇誌 初 
昭和 56

（1981）.4.10 
不詳 戴國煇誌 

臺灣と南方支那 田中善立著 初 大正 2（1913）.1.10 東京市 新修養社 

臺灣事蹟綜覽貳卷 大園市藏著 初 不詳 不詳 臺灣事蹟研究會 

帝國主義下の臺灣 矢內原忠雄著 四版 
昭和 13

（1938）.1.15 
東京市 岩波書店 

臺北市史（全） 田中一二 二版 昭和 7（1932）.3.28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南瀛遺珠 
古華山人諸田維光明卿纂

輯 
初 

明治 41

（1908）.5.29 
臺北市 古槐書院叢書 

臺灣事蹟綜覽第壹卷 大園市藏著 初 大正 8（1919）.8.8 臺北廳 臺灣治蹟研究會 



 

 

臺灣省單行法令彙編第一輯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法制

委員會編 
初 民 35（1946）.10.25 臺北市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法制

委員會 

臺灣の使命 屋部仲榮編 初 
昭和 7

（1932）.11.14 
臺北市 民眾事報 

幼學綱要上卷 宮內省藏版 
十五

版 

昭和 10

（1935）.5.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 

幼學綱要中卷 宮內省藏版 
十五

版 

昭和 10

（1935）.5.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 

幼學綱要下卷 宮內省藏版 
十五

版 

昭和 10

（1935）.5.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 

幼學綱要漢文解 吉川弘文館編輯部著 十版 
昭和 10

（1935）.5.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 

現代史資料（21）臺灣（一） 山邊健太郎編 初 
昭和 46

（1971）.3.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　　　書房 

現代史資料（22）臺灣（二） 山邊健太郎編 初 
昭和 46

（1971）.12.20 
東京都 株式會社　　　書房 

小學生全集第二十九卷日本一周旅行 石川寅吉編 初 昭和 4（1929）.7.15 東京市 文藝春秋社 

李濟支那民族の形成 須山卓譯 初 
昭和 18

（1943）.12.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生活社 

臺灣風土記全 島邨泰抄譯 初   不詳 文昌堂 

臺灣史要（全） 秋鹿見橘編 初 
明治 28

（1895）.10.13 
東京市 成美堂 

臺灣名勝舊蹟誌 杉山靖憲編 初 大正 5（1916）.4.18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 



 

 

隨筆砂糖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11

（1936）.7.10 
臺北市 臺灣糖業研究會 

臺灣島民に訴ふ 唐澤信夫著 三版 
昭和 10

（1935）.8.30 
臺北市 新高新報社 

日清役臺灣史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裏面史 大園市藏著 初 
昭和 11

（1936）.12.19 
臺北市 日本植民地批判社 

臺灣統治問題 陳崑樹著 初 昭和 6（1931）.1.30 臺北市 寶文堂書店 

時局を射ろ（ジユノウ號事件の全貌） 吉崎勝雄著 初 昭和 10（1935）.9.6 基隆市 新高新報社 

增訂改題靖臺の宮再版 吉野利喜馬著 初 
大正 15

（1926）.10.8 
臺北市 吉野利喜馬 

漏蒙事變と國際聯盟會議 山川岩吉編 初 昭和 7（1932）.1.1 臺北市 臺灣大觀社 

臺灣海峽 山下仲次郎著 初 大正 5（1916）.3.25 臺北市 山下仲次郎 

第八十一帝國議會答辯參考資料下卷 臺灣總督府 不詳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發達史 林進發編纂 二版 昭和 11（1936）.3.5 臺北市 民眾公論社 

海事讀本普 畝川鎮夫著 初 
昭和 13

（1938）.3.25 
大阪市 海事彙報社 

鄉土と民俗 林衡道著 初 民 62（1973）.7 臺北市 楊祖馨 

鄉土と民俗 林衡道著 二版 民 68（1979）.11 臺北市 黃樹滋 



 

 

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 鈴木清一郎著 初 不詳 不詳 臺灣總督府 

臺灣総督府 黃昭堂著 三版 
昭和 61

（1986）.4.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教育社 

臺灣懷古錄 ○本乙吉編著 三版 大正 12（1923）.4.1 臺北市 ○本乙吉 

臺灣統治問題 陳崑樹著 初 昭和 6（1931）.1.30 臺北市 寶文堂書店 

臺灣の民族運動 泉風浪著 初 
昭和 3

（1928）.12.18 
臺中市 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 

臺灣平地山地のならわしとでんせつ 彭永海編 初 民 60（1971）.6 臺北市 彭永海 

震災美談君が代少年 
震災美談君　代少年刊行

會著 
初 昭和 11（1936）.9.1 臺北市 

震災美談君　代少年刊行

會 

皇民文庫西鄉隆盛 皇民文庫刊行會編纂 初 
昭和 19

（1944）.3.30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瑞三煤鑛侯硐鑛場紀實 李紹唐撰   不詳 不詳 吳鐵城 

臺灣文化論叢第二輯 
山中彰二  植松正  田井

輝雄  力丸慈圓 
初 

昭和 20

（1945）.2.26 
臺北市 有限會社清書店 

現下回教の諸問題 長野政來著 初 
昭和 17

（1942）.10.15 
臺北市 臺灣回教研究會 

神職制度大要 岡田包義著 四版 
昭和 12

（1937）.6.28 
東京市 政治教育協會 

臺灣の法的地位 彭明敏、黃昭堂著 二版 民 72（1983）.6.20 東京都 財團法人東京大學出版會 

日本統治下の臺灣 許世楷著 二版 民 73（1984）.3.30 東京都 財團法人東京大學出版會 



 

 

臺灣慣習記事五巷七～十二 臺灣慣習研究會 初 
明治 38

（1905）.7.13 
臺北市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資料（全一冊） 伊藤博文編 初 
昭和 45

（1970）.5.2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原書房 

臺中州警察法規全 臺中州警務部編纂 初 昭和 5（1930）.4.20 東京市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同臺

灣出張所 

近世臺灣史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為臺灣說話 江慕雲著 初 37.9.1 不詳 不詳 

新民會文存第二輯 楊肇嘉編 初 昭和 4（1929）.3.1 東京市 新民會 

三一八慘案始末記 林本元編著 初 丙寅 15.11.15 不詳 革新堂 

瑞三煤礦公司侯硐礦場概況 李紹唐編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支那事變と我等の覺悟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初 

昭和 12

（1937）.9.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

員本部 

日本降伏時の真相 迫水久常記述 二版 民 35（1946）.7 臺北市 臺灣新生報社 

二二八事變始末記 臺中掃蕩週報社 初 民 36（1947）.3 臺中市 臺中掃蕩週報社 

二二八事變始末記 臺中掃蕩週報社 初 民 36（1947）.3 臺中市 臺中掃蕩週報社 

臺灣農民生活考 不詳 初 昭和 16（1941） 不詳 不詳 

植民地政策上ヨリ觀タル臺灣統治ニ關

ヌル建白 
不詳   不詳 臺中市 治臺五十年事蹟調查會 



 

 

日本降伏時の真相 迫水久常記述 初 民 35（1946）.6 臺北市 臺灣新生報社 

正廳改善指導要綱 臺中州神職會 初 
昭和 12

（1937）.10.15 
臺中市 臺中州神職會 

臺中州民に訴ふ 臺中州警務部 初 
昭和 14

（1939）.5.30 
臺中市 伊藤英三 

臺灣阿片問題 楊肇嘉編 初 昭和 5（1930）.4.18 東京市 新民會 

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規程逐條解

說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編 初 昭和 14（1939）.8.5 臺北市 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の統治を語る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 初 昭和 16（1941）.8.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 

植民地政策上ヨリ觀タル臺灣統治ニ關

ヌル建白 
不詳   不詳 臺中市 治臺五十年事蹟調查會 

臺灣革命史 漢人編著   不詳 屏東市 新民書局 

國民的行事と作法 鈴木質編 
十一

版 

昭和 14

（1939）.12.10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蔴豆の歷史 國分直一 初 昭和 17（1942）.12 不詳 
科學　臺灣昭和十七年十

二月號第十卷第五號 

明代の浙江市舶提舉司及び驛館廠庫 小葉田淳   不詳 不詳 不詳 

明代の浙江市舶提舉司及び驛館廠庫 小葉田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會員名簿 大場則雄編 初 昭和 5（1930）.12.1 臺北市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校

友會 

現代の臺灣 財團法人世界經濟調查會 初 昭和 36 東京都 財團法人世界經濟調查會 



 

 

編 （1961）.10.10 

帝國 初の植民地臺灣の現況附南洋事

情 
廣松良臣著 二版 

大正 8

（1919）.12.15 
不詳 臺灣圖書刊行會 

臺灣の獨立 簡文介著 初 
昭和 37

（1962）.5.30 
東京都 有紀書房 

米國の臺灣政策 田中直吉戴天昭著 初 
昭和 43

（1968）.5.15 
東京都 鹿島研究所出版會 

岐路に立つ臺灣人 ○本捨三 初 
昭和 47

（1972）.10.27 
東京都 株式會社新國民出版社 

臺灣獨立運動私記－三十五年の夢 宗像隆幸著 初 民 85（1996）.3.15 東京都 株式會社文藝春秋 

人物で見る臺灣百年史 吉田莊人著 初 民 83（1994）.1 臺北市 鴻儒堂出版社 

中臺關係史 山本勳著 初 民 88（1999）.1.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藤原書店 

臺灣哀史－蔣政權と戰い○ける獨立運

動者の手記 
林文堂著 初 

昭和 47

（1972）.2.25 
東京都 山崎書房 

文學論 夏目漱石著 初 民 20（1931）.11 上海市 神州國光社 

現代日本文學評論 宮島新三郎著 初 昭和 5（1930）.7 上海市 開明書店 

後藤新平傳 澤田謙著 初 
昭和 18

（1943）.7.16 
東京都 

株式會社大日本雄辯會講

談社 

後藤新平—科學的政治家の生涯— 信夫清三郎著 初 
昭和 16

（1941）.9.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博文館 

新稿臺灣行政法大意 長尾景德大田修吉著   不詳 不詳 杉田書店 



 

 

水利關係案例集 喜多末吉編 初 
昭和 11

（1936）.12.20 
臺北市 臺灣水利協會 

臺灣刑事法大意 長尾景德著 初 
大正 15

（1926）.10.3 
臺北市 臺北文明堂書店 

帝國主義下の臺灣 矢內原忠雄著 初 民 77（1988）.6.16 東京都 株式會社岩波書店 

安閑園の食卓  —私の臺南物語 辛永清著 初 
昭和 61

（1986）.10.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文藝春秋 

中華民國の奇跡 鈴木勝孔著 初 
昭和 63

（1988）.3.31 
東京都 （株）IN 通信社 

臺灣史（全一冊） 李震明編 初 民 37（1948）.6 上海 各埠中華書局 

臺灣岩波新書（新赤版） 戴國煇著 三版 
昭和 63

（1988）.12.8 
東京都 株式會社岩波書店 

臺灣に革命が起きる日 鈴木明著 初 民 79（1990）.10.20 東京都 森村稔 

臺灣の社會運動 宮川次郎著 初 
昭和 4

（1929）.10.25 
臺北市 臺灣實業界社營業所 

台中州市街庄例規輯覽     昭和 18   台中州總務課 

街庄協議會議事處理要領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統治回顧談（臺灣の領有と民心の

變化） 
故鷲巢敦哉遺著 初 

昭和 18

（1943）.9.20 
臺北市 臺灣警察協會 

臺灣宗教‧迷信陋習 曾景來著 三版 昭和 14（1939）.2.1 臺北市 臺灣宗教研究會 

政治の倫理化 後藤新平 初 大正 15 東京市 大日本雄辯會 



 

 

（1926）.9.20 

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不詳 初 昭和 13（1938） 不詳 不詳 

革新 李獻璋編 初 
昭和 9

（1934）.10.27 
臺北市 大溪革新會 

臺灣盂蘭盆に就て 植村義夫編 初 昭和 11（1936）.8.9 臺中市 臺中州佛教聯合會 

神宮大麻奉齋 臺灣神職會 初 
昭和 11

（1936）.9.23 
臺北市 臺灣神職會 

中國禪宗發展史 周祥光著 初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 王育德著 初 
昭和 45

（1970）.5.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弘文堂 

臺灣本島人の宗教 增田福太郎著 初 
昭和 12

（1937）.3.31 
臺南市 臺南州衛生課 

寶修臺灣への道 大浦圀男著‧黃崙譯 初 民 81（1992）.2.1 ○ ○ 

臺灣民主國の研究 黃昭堂 三版 
昭和 58

（1983）.4.28 
東京都 財團法人東京大學出版會 

國際阿片問題 野波靜雄著 初 大正 14（1925）.2.8 東京市 株式會社平凡社 

臺灣拓殖會社とその時代 三日月直之著 初 民 82（1993）.8.10 福岡市 葦書房有限會社 

漢民族の研究 吳主惠著 初 民 78（1989）.1.1 東京區 株式會社○○　　社 

處世訓 平木照雄著 三版 
明治 44

（1911）.6.10 
東京市 

如山堂  郁文舍  吉岡寶

文館 



 

 

臺灣全誌 藤崎濟之助著 二版 昭和 6（1931）.1.20 東京市 中文館書店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 伊藤重郎編 初 
昭和 14

（1939）.9.30 
東京市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東京出

張所 

砂糖の話附酒精の話 
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彰化工

場 
  不詳 不詳 

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彰化工

場 

臺灣樹木誌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二版 
昭和 11

（1936）.3.30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の植物 堀川安市著 二版 
昭和 20

（1945）.3.27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臺灣園藝曆 志佐誠著 初 
昭和 18

（1943）.12.24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臺灣糖業と糖業會社 小野文英著 初 昭和 5（1930）.7.13 東京市 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部 

新竹製糖株式會社設立趣意書 目論見

書 收支豫算書 定款 
不詳   大正 8（1919）.8.30 不詳 不詳 

糖業便覽甘蔗糖工場試驗法 製糖研究會著 初 昭和 8（1933）.8.5 東京市 製糖研究會 

二十五周年祝賀會誌 西原雄次郎編 初 昭和 9（1934）.7.30 東京市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臺灣の糖業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4

（1939）.10.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日本の糖業 木村增太郎著 初 
明治 44

（1911）.6.13 
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糖業の批判全 宮川次郎著 初 大正 2（1913）.9.16 東京市 糖業研究會 



 

 

瓜哇糖業の發達は自然乎人力乎 梶原保人著 二版 大正 3（1914）.2.5 東京市 梶原保人 

甘蔗糖製造法 久保田富三著 初 大正 3（1914）.12.9 東京市 糖業研究會出版部 

セイダッカ‧ダヤの判亂 稻垣真美普 初 不詳 東京都 株式會社講談社 

新臺灣の展望 問島三二編 初 昭和 7（1932）.9.5 臺北市 產業　臺灣發行所 

臺灣警察法規（上）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 九版 
昭和 13

（1938）.1.22 
東京市 臺灣警察協會 

臺灣統治史 林進發著 初 
昭和 10

（1935）.8.25 
臺北市 民眾公論社 

日本時代風俗寫真圖錄 井筒雅風 初 
昭和 34

（1959）.3.28 
東京市 

日本時代風俗館建設委員

會 

日臺食糧史 松野孝一著 初 
昭和 26

（1951）.10.25 
仙合市 松野孝一 

瓜哇の甘蔗栽培 臺灣蔗作研究會 初 昭和 6（1931）.7.25 臺南市 臺灣蔗作研究會 

酒井清（遺稿と追憶） 大澤竹次郎編 初 
昭和 10

（1935）.12.25 
東京市 竹陰同志會 

聖壽萬歲臣道實踐 明治天皇聖德奉讚會編纂 初 昭和 16（1941）.5.5 東京市 明治天皇聖德奉讚會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人士鑑 興南新聞社編 初 
昭和 18

（1943）.3.15 
臺北市 株式會社興南新聞社 

新日本人物大系 中西利八編 初 
昭和 11

（1936）.5.25 
東京市 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 



 

 

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 太田肥洲編   不詳 不詳 臺灣評論社 

嗚呼忠義亭 
內埔公學校長松崎仁三郎

編 
初 

昭和 10

（1935）.3.10 
高雄州 松崎仁三郎 

臺灣匪誌 秋澤次郎著 初 大正 12（1923）.4.5 臺北市 杉田書店 

臺灣匪誌目次 不詳 初 
大正 12

（1923）.3.15 
不詳 不詳 

柿本人磨 皇民文庫刊行會編纂 初 
昭和 19

（1944）.11.26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臺灣人物傳 林進發著 初 昭和 4（1929）.8.29 臺北市 赤陽社 

今次の臺灣と人物 名嘉真武一 初 昭和 12（1937）.5.3 臺北市 臺支通信社 

磯永吉追想錄 不詳 初 
昭和 49

（1974）.11.23 
不詳 不詳 

臺中州及所屬團體職員錄 臺中州編纂 初 昭和 17（1942）.9.2 臺中市 
合名會社吉村商會臺中支

店 

臺灣農林關係職員錄 間方正之 初 
昭和 17

（1942）.12.29 
臺北市 臺灣農會 

國民精神總動員資料  昭和維新更生史

（第三版） 
島村一郎 初 

昭和 14

（1939）.11.15 
東京市 株式會社日本合同通信社 

臺灣の事業界と人物 橋本白水 初 昭和 3（1928）.7.10 臺北市 南國出版協會 

新臺灣の人○ 宮川次郎著 二版 大正 15（1926）.3.3 東京市 拓殖通信社 

兒玉源太郎 宿利重一著 三版 昭和 15 東京市 對胸舍 



 

 

（1940）.3.10 

後藤新平傳  臺灣統治篇（下） 鶴見祐輔著 初 
昭和 18

（1943）.8.12 
東京都 太平洋協會出版部 

後藤新平傳 鶴見祐輔著 初 昭和 24（1949）.9.1 東京都 太平洋出版社 

後藤新平傳  臺灣統治篇上 鶴見祐輔著 二版 
昭和 18

（1943）.10.15 
東京都 太平洋協會出版部 

奇傑後藤新平 伊藤金次郎著 初 
昭和 19

（1944）.11.19 
臺北市 有限會社清水書店 

臺灣治績誌 井出季和太編 初 昭和 11（1936）.11 不詳 臺灣日日新報社刊行 

伊藤博文 皇民文庫刊行會編 初 
昭和 18

（1943）.11.30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淡水學園叢書第二篇  マツカイ博士の

業蹟 
齋藤勇編 初 

昭和 14

（1939）.5.20 
臺北市 淡水學園 

安田善次郎傳 矢野文雄 初 
大正 14

（1925）.7.28 
東京市 合名會社安田保善社 

職員錄 內閣印刷局編纂 初 
昭和 18

（1943）.9.30 
東京都 內閣印刷局 

南國之人士（完） 內藤素生編纂 初 
大正 11

（1922）.10.10 
臺北市 臺灣人物社 

御大典記念  高雄州人士錄昭和三年 臺灣　○　屏東支局 初 昭和 4（1929）.7.4 高雄州 臺灣　○　屏東支局 

名將兒玉源太郎 加登川幸太郎 初 
昭和 57

（1982）.11.1 
東京都 日本工業新聞社 



 

 

後藤方泉講談集 後藤方泉 初 
昭和 12

（1937）.6.17 
臺北市 後藤方泉 

奧津城建設報告書 鎌田正威 初 
昭和 11

（1936）.12.15 
臺北市 

鎌田正威先生墓碑建築事

務所  鎌田會事務所 

蔣經國と臺灣 鈴木博著 初 
昭和 53

（1978）.4.30 
東京都 三一書局 

臺灣歷代總督之治績 杉山靖憲著 初 
大正 11

（1936）.4.28 
東京市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同朝鮮

本部 

臺灣巡撫トシテノ劉銘傳 伊能嘉矩編 初 
明治 38

（1905）.6.10 
大阪市 新高堂書店 

鄭成功 石原道博著 初 
昭和 17

（1942）.11.20 
不詳 三省堂刊 

鄭成功 石原道博著 初 
昭和 17

（1942）.11.20 
不詳 三省堂刊 

鄭成功 皇民文庫刊行會編 初 
昭和 19

（1944）.10.30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國姓爺卷一 東亞出版社編輯部 初 
昭和 18

（1943）.3.31 
臺北市 東亞出版社 

鄭成功 皇民文庫刊行會編 初 
昭和 19

（1944）.10.30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蔣介石の黃金 伴野朗 初 
昭和 60

（1985）.11.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角川書店 

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 東臺灣宣傳協會 初 
昭和 13

（1938）.5.25 
花蓮港 東臺灣宣傳協會 

辜顯榮翁傳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 初 昭和 14（1939）.6.5 臺北市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 



 

 

臺灣列紳傳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5（1916）.4.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乃木神社乃木日館寫真帖 乃木神社社務所著 初 
大正 15

（1926）.10.15 
山口縣 乃木神社社務所 

臺灣匪誌 秋澤烏川著 初 大正 12（1937）.4.5 臺北市 杉田書店 

臺灣匪誌 秋澤烏川著 初 大正 12（1937）.4.5 臺北市 杉田書店 

臺灣棋客銘鑑 田村達太郎編 初 
昭和 6

（1931）.11.15 
臺北市 不詳 

兒玉神社献詠詩集 吉武源五郎 初 
昭和 14

（1939）.11.25 
東京市 拓殖新報社 

中魂碑の建立 板羽茂平太編 初 
昭和 7

（1932）.11.15 
文山郡 黃德隆 

臺灣難友に祈る  ある政治犯の叫び 黃昭堂編 初 
昭和 62

（1987）.4.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日中出版 

臺灣を愛した日本人 古川勝三著 四版 
平成 5

（1993）.11.25 
松山市 青葉圖書 

兒玉大將傳 森山守次著 初 
明治 41

（1908）.10.17 
東京市 東京印刷株式會社 

乃木大物幼時の家 倉橋四郎 廿六 昭和 4（1929）.1.20 東都市 報德會總務所 

礎石は輝く 泉風浪著 初 
昭和 9

（1934）.12.22 
臺北市 南瀛新報社 

臺灣治績志 井出季和太著 初 
昭和 12

（1937）.2.23 
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 



 

 

乃木大將事蹟 塚田清市編 二版 
昭和 13

（1938）.4.17 
兵庫縣 乃木十三日會 

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 
西鄉都督樺山總督記念事

業出版委員會 
初 

昭和 11

（1936）.12.28 
臺北市 

西鄉都督樺山總會記念事

業出版委員會 

田健治郎傳記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著 初 昭和 7（1932）.6.25 東京市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 

田健治郎傳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著 初 昭和 7（1932）.6.25 東京市 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 

明石九二郎下卷 小森德治著 初 昭和 3（1928）.4.20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誠忠乃木大將 中島喜久平著 初 大正 2（1927）.2.10 東京市 修文館 

故伊澤修二氏記念碑建設報告書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官廳社團商工名錄 中國聯合文化服務社編 初 昭和 28（1953）.9.1 東京都 中國聯合文化服務社 

昭和二年臺灣商工名錄 栗田政編 初 昭和 2（1937）.9.15 臺北市 臺灣物產協會 

臺灣商業名錄 不詳 初 民 37（1948）.7 臺北市 國功出版社 

兒玉源太郎 宿利重一著 初 
昭和 17

（1942）.11.10 
東京市 國際日本協會 

北白川宮 稻垣其外著 初 
昭和 12

（1937）.6.20 
臺北市 臺灣經世新報社 

昭和十五年版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千草默仙編 九版 
昭和 15

（1940）.9.22 
臺北市 圖南協會 

嗚呼至誠の人  乃木希典將軍 吉川寅二郎著 三版 平成 3（1991）.4.29 東京都 展轉社 



 

 

臺灣自治名鑑 臺北廣友會編 初 
昭和 11

（1936）.5.31 
臺北市 臺北廣友會 

新竹州職員錄 大谷秀一 初 
大正 12

（1923）.6.28 
臺中州 大谷秀一 

新竹州 諸官公署 附屬團體 產業組合 
銀行會社職員錄 

國分金吾編 初 
昭和 11

（1936）.12.15 
臺北州 新竹圖書刊行會 

會員名簿 臺中商業學校同窓會 初 
昭和 18

（1943）.12.25 
臺中市 臺中商業學校同窓會 

臺灣經濟界の動をと人物 林進發著 初 昭和 8（1933）.7.27 臺北市 民眾公論社山版部 

軍人敕諭謹解 財團法人軍人會館圖書部 150 版
昭和 17

（1942）.4.10 
東京市 財團法人軍人會館圖書部 

背番號１王貞治 牧野茂著 初 
昭和 51

（1976）.10.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六興出版 

彰化第一公學校卒業生名簿 
彰化第一公學校創立三十

五週年記念祝賀會 
初 昭和 8（1933）.11 不詳 

彰化第一公學校創立三十

五週年記念祝賀會 

會員名簿 臺中商業學校同窓會 初 
昭和 17

（1942）.12.30 
臺中市 臺中商業學校同窓會 

康熙大帝 西本白川著 初 
昭和 16

（1941）.11.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大東出版社 

白鷺 中師同學歡迎恩師籌備會 初 昭和 40（1965）.7.8 不詳 中師同學歡迎恩師籌備會 

會員名簿八月三十日現在昭和十七年 郭復聯編 初 
昭和 18

（1943）.12.5 
臺北市 開南同窓會 

明治天皇御集昭憲皇太后御集全 御集奉頌會 三版 昭和 9（1934）.2.8 東京市 御集奉頌會 



 

 

臺灣醫學五十年 小田俊郎著 初 昭和 49（1974）.3.1 東京都 株式會社醫學書院 

明治天皇御製謹話 千葉胤明謹著 初 
昭和 13

（1938）.2.20 
東京市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大路水野遵先生 大路會編 初 昭和 5（1930）.5.15 臺北市 大路會事務所 

暉峻博士を圍む懇談會記錄 住谷自省編 初 
昭和 18

（1943）.8.18 
臺北市 臺灣產業奉公會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河野道忠 初 
大正 10

（1921）.9.20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不詳 初 昭和 7（1932）.8.1 不詳 不詳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臺灣總督府編 初 
昭和 13

（1938）.10.20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田代安定翁 永山規矩雄編 初 昭和 5（1930）.8.30 臺北市 
彰記念碑建設發起人故田

代安定翁功績表 

功學與我 謝敬智著 初 
昭和 60

（1985）.6.26 
東京都 福村產業株式會社 

評伝土倉庄三郎 土倉祥子著 初 
昭和 41

（1966）.6.30 
不詳 朝日○○○  ○　○　社 

瀨邊惠鎧先生の回想 瀨邊先生記念出版會 初 
昭和 56

（1981）.10.15 
東京都 瀨邊先生記念出版會 

皇太子殿下御降誕奉祝獻詠集 大澤貞吉編 初 昭和 9（1934）.3.19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通史上中下（三冊） 連雅堂著 初 大正 9（1920）.11.5 臺北市 臺灣通史社 



 

 

臺灣人と日本精神  日本人よ胸を張り

なさい 
蔡焜燦著 三版 

平成 12

（2000）.8.15 
東京都 株式會社日本教文社 

日臺俚諺日日の修養 熊谷良正編 初 
昭和 11

（1936）.8.20 
臺北市 日臺俚諺日日　修養社 

臺灣と臺灣人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

求めて— 
戴國煇著 初 

昭和 54

（1979）.11.10 
東京都 

研文出版（山本書店出版

部） 

高山族風情錄 陳國強編 初 民國 83（1994）.4 四川 四川民族出版社 

紅頭嶼ヤミ族と南方に列なる比律賓バ

タンの島○。口碑傳承と事實 
移川子之藏 初 昭和 6（1931）.2 不詳 南方土俗第一卷第一號 

臺灣支配と日本人 又吉盛清著 初 平成 6（1994）.6.30 東京都 （株）同時代社 

蕃語研究 安倍明義編 初 
昭和 5

（1930）.12.28 
臺北市 蕃語研究會 

南方氏族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內南方土俗學會 
初 昭和 17（1942）.12 不詳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內南方土俗學會 

南方氏族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內南方土俗學會 
初 昭和 16（1941）.11 不詳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

研究室內南方土俗學會 

太陽征伐 張良澤著 初 
昭和 63

（1988）.3.21 
東京都 小峰書店 

臺灣紀行 谷口義夫著 初 昭和 28（1953）.1.5 大阪市 谷口義夫 

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 鷲巢敦哉 二版 
昭和 13

（1938）.11.15 
東京市 鷲巢敦哉 

臺灣檜ト其競爭力 永山止米郎 初 
大正 12

（1923）.12.20 
不詳 

臺灣總督府當林所嘉義出

張所 



 

 

糖業手冊下冊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民 41（1952）.6 臺北市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糖業手冊上冊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民 41（1952）.6 臺北市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二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初 大正 4（1915）.3.31 臺北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六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四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四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初 大正 7（1918）.3.10 臺北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蕃族志第一卷 森丑之助編 初 大正 6（1917）.3.30 臺北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五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參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武崙族調查報告書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

告書曹族阿里山番 同社番 同簡仔霧蕃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七卷） 臨跱臺灣舊慣調查會 初 明治 39（1906）.4.7 神戶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臺灣の原始藝術 宮川次郎編 初 昭和 5（1930）.8.25 臺北市 臺灣實業界社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七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壹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八卷 臺灣總督府番族調查會 初 
大正 10

（1921）.11.25 
東京市 臺灣總督府番族調查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

告書紗績族霧社蕃 同韜佗蕃 同卓犖蕃 
同大魯閣蕃 同韜賽蕃 同木瓜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初 大正 6（1917）.3.30 臺北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蕃族調查報告書目次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阿眉族調查報告書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初 大正 3（1914）.3.17 臺北市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ポケツト‧ガイド 120  香港‧マカオ

‧臺灣 
榎本喜美夫編 二版 

昭和 56

（1981）.1.10 
東京都 日本交通公社出版事業局 

臺灣 增田義和編 三版 昭和 61（1986）.2.1 東京都 實業之日本社 

臺灣の旅 須藤郁著 初 昭和 54（1979） 東京都 實業之日本社 

臺灣 增田義和編 三版 昭和 63（1988）.5.6 東京都 實業之日本社 

謎の島‧臺灣 石井慎二編 初 平成 3（1991）.2.24 東京都 JICC( ) 　　　 出版局 

Island China 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初 民 67（1978） 臺北市 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鐵道旅行案內 
臺灣総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編 
初 

昭和 15

（1940）.5.15 
臺北市 臺灣総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大東亞共榮圈の樞要地：臺北 臺北市役所 初 
昭和 19

（1944）.12.20 
臺北市 臺北市役所 



 

 

臺灣旅行案內 旅行案內社   不詳 不詳 旅行案內社 

臺灣鐵道線路一覽圖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初 昭和 15（1940）.12 不詳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臺灣鐵路千公里 宮脇俊三編 初 
昭和 60

（1985）.8.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角川書店 

臺灣鐵路千公里 宮脇俊三編 初 
昭和 60

（1985）.8.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角川書店 

臺灣の旅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編纂 
二版 

昭和 17

（1942）.5.25 
臺北市 

社團法人東亞旅行社臺灣

支部 

臺灣鐵道紀要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初 
大正 10

（1921）.3.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心のふるさと臺北三中 見上保著 初 
昭和 49

（1974）.7.25 
不詳 株式會社藤沢風物社 

臺灣鐵路千公里 宮脇俊三著 二版 
昭和 56

（1981）.3.20 
東京都 株式會社角川書店 

華麗島見聞記－東アジア政治人類學ノ

—ト 
鈴木滿男著 初 

昭和 52

（1977）.12.15 
東京都 思索社 

臺灣案內 井東憲著 初 昭和 10（1935）.9.1 東京市 植民事情研究所 

わが愛する中華民國 蔣宋美齡著 初 昭和 45（1970）.9.1 東京都 株式會社時事通信社 

臺灣をみつめる眼 中川昌郎著 初 
平成 4

（1992）.10.26 
東京都 株式會社田○書店 

臺灣‧香港紀行 山中龍○編 初 
昭和 56

（1981）.2.15 
岐阜縣 正眼短期大學出版局 



 

 

中國臺灣侵攻○デ— 鄭浪平著 初 平成 7（1995）.2.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　○　○○ 

臺灣百科 
若林正丈、劉進慶、松永正

義 編 
初 平成 2（1990）.7.1 東京都 株式會社大修館書店 

臺灣  昔と今 松村源太郎著 初 
昭和 56

（1981）.11.1 
東京都 株式會社時事通信社 

新しい臺灣 玉井勝美著 二版 
昭和 53

（1978）.7.25 
東京都 白馬出版株式會社 

臺灣の旅—鐵道と溫泉をたずねて— 市川潔著 初 
昭和 54

（1979）.4.27 
東京都 株式會社　　　　 

カラ－ガイド臺灣 脇田惠暢著 初 昭和 59（1984）.7.1 東京都 株式會社三修社 

世界第一等旅行 2  臺灣 川內浩之編 初 平成 1（1989）.2.15 東京都 枺式會社　‧○　　○商會

ダレニモカケナカフタ蓬萊の寶島—臺

灣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著 五版 民 73（1984）.10.25 臺北市 李○湬 

ダレニモカケナカッタ蓬萊の寶島—臺

灣 
李○湬編 初 民 67（1978）.12.10 臺北市 李○湬 

ダレニモカケナカッタ蓬萊の寶島—臺

灣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四版 民 72（1983）.9.1 臺北市 李○湬 

臺灣旅行手帖 雷樹水編 二版 民 78（1989）.5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協會 

臺灣の旅 須藤郁著 初 昭和 51（1976）.4.5 東京都 實業之日本社 

臺灣きまま旅行 兒玉正博著 初 
昭和 58

（1983）.9.20 
東京都 株式會社創芸社 



 

 

臺灣の旅 平岩道夫著 九版 
昭和 56

（1981）.6.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金園社 

臺灣觀光案內 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協會   不詳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協會 

臺灣徹底ガイド 端詰英一著 三版 
昭和 57

（1982）.12.15 
東京都 株式會社三修社 

臺灣‧香港‧マカオひとりある記  —

ヤングのためのエユノミ—旅行— 
久保田弘子著 三版 

昭和 48

（1973）.10.30 
東京都 白陵社 

臺灣の旅 平岩道夫著 初 
昭和 51

（1976）.5.10 
東京都 金園社 

Taiwan-a travel survlval klt－臺灣 Lonely Planet 二版 平成 2（1990） Australia Lonely Planet 

臺灣軍記 田代幹夫著 初 明治 7（1874）.8 不詳 不詳 

新竹史話 黃瀛豹編著 初 民 44（1955）.6.30 新竹市 黃瀛豹 

臺灣島勢要覽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20（1945）.9 不詳 臺灣總督府 

躍進臺灣の現勢 山本昌彥著 初 
昭和 10

（1935）.5.15 
東京市 改造日本社 

大東亞共榮圈と  臺灣の持つ交通運輸

の重要性（三） 

交通運輸調查研究資料第

三輯 
初 

昭和 18

（1943）.5.23 
不詳 臺灣交通協會發行 

新臺灣英文月刊：NEW TAIWAN 
MONTHLY 

鄭南渭編 初 民 36（1947）.3 不詳 鄭南渭 

TAIPEI CANDID CAMERA Joe Hung   不詳 臺北市 CHINA POST  

臺北市十年誌 臺北市役所 初 昭和 5（1930）.9.30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から滿洲 加納久夫著 初 
昭和 7

（1932）.12.23 
臺北市 臺灣　　滿洲　發行所 

明るい臺灣の生活 生田花世著 初 
昭和 17

（1942）.10.20 
東京市 婦人之家社 

アジアの街角タイペイ 川○勝 三版 
昭和 53

（1978）.6.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　　文化　○

○　○—　　○ 

臺中州概觀 臺中州 初 昭和 11（1936）.11 臺中市 臺中州 

明日の臺灣 唐澤信夫著 初 
昭和 4

（1929）.10.25 
基隆市 新高新報社 

臺灣讀本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編 初 
昭和 16

（1941）.2.20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淡水河昔物語り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治

水事務所 
初 

昭和 12

（1937）.5.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治

水事務所 

臺北市概況目次 臺北市役所 初 
昭和 17

（1942）.11.10 
臺北市 臺北市役所 

黎明の臺灣 唐澤信夫著 初 昭和 2（1927）.9.2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再認識の臺灣  僕の見た南の生命線 小生夢坊著 初 
昭和 12

（1937）.4.10 
東京市 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も要領を得たる日本地理 諏訪德太郎著 
一三

八版 
昭和 10（1935）.4.5 東京市 大修館書店 

臺北州要覽 不詳 初 昭和 10（1935） 不詳 不詳 

改訂三版基隆港 石坂莊作編 三版 大正 6（1917）.10.6 臺北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グレ－ト基隆 伏喜米次郎著 初 昭和 7（1932）.7.23 臺北市 基隆新潮社 

臺灣の港灣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

灣課 
初 

昭和 13

（1938）.10.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

灣課 

基隆風土記 入江文太郎著 二版 
昭和 8

（1933）.10.25 
臺北市 入江曉風 

新竹州沿革史 菅野秀雄著 初 
昭和 13

（1938）.9.29 
新竹市 新竹州沿革史刊行會 

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 五味田恕編 初 
昭和 13

（1938）.6.30 
新竹市 菅武雄 

臺北廳誌 臺北廳 初 大正 8（1919）.9.5 臺北市 臺北廳 

高雄市制十周年略誌 高雄市役所 初 
昭和 9

（1934）.12.25 
高雄市 高雄市役所 

臺灣地理概說 臺灣鄉土地理研究會著 初 昭和 10（1935）.4.4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臺北附近（臺北盆地）模型說明書 齋藤齋著 初 昭和 8（1933）.7.25 臺北市 　　○　製作所 

臺南市讀本 加藤光貴編 初 
昭和 14

（1939）.11.29 
臺南市 加藤光貴 

南部臺灣誌終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戰爭記卷ノ一 吉田屋文三郎 初 明治 7（1874） 東京市 吉田屋文三郎 

大溪誌 大溪郡役所 初 昭和 19（1944）.4.2 新竹州 大溪郡役所 

樂園臺灣の姿 貞包隆造編 初 
昭和 11

（1936）.11.23 
臺北市 麗島出版社 



 

 

師弟愛 臺灣の旅 不詳 初 昭和 43（1968）.7.8 不詳 不詳 

新竹廳志 新竹廳總務課 初 
明治 40

（1907）.3.30 
臺北廳 新竹廳總務課 

臺灣 水谷德次郎著 初 昭和 5（1930）.2.24 臺北市 水谷德次郎 

廈門 AMOY 宮川次郎著 初 
大正 12

（1923）.10.10 
東京 大阪屋號書店 

南進 ○本誠一編著 初 
昭和 16

（1941）.8.25 
東京市 臺灣文化普及會 

解剖せる臺灣 南溟漁人（西村十介）著 初 明治 45（1912） 不詳 不詳 

小臺灣之古碑 石坂文庫編 初 
大正 12

（1923）.4.23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若草誌第 91～119 號 若草會   大正 12（1923） 不詳 若草會 

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 片山清夫編 初 
昭和 11

（1936）.6.26 
高雄市 南海時報社高在支局 

臺灣山岳第十一號 出口一重編 初 
昭和 15

（1940）.8.23 
臺北市 臺灣山岳會 

臺灣山岳第十二號 谷河梅人編 初 
昭和 17

（1942）.2.27 
臺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山岳會 

臺灣タツキり溪の河岸段丘 川田三郎 初 
昭和 16（1941）.8,9

月 
不詳 地理學評論 

臺灣の縱谷に隨伴する分離丘陵列に就

いて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0（1935）.5 不詳 臺灣地學 



 

 

臺灣に於ける土地利用 川田三郎 初 昭和 18（1943）.6 不詳 地理學評論 

臺灣地學記事第拾貳卷 早坂一郎編 初 
昭和 16

（1941）.4.30 
臺北市 臺灣地學會 

植民地理學上るり見たる臺灣と沖繩と

の關係に就て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4（1939）.3 不詳 臺灣地學 

臺灣に於ける山脈の名稱につ 齋藤齋 初 昭和 15（1940）.3 不詳 地理學 

臺灣タツキリ溪の河岸段丘 川田三郎 初 
昭和 16（1941）.8,9

月 
不詳 地理學評論 

臺灣之林野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初 大正 4（1915）.3.20 不詳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臺灣の段丘に就いて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5（1940）.6 不詳 
科學　臺灣第八卷第三號

別刷 

An Outline of the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Taiwan 

Ichiro Hayasaka. Harukichi 

Takah- Ashi. 
初 昭和 4（1929）.4 臺北市 

The Governm- Ent of 

Formosa 

An Outline of the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Taiwan 

Ichiro Hayasaka. Harukichi 

Takaha- Shi 
初 昭和 4（1929）.4 臺北市 

The Governm- Ent of 

Formosa 

臺灣と同緯度地方の經濟地理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0

（1935）.2,3,4 月 
不詳 臺灣時報別刷 

南洋華僑の經濟的機構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4（1939）.8 不詳 地理教育別刷 

臺灣に於ける氣候と作業能率との關係

竝にその內臺人比較 
力丸慈圓著 初 

昭和 19

（1944）.3.25 
臺北市 臺灣產業奉公會 

曾文溪中流地域の Minor Thrust 
Intraformational Corrugation とと就て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0（1935）.10 不詳 臺灣地學 



 

 

臺灣に於ける山脈の名稱について 齋藤齋 初 昭和 15（1940）.3 不詳 地理學 

經濟地理上より見たる臺灣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經濟地理上より見たる臺灣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經濟地理上より見たる臺灣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に於ける合成聚落としての麻豆及

び佳里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0（1935）.7 不詳 地理學 

ANNALEN DER CHEMIE 520 期 Toshio Hoshino 著   昭和 10（1935） 不詳 
VERLAG C- HEMIE, 

G.m.b.H., BERLIN 

ANNALEN DER CHEMIE 516 期 
Toshio Hoshino Und Yushiro 

Kot-Ake 
  昭和 10（1935） 不詳 

VERLAG 

C-HEMIE,G.m.b.H., 

BERLIN 

ANNALEN DER CHEMIE516 期 
Toshio Hoshino  Und 

Teinosuke K-Obayashi 
  昭和 10（1935） 不詳 

VERLAG 

CHEMIE,G.m .b.H.,BERLIN

ANNALEN DER CHEMIE 520 期 
Toshio Hoshino  und 

Teinosuke K- obayashi 
  昭和 10（1935） 不詳 

VERLAG CHEMIE, G. 

m.b.H., BER-LIN 

Sonderabdruck aus Hoppe-Seyler's 

Zeitsehrift fiir physiologisehe Chemie 139. 

Band(1924). 

不詳   大正 13（1924） 不詳 不詳 

Sonderabdruck aus Hoppe-Seyler's 

Zeitsehrift fiir physiologisehe Chemie 146. 

Band(1925). 

不詳   大正 14（1925） 不詳 不詳 

Sonderabdruck aus Hoppe-Seyler's 

Zeitsehrift fiir physiologisehe Chemie 149. 
不詳   大正 14（1925） 不詳 不詳 



 

 

Band(1925). 

臺北州海山郡三峽地方の地質 顏滄波 初 昭和 15（1940）.12 不詳 臺灣地學記事 XI,3-4,別刷 

臺北盆地について 齋藤齋 初 昭和 11（1936）.11 不詳 
科學　臺灣第四卷第五號

別刷 

臺灣の高山の地貌 齋藤齋 初 昭和 7（1932）.7 不詳 臺灣時報別刷 

臺灣タツキリ溪の河岸段丘 川田三郎 初 
昭和 16（1941）.8,9

月 
不詳 

地理學評論第 17 卷第 8,9 號

別刷 

南部臺灣知本越及浸水營越に於ける河

谷地形の觀察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4（1939）.7 不詳 臺灣地學記事 X,2, 別刷 

臺灣に於ける地方都市の地理學的研究

豫報（第 1 報、地方都市の意義と形態）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5（1940）.6 不詳 臺灣地學記事 XI,2, 別刷 

新竹州草漯の砂丘 庄司久孝 初 昭和 12（1937）.4 不詳 臺灣地學 

臺灣の地形に關する若干の記錄 川田三郎 初 昭和 18（1943）.2 不詳 地理學評論 

臺灣地學記事  日月潭附近山間盆地地

域の觀察（豫報） 
早坂一郎 初 昭和 5（1930）.5.15 臺北市 臺灣地學談話會 

臺灣地學記事（附錄地學研究第一號） 
木原義行、三浦武治、三蒲

唯宣 
初 

昭和 8（1933）.1

～9（1934）.12 
不詳 不詳 

高雄市新興の高雄（一） 芝忠一著 初 昭和 5（1930） 臺北市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灣の地層名（Ⅰ）－（Ⅵ） 石崎和彥 初 
昭和 17（1942）.1

～7 月 
不詳 臺灣博物學會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報告第十五號臺東廳

及花蓮港廳土性調查報告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13（1924）.1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臺灣の地層名（Ⅰ）－（Ⅵ） 石崎和彥 初 
昭和 17（1942）.1

～7 
不詳 臺灣博物學會 

臺灣特殊風景 屋部仲榮編 初 
昭和 10

（1935）.10.9 
臺北市 民眾事報 

康熙五十八年清廷派員測繪琉球地圖之

研究 
方豪   不詳 不詳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雨量報告 臺灣總督府臺北觀測所 初 
昭和 13

（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臺北觀測所 

臺灣氣象研究會誌第一號 矢野榮治編 初 昭和 5（1930）.4.10 臺北市 臺灣氣象研究會 

花蓮港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4

（1939）.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大屯山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9（1934）.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豊濱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4

（1939）.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研海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2

（1937）.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北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6（1931）.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新店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9（1934）.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大南澳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9（1934）.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李崠山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7（1932）.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東勢圖幅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初 
昭和 11

（1936）.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彙報第一號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 初 
昭和 16

（1941）.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氣象臺 

臺灣桃園臺地　礫層　就　 市川雄一 初 昭和 4（1929）.7 不詳 地學雜誌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報告  臺灣省澎湖縣

之土壤 
梁鉅榮 初 民 39（1950）.9 臺北市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刊行 

冬　新高山遭難　顛末　就　　 臺北高等學校山岳部 初 昭和 14（1939）.3 不詳 臺灣山岳第 10 號別刷 

臺灣　地形及地質 市川雄一 初 昭和 5（1930）.9 不詳 地學雜誌 

臺灣　於　　地形面　對比　就　 富田芳郎 初 昭和 14（1939）.10 不詳 日本學術協會 

臺灣事情昭和 10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0

（1935）.1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大正 11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11（1922）.1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大正 13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13

（1924）.1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大正 14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15

（1926）.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昭和 5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5

（1930）.10.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昭和 6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6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31）.11.30 

臺灣事情昭和 7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7

（1932）.1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昭和 8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8

（1933）.11.30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事情昭和 12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2

（1937）.1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昭和 13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3

（1938）.12.5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事情昭和 14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4

（1939）.12.10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事情昭和 17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6

（1941）.12.14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事情昭和 18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7

（1942）.12.4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 

臺灣事情大正 15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15

（1926）.12.1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昭和 2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2（1927）.12.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昭和 3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3

（1928）.12.2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大正 6 年版 臺灣總督府 初 大正 6（1917）.1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遊記（一七七一年） 不詳   乾隆 36（1771） 不詳 不詳 



 

 

南部臺灣誌全 臺南州共榮會編纂 初 昭和 9（1934）.9.4 臺南市 臺南州共榮會 

文藝年鑑一九三六年版 文藝家協會編纂 初 
昭和 11

（1936）.3.20 
東京市 第一書房 

昭和九年臺灣會社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三版 
昭和 8

（1933）.11.25 
臺北市 臺灣經濟研究所 

昭和十五年版臺灣學事年鑑 鈴木質編 初 昭和 15（1940）.4.1 臺北市 臺灣教育研究會 

臺灣年鑑昭和 8 年度版 田中一二 初 
昭和 7

（1932）.12.28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大正 13 年度版 田中一二 初 
大正 13

（1924）.5.28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11 年度版 田中一二 初 
昭和 10

（1935）.11.29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14 年度版 田中一二 初 
昭和 13

（1938）.12.18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15 年度版 田中一二 初 
昭和 14

（1939）.12.22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17 年度版 不詳 初 昭和 17（1942）.1.1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18 年度版 五味田忠 初 昭和 18（1943）.9.8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20 年度版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0.25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20 年度版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0.25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臺灣年鑑昭和 19 年度版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0.25 
臺北市 臺灣通信社 

昭和 16 年臺灣會社年鑑 竹本伊一郎 九版 
昭和 15

（1940）.11.3 
臺北市 臺灣經濟研究會 

昭和七年朝日年鑑 大道弘雄 初 昭和 6（1931）.9.10 大阪市 株式會社朝日新聞社 

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年鑑 
臺灣新生報社叢書編纂委

員會編 
初 民 36（1947）.6 臺北市 臺灣新生報社 

民國四十一年臺灣年鑑全一冊 臺灣年鑑編輯委員會編 初 民 43（1954）.12.30 臺北市 公論報社 

日閩會話 文教局學務課編 初 
昭和 13

（1938）.7.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國語對譯臺灣語會話全 德安輝龍著 二版 
昭和 17

（1942）.4.11 
臺北市 臺灣語學研究會 

警察會話編第一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手紙の書き方－現代男女書翰文附慰問

文の作り方 
盛興書店編輯部編 三版 

昭和 18

（1943）.10.30 
臺北市 盛興書店出版部 

警察官對民眾臺語訓話要範 小野西洲著 初 
昭和 10

（1935）.10.10 
臺北市 臺灣語通信研究會 

臺灣語教科書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

官練習所 
五版 昭和 11（1936）.7.8 臺北市 無名會出版部 

勅語 
臺中第一中學校報國校友

會 
初 

昭和 16

（1941）.7.11 
臺中市 

臺中第一中學校報國校友

會 

廣東語集成 劉克明君著 初 大正 8（1919）.4.18 臺北市 臺北新高堂 



 

 

廣東語研究下卷 山下昇著編 初 
昭和 15

（1940）.8.28 
臺北市 山下昇 

臺灣語法全  附臺灣語助數詞 陳輝龍著 初 昭和 9（1934）.7.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

官練習所無名會出版部 

福建語法序說 李獻璋著 初 昭和 25（1950）.12 東京都 南風書局 

和文解釋日臺三字經卷下 鍾寶著 二版 
昭和 15

（1940）.12.24 
臺中州 寶文堂書店 

支那語會話獨習 佐藤三郎治著 初 昭和 14（1939）.7.5 大阪市 巧人社發行 

日華新會話 西島良爾著 初 民 34（1945）.10.31 臺北市 臺北明美書房 

新刊青年手紙文 不詳   不詳 不詳 東亞出版社 

模範英漢日辭典 學友書局出版部編 二版 民 36（1947）.11.20 臺北市 學友書局 

日語會話百日通全一冊 世界語言社編輯部 初 民 40（1951） 臺北市 文化書店 

自習速成標準支那語教程 西島良爾著 初 
昭和 12

（1937）.11.5 
不詳 巧人社刊 

日華對譯福州語 
北原癸已男、陳戊壬、松田

福信 
初 

昭和 15

（1940）.8.25 
臺北市 株式會社竹腰商店 

新撰實用日臺會話自在 川合真永著 
二十

七版 
昭和 13（1938）.8.5 臺北市 杉田書店 

マレ—語日用會話 上田光輝編 初 
昭和 17

（1942）.5.27 
基隆市 南方事情普及會 

英臺簡易會話 　　　○　‧　○　編 初 昭和 2（1927）.2.26 臺南市 臺南新樓書房 



 

 

外來語小事典 矢崎源九郎著 初 
昭和 45

（1970）.10.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 

改訂三版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 陳輝龍著 三版 
昭和 11

（1936）.8.31 
不詳 臺灣語學研究會 

臺灣語入門 王育德著 三版 
昭和 58

（1983）.8.20 
東京都 株式會社日中出版 

日臺俚諺詳解全 片岡巖著 初 大正 2（1913）.9.10 臺南市 
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局內臺

灣語研究會 

新日本地圖 下田禮佐著 二版 
昭和 13

（1938）.3.19 
東京市 合資會社富山房 

廣東語講座 臺灣放送協會 初 
昭和 13

（1938）.12.5 
臺北市 臺灣放送協會 

昭和日本地圖昭和十三年度版全一冊 東京開成館編輯所 二版 
昭和 13

（1938）.1.23 
東京市 株式會社東京開成館 

日本歷史地圖（新制版） 三省堂編輯所著 二版 
昭和 13

（1938）.3.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三省堂 

廣東語の研究附常用文字聲音字典 香坂順一 初 
昭和 17

（1942）.9.15 
臺北市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調查課 

新撰實用日臺會話自在全 川合真永君著 四版 
大正 2

（1913）.12.10 
臺北市 臺灣語通信研究會 

臺語苑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不詳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二十卷第五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昭和 2（1927）.5.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二十卷第四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昭和 2（1927）.4.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二十卷第三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昭和 2（1927）.3.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二十卷第一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昭和 2（1927）.1.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十九卷第十二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大正 15

（1926）.12.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十九卷第十一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大正 15

（1926）.11.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十九卷第十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大正 15

（1926）.10.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十九卷第九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大正 15

（1926）.9.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語苑第二十卷第六號 中間小二郎編 初 昭和 2（1927）.6.15 臺北州 
高等法院內臺灣語通信研

究會 

大正二年討伐軍隊記念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民族性百談 山根勇藏著 初 昭和 5（1930）.5.18 臺北市 杉田書店 

第一回臺灣南部物產共進會紀念寫真帖 
南部物產共進會協賛會編

纂 
初 

明治 44

（1911）.12.20 
臺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南支局 

霧社討伐寫真帳 海老原興著 初 昭和 6（1931）.2.10 臺北市 共進商會 

民蕃境界古令埔碑 移川子之藏 初 昭和 11（1936）.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史蹟調

查報告第二輯別刷 

臺中地方移住民史 不詳   不詳   不詳 



 

 

趣味の臺灣 宮川次郎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大日本帝國新領土發展號目次 青柳猛編 初 大正 4（1915）.11.9 東京市 實業之世界社 

例解新國語辭典 林四郎編 初 昭和 59（1984）.2.1 東京市 株式會社三省堂 

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藥用草根木皮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初 
昭和 14

（1939）.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季刊民族學研究第 18 卷第 1-2 號 1953
臺灣研究特集 

岡田謙編 初 
昭和 29

（1954）.3.25 
東京都 財團法人日本民族學協會 

現代臺灣經濟論 高橋龜吉著 初 
昭和 12

（1937）.7.20 
東京市 千倉書房 

陳夫人 庄司總一著 五版 
昭和 19

（1944）.2.15 
東京都 通大閣 

西遊記上の卷 西川滿著 三版 
昭和 17

（1942）.10.5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木蘭從軍下卷 不詳   不詳 不詳 盛興書店出版部 

式辭文例集目次 臺中州文書課編纂 初 
昭和 10

（1935）.6.30 
臺中市 臺中州文書課編纂 

噶瑪蘭に於けろ熱蕃の移動と漢族の植

民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農

業經濟學教室研究資料第

十七號 

不詳 不詳 臺北市 農林經濟論考第一輯別刷 

承管埔地合同約字を通じて觀たる  埔

里の熟蕃聚落 
移川子之藏 不詳 不詳 不詳 

南方土俗第二卷第一號別

刷 

未開社會に於ける時の觀念 移川子之藏 初 昭和 11（1936）.10 不詳 民族學研究 



 

 

臺灣風俗誌 片岡嚴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証言霧社事件 許介鱗編 初 
昭和 60

（1985）.12.8 
東京都 株式會社草風館 

改訂版  銃劍道訓練ト指導  全 野口八太郎著 三版 
昭和 19

（1944）.6.16 
臺北市 竹井書店 

御詔勅謹解 皇國精神研究會著 三版 昭和 19（1944）.8.1 臺北市 南方團社 

日本寮歌集 高井祥平編 初 
昭和 41

（1966）.10.10 
東京都 日本寮歌集編集委員會 

新天地七月號 3 卷 3 號 大谷義夫編 初 
昭和 12

（1937）.6.15 
東京市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新天地四月號 鎌原正巳編 初 
昭和 12

（1937）.3.15 
東京市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速報雜誌婦人家庭版あゆみ第三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19

（1944）.12.18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綜合雜誌現代九月號 御鄉信祐編 初 昭和 19（1944）.9.1 東京都 
株式會社大日本雄辯會講

談社 

速報雜誌婦人家庭版あゆみ第五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20

（1945）.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

行所 

速報雜誌婦人家庭版あゆみ第二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19

（1944）.11.29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

行所 

速報雜誌婦人家庭版あゆみ新年號第二

卷.第一號 
不詳 初 

昭和 20

（1945）.1.20 
不詳 不詳 

速報雜誌 伊藤憐之助 初 
昭和 19

（1944）.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

行所 



 

 

國語廣播教本（第一冊） 林忠編 初 民 34（1945）.11.28 臺北市 
臺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部 

日本の柱 西川滿著 初 
昭和 19

（1944）.12.20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新天地二月號 大谷義夫編 初 
昭和 13

（1938）.1.15 
東京市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新天地九月號 大谷義夫編 初 
昭和 12

（1937）.8.15 
東京市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日の出 鎌川與五郎編 初 昭和 19（1944）.6.1 東京都 新潮社 

新天地新年號 鎌原正巳編 初 
昭和 11

（1936）.12.15 
東京市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新天地十一月號 大谷義夫編 初 
昭和 12

（1937）.10.15 
東京市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臺灣語における音象徵語 李麗秋 初 平成 7（1995） 不詳 
筑波大學外國語　○　○  

外國語教育論集 17 號 

臺灣語入門 王育德著 初 
昭和 57

（1982）.10.5 
東京都 株式會社日中出版 

新百科大辭典 愛之事業社編纂部編 五版 
昭和 13

（1938）.1.10 
東京市 愛之事業社編纂部 

寶島時空 顏元叔編 初 民 75（1986）.10 臺北市 顏元叔 

完璧日本歷史 手塚一夫著 二版 
昭和 17

（1942）.7.25 
東京市 旺文社 

西遊記 西川滿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水滸傳第一卷 劉春木著 初 
昭和 17

（1942）.9.18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西遊記元の卷 西川滿 初 
昭和 17

（1942）.5.20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西遊記燈の卷 西川滿 初 
昭和 17

（1942）.8.30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分類成語手冊 柯槐青編 十一 民 38（1949）.3 上海 新魯書店 

分類成語手冊 柯槐青編 七版 民 38（1949）.2 上海 新魯書店 

兒童科學玩具 白桃編 十一 民 37（1948）.8 上海 兒童書局總店 

新支那素描 陳逢源著 初 
昭和 14

（1939）.4.29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海外見聞錄 鷄籠生著   不詳 不詳 不詳 

明密電碼新編 臺灣書店編 初 民 35（1946）.10 臺北市 臺灣書店 

萩 濱田隼雄著 初 
昭和 19

（1944）.11.15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水滸傳（第三卷） 黃得時著 初 
昭和 18

（1943）.6.25 
臺北市 清水書店 

西遊記燈の卷 西川滿著 初 
昭和 17

（1942）.8.30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水滸傳（第二卷） 黃得時著 二版 
昭和 18

（1943）.12.27 
臺北市 清水書店 



 

 

水滸傳（第一卷） 黃得時著 三版 昭和 19（1944）.1.3 臺北市 清水書店 

完成漢和大字典 新井無二郎著 初 昭和 19（1944）.3.8 臺北市 文化教育會 

臺灣語發音例 杉房之助著 初 
明治 37

（1904）.11.20 
臺北市 日本物產合資會社支店 

標準廣東語典  附臺灣俚諺集重要單語

集 
菅向榮著   不詳 臺北市 臺灣警察協會 

標準廣東語典 菅向榮著 初 民 63（1974）.1.15 臺北市 古亭書屋 

夏門音字典 1913 版 不詳   大正 2（1913） 不詳 不詳 

新增訂版日華大辭典 左秀靈編 初 民 69（1980）.10.5 臺北市 名山出版社 

新註漢和大辭典 中村德五郎著 廿四 
大正 12

（1923）.3.25 
大阪市 石塚松雲堂 

簡用外來語辭典 中國電機技術出版社 三版 民 68（1979）.12.1 臺北市 中國電機技術出版社 

日臺小辭書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茶百句 山崎斌編纂 初 
昭和 11

（1936）.11.9 
東京市 草木屋出版部 

名畫小說未卜先知 姚鱒鱗編譯 初 民 36（1947）.2.25 臺北市 大同書局 

臺灣小說集 中村地平著 初 昭和 16（1941）.9.1 東京市 墨水書房 

臺灣小說集 1 大木書房編 初 
昭和 18

（1943）.11.17 
臺北市 大木書房 



 

 

決戰臺灣小說集（乾卷）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 初 
昭和 19

（1944）.12.30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決戰臺灣小說集（坤卷）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纂 初 
昭和 20

（1945）.1.16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漂浪の小羊 陳蕙貞著 初 民 35（1946）.10.25 臺北市 陳惠貞文藝出版後援會 

新支那素描 陳逢源著 初 
昭和 14

（1939）.4.29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 

日本民族理想 西村真次著 十一 
昭和 18

（1943）.8.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東京堂 

突風 柴山武矩著 初 昭和 6（1931）.8.18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童謠研究 吉鹿則行著 初 昭和 3（1928）.8.13 臺北市 赤　處女地社 

臺灣の少女 黃氏鳳姿著 初 
昭和 18

（1943）.8.10 
東京都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臺灣－昔と今 松村源太郎著 初 
昭和 56

（1981）.11.1 
東京都 株式會社時事通信社 

臺灣俚謠粹吟 吉田季四郎著 初 大正 8（1919）.8.15 臺北城 臺灣圖書刊行會 

臺灣笑話集 川合真永編 初 大正 4（1915）.8.10 臺北城 柴○誠太郎 

南方移民村 濱田隼雄著 初 
昭和 17

（1942）.7.25 
東京市 海洋文化社 

中國人の艶笑小咄 林永樑著 初 平成 3（1991）.1 臺北市 不詳 

大地 孫遜編   昭和 36 臺北市 大同書局 



 

 

（1961）.2.20 

臺灣カフヱ—夜話 津久井忠夫著 初 昭和 7（1932）.8.20 臺北市 　○　○時代社 

石阿花 韓‧趙炳華著 初 民 48（1959）.4 臺北市 中國文學出版社 

皇紀二千六百年奉頌記念和歌集 日高宇光編 初 昭和 15（1940）.8.2 臺北市 淡水學園 

陳夫人 庄司總一著 十初 
昭和 16

（1941）.2.15 
東京市 通文閣 

包公案 江尚文著 二版 
昭和 19

（1944）.1.15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良心の囚人 川田泰代著 初 
昭和 47

（1972）.7.30 
東京都 株式會社亞紀書房 

臺灣むかし話第二輯 稻田尹著 初 
昭和 18

（1943）.5.22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心の故里 木村文治著 初 
昭和 19

（1944）.12.25 
臺北市 盛興出版部 

死滅より新生へ（愛兒の死を通う○て） 韓石泉著 初 民 55（1966）.6.30 臺南市 韓石泉 

陳三五娘 佐藤春夫著   不詳 不詳 臺灣藝術社 

中日關係の新認識 國民出版社編 初 民 41（1952）.2 不詳 國民出版社 

臺北短歌集（四） 臺北短歌集編輯委員會編 初 民 64（1975）.2.1 臺北市 不詳 

詩集新頌 北原白秋著 初 
昭和 15

（1940）.10.15 
東京市 八雲書林 



 

 

地に這うもの 張文環著 初 
昭和 50（1975）

9.15 
東京都 株式會社現代文化社 

蓑蟲 田淵武吉著 初 
昭和 14

（1939）.12.23 
臺北市 原生林社 

創作  海 田澤震五著 初 昭和 4（1929）.4.23 臺北市 文明堂書店 

石阿花 趙炳華 詩集 崔暎海 初 
昭和 33

（1958）.3.15 
不詳 正音社 

群盲探象の說 滿尾君亮著 初 
昭和 19

（1944）.11.30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筆戰十五年 橋木白水論集 初 昭和 3（1928）.5.20 臺北市 南國圖書刊行會 

松本巍  み足のおとをしたいつつ 松本　　志著 初 民 64（1975）.4.10 臺北市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の一番槍 ○本乙吉編著   不詳 臺北市 ○本乙吉 

奧の細道新釋 大欣鐵馬著 初 
昭和 51

（1976）.3.10 
臺北市 

臺北第三中學校同窓會代

表者尾○岩彥 

射山詩史 小川平吉著 初 
昭和 17

（1942）.1.20 
東京市 日本新聞社 

萬頃文集 不詳   昭和 3（1928）.12 不詳 不詳 

久留島武彥  偲ぶ草  戰塵 久留島秀三郎編 初 
昭和 35

（1960）.11.3 
不詳 久留島秀三郎 

臺灣の昔話 施翠峰編著 初 
昭和 52

（1977）.1.20 
東京都 三弥井書店 



 

 

爭へぬ運命 林輝焜著 初 昭和 8（1933）.4.1 臺北市 林輝焜 

臺灣有情 林慧兒著 初 
平成 2

（1990）.12.10 
東京都 株式會社青娥書房 

惡い世の中に生きる知惠 邱永漢著 初 
昭和 54

（1979）.8.20 
東京都 日本經濟新聞社 

創作 蝸牛のねでと 田澤震五著 初 
大正 15

（1926）.10.18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暗殺‧革命‧動亂 喜多壯一郎著 初 昭和 5（1930）.7.15 東京市 武俠社 

龍山寺の曹老人‧第一輯 林熊生著 初 民 34（1945）.11 臺北市 東寧書局 

造化機論 米國善亞頓原撰 初 
明治 8

（1875）.11.12 
不詳 薔薇樓藏板 

愛書 第十輯 西川滿編 初 昭和 13（1938）.4.8 臺北市 臺灣愛書會 

如矢文集 早川直義著 初 昭和 5（1930）.6.10 嘉義市 不詳 

米南文集 蓑和藤治郎著 初 昭和 3（1928）.5.31 臺北市 臺灣經世新報社 

林以文氏を偲ぶ 河本晃著 初 
昭和 57

（1982）.3.25 
東京都 

林以文氏 七回忌實行委員

會 

今村義夫遺稿集 故 今村義夫著 初 
大正 15

（1926）.11.15 
臺北市 今村義夫遺稿集刊行會 

人生のプリズム 楊千鶴著 初 平成 5（1993）.7.1 不詳 楊千鶴 

歌集「蓬萊詠藻」 鈴木晃著 初 昭和 46（1971）.7.5 不詳 不詳 



 

 

在京一年有半 永剛芳輔著 初 昭和 4（1929）.3.6 臺北市 實業時代社臺灣支社 

今古奇觀 井上紅梅著 初 
昭和 17

（1942）.12.20 
臺北市 清水書店 

臺灣むかし話 第三輯 鶴田郁著 初 
昭和 18

（1943）.7.30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蔣中正講演 新生活運動演說集（下編） 徐水林 初 民 34（1945）.12.1 臺南市 徐水林 

神○と人形と男たちの宴－臺灣から人

形劇の源流を求めて－ 
宮本吉雄著 初 

昭和 59

（1984）.1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　　○社 

歌集 美麗島 吳振蘭著 初 民 62（1973）.12.2 臺北市 不詳 

日文小說 胡志明第二篇悲 　卷 吳濁流著 初 民 35（1946）.10.10 臺北市 國華書局 

藥 魯迅著 初 民 37（1948）.1 不詳 不詳 

包公案 江尚文著 二版 
昭和 19

（1944）.1.15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臺灣探偵實話 江間常吉編 初 
昭和 18

（1943）.10.10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支店 

日月譚週報 日月評週報社編 初 民 35（1946）.6.10 臺北市 日月譚週報社 

科學小說 長生不老 葉步月著 初 民 35（1946）.11.15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臺灣歌謠集 稻田尹著 初 昭和 18（1943）.4.2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しんたいわんてがみとくほん 南方圈社編輯部著 初 昭和 18（1943）.8.3 臺北市 南方圈社 



 

 

臺灣むか○話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西遊記 大の卷 西川滿著 二版 昭和 18（1943）.9.8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西遊記 大の卷 西川滿著 初 
昭和 18

（1943）.9.18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未卜先知 姚鱒鱗著 初 民 36（1947）.2.25 臺北市 大同書局 

諸葛孔明 不詳 初 民 36（1947）.7.10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冬紀 十三藤田三郎編 初 
昭和 17

（1942）.1.25 
東京市 佐藤惣之助 

婦女の鏡 山之端憲一編 初 昭和 6（1931）.2.28 南投市 南投女子青年團 

百間座談 內田百間著 初 昭和 16（1941）.4 不詳 不詳 

臺灣むか○話 第三輯 鶴田郁著 初 
昭和 18

（1943）.7.30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故事今談 林東辰著 初 民 35（1946）.9.3 不詳 大中華青年公論社 

茉莉 第 1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7（1932）.1.29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 第 13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11

（1936）.9.23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 第 20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18

（1943）.1.20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 第 18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15

（1940）.5.30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 第 17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14

（1939）.6.15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 第 15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12

（1937）.12.25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 第 14 號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12

（1937）.5.10 
臺中州 本田茂光 

隨筆新南土 長谷川祐寬編 初 昭和 17（1942）.8.2 臺北市 南方圈社 

大東亞戰爭文學 蔡氏香鈴   不詳 不詳 不詳 

手輕に出來る青少年劇腳本集 第一輯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編 初 
昭和 16

（1941）.4.17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に於ける支那演劇及臺灣演劇調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初 昭和 3（1928）.2.24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林憲詩集 愛しき故里 不詳 初 
昭和 48

（1973）.11.1 
不詳 不詳 

還曆小記 相馬半治著 初 
昭和 4

（1929）.12.15 
東京市 相馬半治 

米南文集 續篇 蓑和藤治郎著 初 
昭和 11

（1936）.9.10 
臺北市 臺灣經世新報社 

新年言志 鷹取田一郎編 初 
大正 13

（1924）.4.25 
臺北市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博物教授資料解說 門間幸造.井上武雄共著 二版 
昭和元

（1926）.5.15 
臺北市 尾古書店 

新發見 中均 全 打方新治著 初 大正 13（1924）.9.3 臺中州 新時聲社 



 

 

日本的錯誤 日.東久邇稔彥著 初 民 37（1948）.7 上海 亞洲世紀社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十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16

（1941）.8.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臺灣總督府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正しい國語の用法 女子用 附錄 禮儀

作法の心得 
植松安著 初 

昭和 15

（1940）.10.7 
臺南市 皇道精神研究普及會 

教育勅語圖解讀本 中溝博常纂 初 
昭和 17

（1942）.11.20 
東京市 大日本國舞會本部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十二 臺灣總督府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正しい國語の用法 附錄簡單な禮儀作

法 
植松安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少年讀本 恩賜財團臺灣獎學會著 初 昭和 4（1929）.3.10 臺北市 恩賜財團臺灣獎學會 

公學校唱歌 第三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六版 
昭和 13

（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小學國語讀本 卷十二 文部省著 二版 
昭和 14

（1939）.7.25 
大阪市 文部省 

小學國語讀本 卷十一 文部省著 
翻刻

版 

昭和 14

（1939）.3.10 
大阪市 文部省 

新編全國國語白話字 顏不智編 初 
昭和 11

（1936）.10.28 
臺中市 顏福堂 

第二高等學校歌集 
第二高等學校編代表者山

田善太郎 
初 

昭和 19

（1944）.8.30 
仙臺市 

第二高等學校 代表者山田

善太郎 



 

 

公學校算術書 第四學年兒童用 臺灣總督府   不詳 不詳 臺灣總督府 

全國高等學校 專門學校入試國漢全問

題集 
錦橋塾編 初 昭和 18（1943）.5.5 東京市 錦橋塾 

公學校算術書 兒童用第五學年 臺灣總督府 二版 
大正 14

（1925）.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教育實際化」第八輯學校經營 下卷 臺中州教育會 初 
昭和 10

（1935）.12.4 
臺中市 臺中州教育會 

第七版公學校用 國民讀本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卷十一 卷十二字引 

吉川精馬編纂 七版 大正 8（1919）.4.20 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 

大雅公學校 鄉土讀本 大雅公學校編 初 昭和 7（1932）.12.5 臺中市 大雅公學校 

大屯青年 
大屯郡教育會 代表者岡部

松五郎編 
初 昭和 5（1930）.3.21 不詳 大屯郡教育會 

臺灣教育の進展 佐藤源治著 初 
昭和 18

（1943）.7.19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第三回青年一人一研究發表會 附青年

音樂會 
臺北市日新公學校 初 昭和 10（1935）.2.9 臺北州 

臺北州聯合青年團.臺北州

聯合女子青年團 

御詔勅謹解 皇國精神研究會著 四版 
昭和 19

（1944）.12.20 
臺北市 南方圈社 

青年の栞 藤田淳教編 初 昭和 7（1932）.1.23 新竹市 新竹州同光會 

國語讀本と連絡したる公學校話シ方教

授細目 第一學年用 
臺灣教育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4（1939）.4.3 臺北市 神保商店 

公學校修身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九版 
昭和 11

（1936）.1.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四版 昭和 6（1931）.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高等科修身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 十版 
昭和 14

（1939）.1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女子公民科教科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 三版 
昭和 16

（1941）.1.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女子公民科教科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改訂公學校各科教授法 全 久住榮一.藤本元次郎共著
修訂

版 

昭和 11

（1936）.8.2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公學校修身書 卷三 臺灣總督府 八版 
昭和 10

（1935）.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修身書 卷五 臺灣總督府 七版 
昭和 10

（1935）.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修身書 卷四 臺灣總督府 十一 
昭和 14

（1939）.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修身書 卷六 臺灣總督府 十一 
昭和 14

（1939）.1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女子公民科教科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 二版 
昭和 12

（1937）.3.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女子公民科教科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 一版 
昭和 11

（1936）.3.1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新定 兒童唱歌教授書 臺灣兒童唱歌研究會編 初 昭和 6（1931）.1.15 大阪市 株式會社日本唱歌出版社 

昭和九年度 臺灣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

問題集 
新高堂編輯所 初 昭和 9（1934） 臺北市 臺北市新高堂書店 



 

 

生徒心得 臺中州員林家政女學校編 初 昭和 18（1943）.1 臺中州 臺中州員林家政女學校 

宮城と神宮に關する國民常識 伊藤滿雄編 二版 
昭和 18

（1943）.8.10 
臺北市 伊藤滿雄 

創立滿三周年 記念歌文集 日高宇光編 初 
昭和 16

（1941）.10.10 
臺北市 淡水學園 

大正十二年 學生日記 大日本國民中學會編 初 大正 12（1923） 不詳 合資會社國民書院 

昭和十四年 小學生日記 株式會社博文館編 初 
昭和 13

（1938）.10.5 
東京市 株式會社博文館 

和漢對照書翰初步 第一冊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公學校高等科 國語讀本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八版 昭和 16（941）.8.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高等科 地理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3

（1938）.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漢文讀本 卷五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8（1933）.5.20 不詳 臺灣總督府 

鄉土讀本 わが里 田淳吉編 初 
昭和 10

（1935）.2.13 
臺北市 士林公學校 

公學校高等科農業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1

（1936）.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和漢對照 日臺書翰文 鍾寶著 五版 
昭和 15

（1940）.5.24 
臺中州 寶文堂書店 

公學校用 日本歷史 下卷 織田信長   不詳 不詳 不詳 

公學校國史 上卷 臺灣總督府著 十四 昭和 1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1936）.1.30 

ドイツの子供たち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唱歌科指導細目 6 大里公學校   不詳 不詳 不詳 

唱歌科指導細目 5 大里公學校   不詳 不詳 不詳 

唱歌科教材集 前編 大屯郡教育會 初 昭和 3（1928）.1 不詳 大屯郡教育會 

唱歌集甲種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算術受驗準備書 吉田金造著 
二十

八版 
昭和 8（1933）.7.1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圖畫教育新思潮の批判と 新圖畫教

授法 
江間常吉編著 初 大正 12（1923）.5.1 臺北市 臺灣子供世界社 

少國民訓 臺灣實踐教育研究會著 初 
昭和 16

（1941）.10.1 
臺北市 文明堂出版部 

も正しい修身科問題と解答 臺北修身科研究會編纂著 二版 
昭和 14

（1939）.7.10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尋常小學國語讀本 卷十一 文部省著 二版 
昭和 10

（1935）.10.15 
大阪市 文部省 

教育の實際化 我等の日常生活 霧峰公學校   不詳 不詳 霧峰公學校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六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5

（1940）.8.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九 臺灣總督府著 三版 
昭和 17

（1942）.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芝山巖の由來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5（1940）.2.1 臺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青年劇 大地は育む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9

（1934）.11.15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新國語教本 卷二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著 四版 
昭和 11

（1936）.4.30 
臺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新國語教本 卷三 臺灣教育會著 五版 
昭和 12

（1937）.9.15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公學校高等科 國語讀本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9

（1934）.11.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優等生になれる 國語の新研究 第六學

年用後期 
公學校教育研究會編 十一 

昭和 13

（1938）.8.25 
臺北市 臺灣圖書株式會社 

公學校國史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七版 
昭和 17

（1942）.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東寧 第五號 金關丈夫編 初 
昭和 15

（1940）.12.2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東寧

會雜誌部 

正しくてカを伸す 公學校大全科 六年

生前期用 
臺灣圖書株式會社   不詳 不詳 臺灣圖書株式會社 

皇國の道 九月號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8

（1943）.9.22 
臺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必す讀方が上手になる－公學校國語新

自習書 第四學年 卷七 
臺灣教育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4（1939）.4.5 臺北市 合資會社神保商店 

新ヒツト‧ソング 豪華決定版 池田孝二編 初 昭和 33（1958）.3.1 不詳 大日本雄弁會 講談會 

我等の歌集 第一輯 皇民奉公會文化部   不詳 不詳 皇民奉公會文化部 



 

 

國語讀本 卷八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誰いも作れる 模型グライダ—の作リ

方 
水田敏夫著 初 

昭和 18

（1943）.10.14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唱歌科教材集 後編 大屯郡教育會 初 昭和 3（1928）.1 不詳 不詳 

公學校高等科 農業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皇國の道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公學校地理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7

（1942）.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鄉土の觀察 教師用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18

（1943）.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三 臺灣總督府著 十六 
昭和 13

（1938）.1.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理科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十一 昭和 9（1934）.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中等公民科教科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一版 
昭和 10

（1935）.3.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漢文讀本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二 昭和 6（1931）.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高等科 唱歌 第二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地理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一版 
昭和 17

（1942）.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高等科 唱歌 第一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三版 
昭和 13

（1938）.3.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唱歌 第四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六版 
昭和 13

（1938）.12.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國史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唱歌 第一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六版 
昭和 13

（1938）.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高等科 國史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1

（1936）.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國語初習研究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6

（1941）.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お話は 國語 後龍公學校   不詳 新竹州 後龍公學校 

教育勅諭述義序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 初 
明治 32

（1899）.3.2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 

公學校唱歌 第五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1

（1936）.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女學生の愛唱曲 東京音樂出版社編輯部編 初 
昭和 11

（1936）.10.31 
東京市 桑文社 

新定 兒童唱歌 尋常科第三學年 日本教育唱歌研究會編 初 昭和 5（1930）.3.15 大阪市 株式會社日本唱歌出版社 

鄉土讀本 大雅公學校編 二版 
昭和 9

（1934）.10.10 
臺中市 大雅公學校 

臺灣青年讀本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9

（1944）.5.30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國語練習用本 卷貳 許裕成   不詳 不詳 許裕成 



 

 

公學校家事書 第五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五版 
昭和 17

（1942）.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初等科家事 第四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8

（1943）.11.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正しくてカを伸す 公學校大全科 公學校教育研究會編 初 昭 14（1939）.5.5 臺北市 臺灣圖書株式會社 

國語練習用本第二種 不詳 十五 昭和 14（1939）.6.5 臺中市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學校新聞 大崙公學校   不詳 不詳 大崙公學校 

公學校用漢文讀本 卷四 臺灣總督府 十一 昭和 5（1930）.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夏休みの友 第五學年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

學校 啟明會編 
初 

昭和 11

（1936）.6.28 
臺北市 臺灣子供世界社 

新國語教本 卷二 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4

（1939）.12.15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校友會誌 第十號 德重彪一編 初 
昭和 9

（1934）.12.29 
新竹州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高等小學讀本 卷四 文部省著 二版 昭和 2（1927）.9.30 不詳 文部省 

○麻栽培調查 宋屋公學校 李阿宗 初 昭和 12（1937） 不詳 宋屋公學校 李阿宗 

公學校用讀方の新研究 
臺灣圖書株式會社編輯部

編 
初 

昭和 16

（1941）.3.10 
臺北市 臺灣圖書株式會社 

優等生になれる國語の新研究 第六學

年前期 
公學校國語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2（1937） 不詳 駸○堂 



 

 

公學校用 優等生になれる國語の新研

究 第五學年用後期 
公學校國語研究會編著 初 昭和 11（1936）.9.5 不詳 駸○堂 

正しくてカを伸す 公學校大全科 五年

生後期用 
公學校教育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1（1936）.9.5 大阪市 駸○堂書店 

洋畫印象錄 石川欽一郎著 初 
明治 45

（1912）.6.20 
東京市 岩田僊太郎 

唱歌科教材集 前編 大屯郡教育會 初 昭和 3（1928）.1 不詳 大屯郡教育會 

公學校管理法概要 全 
臺北師範學校教諭久住榮

一著 
三版 昭和 3（1928）.4.1 臺北市 新高堂藏版 

小公學校教員講習要項 臺中州 初 昭和 12（1937）.7 臺中州 臺中州 

裁縫指導細目 六甲女子公學校   不詳 不詳 六甲女子公學校 

啟明讀本 後篇 
高雄第三公學校讀方研究

部 代表者小山○ 
初 

昭和 11

（1936）.4.13 
臺北市 臺灣子供世界社 

裁縫教授細目 南投女子公學校   不詳 南投市 南投女子公學校 

裁縫教授細目 烏牛欄公學校   不詳 不詳 烏牛欄公學校 

鄉土に即こた家事科の研究 不詳   不詳 南投郡 不詳 

臺灣學校衛生 第十三號 臺灣學校衛生會 初 昭和 16（1941）.3.1 臺北市 臺灣學校衛生會 

學校施設概要 臺中市村上公學校   昭和 11（1936）.2 臺中市 臺中市村上公學校 

學校施設概要 臺中市村上公學校   昭和 11（1936）.2 臺中市 臺中市村上公學校 



 

 

體操科教授細目 尋常小學校用（第一學

年） 
臺北市教育會著 初 

昭和 12

（1937）.11.7 
臺北市 臺灣子供世界社 

蓬萊 第八卷 第四號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初 昭和 6（1931）.5.13 臺北市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公學校女子農業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六版 
昭和 17

（1942）.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農業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7（1932）.3.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理科書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五 
昭和 13

（1938）.1.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農業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九版 
昭和 14

（1939）.12.2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 夏休みの友 第四學年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

學校啟明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6.28 
臺北市 臺灣子供世界社 

新國語教本 卷一 臺灣教育會著 十五 
昭和 14

（1939）.7.10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ヨイユドモ 上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17

（1942）.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初等科國語 六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9

（1944）.11.20 
臺北市 臺灣書籍印刷株式會社 

公民簡易 時局讀本 臺中州著 初 
昭和 15

（1940）.9.10 
臺中州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初等科國語 七 文部省著 二版 
昭和 18

（1943）.2.20 
大阪市 大阪書籍株式會社 

私立淡水中學校生徒心得 
私立淡水中學校報國校友

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5.29 
臺北市 不詳 



 

 

民眾的社會教育雜誌 南國青年 三月號 田中一二編 初 昭和 5（1930）.3.10 臺北市 南國青年協會 

本島の讀方敖育 上卷 臺中州教育の實

際 9 
臺州教育會 初 昭和 7（1932）.5.31 臺中市 臺中州教育會 

本島の讀方教育 10 下卷 臺中州教育　實際 10 初 昭和 7（1932）.6.15 臺中市 臺中州教育會 

歷史教育の諸相 下卷 臺中州教育の實

際 8 
臺中州教育會 初 昭和 7（1932）.5.15 臺中市 臺中州教育會 

歷史教育の諸相 上卷 臺中州教育の實

際 17 
臺中州教育會 初 昭和 7（1932）.4.20 臺中市 臺中州教育會 

公學校各科教授法 全 久住榮一.藤本元次郎共著 初 
大正 13

（1924）.10.25 
臺北市 新高堂 

公學校國史 卷二 臺灣總督府 四版 
昭和 17

（1942）.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國語讀本自習書 晃文館編輯所編 二版 
昭和 15

（1940）.10.10 
臺北市 晃文館 

うたひの栞 菊池新太郎著 初 
昭和 14

（1939）.3.15 
臺北市 菊地新太郎 

公學校唱歌 第六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三版 
昭和 12

（1937）.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昭和 青年讀本 昭和七年版 臺中州 五版 昭和 7（1932）.3.28 臺北市 向陽會 

青年讀本 第一年次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初版 
昭和 12

（1937）.12.19 
臺中市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公學校高等科 地理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 二版 
昭和 13

（1938）.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地理書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6（1931）.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六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五 
昭和 12

（1937）.10.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五 臺灣總督府著 十六 
昭和 13

（1938）.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四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五 
昭和 12

（1937）.8.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漢文讀本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7（1932）.3.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三 臺灣總督府著 十版 昭和 7（1932）.1.2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漢文讀本 卷一 臺灣總督府著 十三 
昭和 4

（1929）.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初等教育國史附圖 第五學年用 臺北市教育會編纂 二版 
昭和 15

（1940）.1.10 
大阪市 株式會社立川文明堂 

公學校用 漢文讀本 卷四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8

（1933）.10.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五 
昭和 11

（1936）.8.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十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二 
昭和 11

（1936）.8.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九 臺灣總督府著 十四 
昭和 13

（1938）.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七 臺灣總督府著 十六 
昭和 14

（1939）.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日本歷史 上卷 臺灣總督府著 十版 昭和 7（1932）.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言文對照 書簡文例 字井英著 二版 
明治 45

（1912）.6.1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初等理科書 高等科第一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二版 
昭和 13

（1938）.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農業教科書 牧辰二.井上德彌著 初 大正 8（1919）.5.3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初等圖畫 第六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著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華之實 華道家元專正池坊編 三版 
昭和 49

（1974）.7.25 
北九州 專正池坊華務局 

公學校高等科 國史 卷二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12

（1937）.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十一 臺灣總督府著 十五 
昭和 14

（1939）.1.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十二 臺灣總督府著 十四 
昭和 14

（1939）.6.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大文學第一卷第二號 臺大研究圖書館   不詳 臺北市 臺大研究圖書館 

初等圖畫 第五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1

（1936）.3.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大文學 第一卷第五號 不詳   不詳 臺北市 不詳 

臺大文學 第貳卷第四號 臺大文學會編 初 
昭和 12

（1937）.8.30 
臺北市 臺大文學會 



 

 

臺大文學第二卷第一號 臺大文學會編 初 昭和 12（1937）.3.8 臺北市 臺大文學會 

臺大文學第一卷第四號 不詳   不詳 臺北市 不詳 

臺大文學第二卷第二號 臺大文學會編 初 
昭和 12

（1937）.5.17 
臺北市 臺大文學會 

臺大文學第二卷第三號 臺大文學會編 初 
昭和 12

（1937）.6.13 
臺北市 臺大文學會 

初等圖畫 第一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編 六版 
昭和 13

（1938）.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初等圖畫 第三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編 六版 
昭和 13

（1938）.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初等圖畫 高等科第二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編 三版 
昭和 16

（1941）.3.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初等圖畫 第四學年用 臺灣總督府編 二版 
昭和 17

（1942）.12.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讀方の模範學習 公三學年後期用 卷六 南陽國語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4（1939）.9.5 臺北市 ○本博晃社刊 

公學校用國語新自習書第五學年用卷九 臺灣教育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3.31 
臺北市 臺灣教材株式會社 

皇國の道 社團法人 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8

（1943）.12.13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歌曲 林正雄編 初 
昭和 17

（1942）.10.21 
臺北市 正文堂書店.盛興書店 

少國民の國史（改正教科書準據）六年

用 
臺灣實踐教育研究會著 初 

昭和 16

（1941）.12.5 
臺北市 文明堂出版部 



 

 

國語讀本自習書 第五學年 晃文館編輯所編 七十 昭和 11（1936）.9.1 臺北市 晃文館 

普通作法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 初 
大正 11

（1936）.10.7 
臺南市 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 

國語受驗準備書 山田吉次著 八版 大正 9（1920）.6.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臺灣商工學校 代數學教本 熊谷賢一郎著 初 昭和 8（1933）.4.10 臺北市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實踐部 

臺北州青年第 2 號 
臺北州聯合青年團.臺北州

聯合女子青年團 
初 昭和 9（1934）.10.3 臺北市 

臺北州聯合青年團.臺北州

聯合女子青年團 

臺灣教科用書 國民讀本 二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明治 43

（1910）.6.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教科用書 國民讀本 一 臺灣總督府 初 
明治 43

（1910）.10.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台灣地理概說 村崎長昶   昭和 10   新高堂 

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 卷四 臺灣總督府 四版 
昭和 16

（1941）.8.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史劇 鳳儀亭（貂蟬）—三幕— 林博秋作 初 47.初夏（1958） 不詳 不詳 

臺灣自治評論 第七卷二月號 四宮義任編 初 昭和 17（1942）.2.1 臺北市 臺灣自治評論社 

新建設通卷第十三號 不詳 初 
昭和 18

（1943）.10.1 
臺北市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臺灣文化 3 月 臺灣文化協定會 初 民 36（1947）.3.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定會 

臺灣文化 10 月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6（1947）.10.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定會 



 

 

臺灣文化 12 月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6（1947）.12.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定會 

THE FORMOSAN 臺灣英文雜誌

MAGAZINE 1947.1 月號 
不詳 初 民 35（1946）.12.25 不詳 不詳 

臺灣省立新竹女中 校慶紀念特刊 
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刊編

輯委員會編 
初 民 38（1949）.1.1 新竹市 

臺灣省立新竹女中校刊編

輯委員會 

旬刊臺新 目次 三月下旬號（第二年第

九號） 
臺灣新報社   不詳 不詳 臺灣新報社 

經政春秋 八月號 林春三編 初 昭和 12（1937）.8.1 東京市 經政春秋社 

新建設 通卷第十二號 大澤貞吉 初 昭和 18（1943）.9.1 臺北市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經政春秋 十月號 林春三編 初 
昭和 13

（1938）.10.1 
東京市 經政春秋社 

新建設 第七號 不詳 初 昭和 18（1943）.4.1 不詳 不詳 

正氣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 正氣出版社   民 36（1947）.1.1 不詳 正氣出版社 

經政春秋 臺灣躍進號 第七卷第五號 林春三編 初 昭和 12（1937）.5.1 東京市 經政春秋社 

臺灣時報 第百十號 中野顧三郎編 初 
大正 7

（1918）.12.15 
臺北城 東洋協會臺灣支部 

實業之臺灣 政治經濟評論第十五卷第

六號 
吉川精馬編 初 大正 12（1923）.6.5 臺北市 實業之臺灣社 

臺灣文化 第二卷第六期 九月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6（1947）.9.1 不詳 臺灣文化協進會 

新建設 第二號 大澤貞吉 初 
昭和 17

（1942）.11.13 
臺北市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新建設 九月號 不詳 初 昭和 19（1944）.9.1 不詳 不詳 

壯烈物語畫集 敵中橫斷三百里 須藤憲三編 初 昭和 11（1936）.3.1 東京市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週刊朝日 
朝日新聞社大阪第46 卷第 8

期 
初 

昭和 19

（1944）.8.20 
大阪市 

朝日新聞社大阪第 46卷第 8

期 

臺灣文化第二卷第二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編 初 民 36（1947）.2.5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文化第二卷第五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6（1947）.8.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文化第二卷第八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6（1947）.11.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文化第二卷第八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6（1947）.11.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文化第三卷第四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7（1948）.5.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文化第三卷第一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7（1948）.1.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文化第三卷第三期 臺灣文化協進會 初 民 37（1948）.4.1 臺北市 臺灣文化協進會 

新建設 第四號 不詳 初 昭和 18（1943）.2.3 臺北市 不詳 

亞の光第二年第二號 林（述三）纘編 初 昭和 3（1928）.3 臺北市 亞光新報社 

大東亞戰爭（第一輯） 岡田菊二郎 初 
昭和 17

（1942）.4.30 
大阪市 童畫社 

新建設 第四號 大澤貞吉 初 昭和 18（1943）.1.1 臺北市 大澤貞吉 



 

 

新建設 通卷第十四號 大澤貞吉 初 
昭和 18

（1943）.11.1 
臺北市 大澤貞吉 

新建設 通卷第十一號 大澤貞吉 初 昭和 18（1943）.8.1 臺北市 大澤貞吉 

寫真週報（禁轉載） 情報局編 初 
昭和 18

（1943）.8.25 
東京都 內閣印刷局 

臺灣自治評論第七卷 新年號 四宮義任編 初 昭和 17（1942）.1.1 臺北市 臺灣自治評論社 

新建設 通卷第十號 不詳   昭和 18（1943）.7.1 臺北市 大澤貞吉 

公學校唱歌伴奏及解說第四.五.六年用 臺灣唱歌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1

（1936）.9.2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臺北高校歌集 臺北高等學校七星寮 初 
昭和 17

（1942）.12.20 
臺北市 臺北高等學校七星寮 

隨感隨想錄 泉風浪著 初 
昭和 14

（1939）.10.22 
臺北市 西川武彥 

故事今談 林東辰著 初 民 35（1946）.9.3 高雄市 大中華青年公論社 

今古奇觀 井上紅梅著 初 
昭和 17

（1942）.12.20 
不詳 清水書店 

萩 濱田隼雄著 初 
昭和 19

（1944）.11.15 
臺北市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臺灣に於けろ學校園 加藤謙一著 初 昭和 4（1929）.8.31 臺北市 第一教育社 

臺灣山地民歌 第一集 劉家榮編 初 民 39（1950）.7.1 新竹區 育英社 郭林春波 

茉莉第八冊 本田茂光編   不詳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茉莉第四冊 本田茂光編 初 
昭和 7

（1932）.10.17 
臺中州 本田茂光 

臺新 二月中旬 2 年 5 號 臺灣新報社 初 
昭和 20

（1945）.2.10 
不詳 臺灣新報社 

臺新 十二月中旬 1 卷 15 號 臺灣新報社 初 
昭和 19

（1944）.12.10 
不詳 臺灣新報社 

臺新 一月下旬 2 年 3 號 臺灣新報社 初 
昭和 20

（1945）.1.20 
不詳 臺灣新報社 

臺新 一月上旬 2 年 1 號 臺灣新報社 初 
昭和 19

（1944）.12.30 
不詳 臺灣新報社 

歷世女裝考卷三 終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歷世女裝考卷二 終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歷世女裝考卷四 岩瀨涼仙著 初 弘化 4（1847） 不詳 松山堂書店 藤井利八 

日臺語歌曲抄本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家庭社會教化三味集 全 張淑子著 初 昭和 2（1927）.3.16 臺中州 大雅同仁雜誌社 

女學校用 新圖畫 石川寅治著 二版 
大正 14

（1925）.3.27 
東京市 富山房會社 

女學校用 改訂 新圖畫 石川寅治著 四版 昭和 3（1928）.1.27 東京市 富山房會社 

女學校用 改訂 新圖書 石川寅治編 四版 昭和 3（1928）.1.27 東京市 富山房會社 

女子圖畫 美育振興會著 三版 
昭和 5

（1930）.10.20 
東京市 晚成處 



 

 

暫用 小學國語課本 乙編 
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

育處准仿印 
  不詳 不詳 東方出版社 

高級小學 歷史課本 第二次修訂本（一） 國立編譯館編 初 民 38（1949）.8 不詳 
臺灣省教育廳中小學教科

用書供應委員會 

實用國語文法 劉漢光編著   民 36（1947）.4.1 不詳 東方出版社 

精選實用國語會話 南友國語研究會編 九版 民 36（1947）.12 臺北市 東方出版社 

國語會話教本（實用篇） 國語普及會陳茂雲編 初 民 34（1945）.11.20 臺北市 國語普及會陳茂雲 

國語課本 卷上 張仁祿編 初 民 34（1945）.11 臺北市 ○勝書局 

中國語教科書（會話篇） 大同會編輯部編 初 民 34（1945）.10.31 臺中市 大同會出版部 

新時代常識教科書（第一、二合冊） 新民公司 初 民 34（1945）.10 屏東市 新民公司 

三民主義教本 第壹冊 第貳冊 新生教育會撰   民 34（1945）.10 員林郡 松井商店 

新版 新民必讀 不詳 初 民 34（1945） 不詳 新民印書館 

新版 新民必讀 不詳 初 民 34（1945） 不詳 新民印書館 

高級小學 地理課本 第四冊 
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

會編 
初 民 36（1947）.1 不詳 不詳 

忘れられた日本人 大沼衛著 初 
昭和 50

（1975）.11.29 
東京市 　○　　新聞社出版局 

西遊記（二） 三藏創業の卷 邱永漢著 三版 昭和 54（1979）.2.5 東京都 中央公論社 



 

 

籜聲集 鄭嶺秋著   不詳 不詳 廣文創刊 

歌集「蓬萊詠藻」 鈴木晃著 初 昭和 46（1971）.7.5 不詳 不詳 

生きている臺灣 －知られぎる自由中

國－ 
小久保晴行著 初 

昭和 54

（1979）.5.31 
東都都 株式會社 20 世紀社 

生きている臺灣 －知られぎる自由中

國－ 
小久保晴行著 初 

昭和 54

（1979）.5.31 
東都都 株式會社 20 世紀社 

雨窓墨滴 陳逢源著 初 
昭和 17

（1942）.8.15 
臺北市 臺灣藝術社 

臺灣百科 
若林正丈.劉進慶.松永正義

編 
初 平成 2（1990）.7.1 東京都 株式會社 大修館書店 

時事問題解說 NO.236 米‧中新時代と

日本 
小川敏著 初 

昭和 54

（1979）.4.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 教育社 

西遊記（五） 色は○えどの卷 邱永漢著 三版 昭和 54（1979）.9.5 東京都 中央公論社 

西遊記（四） 風餐露宿の卷 邱永漢著 四版 
昭和 59

（1984）.10.20 
東京都 中央公論社 

三國志物語（第二卷） 楊逵著 初 
昭和 18

（1943）.8.24 
臺北市 盛興書店出版部 

臺灣.爆發力の祕密－韓國經濟を 10 年

リ—ドする〝アジアの怪物〞 
黃昭堂著 三版 

昭和 63

（1988）.11.10 
東京都 祥伝社 

オトナの憂鬱 邱永漢著 初 
昭和 34

（1959）.11.5 
東京都 光風社 

巒洲文選目次 西崎順太郎著 初 
昭和 3

（1928）.10.25 
高雄市 巒洲著作刊行會 



 

 

巒汌遺稿 西崎　○子 初 昭和 6（1931）.8.10 高雄市 不詳 

近代英文學史 矢野峰人著 二版 昭和 4（1929）.2.11 東京市 第一書房 

新撰 欄間圖案百種 伊藤虎三著   不詳 
東京.大

阪 
建築書院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實數（全

島）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初 

昭和 4

（1929）.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實數（州

廳第貳卷）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初 

昭和 4

（1929）.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學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實數（州廳

第壹卷）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初 

昭和 4

（1929）.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學生生徒兒童身體檢查統計書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初 
昭和 15

（1940）.8.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日大辭典（下） 臺灣總督府著 初 昭和 6（1931）.3.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日大辭典（上）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6（1931）.3.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實情 式辭類纂 國分金吾編 初 昭和 6（1931）.9.15 新竹州 新竹圖書刊行會 

撰新日臺言語集 岩崎敬太郎識 初 大正 2（1913）.1 不詳 不詳 

國語對譯 臺語大成 劉克明著 六版 大正 14（1925）.7.5 臺北市 臺北新高堂 

廣東語の研究 河野登喜壽編 初 昭和 8（1933）.2.11 新竹市 新竹州警察文庫 

國語對譯 臺語大成 全 劉克明編 三版 大正 8（1919）.10.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華羅改造統一書翰文 劉青雲著 初 
大正 14

（1925）.2.15 
臺南市 劉青雲、新樓書房 

婦人家庭百科辭典 
三省堂百科辭書編輯部 代

表者齊藤精輔 
初 

昭和 12

（1937）.4.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三省堂 

支那的性格 白神徹譯 初 
昭和 15

（1940）.3.20 
東京市 中央公論社 

南方文化講座－民族及○民族運動篇 
三省堂南方文化講座刊行

係編 
初 

昭和 19

（1944）.4.25 
東京都 

株式會社三省堂 代表者龜

井豐治  

桓仁圖幅地質說明書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初 昭和 2（1927）.3 不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北東支那に於ける石油調查 
○○○○及　○　　原著.

大村一藏譯 
初 

昭和 13（1938）.1

～4 
不詳 石油時報 

琉球群島に於けるハブ（飯匙倩）の奇

異なる分布と同群島地史との關係 
半澤正四郎 初 昭和 10（1935）.4 不詳 不詳 

蒙古高原地史とその地形發達史に就い

て 
松澤勳 初 

昭和 8

（1933）.1.3.4.5.6

月 

不詳 地理學評論 

地質調查所要覽附康德 7 年度刊行物內

容概說 
不詳 初 康德 8.4 不詳 不詳 

地質調查所要覽 昭和 9 年 6 月 近藤正郎編 初 昭和 9（1934）.7.30 大連市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地質調查所要覽 
滿洲帝國國務院大陸科學

院 
初 康德 6 年.1 ○ 

THE GEOLOGICAL 

INSTITUTE 

MANCHOUKUO 



 

 

南滿洲鑛產地及鑛產統計一覽附 北

滿、東部西比利亞、東蒙古、北支那重

要鑛產地一覽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初 昭和 4（1929）.8.25 大連市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鳳凰城圖幅地質說明書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初 昭和 2（1927）.6 不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廣東全省地質鑛產誌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調查課 初 
昭和 15

（1940）.9.13 
臺北市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調查課 

南洋の經濟地理 富田助教授講述 初 昭和 13（1938）.7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南滿洲鑛產地一覽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二版 大正 10（1921）.11 不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朝鮮總督府地質調查所雜報 第 12 號 朝鮮總督府地質調查所 初 
昭和 18

（1943）.5.31 
京城府 朝鮮總督府地質調查所 

支那鑛業時報論說及報告竝刊行書類目

錄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初 大正 11（1922）.3 不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匪徒 井上進著 三版 
大正 13

（1924）.6.10 
上海 上海文路 日本堂書店 

大東亞資源讀本 上村義夫著 初 
昭和 17

（1942）.12.9 
不詳 千倉書房 

南洋群島の研究 矢內原忠雄著 二版 
昭和 13

（1938）.6.25 
東京市 岩波書店 

ニユ—ギニア 南方產業調查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7.20 

東京神

田 
南進社 

ボルネオ 南方產業調查會編 初 
昭和 18

（1943）.4.30 

東京神

田 
南進社 



 

 

佛領印度支那 南方產業調查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10.20 

東京神

田 
南進社 

タイ國 南方產業調查會編 初 
昭和 16

（1941）.12.15 

東京神

田 
南進社 

比律賓 南方產業調查會編 初 昭和 17（1942）.9.1 
東京神

田 
南進社 

比律賓民族誌 三吉朋十著 初 
昭和 17

（1942）.10.20 
東京市 今村源三郎 

フィリッピン圖說 渡邊薰著 初 
昭和 17

（1942）.7.20 
不詳 富山房 

學習受驗 滿洲地理 橋本辰彥著 初 昭和 13（1938）.2.3 東京市 合資會社三友社 

南洋を語る 菅野秀雄著 初 昭和 5（1930）.6.20 不詳 不詳 

廈門.廣東.海南島 南方文化經濟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4

（1939）.3.26 
臺北 南方文化經濟研究會 

現地踏查 中支案內 武澤贇太 初 
昭和 14

（1939）.10.23 
臺北市 武澤贇太○ 

比律賓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 初 
昭和 18

（1943）.11.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 

南進發展基地案內良書 實用海南島案

內 
東亞地理調查會編   不詳 臺北市 合資會社日光堂商會 

台灣の山林 台灣山林會   昭和 16   台灣山林會 

Come to Java:1920-1921 
OFFICIAL TOURIST 

BUREAU 
  不詳 不詳 不詳 



 

 

南洋地名集成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新滿洲地誌 國松久彌著 初 
昭和 14

（1939）.11.24 
東京市 古今書院 

大日本文明協會第二期刊行書 大日本文明協會編 初 大正 3（1914）.7.10 東京市 大日本文明協會 

南方醫學讀本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編纂 初 
昭和 18

（1943）.3.1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構內臺灣時報

發行所 

へリウムミ地質年代の問題 奧野久輝 初 昭和 10（1935）.7 不詳 
北海道化學協會第三號別

刷 

自明治四十五年至大正五年滿蒙及支那

ニ於ケル鑛山調查摘要 
臨時產業調查局 初 大正 7（1918）.3.30 東京 臨時產業調查局 

沖繩歷史研究（七號） 沖繩歷史研究會編 初 
昭和 44

（1969）.9.27 
東京都 巖南堂書店 

滿洲評論 千葉良一郎 初 昭和 8（1933）.7.15 大連市 滿洲評論社 

日本人南方發展史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2.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

行所 

福州攷 野上英一遺稿 初 
昭和 14

（1939）.12.29 
臺北市 福州東瀛學校 

滿洲國水產業　現勢 東洋協會調查部編 初 
昭和 11

（1936）.12.10 
東京市 社團法人東洋協會 

南方圈の分析 山下芳雄著 初 
昭和 17

（1942）.12.23 
臺北市 大木書店 

支那○記 第一集 田中均編著 初 
昭和 11

（1936）.7.28 
臺北市 

南海時報社內支那事情研

究會 



 

 

滿蒙と滿銕 南滿洲銕道株式會社 初 昭和 5（1930）.3.5 大阪市 南滿洲銕道株式會社 

部報  創刊號           

新興滿洲國紹介 守滿憲編 初 昭和 9（1934）.3.3 臺北市 臺北市大成青年團 

南洋年鑑 上卷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 初 
昭和 18

（1943）.9.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 

南洋年鑑 下卷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 初 
昭和 18

（1943）.9.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 

支那安徽省及び浙江省の茶業 山本亮 初 昭和 13（1938）.4 不詳 

熱帶農學會誌第十卷附錄

南支產業○關　○講演集

別刷 

海南島榆林地方黎族の血液型に就いて 田中重雄 初 昭和 15（1940）.12 不詳 
人類學雜誌 第五十五卷第

十二號 別刷 

岐阜縣赤坂町金生山產二疊紀腹足類ニ

就テ 第一報 
早坂一郎   不詳 不詳 

臺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紀要 

第三類 第一卷 第二號 別

刷  

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 昭和十五年～十

六年 第 3 班（地質學生）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5（1940）、

16（1941）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KUDOA MAKI IV NO.3 TAIHOKU NIPPON 初 昭和 11（1936） 不詳 TAIHOKU NIPPON 

立太子記念寫真帳 皇太子殿下 高橋清次編 初 昭和 28（1953）.1.1 東京都 
株式會社 大日本雄弁會講

談社 

滿洲植物狀態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 昭和十五年～十

六年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初 

昭和 17

（1942）.8.1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 

地質調查所報告 第 99 號 
國務院大陸科學院地質調

查所 
初 康德 7.6.1 滿洲 

國務院大陸科學院地質調

查所 

奉天圖幅地質說明書 村上鈑藏著 初 昭和 6（1931）.5.20 大連市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滿洲熱河省承德縣跳兒溝產油地 小林儀一郎 初 昭和 16（1941）.5 不詳 
地學雜誌第五十三年第六

百二十七號 拔刷 

東亞に於ける所謂（Tienshan 
Transgression）に關する諸問題 

湊正雄 初 昭和 17（1942）.10 不詳 
地學雜誌第五十四年第六

百四十四號 拔刷 

四川省の石油 小林儀一郎 初 昭和 14（1939）.5 不詳 
地學雜誌第五十一年第六

百三號 拔刷 

本邦市場に於ける和漢藥に就て 木村雄四郎 初 昭和 11（1936）.3 不詳 

金澤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

門部藥學會 藥學會誌第 24

年第 3 號 別刷 

黑龍江省臚濱縣札○諾爾瀝青礦床 三川逸郎 初 昭和 8（1933）.3 不詳 
地學雜誌第四十五年第五

百二十九號 拔刷 

海南島土壤調查報告 永田武雄 初 昭和 16（1941）.5 不詳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海南島土壤の應用微生物學的研究 足立仁 初 昭和 17（1942）.4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 

大東亞共榮圈 南方大觀 附世界新秩序

建設戰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海南島學術調查報告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 初 
昭和 19

（1944）.3.30 
臺北市 臺灣熜督府外事部 

支那の石炭と炭礦業 不詳 初 昭和 19 東京都 財團法人東亞研究所 



 

 

（1944）.7.10 

支那文庫所藏洋書分類目錄 北橋義好編 初 
昭和 18

（1943）.4.20 
東京市 支那文庫 

海南島○○野外調查概要報告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農林事業開發實績 海南海軍特務部經濟局 初 
昭和 17

（1941）.7.11 
不詳 海南海軍特務部經濟局 

皇威輝く 南支之展望 岩井龜太郎編 初 
昭和 16

（1941）.3.20 

和歌山

市 
株式會社大正寫真工藝所 

支那文化談叢 除村一學編 初 
昭和 17

（1942）.6.30 
東京市 名取書店 

比律賓の土俗 三吉朋十著 初 
昭和 17

（1942）.8.20 
東京市 丸善株式會社 

日本名勝吟詠集 和歌之部 永松木長編著 初 
明治 27

（1894）.1.26 

大阪市.

京都.東

京 

梅原曨曦堂本店.矢島誠進

堂書店.梅原曨曦堂支店.梅

原出張店 

南方圈文化史講話 板澤武雄著 初 昭和 17（1942）.3 不詳 不詳 

南方圈の經濟的價值 緒方正編 初 

昭和 16

（1941）.12.10 不

詳 

臺北 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新支那素描 陳逢源著 初 
昭和 14

（1939）.4.29 
臺北市 臺灣新民報社 

海南島農村經濟論 奧田○.李添春 譯 初 昭和 15（1940）.6.1 不詳 野田書房 



 

 

完璧日本地理 手塚一夫著 二版 
昭和 17

（1942）.1.30 
東京 歐文社 

世界史上の支那－極東將來の展望－ 煙山專太郎著 初 昭和 13（1938）.6.5 東京市 刀江書院 

列國國勢要覽 內閣統計局 初 昭和 16（1941） 不詳 內閣統計局 

支那の奇習と異聞 井出季和太著 二版 
昭和 10

（1935）.7.15 
東京 平野書房 

廣東瑣談 村山　　　著 初 昭和 16（1941）.3.1 大阪市 輝文館 

邦文武士道 附、武士道と北條時宗 近藤晴鄉編 初 
昭和 10

（1935）.12.20 
東京市 慶文堂書店 

皇室と日本精神 ○善之助著 三版 
昭和 16

（1941）.10.30 
東京市 大日本出版株式會社 

國際時報 第七卷.第一號 一月號 滿洲國外交部調查司   不詳 不詳 滿洲國外交部調查司 

滿洲評論 千葉良一郎 初 昭和 8（1933）.6.10 大連市 滿洲評論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貳號（昭和拾年版） 伊藤修造編 初 昭和 10（1935）.6.1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壹號（昭和捌年版） 伊藤修造編 初 昭和 9（1934）.6.1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肆號（昭和拾貳年版） 伊藤修造編 初 
昭和 12

（1937）.8.25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參號（昭和拾壹年版） 伊藤修造編 初 
昭和 11

（1936）.6.28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玖號（昭和拾柒年版） 木村清三編 初 
昭和 18

（1943）.4.25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捌號（昭和拾陸年版） 木村清三編 初 
昭和 16

（1941）.10.10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柒號（昭和拾伍年版） 木村清三編 初 
昭和 15

（1940）.6.26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陸號（昭和拾肆年版） 木村清三編 初 
昭和 14

（1939）.7.22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日本香料年報 第伍號（昭和拾參年版） 伊藤修造編 初 
昭和 13

（1938）.11.28 
神戶市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 

南支南洋研究 第三九號 鹽谷巖三編 初 
昭和 18

（1943）.4.27 
臺北市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南支南

洋經濟研究會 

東亞學 南方問題特輯 第六輯 米林富男編 初 
昭和 17

（1942）.8.25 
東京市 日光書院 

刊行書類目錄 藤平田文吉 初 
大正 14

（1925）.11.15 
不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質

調查所 

南方土俗 第四卷第二號 南方土俗學會編 初 
昭和 11

（1936）.8.28 
臺北市 

小塚本店內南方土俗發行

所 

南方土俗 第五卷第三、四號 南方土俗學會編 初 
昭和 14

（1939）.2.17 
臺北市 

小塚本店內南方土俗發行

所 

南方土俗 第五卷第一、二號 南方土俗學會編 初 
昭和 13

（1938）.12.24 
臺北市 

小塚本店內南方土俗發行

所 

南方土俗 第一卷第二號 NANPO 
DOZOKU 

南方土俗學會編 初 昭和 6（1931）.7.23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南方土俗 第六卷第三號 南方土俗學會 初 
昭和 16

（1941）.11.27 
臺北市 南方土俗學會 

南方に於ける英國の權益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初 昭和 15（1940）.6 不詳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改版 邦文日本外史 賴山陽著.池邊義象譯述 八版 昭和 6（1931）.11.5 東京市 三陽書院 

明治天皇興國史目次 平井叡編 二版 大正 2（1913）.2.10 東京市 帝國實業學會 

新竹州時報 2 月號 
新竹州總務部新竹州時報

發行委員會 
初 昭和 18（1943）.2.5 新竹市 

新竹州總務部新竹州時報

發行委員會 

臺灣青年 宋重陽編 初 平成 4（1992）.11.5 東京都 
臺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

部 

楠公父子 少年大日本史第二十五卷 中村孝也著 初 昭和 9（1934）.9.24 東京 建設社 

さんこ五月號會報 第一六三號 臺灣省日僑協會 初 民 69（1980）.5.5 臺北市 臺灣省日僑協會 

さんこ七月號會報 第一八九號 臺灣省日僑協會 初 民 71（1982）.7.5 臺北市 臺灣省日僑協會 

さんこ三月號會報 第一八五號 臺灣省日僑協會 初 民 71（1982）.3.5 臺北市 臺灣省日僑協會 

さんこ四月號會報 第一八六號 臺灣省日僑協會 初 民 71（1982）.4.5 臺北市 臺灣省日僑協會 

趣味同好圖錄目次 西田力松著 初 
昭和 10

（1935）.3.15 
臺北市 

臺灣日日新報社內趣味同

人會 

少年俱樂部 31 卷 1 號 岩本新作編 初 昭和 19（1944）.1.1 東京都 
株式會社大日本雄辯會講

談社 

臺灣愛國婦人 拾貳月號 第六拾壹卷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初 大正 2（1913）.12.1 臺北市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臺灣愛國婦人 第四十卷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初 明治 45（1912）.3.1 臺北市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第十八號 三青 大場則雄編 初 
昭和 14

（1939）.3.30 
臺北市 

臺北工業學校校友會雜誌

部 



 

 

學友會誌 第二號 
高雄州自動車講習所學友

會 
初 

昭和 13

（1938）.7.15 
高雄市 

高雄州自動車講習所學友

會 

臺灣時報 法律第三號記念號目次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時報 昭和五年五月號 126 號 南洋協會 初 昭和 5（1930）.5.15 不詳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 

『新臺灣』【十月號】 田中一二編 初 昭和 7（1932）.10.5 臺北市 新臺灣社 

速報雜誌 第二卷四月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20

（1945）.4.30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速報雜誌 第一卷四月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19（1944）.8.5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速報雜誌 第一卷二月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19（1944）.6.5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速報雜誌 第二卷二月號 伊藤憐之助編 初 
昭和 20

（1945）.2.18 
臺北市 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公論 第九卷第十二號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2.1 
不詳 不詳 

臺灣時報 第 302 號 不詳 初 
昭和 20

（1945）.3.13 
不詳 不詳 

臺灣時報 第 271 號 不詳 初 
昭和 17

（1942）.7.10 
不詳 不詳 

臺灣時報 第 298 號 不詳 初 
昭和 19

（1944）.11.25 
不詳 不詳 

臺灣時報 第 302 號 不詳 初 
昭和 20

（1945）.3.13 
不詳 不詳 



 

 

臺灣公論 第八卷第拾壹號 不詳 初 
昭和 18

（1943）.11.1 
不詳 不詳 

臺灣時報 第 301 號 不詳 初 昭和 20（1945）.2.8 不詳 不詳 

臺灣警察時報（第二九五號）六月號 篠原哲次郎編 初 昭和 15（1940）.6.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臺灣

警察協會 

臺灣警察時報（第二九○號）一月號 篠原哲次郎編 初 昭和 15（1940）.1.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臺灣

警察協會 

綜合雜誌 現代 （第二十五卷第九號） 
九月號 

御鄉信祐編 初 昭和 19（1944）.9.1 東京都 
株式會社大日本雄辯會講

談社 

解禁昭和裏面史 旋風二十年 太平洋戰

爭篇 
森正藏著 初 民 35（1946）.8.15 不詳 三友書局 

文藝臺灣 第六卷第三號 西川滿編 初 昭和 18（1943）.7.1 臺北市 文藝臺灣社 

速報雜誌 第二卷第三月號 不詳 初 
昭和 20

（1945）.3.28 
不詳 不詳 

中央公論 七月號 黑田秀俊編 初 昭和 19（1944）.7.1 東京都 中央公論社 

現代（第二十五卷第八號） 御鄉信祐編 初 昭和 19（1944）.8.1 東京都 
株式會社大日本雄辯會講

談社 

團報 第四號臺灣第一豫後備役將校團 武滿伸郎編 初 
昭和 12

（1937）.5.27 
臺北市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內 臺灣

第一豫後備役將校團 

臺灣鐵道九月號目次 （第 23 年 第 267
號）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內臺灣鐵道會 
初 昭和 9（1934）.9.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內臺灣鐵道會 

學則 公認 日本自動車學校.公認日本

飛行學校 
蒲田町   不詳 東京 蒲田町 



 

 

臺灣文藝 第一卷第二號 長崎浩編 初 
昭和 19

（1944）.6.14 
臺北市 臺灣文學奉公會 

臺灣 第三年第三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1

（1922）.6.12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三年第四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1

（1922）.7.10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三年第五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1（1922）.8.8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三年第七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1

（1922）.10.6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四年第一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2（1923）.1.1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四年第三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2

（1923）.3.10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四年第四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2

（1923）.4.10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四年第七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2

（1923）.7.10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四年第八號目次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2

（1923）.8.20 
東京市 株式會社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五年第一號目次 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3

（1924）.4.10 
東京市 株式會社 臺灣雜誌社 

臺灣 第五年第二號目次 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3

（1924）.5.10 
東京市 株式會社 臺灣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四卷第一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11

（1922）.1.20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三卷第二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10

（1921）.8.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三卷第四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10

（1921）.10.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三卷第一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10

（1921）.7.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二卷第三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10

（1921）.4.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二卷第二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10

（1921）.2.26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一卷第四號目次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9

（1920）.11.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一卷第五號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9

（1920）.12.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三卷第六號 林呈祿編 初 大正 11（1922）.9.8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青年 第一卷第二號 蔡培火編 初 大正 9（1920）.8.15 東京市 臺灣青年雜誌社 

臺灣 6 四年七號－五年二號 林呈祿.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2、13

（1923、1924）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5 四年四號－四年六號 林呈祿.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2（1923）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4 四年一號－四年三號 林呈祿.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2（1923）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3 三年七號－三年九號 林呈祿.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1（1922）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臺灣 1 三年一號－三年三號 林呈祿.王鍾麟編 初 大正 11（1922） 東京市 臺灣雜誌社 

印度史 寺田穎男譯 初 
昭和 17

（1942）.8.15 
東京市 株式會社生活社 

臺灣學事一覽 昭和十八年度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初 昭和 19（1944）.3.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六年度）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初 昭和 17（1942）.3.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五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15（194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四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14（1939）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三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13（193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二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12（193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一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11（193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十年度版） 臺沙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10（193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九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9（1934）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八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8（193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學事一覽（昭和七年度版）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昭和 7（193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北帝國大學開學式記念 展覽目錄 文政學部史學科 初 
昭和 11

（1936）.5.17、18 
臺北市 文政學部史學科 



 

 

開學記念展覽會目錄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初 昭和 9（1934）.5.2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高雄市立高雄圖書館一覽 不詳 初 昭和 4（1929）.9.10 高雄市 不詳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6

（1941）.10.31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學生手冊 屏東市立第二中學 初 民 39（1950）.5 屏東市 屏東市立第二中學 

體育簿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初 
昭和 12

（1937）.9.15 
臺南市 臺南第二中學校 

臺灣社會教育概要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0

（1935）.10.28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中州立圖書館一覽 不詳 初 昭和 5（1930）.9 臺中州 不詳 

嘉義市圖書館要覽 不詳 初 昭和 15（1940） 嘉義市 不詳 

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 不詳 初 昭和 13（1938）.12 新竹州 不詳 

街庄圖書館設立經營の栞 
國民精神總動員臺中州支

部 
初 昭和 14（1939）.5.2 臺中市 

國民精神總動員臺中州支

部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七年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8（1943）.2.1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臺灣の社會教育 中越榮二著 初 
昭和 11

（1936）.10.10 
臺北市 「臺灣　社會教育」刊行所

臺灣教育沿革誌 臺灣教育會編 初 民 62（1973）.3.29 臺北市 古亭書屋 

臺灣の社會教育 昭和十四年度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5

（1940）.1.2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臺灣教育史 吉野秀公著 初 
昭和 2

（1927）.10.22 
臺北市 吉野秀公 

臺南州教育誌 柯萬榮編 初 
昭和 12

（1937）.8.31 
臺南市 昭和新報臺南支局 

記念講演集 第一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7（1932）.8.31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二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8

（1933）.12.23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三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9

（1934）.10.31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四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0

（1935）.12.18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五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1

（1936）.12.2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九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6

（1941）.9.1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十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6

（1641）.10.16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五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1

（1936）.12.2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六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5

（1940）.12.25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記念講演集 第七輯 臺北帝國大學 初 
昭和 16

（1941）.1.12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 

史學科研究年報 第四輯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編 初 
昭和 12

（1937）.10.3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政學科研究年報 第八輯私法篇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大

學政學科研究會 楠井隆三

著 

初 
昭和 18

（1943）.5.25 
東京市 有斐閣 

政學科研究會報 第六輯 
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研究

會代表者 堀豐彥編 
初 

昭和 15

（1940）.9.3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研究

會 

政學科研究年報 第七輯公法篇 
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研究

會 代表者堀豐彥編 
初 

昭和 16

（1941）.11.11 
臺北市 野田書房 

政學科研究年報 第九輯公法.政治篇 
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研究

會 代表者楠井隆三編 
初 

昭和 20

（1945）.3.23 
臺北市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政學科研究年報 第五輯第二部經濟篇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初 
昭和 14（1939）臺

北市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政學科研究年報 第四輯第二部經濟篇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編 初 
昭和 12

（1937）.10.5 
東京市 岩波書店 

政學科研究年報 第五輯第一部法律政

治篇 

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研究

會 代表者安平政吉編 
初 

昭和 14

（1939）.5.20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政學科研究

會 

御大典奉祝記念號 士林青年會報 第三

號 
邱木編 初 

昭和 3

（1928）.11.10 
臺北市 士林青年會 

明るさ道へ 第壹卷 第一號 第二號 第

三號 
蔡寶編 初 

昭和 5.7

（1930）.8.1～7

（1932）.2 

臺中州 東山公學校 

臺灣教育十一月號 南方特輯號第四百

八十四號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7

（1942）.11.10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七月號 南方特輯號第四百九

十二號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8（1943）.7.1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十二月號 南方特輯號第四百

九十七號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初 

昭和 18

（1943）.12.1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國光第五十二號九月號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11

（1936）.9.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 

國光六十號五月號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12

（1937）.5.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 

臺灣青年歌 
北原白秋作詞，山田耕筰作

曲 
  不詳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名簿 彰化高等女學校同窓會 初 
昭和 13

（1938）.12.12 
彰化市 彰化高等女學校同窓會 

第六回臺中州 社會教化委員大會開催

要項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初 

昭和 12

（1937）.12.7 
臺中州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國語讀本自習書 第六學年 晃文館編輯所編 五十 昭和 9（1934）.9.1 臺北市 工藤讓 

公學校高等科 國語讀本正解 卷二 臺北新高堂書店 初 
昭和 15

（1940）.10.8 
臺北市 臺北新高堂書店 

臺中州立 彰化高等女學校校友會圖書

目錄 
永田衎治編 初 昭和 7（1932）.2.5 彰化街 永田衎治 

公學校用 國語書キ方手本 第四學年用

上第一種 
臺灣總督府 十版 昭和 8（1933）.2.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テニス 養毌哲著 初 昭和 2（1927）.9.4 臺南州 庭球研究會 

略畫の手本 全 砥上○樹著 二版 不詳     

初等科理科 一 教師用 臺灣總督府 初 
昭和 18

（1943）.3.3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南支經濟調查叢書目次 竹藤峰治著 初 昭和 14(1939).3 不詳 不詳 



 

 

廣東之現狀 平野健編 初 
昭和 18

（1943）.2.22 
廣東 廣東日本商工會議所 

臺灣外記 國學叢書第六種下 均益圖書公司   不詳 上海 均益圖書公司 

臺灣外記 國學叢書第六種上 均益圖書公司 初 光緒 33（1907）.7 上海 均益圖書公司 

國語速成學 黃東成編 初 
昭和 12

（1937）.8.17 
臺南州 許嘉樂 

臺灣總督府普通文官 警察官及司獄官

練習所甲科生 試驗問題集 
武氏義太郎編 初 昭和 16（1941）.5.1 臺北市 杉田書店 

五分間演說 日本雄辯協會著 六版 
昭和 15

（1940）.7.20 
大阪市 大文館書店 

模範 國語新辭典 南方圈社編輯部編纂 初 
昭和 18

（1943）.8.25 
臺北市 南方圈社 

日廈會話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

著 
初 昭和 13（1938）.6.3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國語教程 急就篇 明心文化研究會編 初 民 34（1945）.11.10 臺北市 翁登文 

服務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

官 
  大正 8（1919.4.8） 臺北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

官 

勅諭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戰時少國民手帳 教養研究會編輯部編 
三十

八版 

昭和 18

（1943）.5.20 
東京市 教養研究會 

南方從軍畫信 清水登之著 初 
昭和 18

（1943）.10.20 
東京都 國際情報社出版部 



 

 

我等の鄉土 淡水尋常高等中學校 初 昭和 7（1932）.1 淡水 淡水尋常高等中學校 

佛軍臺灣遠征史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五

年 
板倉貞男譯 初 昭和 7（1932）.2.12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

行所 

公學校唱歌伴奏及解說 臺灣唱歌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1

（1936）.9.25 
臺北市 新高堂書店 

全臺灣御大典紀念寫真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藻之○草 下 神崗公學校   不詳 不詳 神崗公學校 

臺灣並南方向 小住宅懸賞圖面集 貝山好美編 初 
昭和 18

（1943）.3.31 
臺北市 南邦建築組合內建友會 

臺灣並南方向 小住宅懸賞圖面集 貝山好美編 初 
昭和 18

（1943）.3.31 
臺北市 南邦建築組合內建友會 

隨筆 新南土 不詳   昭和 20（1945）.3.4 不詳 不詳 

近世國史寫真帖 國史寫真刊行會 三版 昭和 11（1936）.9.1 東京市 國史寫真刊行會 

卒業生寫真帖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 初 大正 13（1924）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 

華瀛寶典 大寶報館編   不詳 不詳 不詳 

憶ひ出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二師範

學校 
初 昭和 17（1942）.3 不詳 

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二師範

學校演習科第十二回卒業

生 

卒業記念寫真帖（第三十一回）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

學校 
初 昭和 12（1937）.3 臺北州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

學校 



 

 

班同學錄 岐阜市高等農林學校 初 昭和 14（1939） 岐阜市 岐阜市高等農林學校 

卒業紀念帖 臺北市老松公學校 初 昭和 3（1928）.3 臺北市 臺北市老松公學校 

修了記念帖 本科第三十七回 高學科第

二十回 
三峽東國民學校 初 昭和 17（1942）.3 不詳 三峽東國民學校 

感激の思ひ出 臺北市老松公學校   不詳 臺北市 臺北市老松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本科三十二回 高等科

十一回卒業生 
臺北州松山公學校 初 昭和 10（1935）.3 臺北州 臺北州松山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二十一回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初 昭和 7（1932）.3 臺北市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卒業記念帖 本科第三十七回 高等科第

十五回卒業生 
臺北州士林公學校 初 昭和 13（1938）.3 臺北州 臺北州士林公學校 

卒業記念第二十二回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初 昭和 8（1933）.3 臺北市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卒業記念帖第三十二回 新店公學校 初 昭和 12（1937）.3 臺北市 新店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第六回 臺北市大橋公學校 初 昭和 10（1935）.3 臺北市 臺北市大橋公學校 

卒業記念帖 本科第二十回 臺北州南港公學校 初 昭和 14（1939）.3 臺北州 臺北州都港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二十二回卒業 北投公學校 初 昭和 11（1936）.3 不詳 北投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 36 回 臺北市太平公學校 初 昭和 14（1939）.3 臺北市 臺北市太平公學校 

第八十六回臺灣夏季講習會記念 臺中師範學院 初 
昭和 14

（1939）.7.21～25 
不詳 財團修養團本部主催 



 

 

卒業記念寫真帖 本科第三十回 高等科

第九回卒業生 
臺北州松山公學校 初 昭和 8（1933）.3 臺北州 臺北州松山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二十四回 臺北市東園公學校 初 昭和 16（1941）.3 臺北市 臺北市東園公學校 

卒業記念帖 本科第三十一回 高等科第

八回 
汐止公學校 初 昭和 9（1934）.3 不詳 汐止公學校 

卒業記念帖 第二十八回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初 昭和 14（1939）.3 臺北市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二十回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初 昭和 6（1931）.3 臺北市 臺北市蓬萊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本科第十七回 臺北市日新公學校 初 昭和 12（1937）.3 臺北市 臺北市日新公學校 

宮城縣農學校卒業記念 農學科第五十

三回 園藝科第四回 畜產科第四回 
宮城縣農學校 初 昭和 40（1965） 不詳 宮城縣農學校 

第十六回卒業記念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 初 
皇紀二千六百二

年 
臺北州 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 

曹洞宗兩大本山參拜 觀光記念寫真帖 不詳 初 
昭和 11

（1936）.4.22 
不詳 不詳 

旅行記念寫真帖 臺北工業學校 初 昭和 11（1936） 臺北 臺北工業學校 

三宮殿下奉迎 帝國聯合艦隊歡迎記念

帖 
海老原興編 初 昭和 8（1933）.7.23 臺北市 產業評論社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五回 臺中市曙公學校 初 昭和 7（1932） 臺中市 臺中市曙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第 27 回 臺中公學校 初 昭和 4（1929）.3 臺中市 臺中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二回 臺中市曙公學校 初 昭和 5（1930）.3 臺中市 臺中市曙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四回 臺中市曙公學校 初 昭和 7（1932）.3 臺中市 臺中市曙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三回 臺中市曙公學校 初 昭和 6（1931）.3 臺中市 臺中市曙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帳 第十三回 末廣公學校 初 昭和 12（1937）.3 臺南市 末廣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高等科第十回 本科第三

十六回 
清水公學校 初 

昭和 12

（1937）.3.12 
不詳 清水公學校 

卒業記念 第三回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初 昭和 5（1930）.3 新竹州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朝香宮殿下御成記念寫真帖 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初 
昭和 2

（1927）.11.11 
臺南市 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高等科第十五回 本科

第三十七回 
苗栗第一公學校 初 昭和 14（1939）.3 苗栗市 苗栗第一公學校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八回 土木測量技術員養成所 初 昭和 16（1941）.9 不詳 土木測量技術員養成所 

私立萊園中學 私立萊園中學   不詳 不詳 私立萊園中學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十四回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 初 昭和 11（1936）.3 臺北州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 

日本名勝風俗大寫真帖 東京忠誠堂   不詳 東京 東京忠誠堂 

臺灣博覽會 不詳 初 昭和 40（1965） 不詳 不詳 

卒業記念寫真帖 第二十二回 石光公學校 初 昭和 16（1941）.3 不詳 石光公學校 

修子記念 初中部第四屆畢業生紀念冊 臺灣省立嘉義女子中學 初 民 38（1949）.7 不詳 臺灣省立嘉義女子中學 



 

 

第 36 回 同期生名簿 臺北一中麗正會 初 昭和 43（1968） 臺北市 臺北一中麗正會 

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第三回卒業記

念帖 
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不詳 臺北市 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第十回卒業記念帖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初 昭和 8（1933）.3 臺北市 臺北市第三高等女學校 

社會事業の友 第十八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5（1930）.5.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社會事業の　友 第三十二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6（1931）.7.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社會事業の友 第三十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6（1931）.5.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社會事業の友 第二十二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5（1930）.9.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社會事業の友 第三十九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7（1932）.2.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社會事業の友 第二十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5（1930）.7.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社會事業の友 第十三號 柴山武矩編 初 昭和 4（1929）.12.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社會課內 臺灣

社會事業協會 

三青 第五號 齊藤昌編 初 
昭和 10

（1935）.2.19 
臺北市 

臺北工業學校校友會雜誌

部 

臺中州教育 第五卷第七號 加藤虎太郎 初 
昭和 12

（1937）.8.15 
臺中市 臺中州教育會 

校友會雜誌第三號 
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校

友會 
初 

大正 2

（1913）.11.1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校

友會 



 

 

國光 64 號 9 月號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12

（1937）.9.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國光 35 號 4 月號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10

（1935）.4.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國光 53 號 10 月號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11

（1936）.10.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東寧 第五號至第八號 武藤幸治編 初 
昭和 17

（1942）.10.3 
臺北市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東寧

會文化部 

臺灣教育 六月號 第四百三十一號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校友會雜誌 第七號 古川美代治編 初 昭和 5（1930）.2.28 臺中市 
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校

友會 

臺中州第六回青年團大會要項 臺中州 臺中州聯合青年團 初 
昭和 12

（1937）.11.1 
臺中市 臺中州 臺中州聯合青年團

祝祭日會話集 臺中市幸公學校編 初 昭和 8（1933）.4.29 臺中州 臺中市幸公學校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國民體力管

理事務說明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初 昭和 19（1944）.6.9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公學校用 漢文讀本自習書 第四學年 晃文館編輯所編纂 五版 昭和 6（1931）.1.15 臺北市 晃文館 

作法教本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

校友會編 
初 大正 9（1920）.5.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

校友會 

青年必攜 
臺中州教化聯合會 代表者

栗原源七 
初 

昭和 13

（1938）.11.31 
臺中市 

臺中州教化會館內 臺中州

教化聯合會 

女子特別衛生に關する注意書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   不詳 臺中州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 



 

 

女子特別衛生に關する注意書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   不詳 臺中州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 

明問快答 國史滿點カ—ド（前篇） 國史研究會編 初 昭和 14（1939）.4.1 臺北市 ○本博晃社 

公學校用 漢文自習書（第四學年） 文明堂編輯部著 三版 大正 15（1926）.4.1 臺北市 文明堂書店 

青年劇 大地は育む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9

（1934）.11.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靜修學報 第五號 土岐適編 初 昭和 8（1933）.7.21 臺北市 臺北市蓬萊町靜修女學校 

樺北之友 慰靈祭號 第二十二號 
臺北市樺山尋常小學校同

窓會 
初 

昭和 15

（1940）.5.13 
臺北市 樺山尋常小學校同窓會 

薰風 31 號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初 

昭和 9

（1934）.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教育會 社會教育部 

薰風 臺灣教育會   不詳 臺北市 臺灣教育會 

霸王樹第一卷 第四號 高原逸人編 初 昭和 8（1933）.4.15 臺北市 幸榮俱樂部 

臺灣 警察時報 9 月號 篠原哲次郎編 初 昭和 10（1935）.9.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臺灣

警察協會 

校友會會誌 第五號 德重彪一編 初 昭和 4（1929）.7.10 新竹州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校友會會誌 第六號 德重彪一編 初 昭和 5（1930）.7.10 新竹州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新竹州時報 產業特輯號 吉田菊治編 初 
昭和 13

（1938）.6.10 
新竹市 

新竹州內務部內 新竹州時

報發行委員會 

日本評論 五月號 神敬尚編 初 昭和 18（1943）.5.1 東京市 株式會社 日本評論社 



 

 

臺灣 警察時報 223 號 6 月號 篠原哲次郎編 初 昭和 9（1934）.6.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 臺灣

警察協會 

臺灣時報 昭和四年四月號 不詳 初 昭和 4（1929）.4.15 不詳 臺灣時報 

南開 No.16 佐藤龜久次 初 
昭和 10

（1935）.12.23 
臺北市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同窓會 

臺北師範學校 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號 校

友會誌第四十二號 
芝原仙雄編 初 昭和 2（1927）.3.15 臺北市 臺北師皁學校校友會 

校友會誌 第七號 德重彪一編 初 
昭和 6

（1931）.12.18 
新竹州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校友會誌 第八號 德重彪一編 初 昭和 7（1932）.7.8 新竹州 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校友會誌 第九號 德重彪一編 初 昭和 8（1933）.7.10 新竹州 新竹高女等學校校友會 

臺灣地方行政 九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3（1938）.9.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 十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2

（1937）.10.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 十一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3

（1938）.11.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 2 卷十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1

（1936）.10.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臺灣地方自

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一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1

（1936）.11.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六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0

（1935）.11.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0

（1935）.10.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八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1943）.8.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八、九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1943）.8.7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九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

（1943）.9.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

（1943）.10.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二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

（1943）.12.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二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9

（1944）.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三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9

（1944）.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三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9

（1944）.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五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9

（1944）.5.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八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2

（1937）.8.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三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2

（1937）.3.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二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2

（1937）.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一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2

（1937）.1.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七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9

（1944）.7.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六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1942）.6.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五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

（1942）.5.1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二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6（1941）.2.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六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4（1939）.6.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八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3（1938）.8.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六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1942）.6.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

（1942）.10.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二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

（1942）.12.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八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1942）.8.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1942）.2.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二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8（1943）.2.6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七月號 杉崎散信編 初 昭和 18（1943）.7.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二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0

（1935）.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0

（1935）.11.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二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0

（1935）.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七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1

（1936）.7.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 創刊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0

（1935）.9.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八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1

（1936）.8.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十二月號 中越榮二編 初 
昭和 11

（1936）.12.15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九月號 杉崎英信編 初 昭和 17（1942）.9.1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三月號 不詳 初 昭和 14（1939）.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地方課

內臺灣地方自治協會 

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校歌寫真帖 
北原白秋作詞、山田耕作作

曲 
  不詳 不詳 不詳 

大正貳年 討蕃紀念寫真帖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臺灣人士鑑 臺灣新民報社編 初 
昭和 12

（1937）.9.25 
臺北市 株式會社 臺灣新民報社 



 

 

明治紀念帖 坤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寶島臺灣 丁星五編 初 民 49（1960）.6 臺北市 國際新聞攝影社 

明治紀念帖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日據時代 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圖譜 森丑之助著.宋文薰編 初 昭和 52（1977） 臺北市 求精出版社 

『幕末 明治 大正 回顧八十年史』 第

七輯 
大澤米造編 十三 

昭和 12

（1937）.3.30 
東京市 東洋文化協會 

警防防劇 二人の警防員 石田馨編 初 
昭和 16

（1941）.6.26 
東京市 財團法人大日本警防協會 

臺灣心の美 
原田正路.黃靈芝.野口武德

他著 
  不詳 東京都 日華問題協議會出版局 

閩南方言文獻目錄（稿） 村上嘉英編   不詳 不詳 天理大學　　　　研究所 

歷史寫真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卒業紀念寫真帖 第八回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

學校 
初 昭和 4（1929）.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臺北商等商業

學校 

澎湖島大觀 井原伊三太郎 初 
昭和 7

（1932）.11.25 
澎湖廳 井原伊三太郎 

世界大戰之紀念 加藤友三郎 初 大正 8（1919）.5 不詳 加藤友三郎 

扶桑 第三十六號 不詳 初 
昭和 9

（1934）.12.26 
不詳 不詳 

蕃地調查書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滿蒙地理風俗寫真大觀 岩本秋心編 初 
昭和 9

（1934）.11.10 
臺北市 合資會社 臺灣時事新報社

臺灣寫真帖 臺灣教育會 初 
大正 15

（1926）.11.24 
不詳 臺灣教育會 

日清字音鑑 伊澤修二編 二版 
明治 33

（1900）.7.10 
東京市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三十周年記念 日露海戰回顧寫真帖 東京水交社 初 昭和 10（1935）.5 
東京市.

大阪市 

東京日日新聞社.大阪每日

新聞社 

皇國の護リ 不詳   不詳 大阪市 大阪朝日新聞社 

第四回子供の科學製作品展覽會 入選

品寫真帳 子供の科學第十八卷第五號

別冊附錄 

大阪朝日新聞社   不詳 不詳 不詳 

日本名勝風俗大寫真帖 不詳   不詳 東京市 東京忠誠堂 

壯烈繪卷 日本海大海戰 須藤憲三編 初 昭和 12（1937）.6.1 東京市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影本 臺北州警務部 初 
大正 15

（1926）.12.15 
臺北州 臺北州警務部 

日支事變 鄉土部隊紀念寫真帖 越智美雄著 三版 
昭和 14

（1939）.6.25 
臺北市 越智美雄 

皇太子殿下 御外遊記 二荒芳德.澤田節藏著 初 大正 13（1924）.1.1 不詳 朝陽會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編纂趣意書.
公學校用國語書キ方手本第一種編纂趣

意書 

臺灣總督府著 三版 昭和 8（1933）.3.3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 



 

 

卒業紀念（補習科）第九回修了 岸裡公學校 初 昭和 14（1939）.3 不詳 岸裡公學校 

愛國婦人會總裁 臺灣御成紀念帖 田上忠之著 初 昭和 5（1930）.2.10 臺北市 總裁宮御成記念帖刊行所 

卒業紀念 臺南明治公學校 初 昭和 17（1942）.3 臺南市 臺南明治公學校 

臺灣電氣事業概況（大正十三年）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 初 
大正 13

（1924）.9.20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 

卒業紀念寫真 彰化第一公學校 初 昭和元（1926） 彰化市 彰化第一公學校 

卒業紀念帖 皇紀二千六百一年 本科第

三十五回卒業 青年指導所 第四回修了 
南屯公學校 初 昭和 16（1941）.3 不詳 南屯公學校 

卒業紀念寫真帖 高等科第十二回 本科

第三十五回 
汐止公學校 初 昭和 13（1938）.3 不詳 汐止公學校 

會員錄 臺灣省臺北區第三屆商業會計

講習會 
臺北商職 初 

昭和 42

（1967）.7.20 
臺北市 臺北商職 

卒業紀念寫真帖 本科第三十六回 高等

科第十四回 
士林公學校 初 昭和 12（1937）.3 臺北市 士林公學校 

屏東郡の部 小山權太郎編 初 昭和 8（1933）.5.16 臺北市 南國寫真大觀社 

支那事變 大勝紀念號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古城と史蹟 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編 初 昭和 8（1933）.1.10 臺中市 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 

東臺灣展望 毛利之俊著 初 昭和 8（1933）.4.10 不詳 東臺灣曉聲會 

卒業紀念寫真帖 第拾六期 秋田鑛山專門學校   不詳 不詳 秋田鑛山專門學校 



 

 

臺北市京町改築紀念寫真帖 
有限責任 京町建築信用購

買利用組合 
初 

昭和 6

（1931）.11.26 
臺北市 

有限責任 京町建築信用購

買利用組合 

第八回卒業紀念寫真帖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

學校 
初 昭和 4（1929）.3 臺北市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

學校 

北臺古輿圖集 陳漢光.賴永祥編   不詳 臺北市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回想 日本醫學專科學校   不詳 東京市 日本醫學專科學校 

第四十八回卒業紀念 成城中學校 初 昭和 9（1934）.3 日本 成城中學校 

勤王事蹟 別格官幣社精史 經政春秋社編 初 昭和 10（1935）.4.5 東京市 經政春秋社 

私立金甌女子商業職業學校第一屆高級

畢業班同學錄 
金甌女子商業職業學校 初 民 40（1951） 不詳 金甌女子商業職業學校 

2599 第三十二回卒業紀念寫真帖 臺北第一中學校   不詳 臺北市 臺北第一中學校 

卒業記念 第十九回 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初 昭和 18（1943）.2 臺南市 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第二十一回卒業紀念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初 昭和 14（1939）.3 臺中州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卒業紀念寫真帖 臺北市永樂公學校 初 昭和 13（1938）.3 臺北市 臺北市永樂公學校 

卒業紀念寫真帖 本科第三十四回 高等

科第十一回 
板橋公學校 初 昭和 9（1934）.3 臺北市 板橋公學校 

海軍館大壁畫史 山田米吉編 初 
昭和 15

（1940）.12.8 
東京市 

日本圖書刊行會內海軍館

壁畫普及會 

二次大戰照片精華 舒宗僑.魏守忠編 初 昭和 23（1948）.3 上海市 聯合畫報社總社 



 

 

四十八學年度畢業紀念冊 
臺灣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

校 
  不詳 臺北市 

臺灣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

校 

第四回生卒業紀念 東京鐵道教習所   不詳 東京市 東京鐵道教習所 

卒業紀念寫真帖 高等女學科第二十回 
家政科第四回 皇紀二千六百年 

靜修女學校 初 昭和 15（1940）.3 不詳 靜修女學校 

第四十九回卒業紀念 成城中學校 初 昭和 10（1935）.3 不詳 成城中學校 

第五回卒業生紀念 鹿兒島縣立指宿中學校 初 昭和 6（1931）.3.3 不詳 鹿兒島縣立指宿中學校 

卒業紀念寫真帳 皇紀二千六百年 學園

創立十周年記念號 
私立吉見裁縫學園 初 昭和 16（1941）.3 臺北市 私立吉見裁縫學園 

御大禮紀念寫真帖 田中重藏編 初 昭和 4（1929）.4.17 東京市 共濟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教授案     昭和 14 年度     

慈禧圖錄（等）           

丑年說年         國語日報 

三峽地區乙未抗日史料 陳繼承         

師院在臺同學通訊錄         民 41 

阿美語圖解字典           

來來臺灣 沖繩發         

如鷹展翅           

詩篇講義 矢內原忠雄         

實用華語臺語對照典         樟樹出版社 

新竹米穀倉庫主事（影本）           

補增訂改臺灣六法         臺灣日日新報社 

サヨンの鐘           



 

 

第 16 回臺北市協議會會議錄           

歌集木麻黃 安藤正次著         

聚玉紙集           

指揮官郭中將領導裝甲部隊兩週年紀念

工作成果 
          

國民小學公民簿           

臺北師範學校創立 30 周年紀念誌           

乾坤定矣           

話語本位日用會話教本 大苗大雅         

王敗男木次文夫  死 坂口○子         

外來語 小野半次郎         

專賣局臺灣語典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開南同窗會會員名簿（自商科 13 回至 16

回）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成績通告表

（洪裕鑫）－2 張 
          

家事帳－第六學年豐原女子公學校           

昭和參年度  東中行事         東勢鎮東勢公學校 

公學校通信簿－王氏色           

國民學校家庭通俗簿－陳成賢           

公學校家庭通俗簿           

公學校家庭通俗簿           

人名簿           

南洋艷史全三幕 林芳愛作         

南洋艷史全三幕 林芳愛作         



 

 

偵探話劇  陸小峰第壹編           

偵探話劇  陸小峰第參編           

偵探話劇  陸小峰第四編           

始政 40 年臺灣博覽會圖錄           

臺灣糧食年鑑           

A Recors of Taiwans Progrees   
 

1936-7
      

部報 昭和 40 年 1.11         

時局卜島民           

臺灣の都市と農村問題           

太平洋戰爭勃發まで         臺灣新生報社 

國家總動員法勞務關係法規集     昭和 17.5 年     

家庭重寶 昭和十四年         

南方發展史 煙嵣太郎         

一、二、三  外用常備葯           

皇軍慰問誌           

大東亞戰爭一周年征戰完遂講演資料           

アリエ-シヤン 毛利秋俊   20 錢     

Book-PLATES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明治 44 年 1 月 10 日         

祭祀公業並臺灣ン於ケル特殊法律／研

究改訂版 
          

昭和十二  三年交  支那事變出征記念

寫真帖（第四種郵便） 
          

中支之展望（皇威輝之）           



 

 

裁縫學習           

臺灣奇譚（日文）           

信東音樂花園           

我們的歌集           

童謠世界第一集歌曲等           

之火           

阿美大合唱           

南村唱和集 丙子秋交甫著         

植民政策講義及論文等 矢內原忠雄編         

臺北統に含ま○  CYCLAMINA の產地           

陳素卿           

陳素卿案真相           

地熱保健讀本           

保健讀本           

國民學校算術簿           

國民學校算術筆記簿           

國民學校國語簿           

國民學校造句簿           

國民學校   簿           

國民學校兒童成績記錄簿           

國語書方手本第一學年用（第一種）           

中東戰紀全           

養蒙三字經 瑞成書局         

体力手帳 臺灣總督府         

霧社事件實記           



 

 

時局臺灣產業           

一個外國記者看臺灣           

臺灣文化（第 1 卷第 3 期）           

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懷中日記（日和十六季）           

臺灣匪亂小史           

長谷川  清傳           

戶口名簿--陳來福     民 38.11     

今昔寫真集           

二十世紀前臺灣滄桑錄           

明治大正財政史  第十九卷           

乃木大將生平 吳鴻祥 初 民 61.09   大中國圖書 

增訂  偉人乃跡 三宅雄二郎         

臺灣風俗特色寫真           

后里圳水組會命免事故卡一批           

族譜           

日本教育紙藝居協會宣傳品 6 份 佐木秋夫 初 昭和 18.04.25 東京 日本教育畫劇株式會社 

臺灣戰紀           

臺灣五十年來的透視           

清代童生習作簿 3 本           

國語書キ方手本（第六學年用下第一種）           

國語書キ方手本（第二學用上）           

國語書キ方手本（第一學年用下）           



 

 

書方學習手本活用書（第二學年用上卷）           

國語書方手本（第三學年用下）           

國語書方手本（第六學用下）           

帝國海軍大寫真帖 少年俱樂部 

第 20

卷第 6

號 

      

帝國陸軍大寫真帖 少年俱樂部 

第 20

卷第

11 號

      

CLASS ALBUM（2596）           

近世三百年史（畫報）第 5 集 1640-1665           

咬人狗玩之圖           

謄本下付願           

樟種子配付ノ件 大正元年         

造林事業書類綴 大正二年七月         

造林事業書 N096           

樟樹造材ノ為ソ官有地無價貸付願           

苗圃事業關係書類綴 大正○年 7 月         

苗圃事業關係書類綴 大正 3 年 7 月         

病彙缺動畫           

苗圃事業書類綴 大正六年 7 月         

經常費領收ノ件等           

見積請求書類綴 臺灣出張所         

臺灣出張所長殿 昭和 4 年 9 月 30 日         

龍舌仔社有地關係書類綴           



 

 

目次           

廳員派遺願           

華東戰場第一年畫刊           

武道傳來記           

花隱軒後集目次           

糖務關係 昭和 13 年         

本朝二十不孝參一           

明治大學法科卒業記念 昭和 7         

臺灣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寫真帖           

東山中學校卒業紀念           

太陽           

美術 4           

專門學校寫真           

東京醫科大學           

顏得金寫真集           

寫真集           

皮膚外科           

手抄真本喉科聖方           

日治十年版聖經闡詳           

小倉百人一首帖           

臺灣農業資本論 顏凱雲         

南方植產資源           

症治方藥           

瘡口收功散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救護科目錄第一、           



 

 

第二篇 

新生的臺灣 3 本           

臺灣青年畫報           

臺灣畫報創刊第 2 號           

寶島遊           

寫真集           

寫真集           

心の力           

寫真集           

四人相簿           

寫真集           

寫真集           

四十周年紀念寫真帳 愛國婦人會         

內政部人口局職員錄           

一峯亭林朝英行略           

臺灣水道誌           

日據時期之臺灣殖民地訂制與殖民統治 黃靜嘉         

模擬議會           

臺灣建設概況 34.4         

官制           

廈門音系           

大清搢伸全書           

村里鄰長手冊           

男女のたのしみ           

昭和十四年度分           



 

 

附錄行政區域           

專賣手帳           

Synthese dos Bufotenins           

EHCHI FUNAKUBO           

配給物資購買帳           

大東亞新秩序建設の意義           

國語戶口簿 昭和 14 年         

日記 昭和 8 年         

戰小說選集           

繡像小八義卷 9           

八堡水利概況 李功垂 初 民 44.08.30   八堡水利委員會 

民族形成與臺灣民族 史明         

試驗鋪裝工事報告書           

BEPORT FROM FORMOSA           

週刊朝日 22 本           

內地種水稻耕作法           

二十五年前ノ米ヨリ廿五年役米ステ           

同化論           

臺灣農民曆（昭和 3--中華民國 50）（大

正 14～16）（昭和 03～12）（昭和 14

～19）年共 26 本 

          

台灣關係文獻  分類資料目錄           

西河九龍族譜           

履歷書 莊朝枝   大正 8     

臺灣食用野草掛圖（全參枚） 篠原德之助 初   台北 台灣教育圖書出版株式會



 

 

社 

臺灣草創史           

雜書編           

雲間の曙光           

市報 6 本           

寫真帖           

臺灣鉄道路線圖           

日治寫真帖           

臺中市曙國語講習所寫真           

第九回卒業記念           

大正十年公學校卒業紀念           

寫真紀念  第二回     昭和 12-3   斗南專修農業學校 

南麂島撤離紀念冊           

蒲編堂訓蒙草           

看日治時代之臺灣           

臺中縣主計業務講習班  生活影集           

鹿州集           

大清平臺           

對聯大觀全           

國民習字全集           

摘抄群錦           

全圖四生全譜           

寫真集           

畢業簽名冊           

寫真           



 

 

官報（3）           

漳和           

雲水           

州報（8 本）           

府報（12 本）           

臺北商工會議所報           

千葉醫學專門學校記念冊（寫真帳）           

鄉土部隊記念寫真帖           

臺灣地質寫真           

SYDOW-WAGNERS           

明治四十四年略曆並歲次辛亥表通書           

略曆便覽           

林俊彥通書           

散文           

明治四十四年日臺通寶           

西方極樂淨土蓬地海會 釋覺力 初 大正 07.08.31   新竹廳 

臺灣地圖（四大本）           

老照片           

躍進日本外交史           

軍歌愛國歌集           

帳簿           

記帳簿           

記帳簿 6 本           

臺灣外記（上）（下）           

臺灣鄭氏紀事上、中、下           



 

 

海記輯要           

臺灣割劇志           

鄭氏時代（一）（二）（三）           

清領時代（一）（二）           

廈門音新字典           

臺灣通志（卷一）（卷拾）           

現代圖案集 大沼知之 3 版 昭和 08.01.10 東京   

現代圖案大成           

臺南高等學校寫真           

現代圖案集 內藤良治 六版 昭和 06.07.15 東京   

聖戰記念國民奉公錄           

（公學校用）書方學習手本 東京大阪隆成舍發行         

皇室來臺           

公學校用  國語書方手本（第二學年用

下） 
          

公學校用  國語書方手本（第二學年用

上） 
          

硬筆書方傳習帖（第二學年用下）           

新式寫信必讀   初 民 12 年   上海廣益書局 

中國國語文作法         臺南○報社、臺北印刷所 

作文大綱一千題 朱翊新       香港上海印書館 

文章例話 葉聖陶 1 版 民 38 年   開明 

文章作法 夏丏尊、劉薰宇 初 1926 年   開明 

閱讀與寫作 夏丏尊、葉紹鈞 初 1960 年   香港輝華書店 

作文材料 陳守治 初 民 33 年   教育圖書出版社 



 

 

高等作文捷訣 施崇恩   民 10 年   上海彪蒙書室 

高等模範作文         上海國光書店 

新編中學生模範作文 陶友白 再版 民 36 年   上海○陸書局 

寫信不求人 瀨江  許慕羲   民 12 年 8 月   上海廣益書局 

寫信實在易 曲阿賀群上   民 06 年   錦章圖書局 

作文成語辭典 吳瑞書   民 30 年   上海春明書店 

作文技術 任蒼   民國 36 年   上海經濟書局 

議論法寫法 郭大傅 3 版 民國 45 年   昌文書局 

大專作文高普論文作法 鍾進添 4 版 民 55 年   東洋印刷廠 

臺灣三字經（客家語漢文讀本）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臺灣三字經（漢文讀本）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臺灣三字經（王石鵬）     民 51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繪圖歷史三字經           

三字經（22 本）     民 34 年   有輝書局 

臺灣漳廈泉三腔（三字經讀本）     民 80 年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三字經全文     民 34 年   辰南書局 

三字經全文         臺南源成（要翻） 

三字經（日臺文）     昭 15 年   寶文堂書局 

海外孤本中華國民必讀三字經 安徽休寧   民 34 年   聯發興業公司 

增補三字經           

精神教育臺灣三字經 黃水江訂   昭 05 年     

臺灣三字經     民 53 年   崇文印刷廠 

東亞新三字經         捷發漢書部發行 

繪圖歷史三字經         瑞成書局 

白話註解三字經（2 本）           



 

 

國姓爺‧臺灣紅淚史（鄭 10）淚 鹿島櫻巷 初 大正 03 年   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 

鄭成功（鄭 9） 稻垣孫兵衛 初 昭和 04 年   台灣經世新報社 

鄭成功（鄭 8）         中國青年出版社 

鄭成功（青年模範叢書）第一輯（鄭 7） 李旭 再版 民 35 年   青年出版社 

鄭成功前傳（鄭 6） 高仲謙   民 51 年     

鄭成功（鄭 5） 石原道博 初 昭和 17 年   三省堂 

鄭成功（鄭 4） 林荊南 初 昭和 17 年   南方雜誌社 

鄭成功（鄭 3） 田宮權助 初 昭和 19 年   東都書籍株式會 

國姓爺（鄭 2） 田中富雄 初 昭和 18 年   臺北東亞出版社 

國姓爺（鄭 1） 石原道博 初 昭和 34 年   吉川弘文館 

鄭成功傳 夏韵芳       北京出版社 

國姓爺鄭成功傳 2 本         （線裝書） 

鄭成功（326 週年）圖集  誕辰紀念展覽

會 
        臺灣省文献會 

鄭成功紀事編年 台灣銀行 初 民 54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會 

新國姓爺合戰物語リ（中） 福住信邦 初 1989 年   
講談社出版サ 1 ビスヤンタ

1 

鄭成功評傳         標準出版社 

逆子孤軍－鄭成功 周宗賢 初 1989 年   久大文化 

鄭成功收復臺灣記         福建人民出版社 

鄭成功收復臺灣事蹟 葉敏 初 1965 年   新初識出版社 

鄭成功         上海書局 

鄭成功傳 廖漢臣 再版 民 63 年   群益 

明延平王臺灣海國紀 余忠信 初 民 57 年   臺灣商務書局 



 

 

國姓爺鄭成功の母（福住信邦） 福住信邦 二版 昭 63 年   
講談社出版サ 1 ビスヤンタ

1 

鄭成功         大眾書局 

國姓爺 陳定國       現代教育出版社 

臺灣の政治運動 宮川次郎 初 昭和 06 年   臺灣實業界社 

臺灣糖業公司屏東總廠覽         臺糖屏東總店 

臺灣期かどちの記 伊藤金次郎 初 昭和 23 年   東京明倫閣刊 

成功杯二屆十次         臺灣水泥公司 

政敬紀要（庚寅孔誕日） 李建興   民 35 年     

臺灣人文與現勢 張其昀   民 41 年   省教育廳 

中國影劇史 王子龍 初 民 49 年   建國出版社 

臺灣工藝 顏水龍著   民 41 年     

嘉義交趾陶 張李德和 初 民 42 年   明山印刷所 

臺灣之考試與訓練 吳新元 初 民 37 年   省教育廳 

臺灣工藝 顏水龍 初 民 41 年     

中華民國憲法（中日對照）   初 民 36 年   東方出版社 

臺灣必守鉄證 諸葛明 初 民 39 年   世界兵學社 

國民革命與臺灣光復     民 34 年   臺灣新生報社 

反共唱詞 民主時代社叢書 1 初 民 39 年   民主時代社 

修身寶鑑           

訪臺見聞雜記 王行著         

臺灣新志 楊錫福 初 民 43 年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彰化節孝錄 賈景德   民 46 年   彰化縣文獻委員會 

臺中州市街庄例規輯覽 昭和 18 年         

羅典アソリカの旅日記 羽鳥重郎 初 大正 15 年   臺北印刷株式會社 



 

 

霧社事件實記 小池駒吉 初 昭和 06 年   臺北印刷株式會社 

東北的土俗 山中忠雄   昭和 12 年   水野勝藏 

後藤新平傳 澤田謙 初 昭和 18 年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明治の犯科帳 小泉輝三朗 初 昭和 42 年   株式會社人物往來社 

松園         講談出版 

ピカソ         講談出版 

實話讀物（小說） 森田日出男   昭和 48 年   株式會社日本出版社 

たいわん物語 邱永漢 再版 民 56 年   中央公論社 

上海の花火         丹羽文雄 

萬有對聯大觀 吳寒梅 再版 民 38 年   上海春明書店 

忠經講義           

村有林           

日本の柱 西川滿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感想集  雨窗譽滴         興南新開庄 

東京て（無書名） 陳惠貞 初 民 35 年   大明社印書館 

葫蘆           

孔子演義  （上卷） 丁寅生   昭和 17 年   南方雜誌社 

電影本事（10 本）     民 55 年     

新學叢誌 莊長庚 初 明治 43 年 
新學研

究會 
  

ポツタム科長 吳濁流 初 民 37 年     

女匪幹 呂訴上 初 民 40 年 
台灣省

新聞處 
  

胡志明 吳濁流 初 民 35 年     

臺灣省政府公報  39 冬           



 

 

府報     昭和 16 年   台灣總督府 

臺灣省政府公報  37 春           

臺灣海防業開山日記           

員林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概況     62 年     

畜產花卉栽培蔬菜園藝集     昭和 11 年     

臺灣大震災記念畫報     昭和 10 年     

元臺灣鉄道職員名簿     昭和 40 年     

臺灣紀錄兩種  上 、下           

台灣統計摘要     昭和 07 年   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大東亞共榮圈           

輝く日本海軍 松本贊吉 初 昭和 17 年   錦城出版社 

帳冊           

帳冊           

帳冊           

曲本（性樂軒）           

歷史寫真  265 號 多田鐵雄   昭和 10 年   歷史寫真會 

臺北州大觀（圖）           

溪湖西勢（圖）           

彰化の想い出  第 2 集（影本） 吉田道夫         

張廣福文件複製版--（古文書抽印本）（二

張） 
          

爆擊後の廣島東京   初 民 35 年   台灣出版文化社 

國民歌謠  54 輯、53、52、51、50、49、

47、43、42 輯（9 本） 
松田儀一郎 初 昭和 14 年   日本放送協會 

愛國行進曲 內藤健三 初 昭和 12 年   東京音樂書院 



 

 

臺灣自治制度改正十周年紀念人物史           

人文薈萃     大正 10 年     

日清戰爭寫真帖           

臺中州自動車協會紀念寫真帖           

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七十週年紀

念 
    1935     

借書登記           

彰縣八景 彰化縣文獻委員會 初 民 51 年   彰縣文献會 

彰縣八景 彰化縣文獻委員會 初 民 51 年   彰縣文献會 

彰縣八景 彰化縣文獻委員會 初 民 51 年   彰縣文献會 

新臺灣英文月刊  1947.3           

Jopanese Cherry 宮部幸三 初 昭和 09 年   財團法人國際觀光協會 

漢籍流通會圖書目錄           

影一矢野峰人詩集 矢野峰人 初 昭和 18 年   日孝山房 

影一矢野峰人詩集 矢野峰人 初 昭和 18 年   日孝山房 

臺灣の蕃地開發の蕃人 岩城龜彥       理蕃の友發行所 

琳琅山閣藝苑 張李德和 初 民國 42 年   嘉義市諸峯醫院 

今世今生 胡蘭成   民國 47 年 12 月     

支那慣用語句例解 三原增水   昭和 16 年 12 月   外語學院 

繡譜（手繪）           

增補摘要西洋史地圖 村川堅固 初 昭和 18 年   寶父館 

日月石元二郎  上、下 小森德治   昭和 03 年 04 月   台灣日日新報社 

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     民國 35 年     

臺灣文藝叢誌     大正 12 年     

臺灣城懷古集     1960     



 

 

臺灣文藝月刊     大正 13 年     

彰化勝蹟 林荊南 初 民國 46 年   彰化縣文獻委員會 

台灣的穴場本           

彰化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名簿 松本武男   昭和 12 年 12 月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臺灣油礦探勘處概況     35 年     

臺灣地方行政 杉崎英信   昭和 15 年 02 月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復建新篇 黃滄海   昭和 11 年   建化堂 

新縣制之各級民意機關           

臺灣文献 創刊號 林熊祥   民國 38 年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文化  2 卷 9 期 楊雲萍   民國 36 年   台灣文化協進會 

新大眾  12 月     昭和 19 年     

娛樂園第一輯           

臺旅月刊  二卷一期         台灣旅行社 

臺灣人士鑑         台灣新民報 

日本蛇類大觀         春陽堂 

祭祀用語抄本           

臺灣月刊 創刊號     民國 35 年     

新家庭食譜           

臺灣地方行政  第 9 卷 2 號     昭和 18 年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輔江  14     昭和 13 年   台南長老教中學 

臺灣文藝叢誌徵文  7-13           

臺灣文藝月刊  6：10    6：5  蔡世賢   大正 13 年   台灣文社 

文藝月刊 曾今可   民 38 年   臺灣文藝社 

臺灣文學     昭和 17.2 月   捷榮合資會社 

大屯  4 竹內壽臣   昭和 10 年     



 

 

日月潭週報  15 韓逋仙   民國 35 年   日月譚週報社 

總理陵園小誌 傅煥光   民國 22 年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永丰

社 

心掛け－つで結核無し     昭和 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新烹飪法 焦東樵子       民聲廣播電台 

臺灣地方行政 杉崎英信   昭和 16.4 月號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初等實用國文讀本  8 許克綏   民國 25 年   瑞成書局 

設立漢字統一全宗旨           

家庭容易做的玩具         台灣省農會 

中日對譯中華民國憲法     民國 36 年   台灣新生報社 

TAIWAN           

閨訓格言           

民權主義解說 金曾澄       一陽週報社 

漢譯臺灣所得稅金 河野道忠   大正 10 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重建之路 柯台山   民國 36 年     

華英中國姓氏表 張慎伯   民國 30 年   中華書局 

二十四孝故事           

臺中縣民眾反共自衛總隊講義           

臺灣文化論叢第一輯 富田芳郎等   昭和 18 年   清水書店 

臺灣五嶽           

臺中縣民防任務隊整編手冊           

臺灣天主教主 大國督   昭和 16   杉田書店 

印痕           

西湖博覽會參觀必攜         商務印書館 

聯勤倉庫業務講習班第一期同學通訊錄     民國 40 年     



 

 

南方詩集  189 簡荷生   昭和 19 年   南方雜誌社 

中央公論  昭和 19.6 月     昭和 19 年   綜合雜誌 

松竹文藝  3           

胡志明（第 2 篇）（第 3 篇）（第 4 篇） 

( 日小說) 
    民國 35 年   吳濁流 

台南圖書館一覽     昭和 12 年   台南圖書館 

TAIWAN           

西青筆記 史悟岡   民國 05 年   上海廣益書局 

萬物精神論     民國 08 年   上海廣學會 

桃花江 吳漫沙   民國 36 年   聖興書局 

鯤島逸史（上卷）（下卷） 鄭坤五   昭和 19 年   南方雜誌社 

台灣俚諺集覽     大正 03 年   台灣總督府 

我與我的思想 張深切   民國 37 年   中央書局 

純愛姻緣 林萬生   昭和 18 年   興南新聞社 

火花 吳漫沙       大同書局 

雨夜花         成功影業社 

張作霖演義 競智圖書館   民國 12 年   上海競智圖書館 

大上海 吳漫沙   昭和 17 年   南方雜誌社 

祭文 劉新居   昭和 06 年     

陳素卿與張白杭         貝易出版社 

綴網勞蛛 新文藝文庫   民國 46 年   啟明書局 

宕陰先生年譜 鹽谷溫   中正 12 年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 

臺北縣村里鄰長講習資料 梅達夫   民國 38 年   臺北縣府 

孝經         清松印刷館 

海疆  1.2 月合刊 歐陽可亮   民國 34 年   海疆出版社 



 

 

民主的臺灣 李青   民國 42 年   集粹雜誌社 

臺灣鄉土故事         台北市教育會 

臺灣省政府の新施政方針 台灣新生報社   民國 36 年   臺灣新生報社 

五二四事件的反省和警覺           

陳長官通知輯要     民國 35 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彰化市概覽     民國 36 年   彰化市府 

臺灣史綱 張其昀   民國 39 年   臺灣書店印刷 

臺灣 鄭伯彬   民國 37 年   中華書局 

臺灣地理綱要         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 

臺灣地理 王維屏   民國 37 年   新中國出版社 

臺灣地理 宋家泰   民國 65 年   中正書局 

臺灣誌         參謀本部 

蔣主席對於光復臺灣之準備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陳長官的施政方針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今日的問題     民國 47 年   自由中國社 

五虎鬧南京 卷一 文部省   昭和 12 年   大阪書籍株式會社 

閒話廣東人上海佬     民國 39 年   上海天干出版社 

看破世界 許炎墩   民國 46 年   瑞成書局 

閑人閒話 洪炎秋       臺中中央書局 

呂洞濱祖師史略 龍江萍   民國 45 年   指南宮 

骨鯁集 宋雲彬   民國 31 年   文献出版社 

梅原龍三郎畫集 大下春子   昭和 08 年   春烏會刊 

中國近代人物逸話 黃公偉編著 初 民國 38 年   全民日報經理部 

臺灣一年來之文書改   初 民國 35 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

處 



 

 

國民体力管理事務證明書   初 昭和 18 年   警務局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初 民國 36 年   中央印書局 

陳素卿命案偵查暨破獲報告         39.2 省警務處刑事總隊 

臺灣名勝指南     民國 37 年   臺灣旅行社刊 

陳長官治臺一年來言論集     民國 35 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陳公洽與臺灣     民國 36 年   南瀛出版社 

臺灣史百講 黃玉齋   民國 39 年   臺灣教育書局 

臺灣要覽 胡元璋       戰時中國出版社 

各省旅行會話         省國語推行辦公 

師友風義錄           

三國志演義（二集）（三集）（四集）         南方雜誌社 

中華民曆     民 56   三七堂 

台灣的天時地利人和           

五虎鬧南京 卷一     昭和 13 年   夏門會文堂書局 

新聞配達夫（送報伕） 楊逵       台灣評論社 

台灣名女人傳奇           

延安一月 趙超構   民國 35 年   新民報社 

西太佑秘史演義         國史小說社 

西太佑秘史演義         國史小說社 

大中華民國國歌集         民 34.10 

臺灣廣播歌選 蔡啟東         

泉州民間傳說集 吳藻汀         

斷鴻零雁 黃嘉謨作         

百貨店 雞籠生         

皇清誥授振威將軍 王得祿         



 

 

增補都門紀略     光緒 04 年     

大文豪的故事 艾瓏   民國 38 年   上海青城書店 

孔子演義 簡荷生   昭和 17 年   南方雜誌社 

陳Ｑ正傳 魯迅   民國 36 年   東華書局 

大鼻子的故事 楊逵   民國 36 年   東華書局 

柳鶯 茵茵   昭和 19 年   一南方雜誌社 

戰士佳作選         台灣新生報 

明星歌選  2           

奇俠救弱女   前 中           

台灣風物  43:4     1993.12   台灣風物雜誌社 

女俠言琴  上中下         福源書局 

中外戲法           

西遊記  上卷 西川滿   昭和 17   台灣藝術社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胡適 3 版 民國 39 年   自由中國社 

政敬紀要     庚○孔○日     

謝介石與王香禪 廖毓文   民國 45 年   南華出版社 

闇室燈         上海千頃堂書局 

治家格言 吳盛域         

臺灣群星錄           

三民主義概述 宋垣忠   民國 34 年   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 

民生主義概說 胡去非   民國 34 年   東寧書局 

民生主義概說 胡去非   民國 34 年   東寧書局 

樹棠文集 梁樹堂 初 民國 13 年     

中國名歌六十首   初 民國 35 年     

雞籠生漫畫集（二集） 雞籠生   民國 43 年     



 

 

西窗集     甲午之秋     

百勿唫集 吳守禮       高山文社 

學生手冊         員林職校 

（勝利年）日記  1 邱秋甲   民國 35 年     

奇俠教弱女（後）         金順成書局 

新南京指南 民 25 年       南京開明教育用品社 

小魔術（1 冊）           

地獄天堂（4 冊）   初 民國 43 年   國際資料供應社 

方北歌 全軍   民國 39 年   詩末文藝社出版 

歷史小品集 巴金   民國 37 年   正氣書局 

劉智遠投軍（全集）         日東大紅唱片 

倫敦遭難記 孫中山 初 民 34 年   青年出版社 

文素巨平虫文           

玲丁記 沈從文         

飛燕子鬧王府 育才 初 民 43 年   台灣天機堂 

一封的怪函 林萬生 初 民國 35 年   青年文藝出版社 

華新 李献瑋   昭和 09 年   大溪革新會 

紫禁城秘譚 吳相湘       遠東圖書 

臺灣四大俠     明末清初   台灣重光書店 

沈邊集 黑夫人 再版 民 46 年   百成書店 

日月潭  2（二冊） 韓逋仙   民國 35 年   日月譚週報社 

中國新文學概觀 楊肇嘉   昭和 05 年   新民會文存第三輯 

趣味集奇譚（臺灣江介石著）     昭和     

清代水利史研究 森田明   1974.03   亞紀書房 

臺灣商品概說     昭和 06 年 06 月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農業論 梶原通好   昭和 07 年 01 月   新高堂書局 

臺灣經濟生活         大公報第四輯 

臺灣始政四十周年紀念糖業國策○語○ 遠藤東之助   昭和 11 年   台灣新聞社事業部 

新流行歌集         軍國歌謠曲入 

現代臺灣經濟論 高橋龜吉   昭和 12 年 07 月   千倉書房版 

臺灣に農民の天國 石坂莊作   大正 05 年 03 月   台灣日日新報 

臺灣乃專賣（第 18 卷第五號）（食塩專

賣 40 周年） 
    昭和 14 年 05 月     

熱帶藝園（第一卷第一號） 馬場弘   昭和 06 年 01 月   臺北臺灣園藝品會 

臺灣商工十年史 杉野嘉助   大正 08 年 12 月     

パインアツプル 櫻井芳次郎   大正 14 年 10 月   南洋協會臺灣支部 

實地試驗は○○して滿點合格 菊池洋四郎       自動車青年社 

八堡圳水利組合概要           

臺灣案內 井東震 初 昭和 10 年   東京植民事情研究所 

地理學上よリ見たる臺灣の文化景觀

（富田芳郎） 
    昭和 11 年 12 月     

臺灣地學記事 丹桂之助   昭和 05 年 12 月   臺北帝大 

「フイリツピン斷層帶」群島地質構造

ソの關係 
    昭和 18 年 12 月   臺灣地學記事 

臺灣ての架け橋 山本良一   1981.03   蓬萊會關西支部 

鄭靜夫詩集 吳新榮   民國 50 年 05 月   宏仁醫院 

成親王竹枝詞           

游臺吟稿（附蓬萊飲湑集）           

去思集 鄭神寶         

陶村詩稿（全集） 楊珠浦 初 昭和 12 年     



 

 

臺疆慶頌錄   初 大正 03 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 

板橋詩苑別集 黃得時 初 民國 38 年   薇閣詩社 

東閣倡和集 猪口安喜 初 昭和 02 年     

貽和皇紀慶頌集 田川清波 初 昭和 18 年     

松濤閣詩草           

鹿江集  黃朝琴題 讓甫施廉       
施梅樵先生遺著出刊委員

會 

羅山題襟集 張李德和 初 民國 40 年   羅山題襟亭 

疑雨集卷一、二、三、四     民國 17 年   北市棋盤街掃葉山房 

潘淑英女士懿德揄揚篇           

邱仙根黃公慶二先生遺稿合刊 施梅樵 初 昭和 17 年   東亞書局 

平家詩史（63 前金言） 村山龜齡 三版 大正 05 年   博文館 

城縞(千金譜) 黃臥松 初 昭和 07 年   蘭記圖書局 

崇文社拾五週年紀念圖附追懷武訓廖孝

女詩集合刊 
          

擊鉢吟詩集(一套 7 本) 洪仁和 初 昭和 07 年   新竹德興書局 

崇文社全集(一套 6 本)           

滿蒙案內 太田徹夫   昭和 07 年 05 月   日本植民協會 

臺灣山胞神話故事 韓逋仙         

醫界葫蘆 鉄骨生編   民國 46 年 06 月   長春醫院 

臺灣         中華書局永章印刷 

臺灣神社誌 台灣神社社務所 8 版 昭和 09 年 05 月     

華新 李献璋   昭和 09 年 10 月   大溪革新會 

臺灣習俗 東方孝義   昭和 17 年 10 月   同人研究會 

臺灣風土文物     民國 45 年 09 月   民間知識半月刊社 



 

 

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 曾景來   昭和 13 年   台灣宗教研究會 

臺灣史綱           

臺灣近圖           

臺灣開拓史 沈雲龍   民國 55 年 11 月   國防總政治作戰部 

臺灣概況     民國 35 年 11 月   行政長官公署 

臺灣人文 張其昀   民國 43 年 07 月   省教育廳 

臺灣の植物 堀川安市   昭和 20 年 03 月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

店 

臺灣史綱 湯子炳   民國 35 年     

臺灣經濟生活     民國 34 年 04 月   大公報館 

廣播詞輯安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

處 
  民國 35 年 02 月     

臺灣概覽 柯台生   民國 36 年 02 月   正中書局 

臺灣史話（第二集） 張周天   民國 45 年     

臺灣史 馬銳籌         

臺灣案內 井東憲   昭和 10 年 09 月   植民事情研究所 

今日的臺灣（上冊） 徐子為   民國 35 年 01 月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三民主義是什麼？     民國 34 年 11 月   一陽週報社 

反普特刊 林宣鰲   昭和 05 年 09 月   赤崁勞働青年會 

清代州官胡傳臺東日記 羅鼎 初 昭和 50 年   臺東縣文献委員會 

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一輯     民國 35 年 05 月   行政長官公署 

RED STAR OVER CHINA           

臺灣現況參考資料         省新聞處 

臺灣歷史與文化 謝東閔   民國 52 年 07 月   中興山莊 

一脉相承 柯臺山   民國 51 年 11 月     



 

 

臺灣 李震明   民國 37 年 05 月   各埠中華書局 

命運之島 高達博士   民國 50 年 05 月   時時出版社 

外國記者團眼中的臺灣     民國 35 年 10 月   宣傳委員會圖書發行所 

中日兩國關之歷史上觀察           

採訪二年 李岳勳   民國 39 年 01 月   梅山鄉農會 

胡入のひ 金關丈夫   昭和 18 年 03 月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臺灣的風物 鄭為來   民國 53 年 06 月   省立出版社 

勅諭勅語寫         臺灣軍令部 

臺灣の家庭生活 池田敏雄   昭和 19 年 08 月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

店 

鯤島逸史（下卷） 簡荷生   昭和 19 年 03 月   南方雜誌社 

臺灣史百講 黃玉齋   民國 39 年 11 月   臺灣教育書局 

臺灣簡史 徐心野   民國 48 年   燈塔出版社 

臺灣史 馬銳籌   民國 38 年 09 月     

新臺灣流行歌曲 小鳳歌唱團         

歷史三字經           

孔子孝經 許炎墩 再版 民國 54 年   瑞成書局 

朱子治家格言           

○帋簿     昭和 09 年     

家禮大成 徐天有   民國 51 年   竹林書局 

中西戰紀           

存根簿   第參部 昭和         

碧血黃花     45   
中國國民黨台灣區鐵路黨

部委員會 

高小論說新範 錫山秦同培   民國 36 年   世界書局 



 

 

民主とは何ぞせ     民國 35 年   台灣新生報社 

覺修堂捐金簿 昭和 11         

國文百日通  1936 徐白冰         

臺灣省博覽會手冊 魏道明         

日本神武開國新攷補編 衛挺生         

國語と日本精神   初 昭和 13 年   文教局社會課 

臺灣省社會現況研究講述綱目           

開成館模範世界地圖     大正 11 年   東京開成館 

蒙古調查記         東方雜誌社 

西北史綱 賀嶽僧   民國 32 年   文信書局 

四書人物類典串珠           

四書正史 2 本         上海箤英書局 

臺中要覽     民 36   台中市政府 

宣傳技術研究 林紫貴   民 35     

經史百家簡編  卷 2     民國 12 年   商務印書館 

臺灣文學  9 月號 張文環   昭和 16 年   啟文社 

浮世繪界 樽崎宗重   昭和 16   浮世繪同好會 

The Court-Martial of the kaohsjung 

Defenclants 
          

新宣講大全一、二 洪英林堂       上海廣益書局 

新宣講大全三、四 洪英林堂       上海廣益書局 

新宣講大全五、六 洪英林堂       上海廣益書局 

新宣講大全七、八 洪英林堂       上海廣益書局 

革命運動小史 孫中山       盛興書局 

繡像俠義奇女傳           



 

 

和漢寫信不求人 張淑子 初 昭和 12 年   瑞成書局 

兩刀集 陶希聖   民國 44 年   全民出版社 

繪圖釋音百家姓         上海文華書局 

甘地的戒殺主義 李圓淨居士   民國 21 年   佛學書局 

繡譜（手繪）花物類           

臺灣民間文學集 李献璋   昭和 11 年   台灣文藝協會 

世界魔術戰法圖說 胡遇奇   民國 56 年   普天出版社 

臺灣郡縣建置志 周蔭棠   民國 34 年   正中書局 

臺灣戰紀 洪棄父 初 民 35 年   台灣書店 

臺共叛亂史   初 民國 44 年   內政部調查局 

臺灣の現實を語る 徐瓊二 初 民國 35 年   大成企業局出版 

瀛島傳記 黃師樵 初 昭和 09 年     

另一個戰場的勝利           

林氏家傳（線書） 莊嵩   昭和 14 年 03 月     

林氏族譜（線書） 林献堂   昭和 10 年 12 月     

大百科事典  下中彌三郎   昭和 13 年 03 月   株式會社平凡社 

地方情況           

和平鄉概況     民國 44 年   台中縣和平鄉公所 

太平鄉概況     民國 42 年   宜蘭縣太平鄉公所 

蘆聲 蘇遠志   民國 37 年 03 月   台北高級中學 

新麻拉里亞病論 山谷德治郎   大正 02 年 10 月   日新醫學社 

元宵記 西川滿   平成 10 年 12 月     

蔣渭水遺集 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       文化出版社 

臺灣雜詠           

夢覺山莊古稀紀念集 顏艮昌   昭和 17 年 03 月     



 

 

林献堂先生紀念集 葉榮鐘   民國 49 年 12 月     

忘憂洞天詩集           

水田逸六十壽言錄 吳新榮   民國 50 年 01 月   琑琅山房 

嘉義地方烈震報告     昭 17   台灣總督府氣象台 

新竹臺中烈震報告 台北觀測所   昭 11   台北觀測所 

員林郡概要     昭和 04     

葯字冊  2 種           

符書與葯方（冊）           

亂世吟草（線書） 曾今可   初 
民國 37

年 
台灣詩壇 

亂世吟草（線書）       
民國 37

年 
台灣詩壇 

海上唱和集（線書） 陳滿盈   昭和 15 年     

陋園吟集（線書） 久保田章   大正 13 年     

無悶草堂詩存（線書） 傅錫祺   昭和 08 年     

偏遠堂吟草（線書）     大正 03 年   春官第 

詠歸集（線書） 吳景箕   民國 43 年   雲林文献季刊社 

寄園詩葉  篁村（線書）           

臺灣雜詩           

省廬遺稿（線書）           

山川草木間 程兆熊   民國 50 年   原泉出版社 

裨海紀遊（線書） 林熊祥   民國 39 年 11 月     

南薰集（線書）     大正 04 年     

天真一閣外集（四）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冷紅詞（線書）           



 

 

興賢吟社自期詩集（線書） 黃薄造 初 昭和 12 年   員林興賢吟社 

東寧擊缽吟後集 曾朝枝   昭和 11 年 05 月     

瀛海詩集 黃洪炎   昭和 15 年 12 月   台灣詩人名鑑刊行會 

瀛洲詩集（線書）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線書）     民國 20 年     

對聯集錦 許克綏 初 民國 40 年   瑞成書局 

丈田算法校正○明卷下           

蔣渭水遺集         文化出版社 

新萬年書（線書）         上海中華書局 

理家要錄           

崇聖道德報  32 號 黃贊鈞 初 昭和 16 年   台北崇聖會出版部 

昭和詩文第十八帙第二集(2 本) 日下繁   昭和 03 年   雅文會 

旁觀雜誌  4ˋ  9、10 羅克典 初 民國 40 年   旁觀雜誌社 

旁觀雜誌  2 羅克典 初 民國 40 年   旁觀雜誌社 

臺灣地方行政（10 月號） 中越榮二   昭和 13 年 10 月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10 月號） 杉崎英信   昭和 15 年 10 月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11 月號） 杉崎英信   昭和 17 年 11 月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10 月號） 杉崎英信   昭和 16 年 10 月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臺灣地方行政（7 月號） 中越榮三   昭和 13 年 07 月   台灣地方自治協會 

大屯  5 木田敬次   昭和 11 年 08 月     

東西橫貫公路遊覽紀念           

旁觀雜誌  6 羅克典   民國 40 年 04 月   旁觀雜誌社 

41 年五月仙場調查 71 林班枯倒木報告           

小方壼齊輿地叢鈔（線書）           

救亡決論           



 

 

黃氏族譜（線書） 黃希隆   大正 14 年 11 月   黃氏祖廟 

林氏族譜（線書） 林献堂   昭和 10 年 12 月   林氏宗廟 

王有虞先生壽詩（線書） 王清淵   昭和 03 年 09 月     

籲天集（線書）           

湘夢遺稿下（線書）           

許世英老人手寫雙谿詩存（線書） 許世英 初 民國 50 年 07 月   大方文具印刷公司 

蓬贏詩集           

蕉牕吟草 吳景箕 初 昭和 17 年     

潘齡皋手札         儒林書社印行 

詩法入門（線書）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白香山之研究（線書） 施學習 初 昭和 15 年   台灣新民報 

新粧詞（線書） 鄭星五 初 昭和 05 年     

桃源人吟草（線書） 周石輝 初 民 48 年     

網溪詩集後編（線書） 楊仲佐         

臺灣雜詠合刻（線書）     民國 36 年     

詩海慈航（上）（線書） 謝汝銓   昭和 10 年   瀛社事務所 

詩韻寸珠（線書）     民國 06 年   掃葉山房 

古稀唱和集（線書）           

說園詩草（線書） 張善 初 昭和 20 年     

劍堂吟草 黃傳心 初 民國 43 年     

富士峯詩鈔 2 本           

現代詩抄（線書）           

雪窗遺稿（線書） 館森萬平   明治 38 年   台灣日日新報 

留東詩存（線書）           

對聯大觀 5 本           



 

 

臺灣雜詩           

奎府樓詩草 謝師熊 初 昭和 6 年     

愛國詩選集 鄭金柱         

臺灣詩海 前編  後編（線書） 賴子清   民國 43 年     

增廣詩韻全璧（一套 6 本）     民 08   上海錦章圖書局 

北牕吟草 陳榮銓 初 民國 46 年 01 月     

海日樓詩鈔 施梅樵 初 昭和 07 年   東亞書局 

詩海慈航（下卷）（線書） 謝師熊   昭和 10 年 10 月   瀛社出版部 

詩法入門（線書）     民國 30 年   上海東萊書局 

詩法入門（線書）           

詩詞合鈔（線書）           

擊鉢吟  六集上（線書） 洪仁和   昭和 07 年 10 月   德興書局 

擊鉢吟  六集下（線書） 洪仁和   昭和 07 年 10 月   德興書局 

擊鉢吟  二集（線書） 洪仁和   昭和 07 年 10 月   德興書局 

千家詩 李炳男   昭和 07 年 09 月     

海島回春           

葯書手抄（線書）           

起死回生妙方           

中葯秘方抄本 2 本           

新常識精典 小島德彌   昭和 11   歷山堂 

良葯方簿手抄本（線書）           

驗方新編續集（線書）           

遺光集 張耀焜 初 昭和 11 年   大明社 

增廣賢文（線書）           

勸世歌（線書） 李炳芳 初 昭和 09 年 03 月   斐成堂商會 



 

 

心弦集           

客家民謠精選 丘雲亮   民國 57 年     

臺灣省縣市歌集（上） 程璟   民國 39 年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反共抗俄歌曲集     民國 39 年   台灣省新聞處 

臺語戲劇、歌謠、說書詞選集     民國 41 年     

繡像姜女歌     道光 14 年     

昔時賢文     大正 13 年   台灣總督府 

增廣昔時賢文         中山書局 

增廣昔時賢文         中山書局 

增廣昔時賢文         中國書局 

增廣昔時賢文 綺文居   光緒丙午年     

增廣昔時賢文 周德芳   大正 02 年     

育生金鑑     民國 48 年   心德佛堂 

中國實用葯物學 宛平趙賢齋   民國 22 年   上海廣益書局 

眼科（線書）           

喉咽退毒妙方手抄本（線書）           

醫學三字經卷四（線書） 陳修園         

醫學三字經一、二（線書） 陳修園       右文堂 

醫學三字經三、四（線書） 陳修園         

祖傳秘方抄本（線書）           

驗方新編正集七、八、九、十（線書）           

時病論（線書） 青浦陳蓮舫 九版 民國 21 年 09 月   上海廣益書局 

難紀脈絕（線書） 王叔和         

黃帝內紀（線書）           

公餘醫錄 5 種--2 本（線書）   民國     上海廣益書局 



 

 

11 年

癌症心法（線書） 聶久可         

民間葯冊（線書）           

經驗良方大全（二）（線書） 鉄城黃伯垂         

御纂醫宗金鑑內科（上、下冊）（線書）         鴻寶齋書局 

醫宗金鑑 5 本（線書）   
宣統

元年 
    簡青齋書局 

電公炮製葯性賦解合集（線書） 琴石山人 初 民國 15 年 06 月   上海會文堂書局 

臨證指南醫學案 2 本 葉天士         

傷科秘傳本手稿（線書）           

神葯化經用水（線書）           

醫宗金鑑外科  木刻版  12 本（線書）           

東寧擊鉢吟后集 曾朝枝   昭和 11 年     

靜遠樓詩集（線書）           

東寧草           

昭和國難詩集（線書） 前野四郎   昭和 07 年 06 月     

臺灣詩薈第六號 連雅堂   大正 13 年 07 月   台灣詩薈發行所 

曙村詩草 松林秀旭   昭和 19 年 03 月     

肖巖草堂詩鈔 呂汝玉   大正 08 年 07 月     

南史詩稿           

臺灣官紳年鑑 林進發   昭和 07 年   民眾公論社 

今日的臺灣 （上冊） 徐子為   民國 34 年 11 月   中國科學圖書 

臺灣史百講 黃玉齋   民國 39 年   臺灣教育書局 

自由意志的發祥地  臺灣 柯台生   民國 38 年 01 月     



 

 

臺中州鄉土地誌 杉目妙光   昭和 11 年 15 月   棚邊書局 

我們攜起手 新竹市立中學  黎子松   民國 37 年     

名典選集 葉培根   民國 35 年 03 月     

臺灣早稻田大學同學會  同學通訊錄 56.11         

臺灣史綱 張其昀   民國 39 年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臺灣革命史         新民書局 

八卦丘陵南部附近の經濟地誌 富田芳   昭和 07 年 10 月     

臺灣概覽（愛眉文庫） 陳民耿   民國 36 年 02 月   正中書局 

平臺紀略（線書）           

朱成功傳（線書） 館森鴻   大正 02 年 07 月     

臺灣省博覽會手冊  魏道明         

從軍慰安婦‧慶子 千田夏光   昭和 59 年 02 月   株式會社光文社 

日本陸軍畫報  7 月號           

婦人の疾病 安川萬   昭和 17 年 08 月   皇民奉公會 

皇民時局讀本 黃宗葵   昭和 18 年 12 月   台灣藝術社 

臺灣を子リかえれ 雷樹水 再版 1974.12     

熱帶林木調查一     大正 10 年 05 月   
東京帝國大學農制部附屬

演習林 

熱帶林木調查二     昭和 02 年 04 月   
東京帝國大學農制部附屬

演習林 

臺灣二先育スでキ熱帶林木調查一（大

正 6 年 12 月 1 日） 
渡邊八太郎       

東京帝國大學農制部附屬

演習林 

臺灣二先育スでキ熱帶林木調查二（大

正 7 年 6 月） 
渡邊八太郎       

東京帝國大學農制部附屬

演習林 

臺灣二先育スでキ熱帶林木調查三（大 渡邊八太郎       東京帝國大學農制部附屬



 

 

正 8 年 3 月） 演習林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42 輯）     昭和 14 年 01 月   台灣總督府 

防諜讀本 田上忠之   昭和 13 年 08 月   臺灣公論社發行 

軍隊慰安婦 金一勉 3 版 1979.08   現代史出版會 

戰後四十年 高橋三郎   1986.10 月   株式會社教文館 

日常挨拶讀本 山口和喜   昭和 18 年 11 月   文化教育會 

保甲常識讀本 下山元七   昭和 08 年 10 月   臺灣新聞社 

臺灣統治即建國事業 長尾縣德   昭和 07 年 02 月     

旬刊講演集（ 近の支那財政經濟）  昭

和 7 年第 26 輯 
谷川時次   昭和 07 年 09 月   東京講演同好會 

旬刊講演集  第 11 卷第四輯 谷川時次   昭和 08 年 02 月   東京講演同好會 

台新旬刊           

必勝國民讀本 德富猪一郎   昭和 19 年 08 月   每日新聞社刊 

講演集（身な以て軍機な護）     昭和 10 年 06 月   臺灣講演同好會 

旬刊講演集  滿洲國承認と聯盟會議

（27 輯） 
谷川時次   昭和 7 年   東京講演同好會 

旬刊講演集  大英世界幕府とインド  

第十一卷  15 輯 
谷川時次   昭和 08 年 05 月   東京講演同好會 

旬刊講演集  隨處為主  昭和 7 年 22 輯 谷川時次   昭和 07 年 08 月   東京講演同好會 

旬刊講演集  非常時日本の外交  第 11

卷第 10 輯 
谷川時次   昭和 08 年 04 月   東京講演同好會 

旬刊講演集  滿洲問題の認識  昭和 7

年第 30 輯 
          

防空必勝の心構て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 

中支戰線異狀なし 唐澤信夫   昭和 13 年 09 月   三和印刷所 



 

 

事變はどう片つくカ 小林一三   昭和 14 年 07 月   實業之日本社 

改姓名參考書           

皇民手帳     昭和 07 年 03 月     

必勝國民讀本 德富猪一郎   昭和 19 年 08 月   每日新聞社 

改姓名全書 武田壽夫   昭和 19 年 09 月   臺灣改姓名推進會發行 

く輝は光榮 三屋靜   昭和 08 年 03 月   台灣教育會 

時局防空  必攜 黑澤平八郎   昭和 18 年   台灣總督府 

太平洋戰爭の真相     民國 35 年 08 月   民報印書館 

終戰記 下村海南   昭和 23 年 10 月   鎌倉文庫 

皇民奉公經 莊萬生   昭和 18 年 07 月   瑞成書局 

敗戰後日本真相 謝南光   民國 35 年   民報印書館 

從軍感想（一）本島人從筆者の手記     昭和 14 年   台灣總督府 

日本を裁く東京戰犯法廷實錄 東京朝日新聞記者   民國 36 年   台灣文化協進會 

歌謠集粹 趙以舒   民國 43 年   中國醫藥新聞社 

詩韻合璧           

孔雀屏詩集 黃守漢   民國 59 年 04 月     

疏香閣集           

科山生壙詩集           

俚歌百首（香林自署） 駱香林   民國 62 年 09 月   華光書局 

東醫寶鑑（下）         上海錦章圖書局 

詩鈔(剪貼簿) 石秋水著         

詩鈔三(剪貼簿) 石秋水著         

蔡貞節母五十壽號 蔡年亨   大正 12 年 07 月   台灣新聞社 

恬廬屋遺稿           

海鶴樓詩鈔（上）           



 

 

雪濤吟草 鹿江（施性湍著）         

昭和詩文  第十七帙第五集（二本） 日下繁   昭和 02 年 09 月   雅文會 

昭和詩文  第十七帙第八集           

比竹餘齊           

環鏡樓唱和集 顏國年   大正 09 年 06 月   台灣日日新報社 

福州歌謠甲集 魏應麒   民國 18 年 06 月     

蓬贏詩集第一編  第三編(剪貼簿) 流仙石秋水編著         

蓬贏詩集第二編 (剪貼簿) 流仙石秋水編著         

新生報合訂本（37.11）           

滿洲帝國帝國寫真           

增廣賢文           

百家姓           

戰時下の台灣經濟 林佛樹   昭和 14   台灣經濟通信社 

台灣日日新報創立三十週年記念講演集 石原幸作   昭和 4     

葫蘆           

台灣風物  43:4     1993.12   台灣風物雜誌社 

市街庄會計事務取扱規程樣式   不詳 昭和 10 不詳 不詳 

台灣地方行政   初 昭和 11 臺北市 台灣自治協會 

美國總統相片           

蔣總統相片寫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