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8年12月起，國科會人文處委託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執行

「第二外語（日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在21位日語學門專家學

者的指導與協助下，歷經學群分析、資料庫試用、意見評估、議價

採購等程序，最後為全國170餘所大專院校引進11種日語資料庫，

並蒐集逾400種可公開取用的免費網路資源，彙整於日語研究資源建

置計畫網站，主題涵蓋法律、政治、歷史、藝術、文學、語言、宗

教、經濟、臺灣研究等，形式除圖書、期刊、報紙外，也有影音多

媒體等資料，冀為全國日語學術資源最豐富的入口網站。

　　為方便讀者更有效率地使用日語資源，特製作資源指引手冊，

依主題領域介紹本計畫所引進之資料庫及常用公開取用資源，另有

更詳盡之日語學術資源，可於網站上尋得，歡迎大家多加利用。

◆ 國科會人文處日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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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方式

檢索結果

1. 關鍵字查詢：輸入關鍵字後點選　　　　　。

2. 學科主題瀏覽：勾選有興趣之學科主題（可複選）後點選　　　　　。

3. 資料類型瀏覽：勾選有興趣之資料類型（可複選）後點選　　　　　。

4. 關鍵字、學科主題、資料類型併用檢索：可同時鍵入關鍵字、勾選特定學科主題或資料

類型，最後再點選　　　　　。

每次瀏覽/檢索結果，皆再區分為電子資料庫、微捲、CD-ROM、公用取用電子資源4種形

式，方便使用者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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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列表

每項日語研究資源提供學科主題、資源形式、資料類型、收錄年代、製作單位、使用單

位、內容介紹、使用說明、使用手冊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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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源指引 —綜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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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cat Plus ● htt p://webcatplus.nii.ac.jp/

Webcat Plus 是日本全國大學圖書館之聯合目錄，提供檢索圖書、雜誌之

書目與典藏機構之資料庫，可查詢到特定館藏資料於哪些日本大學圖書館

中有典藏。

一、圖書

此處介紹的圖書查詢資源，包含圖書館、新書資訊、以及網路書店三種主要管道，均是可

以收集日本地區書訊的參考來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2.総合目録ネットワーク ● htt p://unicanet.ndl.go.jp/psrch/redirect.jsp?type=psrch

為日本國立國會圖書館與各公共圖書館之聯合目錄，共有65個圖書館之館

藏目錄可於本系統中查詢。

(一) 圖書館

除直接至特定圖書館館藏目錄查詢外，另可利用聯合目錄一次查詢多所圖書館館藏，最知

名的兩個系統為《Webcat Plus》與《総合目録ネットワーク》，前者為大學圖書館聯合目

錄，後者為公共圖書館聯合目錄。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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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書資訊

日本全国書誌 (Japanese National Bibliography Weekly List)
 ● htt p://www.ndl.go.jp/jp/publicati on/jnbwl/jnb_top.html

是每週更新的日本國內出版品總目錄，其收錄的內容包括：

(1) 編輯來自日本國內、外依日本國家規定的寄存制度繳交予日本國會圖

      書館之圖書資料；

(2) 日本國會圖書館透過交贈、購買等方式而取得之國內出版品及外國刊行的日文出版品。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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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名網路書店

網路書店除可即時獲知日本新出版品資訊外，亦可獲知購買管道，以下簡列較知名的日本

新書與二手書網路書店：

※日本の古本屋為日本二手書訊的聯合查詢網，但僅提供查

詢平台，消費者仍需與各二手書店進行交易

紀伊國屋書店 bookweb
● htt p://bookweb.kinokuniya.co.jp/

Amazon JP
● htt p://www.amazon.co.jp/

JBOOK
● htt p://www.jbook.co.jp/p/p.aspx

BK1
● htt p://www.bk1.jp/

Book off 
● htt p://www.bookoff online.co.jp/top/CSfTop.jsp

日本の古本屋
● htt p://www.kosho.or.jp/to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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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文獻

期刊文獻為進行學術研究時最常閱讀與參考的資料類型，日本學術期刊最大的查詢入口網

即為本次計畫購買的《CiNii》，由日本國立情報學研究中心(Nati onal Insti tute of Informat-

ics，簡稱NII) 建置，除以NII既有的NII-ELS(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期刊文獻資料庫為基礎

外，亦已幾近完整、或部分涵蓋數種日本主要的期刊資料庫內容，以下將分別簡介：

CiNii  ● htt p://ci.nii.ac.jp/

收錄各領域之日文期刊(Journal)或大學紀要(Bulletin)文獻，每週一更新，

現已超過1300萬筆資料，其中超過320萬筆直接附有全文，另廣納多種管

道串聯外部全文。主要資料來源如下：

NII-ELS

NII製作，收錄日本300個學會的7000種學術期刊，以及來自800所大學院校的5800種大學

研究紀要，總文獻量超過400萬筆。提供全文或摘要，部分標示”有料”全文需額外加入會

員付費觀看。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4/1-20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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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索引データベース

全名《Citati on Database for Japanese Publicati ons》，簡稱CJP，由NII製作，選錄NII-ELS資

料庫中，約1700種自然科學領域的學術期刊，將各篇文章的參考文獻建檔，提供這些文

獻間引用、被引用關係的查詢，參考文獻回溯年份不一，最早回溯至1992年。

JAIRO

全名《Japanese Insti tuti onal Repositories Online》，由NII製作，整合日本160所大學之機構

典藏系統，資料量超過100萬筆。CiNii收錄JAIRO內93個單位中、資料類型為期刊文獻、

且附有全文的資料，CiNii收錄的總文獻量超過41萬筆。

JAIRO網址：htt p://jairo.nii.ac.jp/en/

雑誌記事索引データベース

簡稱NDLJPI，日本國家圖書館製作，收錄近2萬種全國學術期刊、大學研究紀要、以及來

自核心出版社的專業雜誌，總文獻量超過770萬筆，僅提供書目資料。除少部分資料未收

錄於CiNii外(科學技術編1965-1974年；自然科學編1959-1964年)，其餘均已為CiNii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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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AGE、 Journal@rchive

由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JST)所建置，目前收錄超過600種期刊、125種會

議論文、以及超過40種JST報告書，其中約有200種為英文期刊。就學科主題而言，以工

程科技、醫學類為主，亦有部分屬於人文社會科學類。另有《Journal@rchive》(http://

www.journalarchive.jst.go.jp/)用於儲存《J-Stage》期刊的過刊部份，許多均已回溯至創刊

號。部份經JST同意的文獻會被收錄於CiNii中，CiNii收錄的總文獻量約10萬筆。

J-STAGE網址：htt p://www.jstage.jst.go.jp/browse/。 

其他全文管道

部分資料透過CrossRef、醫中誌等管道作全文串聯，但能否開啟全文則視所在單位是否具

使用權而定。

註：在CiNii涵蓋的多種資料來源中，以JAIRO與JSTAGE較未完整收錄，建議使用者可再進一步查詢

以獲得更完整的期刊文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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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完整的期刊資料庫，收集日本國內眾多期刊，必須參考的研究資料庫索

引，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寫作論文時不可或缺的論文索引工具。

類似國家圖書館的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及中文電子期刊服務，收錄內容涵蓋廣泛。...

對於搜尋早期日文期刊與出版資料有相當大的助益，是一個讓使用者與研究者方便取得

即時研究參考論文，或透過館際合作取得重要研究資料的重要資料庫。

該論文資料庫為日本具有公權力與跨學界之高度的日本國立情報研究所研發建立，其

所收錄的期刊量與情報量均無可置疑。嘗試搜尋「青花」一詞，共有87項結果。因為

日本語詞的關係，首幾條書目為關於青色花卉的生物研究。但接下來數十條均與陶瓷

史上青花瓷研究高度相關。其中包含大和文華、陶說、日本文化史研究、東京國立博

物館研究誌、泉屋博古館紀要、芸術學研究等等主要期刊；並收錄龜井 明德、弓場 

紀知 、今井 敦 、施 菲、宮崎 法子、菊池 誠一、出川 哲朗 、長谷川 祥子等該領域的

主要學者論著。搜尋「染付」則有170條相關研究論著，均有助於研究。

─廖肇亨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盧慧紋 (國立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助理教授)

─施靜菲 (國立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副教授)

專家學者推薦 ─CiNii

三、機構典藏

機構典藏(Insti tuti onal Repository, IR)是一個機構(大學)將本身的研究產出，如期刊及會議論

文、研究報告、專書論著等，以數位的方法保存全文資料，並建立網路平台，以增加研究

成果的能見度。如同臺灣地區的TAIR，日本也有JAIRO，提供一個整合查詢各處林立IR系統

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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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関リポジトリポータル(Japanes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nline，JAIRO)
● htt p://jairo.nii.ac.jp/

由國立情報學研究中心(Nati onal Insti tute of Informati cs)建置，為日本國內

各機構典藏的整合入口，包含日本各學術機構所產出之期刊論文、學位論

文、研究紀要、研究報告等，迄今共納入160個機關，近100萬筆書目資

料，部分可直接連結全文。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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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Knowledge ● htt 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

提供約30種日本重要出版社之百科事典、字詞典、多媒體、叢書等資料

類型：

四、字典/百科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4/12/31

百科

收錄知名出版社的英、日文百科，包括小學館的《日本大百科全書》、講談社的《Ency-

clopedia of Japan》。

字辭典

收錄多種日文、外語字辭典，包括小學館的《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二版，提供特定詞彙的

釋義、方言、語源、發音，可供日本語言學習參考；《字通》為日本漢字研究學者白川

靜大師所編著漢字辭典，可針對特定漢字說明字訓、字音、字形(提供說文、甲骨、金文

三種字形)、古訓、聲系、語系、以及該字發展出的熟語與下接語，是研究漢字的重要典

籍。另外尚有英德法西等多國外語辭典。

歷史資源

收錄《日本歷史地名大系》，包含日本列島47都道府縣之20萬筆地理資料，可查看特定行

政區域的歷史地理說明、重要議題介紹、明治復刻地圖、舊郡界圖、自然環境地名圖、行

政區變遷一覽表等相關資訊。另有《國史大辭典》，為涵蓋完整日本史各時期的歷史百科

辭典，全套15集(17冊)，包含5萬4000多項詞條，執筆作者高達3500位，內容涵蓋考古、

民俗、宗教、美術、國語學、國文學、地理等，為日本史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資源。

全國同時上線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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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有用的資料，網羅齊備。對人文社會學者極有助益，另外平凡社東洋文

庫所收論著或資料，皆出於名家手筆，更值得細細品味。

─廖肇亨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多媒體與網路資源

精選網路資源與具歷史意義的影音多媒體資源，可於查看相關主題條目時作為延伸參考

的素材。 

專家學者推薦 ─Japan Knowledge

用語・人名・情報

收錄名人查詢的《日本人名大辞典》、《JK Who’s Who》；日本用語起源、背景、發展查

詢的《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亀井肇の新語探検》、《情報・知識imidas》等。

雜誌記事

收錄《日本の論点》、《週刊エコノミスト》、《NNA：アジア＆EU国際情報》等日本時

事與評論雜誌。

...筆者現今在進行台灣與日本的飲食文化研究，若在資料庫中檢索「んぷら(天麩

羅，指日本菜的「炸蝦」或「甜不辣」)」，則會出現18筆資料。詞彙的意思及歷史

固然會出現，同時關於現在的日本是如何使用「てんぷら」此一詞彙，會透過各種

比喻來說明，相當簡明易懂。此外，對於筆者而言較有用的是方言的相關情報。透

過此資料庫的方言地圖，可以瞭解到「てんぷら」在日本各地其實是代表著不同的食

物。若更進一步檢索，或許可以推測出現在台灣所謂「てんぷら」的用法，是由日本

何處所傳入。當然僅僅以此資料庫的內容並未能確實地作出結論，然而在作為往後

進行研究上的參考線索，是極為有幫助的。

─橫路啟子(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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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ミダス歷史館 ● htt ps://database.yomiuri.co.jp/rekishikan/

收錄日本最大報《讀賣新聞》自創刊迄今之全版報紙影像資料庫。《讀賣

新聞》創刊於1874年，歷經明治、大正、昭和戰前、昭和戰後、平成，

對於近現代史、日本史、台灣史、殖民地史、中日戰爭等研究均有參考價

值。本資料庫同步收錄1989年創刊的英文版《The Daily Yomiuri》。

五、報紙新聞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4/12/31

全國同時上線30人

報紙新聞可幫助我們迅速掌握時事脈動與社會變化，本次計畫即採購日本第一大報《讀賣

新聞》資料庫，此外亦匯整知名日本新聞報紙與通信社網站，開放部分近期新聞供線上瀏

覽。

專家學者推薦 ─讀賣新聞

...對於研究明治時代起的近代史、世界史、近現代文藝復興的日本、中國大陸、台灣之

相關系現象，提供非常完備的資料。

─葉淑華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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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名新聞報紙與通信社

朝日新聞 ● htt p://www.asahi.com/

時事通信社 ● htt p://www.jiji.com/

日本新聞協會，會員一覽表
● htt p://www.pressnet.or.jp/member/每日新聞 ● htt p://mainichi.jp/

共同通信社 ● htt p://www.kyodo.co.jp/

NHK新聞
● htt p://www3.nhk.or.jp/toppage/navi/news.html

※可於另一本計劃採購之《Westlaw Japan》資
料庫內獲得2002年迄今之時事通信社新聞

※此網站已匯整多數的日本新聞媒體網站，

可按地區瀏覽

...因報紙的內容包含了當時的國際、經濟、政治、民生、育樂，因此可從各種角度觀察

日本在二次大戰前後的變化，例如時事、流行風格、社會風氣、語言使用等。對於社

會學或語言學研究，皆能提供不少珍貴資料。在教學上，可擷取近年的報導、社論、

專欄、短評等，讓學生閱讀或練習翻譯，如此教學便能貼近生活並符合時勢。...

─盧慧紋 (國立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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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ポータル
     （National Diet Library Digital Archive Portal） 

     ● htt p://porta.ndl.go.jp/portal/dt

又名「PORTA」，國立國會圖書館製作，整合超過50種線上資源，主要形式包含：

數位典藏系統：國會圖書館《貴重書画像データベース》、秋田県立図書館貴重書典藏、

石川県立図書館貴重書典藏等。

Web Archiving Project：網站典藏。

期刊資源：CiNii、NDL Japanese Periodicals Index、J-Stage等。

JAIRO：機構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重要文史資源典藏：青空文庫、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等。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網路上各種主題與資料類型的資源分散林立，日本國立國會圖書館與國立情報學研究中心

(NII)分別製作了可整合查詢多種資源的兩大平台，方便使用者將分散的資源一網打盡！

六、綜合資料類型

2. GeNii ● htt p://ge.nii.ac.jp/genii/jsp/index.jsp

國立情報學研究中心(NII)製作，整合該機構建置的五大資料庫如下。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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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ii：期刊文獻查詢系統。

Webcat Plus：圖書館聯合目錄查詢系統。

JAIRO：機構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KAKEN：科學研究費補助報告查詢系統，收錄從1965年起，得到由日本文部科學省(Min-

istry of Educati 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與日本學術振興會(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 on of Science)兩個機構所補助的學術經費而做成的研究成果與學術報告。

NII-DBR：全名《Academic Research Database Repository》，為NII針對各種學科主題資料

庫建置的整合系統，現已包含29個資料庫、資料總量達150萬，主要來源為各學會的學

科主題書目資料庫，如：人文地理學會的《地理學文献データベース》、日本建築學會

的《日本建築學会文献索引データベース》、日本獨文學會的《日本独文學会文献情報

データベース》、日本家政學會《家政學文献索引データベース》、日本家庭科教育學

會的《家庭科教育教材データベース》、日本社會學會的《社会學文献情報データベー

ス》…等；另有國會圖書館的《博士論文書誌データベース》，以及文史相關的《古文

書目録データベース》、《東南アジア関係文献目録データベース》、《日本における中東・

イスラーム研究文献目録》、《中央アジア研究文献目録》…等。詳細收錄資料庫與更新

狀況請參考「收錄一覽表」：htt p://dbr.nii.ac.jp/infolib/meta_pub/DbList。

※與前述PORTA的最大不同，在於GeNii整合的資源均為學術文獻資料庫，而PORTA則延伸至數位典藏、網

站典藏等圖像資源。另外，GeNii僅會列出各資源前5筆檢索結果，欲獲得完整的檢索結果，仍需連結至個

別資料庫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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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資源指引 —人文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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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歷史

1. 日本近代文學館 ● htt p://yagi.jkn21.com/

太陽：明治28年1月(創刊號)~昭和3年2月(1895年~1928年)，報導當時

的政治、經濟、社會、產業(殖民地)歷史、地理、自然科學、藝術、家

庭、台灣人文族群研究(原住民)。

文藝俱樂部：明治28年1月~大正元年12月(1895年~1912年)，涵蓋美術、演劇、落語、風

俗等領域。

校友會雜誌：明治23年11月~昭和19年6月(1890年~1944年)，舊制日文第一高等學校校友

會期刊，實際上也是日本帝國文物集成。有漱石的俳句、谷崎川的處女作、和辻哲郎、

羽仁五郎、村山知義…等藝術巨匠的多數作品集。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5/2/28
全國同時上線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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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收之三種刊物，在近代文學都有很大的影響，不獨日本（乃至於台

灣、中國、韓國、越南），乃至於東亞整體的知識份子的知識素養莫不受

其影響。梁啟超的多篇文章甚至標題就仿自太陽雜誌，對認識近代東亞知

識份子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第一高等學校校友會雜誌」而言，因為其蒐錄有當時各個筆者照片等，對

於教授近代文學時，可以藉由圖像說明(例如:川端康成等)強化學生學習動機與興

趣。...又如「文藝俱樂部」的史料，特別是對於要研究日據時代的學者而言，可

以偍供相當寶貴的數位資料。

─廖肇亨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葉淑華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副教授)

…對於研究台灣文學的筆者而言，雜誌《太陽》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資料。當時

居於輿論界領導地位的雜誌《太陽》，刊載了許多台灣的相關文章，對於理解

日本帝國如何看待台灣的問題上，是極具有價值的參考資料。除此之外也能夠

回溯台灣相關論述的歷史資料。雜誌《太陽》之中關於台灣的文章，除了政

治、經濟以及文學之外，也有原住民調查、文化人類學的相關資料，其文章涵

蓋的領域可謂相當多元。因此在瞭解當時日本國內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情況上，

亦是非常有助益的資料。

─橫路啟子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助理教授)

專家學者推薦 ─日本近代文学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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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歷史地名大系 ● htt 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

提供日本列島47都道府縣之20萬筆地理資料，可查看特定行政區域的歷史

地理說明、重要議題介紹、明治復刻地圖、舊郡界圖、自然環境地名圖、

行政區變遷一覽表等相關資訊，為進行日本史、日本統計調查論文研究時

所常用的參考資源。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4/12/31

全國同時上線30人

...不僅收藏都道府縣、古地名等資料，關於神社等部分文化建築、遺址也有收錄。除了詳細

記載該地相關的文化資料外，另附有新舊時代的詳盡地圖檔，另外也附有日本自然環境的相

關資訊，有助於了解日本整體的地理環境，對於研究某地區歷史演變等相關題目非常有幫

助。而教師可提供學生了解日本地理的相關資訊，同時了解該地區歷史上的演變。

...由於伴隨近代化而推行的廢藩置縣以及近年實行的地方行政統合等政策，許多地名隨之消

失、地方上的歷史也有逐漸佚失的危機。然而使用此辭典時，透過檢索地名，能夠經由地名

而詳細地瞭解該地區的歷史。...此外，資料庫中也加入了歷史人名資料，因此也能夠查詢與

歷史人物相關的建築物等位置。例如進行文學研究時，便能用以查詢作家的出生地及相關的

資料館等所在地。

─楊承淑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教授)

─橫路啟子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助理教授)

專家學者推薦 ─日本歷史地名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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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文書館系列資源 ● htt p://www.archives.go.jp/

國立公文書館 (Nati onal Archives of Japan)設立於1971年，為保存日本政府

各機關的公文書並對外公開為主要目的的機構，類似我國檔案管理局。其

網站包含三個主要系統供使用者查詢檔案，簡介如下：

公文書館數位典藏網 (htt p://www.digital.archives.go.jp/)

該館典藏檔案之目錄，部分已數位化開放線上閱覽。

公文書にみる日本のあゆみ (htt p://www.archives.go.jp/ayumi/index.html)

該館製作的數位互動資料庫，收錄內容為從1867年明治維新至1972年沖繩返還以來重要

的公文檔案影像資料。使用者亦可連結到全文影像，並無提供檢索功能。

アジア歴史資料 (htt p://www.jacar.go.jp/)

亞洲歷史資料中心( Japan Center 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簡稱JACAR))為其於2001年成

立的部門，將日本國立公文書館、外務省外交史料館、防衛省防衛研究所圖書館所典藏

的與日本和亞洲歷史相關資料，加以數位化並對外公開，而建置的線上資料庫，內容包

含自明治初期至二次世界大戰終結(1868-1945)期間，日本與亞洲近鄰諸國的重要公文書

及其他記錄。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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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歴史資料保存利用機関連絡協議会 ● htt p://www.jsai.jp/

全國歷史資料保存利用機關聯絡協議會簡稱「全史料協」，於1976年成

立，是以所屬會員互相聯絡、並透過研究協議、振興紀錄史料保存活動為

其成立目的，此為其所建置的線上資料庫，除了提供「全史料協」的組織、背景介紹，以

及發行刊物、機關會員名冊等線上查詢瀏覽外，並提供日本各地學術研討會的情報和相關

學術單位的連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5. 新・歴史学関係Webサイト調査 ● htt p://h-web.org/website/

此為鵜飼政志教授所架設的私人網站，主要提供歷史學之研究資訊。

刊載日本歷史學界的各種即時情報資訊。網站連結部分則分為海外、

國內和其他共十二類，分類詳盡。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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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pan Knowledge文學叢書 ● htt 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

JapanKnowledge除收錄豐富字辭典百科等參考工具指南外，同時收錄平凡

社的《東洋文庫》與《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兩套文學叢書。《東洋文

庫》是從1963年開始刊行的東洋文庫系列圖書，內容是以東洋的古典文

學及東洋名著集結而成。《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為2010年3月新增資

源，收錄古事記、日本書紀、萬葉集、源氏物語、平家物語等古典作品，

目前僅開放源氏物語供 Japan Knowledge 用戶使用。

此處介紹的文學與語言學資源，主要可分為文學文本資源、日本語教學資源、以及線上翻

譯字詞典資源三種。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4/12/31
全國同時上線30人

二、文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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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有用的資料，網羅齊備。對人文社會學者極有助益，另外平凡社東

洋文庫所收論著或資料，皆出於名家手筆，更值得細細品味。

─廖肇亨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可直接在線上觀看古典文本，亦能以特定詞

彙搜尋所需段落，且同一頁面列有古語及現代語，可相互對照。在研究日

本古典文學上，可節省許多時間。

─楊承淑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教授)

…《東洋文庫》、《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主要可供文學、文化、語言、社

會學之研究與教學使用。但適合研究所課程，大學部以下學生較不適用。

─林雅芬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  助理教授)

專家學者推薦 ─Japan Knowledge

2. 日本国語大辞典 ● htt p://www.jkn21.com/stdsearch/display

為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二版，全13卷，提供一般文字檢索(可檢索字50萬字)

、全文檢索、整體用例檢索、本文用例檢索、方言檢索，為日文研究者學

習日本語言之重要辭典。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4/12/31

全國同時上線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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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詢同一漢字的不同唸法、歷史假名、漢字常用與不常用的寫法、詞項的

詞性、意義、出處、例句、用法、歷史演變、使用限制、位相、類義詞間的

差異、語法解說、外來語的原文標記等，並可查詢詞項的標準重音及京都重

音唸法、各地方言唸法、腔調、重音的歷史變化等...例句依出處的時間排序，

除典籍名句、自製例句以外，亦有出自現代名著...

─林雅芬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  助理教授)

...適合教學上之應用，因為其最主要是提供語彙單字意義的查詢；在意義查詢上非常

具有時效，可以以最快的速度查詢到想要的語彙，另外因為鏈節的相關，也可以快速

跳至需要之相關聯的語彙，豐富學習者的語彙。

─葉淑華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副教授)

專家學者推薦 ─日本国語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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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lio辭典 ● htt p://www.weblio.jp/

weblio辭典是跨領域的綜合性辭典，收錄的辭典、事典有百部以上。(可

參閱：htt p://www.weblio.jp/info/dict_list.jsp)。不僅具有一般「日日辭典」

的功能，還有「類似語」、「英日」、「日英」及「手語」字典。其中特別值得推薦的，

是類似語與日英、英日字典的豐富程度。而類語字典，還會依照該詞彙在不同情況下的用

途，分類出不同的類似語。對於學習日文或翻譯，都相當有幫助。

3. 擬音語って、擬態語って ● htt p://dbms.kokken.go.jp/nknet/Onomatope/

由國立國語研究所e-Japan計畫開發之多媒體日語學習教材，針對日語學

習中最困難的擬音語、擬態語編製的線上教材。目前資料庫內共有89個

擬音語、擬態語，可以「50音別」或「カテゴリー別」來檢索。另外「マ

ンガを読もう」以漫畫型式幫助使用者正確了解擬音語．擬態語的意義。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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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語読解學習支援システム ─ リーディング チュウ太 ● htt p://language.ti u.ac.jp/

該資料庫具有多種語言字典、讀本教材、線上測驗等功能。尤其讀本教

材內的單字可以藉由查詢得知，其分別屬於第幾等級，讓學習者可以簡

使用該資料庫，以提升自己之閱讀能力。

6. 英辞郎on the WEB ● htt p://www.alc.co.jp/

由一群譯者所組成的團體所編集成的線上英日／日英辭典，含有較多

一般英語辭典所沒有的詞項或說法，有較多新詞 。適用於日語能力程

度較高的使用者，用來進行閱讀英文、英日對譯、中日對譯時查英文再查日文。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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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系列資源 ● htt p://www.tobunken.go.jp/index_j.html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Nati onal Research Insti 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 es, To-

kyo)設立於1930年，前身是帝國美術院附屬研究所，於1954年改為

現今的名稱，主要以研究日本、亞洲各地美術品、傳統工藝、文化財的保存與修復為主，

並在日本各地博物館與美術館的要求下，對其進行技術指導。其網站包含許多藝術學群可

參考的重要資源，簡列如下：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三、藝術/文化

此處介紹的日本藝術與文化資源，主要來自美術館與博物館的藏品數位化網站、文化財介

紹網站、與重要文化財研究所的數位化資源。

研究資源檢索系統 (htt p://archives.tobunken.go.jp/internet/index.html)

可分為「所藏資料檢索」、「文獻檢索」、「情報檢索」三部分。「所藏資料檢索」包

含所內典藏之美術與文化財、傳統藝術、保存維護、日文雜誌、舊照片館藏，以及針對

拍賣目錄、藝術展覽會、藝術家、與畫廊資料建置的查詢系統；「文獻檢索」分別針對

日本美術年鑑、保存科學、傳統藝術類的三雜誌(謠曲界、能樂畫報、幕間)、美術研究

等日本藝術領域重要雜誌建置的查詢系統；「情報檢索」則提供全國各地美術展與傳統

樂器的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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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htt p://www.tobunken.go.jp/japanese/shuppan.html)

該所出版之年報、概要、東文研ニュース、TOBUNKENNEWS DIGEST、日本美術年鑑等刊

物，部份刊物直接提供線上全文。

Link Frame (htt p://www.tobunken.go.jp/link/link.html)

匯整日本各地與世界各國主要的美術館與博物館網站連結。

2.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系列資源 ● htt p://www.nabunken.go.jp/database/

奈良文化財研究所 (Nara Nati onal Research Insti 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 es)

，設立於1952年，主要收藏與藤原京「奈良縣橿原市」與平城京「奈良縣

奈良市」出土文物為中心的文化財。其網站包含許多藝術學群可參考的重要資源，簡列如

下：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木簡相關

木簡為文字書寫於木片，可幫助理解日本文字變遷。該所包含多個木簡相關資源，如「木

簡画像データベース」、「木簡データベース」、「全国木簡出土遺跡・報告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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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遺産オンライン ● htt p://bunka.nii.ac.jp/Index.do

文化庁 (Agency For Cultural Aff airs) 設立於1968年，是日本主管藝術推廣、

文化財保護、著作權保護、日本語研究與改善的行政機構。此為其所建置

的日本文化遺產線上資料庫，包含全日本各地無形、有形的文化財，除了提供使用者以類

別來進行線上瀏覽外，也提供使用者使用名稱、作者、類別等條件來進行檢索。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建築與考古遺址相關

包含日本各地古代寺院考古遺址的「古代寺院遺跡データベース」、地方官衙遺址的「地方

官衙関係遺跡データベース」、日本建築屋瓦的「軒瓦データベース」、以及「発掘庭園資

料」英日文版等。

所內典藏與學術出版

「所蔵図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opac.nabunken.go.jp/)為該所館藏查詢系統、「学術情報

リポジトリ」(htt p://repository.nabunken.go.jp/modules/xoonips/)則收錄該研究所出版的學

術紀要、學報、發掘概要等與學術性刊物的資料，部分直接提供全文。

外部資源連結

與東京文化財研究所Link Frame匯整美術館與博物館網站不同，此處針對日本重要文化單

位建置之數位典藏系統進行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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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域文化資産ポータル ● htt p://bunkashisan.ne.jp/index.html

「財團法人地域創造」製作的影像資料庫，主要內容為保存日本各地傳統

文化資產影像。使用者可以用地理區域、文化資產、藝術形式與瀏覽等方

式尋找所要的影像資料。

5. 東京国立博物館 ● htt p://www.tnm.jp/jp/

日本各地博物館、美術館林立，許多單位也各自將其數位化典藏公開置於

網頁上，在此介紹最具代表性的東京國立博物館。此為日本最古老的博物

館，設立於1872年，由五個展示館與資料館所組成，主要收藏日本與亞洲各地與文化相關

的文化財，藏品逾11萬件，內含日本國寶與重要文化財。其網頁提供使用者以檢索、類別

瀏覽、地理瀏覽等條件查看所藏的豐富藏品。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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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 htt p://www.nichibun.ac.jp/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設立於1987年，主要以國際的、科際的、綜合的觀

點來研究與日本文化相關的學術組織。在資料庫中，以分門別類的條件，

提供使用者檢索並瀏覽古籍、古地圖、美術品等等珍貴文物，附有解說與圖像。

7. JAANUS (Japanese Architecture and Art Net Users System)

 ● htt p://www.aisf.or.jp/~jaanus/

JAANUS包含約8000個詞條，時間從西元一世紀到江戶末年（西元1868

年），內容包括日本傳統建築、園林、繪畫、漆器、瓷器、紡織、金工器

等，有些建築用語還附圖說明。此資料庫以英語作詞條解釋，使用者可按日語漢字或日語

名詞的羅馬拼音進行檢索。此外，JAANUS會在羅馬拼音的專有名詞之後，另外加註日語漢

字，便於使用者作雙向檢索，相當適合日語初學者使用。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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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更多博物館、美術館、文化財等藝術相關資源，建議瀏覽計畫網站“藝術類”。

8. 日本美術シソーラス・データベース絵画編：索引集(試験運用版）
● htt p://www.tulips.tsukuba.ac.jp/jart/mokuji/index.html

由日本筑波大學日本美術作成委員會編，主要分為「畫家或美術用語」與

「美術作品」兩大類，使用者可按日語五十音順、地域（中國、日本、朝

鮮、西歐等）、時代（古代～近現代）進行檢索。此資料庫特色在於，詳細羅列畫家流派

分野、師承、畫風、評價、名號、姓名音讀（附日語羅馬拼音）、生卒年與年譜等，資料

完整且層次分明。若欲了解特定美術作品，可按作品名、作者、藏地、主題索引，內容包

括素材、製作年份、藏地、資料出處等。此外，資料庫尚包含繪畫技法、美術機構等詞

條，收錄範圍全面多元。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35



1. インド学仏教学論文データベース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Treatise Database)
● htt p://www.inbuds.net/jpn/

由日本印度學與佛教教學會(INBUDS)從日本發行的各種期刊雜誌、論文集

當中，收錄與印度學和佛學相關的論文和資料，所建置的線上資料庫。

本資料庫提供使用者以關鍵字、作者、雜誌名稱等方式來進行檢索外，部分的論文則提供

PDF檔案提供線上下載與閱覽。

2. これが日本のお寺・神社だ ● htt p://www.tobunken.go.jp/index_j.html

介紹全日本各大寺廟、神社的線上檢索資料庫，提供使用者以「名稱」、

「地圖」、「祈福項目」等條件來進行全日本的寺廟與神社檢索，並有寺

廟神社的基礎知識和特集的閱覽。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四、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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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 ● htt p://21dzk.l.u-tokyo.ac.jp/SAT/

大正新脩大藏經資料庫係由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次世代人文

學開發中心所成立的大藏經原文資料庫研究會所建置的線上資料庫，《大

正新脩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是日本學者於大正11年(1922年)至昭和9年(1934年)編輯

而成，所收異本最為豐富，是現代學術界使用率最高的一部大藏經。研究會取得原出版社

的授權之後，將《大正新脩大藏經》全文85卷建立線上資料庫，提供使用者利用全文瀏覽

或關鍵字來進行檢索。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註：更多宗教相關資源，建議瀏覽計畫網站“宗教類”

3. 《浄土真宗聖典》オンライン検索 ● htt p://crs.hongwanji.or.jp/kyogaku/online.htm

教學傳道研究中心是由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之本願寺教學傳道研究所、本願

寺佛教音樂•禮儀研究所所構成，以確立淨土真宗教學鑽研的體制、振

興教學傳道為其主要宗旨，此為其所建置的線上資料庫，主要提供「淨土真宗聖典」即由

《佛說無量壽經》、《佛說觀無量壽經》、《佛說阿彌陀佛經》等三經與僧侶親鸞(1173-

1263)所撰述的《顯淨土真實行證文類》、《淨土文類聚鈔》等50餘種經典原文與其註釋的

線上檢索版，並提供使用者以關鍵字來進行檢索。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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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源指引 —社會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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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xisNexis Japan ● htt p://legal.lexisnexis.jp/Home.aspx

LexisNexis為全球法學領域知名出版社，LexisNexis Japan則是針對日本法學

界製作的產品。

一、法學

在社會科學領域中，由於日本法制與學說對臺灣法制發展的影響，使得法學領域無論在學

界或實務界，日文文獻均是重要的資訊來源之一。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3/12/31

專家學者推薦 -LexisNexis Japan

…判例在日本法體系內具有極重要的角色，往往最高裁判所的判例一出，學者便立刻

進行學術討論亦即撰寫判例評釋，爭議性的判例，其評釋數量甚至可多達十件以上，

各說展現見解，有如百花齊放。因此閱讀判例以及相關評釋，乃是研究日本法理論不

可缺少之步驟，而本資料庫係獲取資訊來源之必要管道。…

─黃詩淳 (臺灣大學法律學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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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stlaw Japan ● htt ps://go.westlawjapan.com/wljp/app/welcome?noti fyAtSignOn=true

Westlaw Japan 由新日本法規出版社與 THOMSON REUTERS 旗下的 Westlaw

合作成立。

…本資料庫提供了其他資料庫所沒有的稅務法院裁決、訴訟文件例稿及英文契約範例

等。對於專研稅務法制的研究者或其他實務家而言，這項優點是其他資料庫所無法取

代的。在與Westlaw Japan共通的資料項目上，本資料庫的資料量大致上不如Westlaw 

Japan。但是其收錄的資料內容，有些部分仍然不是Westlaw Japan所能涵蓋。特別是

其明確地揭載資料的更新狀態，使利用者能夠一目了然地知悉所掌握資料的新舊。在

與Westlaw Japan等資料庫一起使用時，這點是非常有幫助，研究者將可免於其他資

料庫所提供的舊資訊的困惑。

─李茂生 (臺灣大學法律學系  教授)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2/1-2015/1/31
全國同時上線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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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推薦 -Westlaw Japan 

...判例收錄數量齊備，法令部分更提供詳盡的修法沿革，當研究需要查找已失

效或修正前的舊法令時，只須點選修法歷程中所羅列之年月日及法案名，便有

另一視窗顯示當次修正後的內容，一目瞭然。...此外係本資料庫的書籍雜誌與

文獻情報，對法學研究工作亦有許多助益。...

─黃詩淳 (臺灣大學法律學系  助理教授)

...法令及實務見解更新得很快（專利審查方面稍慢，大概是一個半月才更新）。而書

籍期刊方面提供部分全文，有助於研究工作。...判例檢索是本資料庫功能最強大的部

分。本資料庫似乎有就關鍵字部分另行加強，即使全文中無相符字眼也搜尋得到相關

的資料。判例及審決要旨中附相關條文、判決或審決號次、判決出處及評釋文章等資

訊，如資料庫內有資訊便附連結，連法官的名字都作了連結。另外還針對交通事故損

害賠償案件設有特殊的檢索功能。...

─李茂生 (臺灣大學法律學系  教授)

※本次計畫採購的LexisNexis Japan與Westlaw Japan，在各類法學資料類型上的收錄均有部分

重合，但亦有各自特長之處，簡單彙整於下表介紹，可作為選擇使用之參考：

LexisNexis Japan Westlaw Japan

法令

◆ 回溯年份：1947年迄今

◆ 修正前後對照：無 (但有保留歷史修正版本)

◆ 效力狀態：可

◆ 相關判例連結：可

▼ 回溯年份：1947年迄今

▼ 修正前後對照：可

▼ 效力狀態：可(效力旗幟)

▼ 相關判例連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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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Nexis Japan Westlaw Japan

判例

判例評釋

判例解說

◆ 回溯年份：昭和22年

◆ 來源：

30餘種判例集(htt p://www.lexisnexis.

jp/legal/Contentslist.htm)、裁判所網

站(htt p://www.courts.go.jp/)。 

◆ 數量：約24萬件

◆ 更新速度：

裁判所網站隨時更新，判例集則按

出刊頻率更新

◆ 加值功能：

•相關判例連結

•參照條文連結

•判例引用連結

•判例解說連結

▼ 回溯年份：昭和22年

(大審院判例回溯至二戰前)

▼ 來源：

30餘種判例集、裁判所網站(htt p://www.

courts.go.jp/)、民間律師事務所。

▼ 數量：約24萬件

▼ 更新速度：

裁判所網站隨時更新，判例集則按出刊頻

率更新

▼ 加值功能：

•相關判例連結

•參照條文連結

•判例引用連結

•判例評釋連結

•判例解說連結

•相關時事新聞連結：時事通信社新聞

學者或實務界針對特定判例的評論與見解

學者或實務界針對特定判例以淺顯方式介紹說明，可用於教學

無提供。

◆ 來源：5種判例集。

◆ 數量：逾47000件

◆ 更新速度：每月更新

▼ 來源：

與北海道大學法學科合作，涵蓋353種期

刊、368種學報之文獻，多數僅提供書目

資訊，唯來自資料庫內的30餘種判例集、

判例ti mes等9種全文期刊可提供全文。

▼ 更新速度：隨時更新。

▼ 來源：

來自資料庫內的30餘種判例集、以及判例

ti mes等9種全文期刊，均提供全文。

▼ 更新速度：

按收錄期刊的發刊頻率更新。LexisNexis Japan Westlaw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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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Nexis Japan Westlaw Japan

全文專書

LexisNexis Japan Westlaw Japan

7本全文專書

Business Law Journal、Lexis判例速報 、Lexis

企業法務季刊、労働法共4種法學全文期

刊。

80餘本全文專書

判例タイムズ、判例タイムズ主要民事判

例解説、判例タイムズ主要民事判例解

説別冊、ジュリスト、判例百選、法学教

室、法の支配、法学論叢（京都大学）、

東京大学法科大学院ローレビュー共9種

法學全文期刊。

全文期刊

新聞時事

無提供

無提供

除特許廳、公正取引委員會審決外，

增加國稅裁決。

提供42種類1,400件以上的日文訴訟、契

約、裁判相關法律文件格式範本，另有

英文契約書寫格式範本約6000件。半年

更新。

與時事通信社合作，可使用2002年迄今

之通信社新聞報導。

特許廳、公正取引委員會審決。

審決

法律書式

期刊文獻索引摘要
◆ 來源：

34種主要法學期刊(每週更新)，250種

以上法律雜誌與360種以上法律紀要

(每月更新)

◆ 數量：約44萬筆書目資料。

◆ 更新速度：每週更新。

▼ 來源：

與日外Associates株式會社合作，涵蓋

約400種雜誌、640種學報之文獻。

▼ 數量：約150萬筆書目資料。

▼ 更新速度：隨時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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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法院判決檢索系統
● htt p://www.courts.go.jp/search/jhsp0010?acti on_id=fi rst&hanreiSrchKbn=01

由日本裁判所(Court in Japan)所製作的全文資料庫；收錄範圍從1947年迄

今，日本各法院判例內容，使用者除可由最高、高等、下級裁判所與行

政、勞工、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的類別來檢索外，亦可以跨類別檢索。除此之外，並提供

最近三個月內與最高和下級裁判所與最近一個月與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判例的瀏覽。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3. 日本法令索引 ● htt p://hourei.ndl.go.jp/SearchSys/

為現行法令與明治19年2月公文式施行以後所公布的法令之資料索引檢索

系統，亦可檢索昭和22年第1回國會之後所提出的法律案、條約承認案。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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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

1. 日経BP記事檢索サ-ビス● htt p://bizboard.nikkeibp.co.jp/daigaku/

日經BP社為日本經濟新聞社延伸成立之專業雜誌社，出版品以經濟、金

融、電腦類的雜誌及書籍為主。本資料庫收錄其出版超過40種重要雜誌，

部分重點雜誌自創刊號起即收錄；另亦收錄部份電腦軟體使用教學書籍。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5/2/28

...在語言研究方面，則可以考察日本當代雜誌的語言使用趨勢、文體風格、表現手法

等，為當代雜誌日語的風貌作一詮釋。應用於教學方面，由於雜誌題材豐富多樣，語

言生動活潑，又不似專業論文的艱澀，非常適合中高級學習者使用，可以作為特殊領

域的讀本教材或翻譯練習的文本。讓學生在增進閱讀能力的同時，又可以瞭解到專業

領域的最新知識與脈動。...

─楊承淑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  教授)

...日經BP社的辦刊理念是，提供急需專業資訊的讀者，快速深刻而且確鑿的資訊。所以對

於教學和研究者來說，這個資料庫的特色是，以現代專業技術的重要資訊為主，這種深入

的並且即時的資訊，有助於將各個學科從研究者的領域帶入社會需求的應用面向。...

─盧慧紋 (國立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助理教授)

專家學者推薦 ─日経BP記事檢索サ-ビ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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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經濟新聞 ● htt p://www.nikkei.com/

日本經濟新聞社簡稱「日經Nikkei」，為日本最大專業經濟報社，發行有《

日本經濟新聞》、《日經MJ（流通新聞）》、《日經產業新聞》、《日經

金融新聞》等報，部分簡短日經新聞可於網站上公開取用，另亦提供付費會員使用完整資

源，各類型會員使用權限請參考：htt p://www.nikkei.com/r123/?n_cid=DSPRM036。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3. 產經新聞 ● htt p://sankei.jp.msn.com/top.htm

由富士產經集團旗下的產業經濟新聞社所發行，為日本第六大報，其前身

為《日本工業新聞》。2007年10月起與微軟合作，共同建立《MSN產經新

聞》平台，開放近兩年的網路新聞。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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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統計の総合窓口 ● htt p://sankei.jp.msn.com/top.htm

又名《e-Stat》，由日本「獨立行政法人 統計センター」所維護，為日本

政府各部門組織統計資料的整合入口網站，包含來自日本30餘種各級省廳

政府單位的統計資料，涵蓋人口、勞動力、商業、工業、經濟、觀光、教育等17種主題的

統計資料供查詢，為獲得日本各種社會統計數據的入口。本站並提供《日本統計年鑑》、

《日本の統計》、《世界の統計》、《日本の長期統計系列》、《合統計データ月報》、《

ポケット統計情報》、《Stati sti cal Handbook of Japan》等7種日本統計局出版品線上版全文

連結。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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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系列資源 ● htt p://www.jetro.go.jp/indexj.html

日本貿易振興機構(JETRO)是由日本政府出資設立，致力於促進貿易和投資

的政府機構。其網站包含多種與日本經濟貿易相關資源，簡介如下：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国・地域別情報 (J-FILE)(htt p://www.jetro.go.jp/world/)

提供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商業經濟活動、貿易、投資等相關制度、調查統計報告、圖表等

情報，並依國家、地區加以分類。此外，亦可瞭解各國的商業相關法規與智財權規範。

引き合い案件データベース (TTPP)(htt p://www.jetro.go.jp/tt ppoas/indexj.html)

介紹海外和日本企業已登錄約30,000件之商品資訊和服務地址，提供使用者免費的登

錄、檢索及閱覽。

見本市・展示会データベース (htt p://www.jetro.go.jp/j-messe/)

介紹世界展覽會、商品展覽會的報導、排名等有關的各種商業展覽會情報。並提供使用

者以名稱檢索世界和日本舉辦的商品展覽會活動、行業、舉辦地點等資訊。

政府公共調達データベース (htt p://www.jetro.go.jp/gov_procurement/)

提供日本政府「官報」內所刊載與日本政府公共採購相關公告等訊息情報的查詢與閱

覽。使用者可以查詢到公告的種類、官報刊載日期、採購機關、機關所在地、採購項目

等各種資訊。

48



伍 資源指引—華人文化圈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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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有許多使用日文資源進行研究與教學的學者，除了一般所熟知的日本文學語言領

域、日本歷史文化領域、以及法學領域外，很大一部分則是來自中國與臺灣研究的學群。

中國文化影響日本近現代歷史與學術意識深遠，許多與中國宗教、文哲思想相關的研究，

均在日本累積了相當可觀的成果；而臺灣更由於中日馬關條約後，日本治臺長達50年的歷

史淵源，讓日治時期與當時留下的史料成為臺灣研究中不可或缺的元素。

一、 中國文化

1. 字通 ● htt 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

為日本漢字研究第一人白川靜大師所編著漢字辭典，該參考工具可稱為日

本漢字辭典之最高峰，收錄如甲骨文字、金文核對，乃至最近之簡體字，

是研究甲骨文、金文、漢學、漢字演變之珍貴研究資料。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1/1-2014/12/31
全國同時上線30人

 對中國文字學與上古史的研究者而言，實為不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書。

─廖肇亨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專家學者推薦 ─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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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 htt 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此為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為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漢字情

報研究建置，自平成13年度(2001)開始執行本計畫，於第一個五年計畫期

間，完成35個典藏機構所藏漢籍、約62萬筆資料之建檔與資料庫建置，並公開於網路上。

自平成18年度(2006)開始第二個五年計畫。至平成20年(2008)5月止之總筆數與資料容量如

下：■漢籍目録：55個典藏機構、748,585筆資料　■書首影像：3個典藏機構、10,264影幅

　　■四庫提要：7455筆資料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此資料庫具有多種檢索方式，包含部首、總畫數、四角號碼、古訓等，可以處

理各種字形的檢索。嘗試查詢「兒」字，畫面先以電腦字體顯示日文漢字與中

文漢字等多種字體；右側邊欄則清楚的排列出說文、甲骨、金文等字形的演

變。說明則包含字形、古訓、聲系、語系、熟語等多方面資訊...

─施靜菲 (國立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副教授)

可查詢漢字字形、常用字形與較不常用的字形、音讀、訓讀、同訓異字、古訓、字

義、文字的由來與演變、漢字的聲系(說明聲符與字義間的關係)與語系、詞項出現的典

籍名句、同一漢字開頭或結尾的漢字片語與詞義等。可用於音韻學、文字學、漢學、

文學等之教學或研究。

─林雅芬 (台中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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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洋學文献類目検索
 ● 5.2α版：htt p://mousai.kanji.zinbun.kyoto-u.ac.jp/ruimoku5/index.html.ja

 ● 6.10版：htt p://mousai.kanji.zinbun.kyoto-u.ac.jp/ruimoku/index.html.ja.utf -8

由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發行，是今日世界上最

具權威性的漢學研究期刊文獻索引之一。該書始自1934年，原題為《東洋

史研究文獻類目》，至1963年東洋學文獻中心成立，自1963年版起改稱為《東洋學文獻類

目》以迄於今，以年為單位逐次出版。該書收錄內容原以中國史研究為主，隨著日本「東

洋史」及「東洋學」概念的逐漸擴大，也漸次擴及對亞洲其它地域與課題的研究，不少歷

史教育與歷史知識的研究也包含在內。

本資料庫分為兩個部分：

5.2α版：收錄1934年至2000年的《東洋史研究文獻類目》，但分類檢索自1981年開始。

6.10版：收錄自1981年以後的《東洋史研究文獻類目》(含未發行的部分)。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4. 中国近現代文学関係雑誌記事データベース ● htt p://www.ioc.u-tokyo.ac.jp/~ozaki/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The I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設立於1941年，於1948年吸收東洋文化學院的研究者

而加以擴大。此為該所所建置研究當代與近代中國文學相關雜誌的書目文獻資料庫，主要

收錄17種中國所發行與近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相關的雜誌。需使用簡體中文檢索。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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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研究的部分，將簡略區分為代表官方觀點的臺灣總督府相關系列、代表民間觀點的

日治時期重點報刊、以及眾多典藏於各圖書館中的珍貴日文舊藉介紹。

二、 臺灣研究

(一) 臺灣總督府相關系列

5. 中国絵画所在情報データベース ● htt p://cpdb.ioc.u-tokyo.ac.jp/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The I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設立於1941年，於1948年吸收東洋文化學院的研究者

而加以擴大，而東亞美術研究室也就是在當時設立的研究單位之一，而中國繪畫所在情報

資料庫就是該所出版品《中國繪畫總合目錄》正、續編的線上版，提供使用者使用作者、

作品名稱、類別等條件來進行檢索。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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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 htt p://tbmcdb.infolinker.com.tw/huotengapp/index

後藤新平(1857年7月24日~1929年4月13日)於明治31年(1898)2月第四任總

督兒玉源太郎時期，來台擔任民政長官，任內有計劃地進行土地調查、戶

口普查、風俗慣習調查，促進科學發展與農、工、衛生、教育、交通、治

安等，並招撫抗日份子，攏絡仕紳，進而奠定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基礎。產業方面，將原有

的糖業基礎引進新式技術與資金，促成台灣糖業的蓬勃發展，並全力推動鐵、公路、海港

等交通建設，為日治時期最負盛名之民政長官。本資料庫收錄後藤新平在台期間之相關文

書數位化檔案。文件依後藤新平生平為序共33輯，包含書冊類、公文類、報章雜誌類、電

報類及郵件類等共3521件檔案文獻。

計畫採購
資 料 庫

2010/2/1-2015/1/31

日據時代建設台灣的重要推手，對認識台灣的現代化歷程十分重要，不論是台

灣史、日本史、近現代史的研究者都可以藉助此一重要歷史檔案。

─廖肇亨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專家學者推薦 ─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54



2. 臺灣總督府府報 ● htt p://db2.lib.nccu.edu.tw/view/

由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與政大圖書館合作建置，政大圖書館負責系統平台建

置、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負責資料建檔與數位化工作。彙集臺灣總督府於日

治時期發行的府報及官報，其性質等同於今日之政府公報，內容除了臺灣總督府頒布之各

項法律、行政命令及重要行政措施外，亦包含人事、通信、財政、司法、警察、統計、衛

生等面向之資料。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教學方面，因為其內容主要敘述日據時代的史實，因此對於教授日據時代台灣歷史

時，可以提供完備的內容。研究方面，因為後藤新平文書記錄了有關後藤生平一些

相當重要的事蹟，同時也記錄了重要的歷史事件，可以提供研究者相當寶貴的第一

手研究資源，因為其內容的完整性，因此可以提升研究之整體的深度與廣度。

─葉淑華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副教授)

對於臺灣與滿州國地區的歷史研究者而言，特別是後藤新平在台任民政長官期間之公

文資料，此資料庫提供一個與文書資料直接可及的捷徑，或可成為目前臺灣總督府公

文資料尚未全面開放搜尋的另一個重要的替代路徑。

─盧慧紋 (國立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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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法月報 ● 可至以下單位使用

※國內已有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政治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

國家圖書館、台灣歷史博物館、中正大學、台文中心、立法院訂購。

臺法月報創刊於1905年，為當時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今「司法院之高等法院」）所出版 

，旨在介紹臺灣法令及判決為主，並作為引用、考據與研究之用。透過本資料庫可瞭解日

本殖民統治期臺灣社會的法律體制之發展情況、臺灣自傳統封建社會走向西方法體制的歷

史過程、就現代法與傳統法比較各項法案與判例之同異性質等。

其他付費
資 料 庫

3. 臺灣總督府檔案 ● htt ps://sotokufu.sinica.edu.tw/sotokufu/

由臺灣省文獻委員會與中研院合作建置，將原收藏於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

課書庫內之「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數位化，含永久保存卷冊6789卷、十

五年保存卷冊3226卷。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56



(二) 日治時期重點報刊

1. 臺灣日日新報YUMANI清晰電子版 ● 可至以下單位使用

※國內已有臺灣大學、臺北藝術大學、國家圖書館、靜宜大學、雄師範大學、

淡江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臺南大學、南華大學、清華大學、台灣師

範大學台史所、彰化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文化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玄奘大

學、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臺灣藝術大學、台北大學、東吳大學、成功大學訂購。

日治時期發行期間最長、發行量最大的報紙。源自1898 年由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

報」與「臺灣日報」而成，發行至1944年停刊。「YUMANI清晰電子版」是根據日本北海道

大學所藏原件拍攝，以影像品質清晰之微捲重製數位化檔案。而當中1905-1911曾發行過漢

文版，另外建置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料庫。

其他付費
資 料 庫

5. 臺灣鹽業檔案 ● htt p://ds2.th.gov.tw/ds3/app006/index.php

由臺鹽公司與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國史館臺灣文獻館之前身)合作承接存

放在七股鹽場之「臺灣鹽業檔案資料」之檔案整理工程。該批臺鹽檔案

大致可區分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類纂，戰後政府遷臺前臺灣鹽業檔案及政府

遷臺後鹽業資料三大類，共計有32,624冊(含日治時期檔案912冊、戰後政府遷臺前後之檔

案、收發文簿及鹽業專書計31,712冊)，歸類為鹽田、製鹽、收納、販售、搬運、管理、試

驗鑑定、人事、庶務等部分；內容涵蓋臺灣鹽業沿革、鹽田開設面積(包括已開發及未開發)

、生產量(每一年度及將來擬開發的部分)、生產能力、製鹽費用、品質、用途、鹽田開發費

用、鹽輸出路線與數量、輸出業者、各地方鹽配售機關、各地方的鹽價調查及消費量、補

助款及獎勵金、鹽稅等其他費用、製鹽加工業(包括煎煮鹽、再製、粉碎洗滌鹽、化學工業

用鹽)。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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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時報 ● 可至以下單位使用

※國內已有臺灣大學、成功大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高雄師範大學

地理系、東吳大學文學院、世新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真理大學、立法院、

臺南藝術大學、國家圖書館、清華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台北藝術大學、聯合大學、中央

大學、花蓮教育大學、高苑科技大學、中正大學台文中心、台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彰化師

範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中原大學、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訂購。

日治時期發行期間最長的雜誌。其前身為《台灣協會會報》，是由1898年在東京創立的殖

民研究團體「臺灣協會」所發行。1907年「臺灣協會」改組為「東洋協會」，位於台北的

「東洋協會台灣支部」乃籌備發行一個屬於自己的機關刊物，於1909年1月創刊並命名為《

台灣時報》。此刊物至1919年5月改由「臺灣總督府」發行，由總督府內設置的發行所主持

該刊的發行事宜。其內容包含政事、時事、農事、工事、商事、學術、技藝、統計等之報

導與評論。尤其是對於臺灣的統治狀態和諸般事項、以及南洋地區的情況，最為關切。總

督府版至1945年停刊，共302期。

其他付費
資 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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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圖書館日文舊藉

1.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 htt p://stf j.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因「館藏日文臺灣資料數位典藏計畫」，將館藏之日

治時期期刊製成線上索引資料庫，提供查詢臺灣資料並可即時線上取得所

需資料之數位內容，目前已提供79種期刊資料。本系統亦有建置地圖資料庫，可查詢相關

時期的圖表資料，「圖」包括地圖、分布圖、統計圖等，「表」則有各地里程表等，可補

充文字之不足。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2.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 htt p://tcsd.lib.ntu.edu.tw/

收錄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與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所典藏的日治舊籍中

681冊的日治統計書籍，建置194,075頁數位化影像檔案，103,732筆詮釋資

料。每筆統計表格搭配建置17個欄位，包括書名、表格名稱、目次標題、統計年份、出版

年份、出版單位等重要資訊，所有建置之詮釋欄位，均可供使用者在資料庫內查詢。資料

庫除了收錄與法律直接相關的統計表外，還包括戶口、農業、交通、教育、商業、金融及

貿易、工業等各方面的統計，各種有關日治台灣的研究，幾乎都可以在這些統計表中找到

相關的資訊。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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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業試驗所日治時期林業文獻資料庫 ● htt p://literature.tf ri.gov.tw/atlas/main.html

林業試驗所前身可溯至日治時期之台北苗圃、殖產局林業試驗場、中央研

究所林業部及總督府林業試驗所等不同的體制，日治五十年間的林業研

究，是台灣林業進入系統化及科學化研究的黃金時期，因而也積累了相當豐富的文獻、典

籍及圖鑑。本資料庫包含三大內容：第一為日治時期台灣林業相關文獻，其中包含台灣各

地林業資源調查報告、林業政策史料及林業技術專論等典籍；第二為珍貴植物圖鑑、樹木

材鑑、樹木圖譜等；第三則為世界林業發展之史料文獻，其中包含日本在 20 世紀初在各殖

民地的林業資源調查報告，更有其時日本搜羅世界各地之林業西文期刊數十種。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4. 數位圖書館-日文舊籍數位典藏資料庫檢索系統 ● htt p://jdlib.ntl.gov.tw/

國立臺中圖書館之日文舊籍全文影像資料庫，收錄超過2600筆日文舊籍全

文影像掃描。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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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更多臺灣日治時期研究相關資源，建議瀏覽計畫網站“臺灣研究類”。

5. 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 ● htt p://192.192.13.206/cgi-bin/gs/wgsweb.cgi?o=dccw

由臺灣分館建置，收錄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圖書館、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聯合圖書館、中研院文哲所圖書館、中研

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館、中研院民族所圖書館、中研院地球所圖書館、中研院近史所圖書

館、中研院經濟所圖書館、中研院歐美所圖書館、台大圖書館、台北市文獻委員會、台南

市立圖書館、台灣史料中心、東海大學圖書館、政大圖書館、師範大學歷史系、高雄市立

圖書館、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國立臺中圖書館、國家圖書館、淡江大學圖書館、新竹縣文

化局等單位之館藏目錄日文舊籍資料。

公開取用
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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