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著資料庫追尋
臺灣歷史記憶圖像

劉雅姿



內容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日治時期繪葉書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臺灣記憶系統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地圖資料庫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寫真資料庫

 圖片下載使用注意事項



*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取自台大
圖書館的
館藏，有
需要時可
查證原書

亦收錄於文化部
「國家文化資料
庫」









到圖書館館藏目錄
查得原書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之使用注意事項

 基於個人學術用途使用本網站內容，請註明出
處。

 任何商業機構或團體，非經本館書面同意，不
得以任何形式轉載、重製、散布、公開播送、
出版或發行本網站內容。

 要求轉載本網站內容、服務或請求其他利用，
請洽本館特藏組：

02-3366-2346

tulcg@ntu.edu.tw。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臺大圖書館的臺灣研究資源





日治時期繪葉書

 展示本館收藏逾千筆繪葉書，主要來源(1)：

臺北帝國大學增田福太郎教授收藏—曾擔任臺灣總
督府宗教調查官，所藏多為臺灣民間信仰、佛教、
道教及各地神社之繪葉書。

繪葉書: 日文的風景明信片之意
（エハガキ；Ehagaki postcard）



日治時期繪葉書

 展示本館收藏逾千筆繪葉書，主要來源(2)：

 2011年向台中文史工作者郭双富先生購入的600餘
件繪葉書—

「大正十二年(1923)皇太子殿下行啓紀念繪葉書」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1935)台灣博覽會」

「昭和十年（1935年）滿洲國皇帝陛下御來訪紀念繪
葉書」

臺中州政府、銀行、學校等當時建築的珍貴照片。



日治時期繪葉書

 展示本館收藏逾千筆繪葉書，主要來源(3)：

醫學院錢宗良教授贈送所藏明信片圖檔

臺北帝國
大學





可查到不少風景名勝
的明信片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可查詢
籤詩文字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收錄1860~1945年間共25,000幅台灣寫真照片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可透過地圖瀏
覽的方式觀看特定地區的寫真照片，並提供實
際地理位置的經緯度、現今行政區資訊。

 日文資料有中文編譯以便對照

 限台大 IP 使用，校外連線須設定 VPN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照片來源(1) --

地理歷史概要介紹的出版品 :

《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臺灣篇》

《臺灣介紹最新寫真帖》等。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照片來源(2) --

突顯在地特色的「地方大觀」，例如:

《臺北市大觀》、

《宜蘭大觀》、

《臺南市大觀》等。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照片來源(3) --

反映產業風貌的「會社寫真」，例如: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寫真帖》等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照片來源(4) --

報導事件的紀念寫真、

宣揚政績的官方出版品、

觀光宣傳品與風景明信片等





兩種查詢模式—地圖 & 資料庫

進入資料庫首頁後，
若無法看到此一臺灣
地圖，則需進行瀏覽
器的相容性檢視設定



IE 10 及 11 需作相容性檢視設定



地圖模式



地圖模式(1)



圖片說明有中文編譯



地圖模式(2) 可不設定關鍵字, 直
接於地圖上滑動游標
到目標地點, 再利用

此功能找圖



地圖模式 overview

41

切換模式

檢索區

檢索結果
顯示區

例如：
8個地點
61筆資料

切換不同
年代版本
的地圖

看大圖、
按右鍵下載圖片

檢索結果
顯示區

例如：
8個地點
61筆資料

切換不同
年代版本
的地圖

看大圖、
按右鍵下載圖片



地形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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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底圖切換成其他地形圖？





資料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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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名

圖說

書名



資料庫模式



查詢結果詳目



切換成查詢
結果簡目



連結所需影像



開啟詳目



輸出查詢結果



輸出查詢結果



輸出查詢結果 : 下載 (html壓縮檔)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建議使用 IE

瀏覽器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採用遠流出版之1904年繪製《臺灣堡
圖》，並與中研院計算機中心合作，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的技術，開
發成古今地圖的對照閱覽系統。

 收錄遠流出版《認識臺灣：回味1895-
2000》。文字加上照片、風景明信片、
郵票、廣告、海報、商標、紀念戳等
圖像，讓每一年的臺灣大事紀更具臨
場感。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古今地圖

若未出現臺灣
地圖, 請進行相
容性檢視設定



點選地標超連結, 可
查得相關延伸資料







可切換古
今地圖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行政區圖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年代，可觀看兩張不同時代的行政區圖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

石川欽一郎水彩畫作
「台北新公園」



臺灣百年時空
歷史知識庫

 年度大事



1909年年度大事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圖片瀏覽

收錄知識庫中
出現的所有圖
片，共有圖片
1200多張



影片瀏覽

請用 IE 瀏覽器
觀賞影片





臺灣記憶系統











亦收錄新聞影音資料





線上收看













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灣寫真帖」資料庫共計1萬0,215筆資料

 內含國立臺灣圖書館珍藏寫真帖共82冊 (多數為
海內外孤本)

 附有中文翻譯說明，方便讀者查詢利用。



 臺灣寫真帖資料庫收錄寫真帖一覽表

大都是本館
也未收藏的
寫真帖

http://stfj.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McFeK/fulltext?fulltext=dDLT/DLV//E&dbpath=/opt/fb32/etc/gsnews.db




資料庫建檔採用之關鍵詞會影響查詢，
需瞭解當年通用的名稱，以增進查詢結果

此資料庫以「孔子廟」
或 「全臺首學」作關鍵
詞，若單以「孔廟」查

詢，查無結果



此一寫真資料庫
所查得之縮圖都
不太清晰，原始
圖檔需洽國立臺

灣圖書館



另一選擇：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查詢結果可直接線上看全文影像







延伸資源

 海外歷史圖資徵集與典藏—古輿圖、舊地圖、老
航照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

 臺灣歷史文化地圖系統 (THCTS)
(http://thcts.ascc.net)

 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ulture.tw/Default.aspx)

http://gis.rchss.sinica.edu.tw/GIArchive/
http://thcts.ascc.net/
http://nrch.culture.tw/Default.aspx


 合理使用浮水印之圖檔，請註明資料來源

 合理使用範圍
 製作課程簡報、撰寫課程作業、撰寫博碩士論文、投稿期刊文章

 資料來源引用實例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

32&id=5575&1&pk=seq&showlevel=2

 如需使用清晰圖檔，請洽詢原典藏單位
 台大圖書館特藏組電話 3366-2346

 信箱 tulcg@ntu.edu.tw

 依照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重製與利用收費要點收費

圖片下載使用注意事項

http://www.lib.ntu.edu.tw/node/125


練習題

記憶中的「中華商場」何處追憶？



記憶中的「中華商場」何處追憶？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日治時期繪葉書

臺灣宗教民俗資料圖錄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

臺灣記憶系統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國家文化資料庫



謝謝聆聽 ytliu@ntu.edu.tw

圖片來源: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取自《臺北市大觀》, 臺北 : 南國寫真大觀社, 1931. 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