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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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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圖書館經營的歷史上，每座圖書館的成立及營運，必然有其既 定的館

藏政策及館藏發展策略來作為經營的準則，不過在圖書館史 上的館藏政

策與館藏發展，其實是隱藏在各種相關規定條文中，幾 乎沒有圖書館將



該館館藏政策以專門公文書之形式明顯地表現出來。 真正將館藏政策及

館藏發展觀念以明文顯示出來的做法乃至二 十世紀中葉的美國圖書館界

才有學者提出，所以在這之前，若要研 究某一座圖書館或某一時期的圖

書館館藏政策，就必須從當時該館 各種章程組織相關文件，及當時代社

會變遷與圖書館的互動關係中 去蠡測推論，因為通常這些圖書館並無明

文之館藏政策。 本研究是以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成立的台灣總督府圖書

館為研 究主體，該館身為台灣日據時期惟一的官立圖書館，也身兼當時

台 灣地區圖書館中樞及推動台灣總督府「社會教育」的主要機關，其 館

藏政策並無明文顯示，相關文獻亦無完整之闡述其館藏政策，若 欲研究

其館藏政策，以僅能從該館遺留下來之文獻及典章制度與其 他方面來著

手了。 本研究採取歷史研究法，部分書目資料分析則以簡單之描述統 計

分析之。 本研究先概述台灣地區日據時期幾所對將來圖書館經營有所影 

響的圖書館（如台灣文庫、石坂文庫），再對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之 沿革

發展作一闡述，以期對日據時期台灣地區圖書館事業有所了解。 由於台

灣總督府圖書館並無明文條列之館藏藏政策，所以本研 究乃從該館之館

藏目錄著手，對目錄進行館藏數量與館藏種類之分 析，分析出該館館藏

的屬性及偏向。在分析出館藏特性後，則針對 幾個可能影響該館館藏的

因素加以探討，最後本研究嘗試著揣摩出 一份該館的館藏政策大綱，並

探討出以下結果： 一、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之館藏受到當時日本政府政策

影響深遠。 二、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之館藏政策完全配合日本政府治台方

向。 三、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被視為日本政府殖民台灣時的一個重要實 施

機構。  

摘要

(英)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management, every library has it’s own 

collection policy an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However, most of that 

collection policy an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is hidden in library’s 

regulations; they are not written down clearly in any library documents. In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an American scholar put forth the concept of collection policy. 

Before that we just can only find out a library’s collection policy form it’s 

regulations but not from the real collection policy. The main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lies on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library in Taipei; it’s the only official library 

ran by coloni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 during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library was also a “Central Library” of Taiwan, and it’s the major 

organization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Education” issue in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To study its collection policy, I carefully searched its regulations and some 

other articles what the library left. The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i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 us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bibliography analysis. This research describes the 

managerial situation of the library during colonial period, and then I would analysis 

the library catalogue of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libra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llection situation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following: 1.The collection policy of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library was 

influenced by the ruling policy of Japan government deeply. 2.The collection policy 

of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library was accommodated with the ruling policy of 

Japan government. 3.Taiwan Governor’s Office library wa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to coloniz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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