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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基隆私立石坂文庫的研究
林慶弧*
摘

要

石坂莊作(1870-1940)日本群馬縣人，明治 32 年（1899）定居基隆，直到逝世。
經商之餘，積極投入基隆地區的社會公益事業，如創辦「基隆夜學會」，提供失學
者夜間進學之管道；成立「基隆婦人會」，鼓吹提升婦女的社會地位；並捐贈「石
坂公園」等。
然最為人所津津樂道者，乃石坂莊作於明治 42 年(1909)設置「石坂文庫」，該
文庫乃臺灣首創完全免費閱覽的私立公共圖書館，此外還具有四項劃時代的意義，
1.對日本人與臺灣人一視同仁，平等開放；2.擁有獨立的館舍、設備、館藏、館員與
辦法；3.設有三個分館與一個新聞雜誌閱覽所，並提供巡迴書庫的服務；4.編印長達
15 年的文庫年報，資料豐富詳實。
本文利用《私立石坂文庫年報》與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等資料，深入考析石
坂文庫的營運，發現其在組織架構、館藏、館舍、技術服務、讀者服務、推廣服務
各方面，經營理念與行政措施，不亞於現代圖書館的績效，甚至與時俱進提出興革
之道，堪稱臺灣圖書館史上的先驅。
關鍵字：石坂莊作、石坂文庫、公共圖書館、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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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石坂文庫」的營運分析
肆、「石坂文庫」的館務興革與經營特色
伍、結論

壹、前言
從 1895 至 1945 年，有學者將日治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分為五期，11.私
立圖書館時期，明治 34 年（1901）1 月民間有志者設立「私立臺灣文庫」，不
僅是臺灣近代圖書館的濫觴，也是日本人在臺灣殖民地最早設立的圖書館；明治
42 年（1909）10 月實業家石坂莊作在基隆創立「私立石坂文庫」，更是開啟私
人設立免費公共圖書館的先河。2.官立圖書館時期，大正 3 年（1914）4 月，臺
灣總督府頒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隔年「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正式開館，
是日治時期唯一官方設立的圖書館，對領導臺灣圖書館的整體發展，有巨大的影
響力。3.地方圖書館時期，大正 12 年（1923）4 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公立、私立
圖書館規則》，在其後兩年間，呈現地方設立圖書館的興盛現象；此外，昭和 2
年（1927）「臺灣圖書館協會」成立，更帶動地方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置。
4.學校圖書館時期，昭和 3 年（1928）年 4 月「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成立，
該館是日治時期唯一大學圖書館，不但組織健全、預算充裕、設備齊全，經營制
度先進，館藏更是豐富、具有特色，比起日本本土的其他帝國大學圖書館毫無遜
色。再者，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中高等農
業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和各地師範學校，也都設置附屬學校的獨立圖書館，
這些學校圖書館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25.專門圖書館時期，昭和 6 年（1931），
臺灣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前進基地，昭和 16 年（1941）9 月實業家後宮信太郎
捐款成立「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專門蒐集南洋的相關資料，可視為臺灣專門
圖書館的起源。3上述的分期依據圖書館的組織類型為主，強調因服務對象的不
1

2

3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 年 5
月），頁 75-104。
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及其數位典藏發展〉，《國家
圖書館館刊》101:1（2012 年 6 月），頁 4-6。
不著撰人，〈南方資料館 後宮氏寄附の百萬圓で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9 月 16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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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區分不同時期的發展。
亦有學者認為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應與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同步，將
之簡化為三期，第一時期自明治 28 年(1895)至大正 8 年(1919)年 3 月《臺灣教育
令》公布，可稱為「同化時期」，彼時的圖書館屬於萌芽時期；第二時期從大正
8 年到昭和 6 年(1931)9 月的「918 事變」止，是為「過渡期」，該時期的圖書館
建設由上而下推動，圖書館事業非常興盛；第三期由昭和 6 年(1931)到日本戰敗，
此一時期乃「皇民化時期」，所有施政作為，完全根據「南進政策」和「皇民化
運動」實施，圖書館在此時期亦扮演非常重要的工具角色。4從殖民政策的角度
審視，作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觀察日本殖民統治臺灣 50 年，對於圖書館事
業的建設作為，相較於其他事業的開展，如教育、5公共衛生、交通建設、實業
發展等，不但起步較晚，且統治初期未見臺灣總督府或其他層級的政府單位推動。
教育是確保民政統治的基礎，臺灣總督府大量依賴明治時期教育制度的理念和經
驗，來制定臺灣的教育計劃。6臺灣的日本教育因而以基礎教育為主，以訓練臺
灣人在新世界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使臺灣百姓無條件效忠於日本，將傳統中
國的一隅改造成現代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總括而言，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
灣，基礎教育就是為母國服務，普及基礎教育有兩大任務，第一是凝聚國民意識、
灌輸效忠國家的觀念；第二是給於現代化的過程中，教導日本模式的修養、技能
和態度。8給於適度的社會化和職業技能，成為一股穩定的力量，讓臺灣人民成
為日本實踐國家目標的有用工具。9職是之故，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事業的
發展，本文較為贊同後者的觀點。
日治初期的臺灣圖書館皆為私立，繼「私立臺灣文庫」之後，「私立石坂文
庫」（以下簡稱「石坂文庫」）在明治 42 年（1909）於基隆正式成立。「石坂
4

5

6
7
8
9

宇治鄉毅，〈近代日本図書館の步み－－臺灣の図書館〉，收入日本図書館協會編《日本図書
館協會創立百年記念》（東京：日本図書館協會，1992 年 3 月），頁 855。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年），
頁 8-10。日本取得第一個殖民地臺灣，躋身殖民帝國之林，很自然引起世界各國的注視，日本
統治初期目標是把臺灣治理成殖民地的模範──一個有秩序、經濟的生產區，一個和平的、工
業人口眾多的地區。但經過數年臺灣人民的抵抗後，日本當局意識到軍事鎮壓不是統治的最佳
辦法，欲有效治理臺灣，開發臺灣資源，並爭取臺灣人民合作，唯有從內政著手，而教育即為
內政措施的重要功能，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根本改變的工具，這是當時日本的野心和計
畫。另見黃秀政，〈評介鶴見著《日據下的臺灣殖民教育》〉，收入氏著《臺灣史研究》（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264-265。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8。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9。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 年）頁 201。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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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最特別之處為，這所圖書館全由石坂莊作10一人獨資經營，日本前國會圖
書館副館長宇治鄉毅認為，「石坂文庫」在 1910 至 1920 年代的臺灣圖書館史上
具有六項重要的成果，首先是該圖書館對日本人與臺灣人一視同仁，平等開放；
其次，使用者皆能免費使用該館的所有資料；第三，該館擁有獨立的館舍、設備、
館藏、館員與清楚的法規；第四，該圖書館的服務不僅止於臺灣島內，甚至遠至
中國沿海城市與石垣島；再者，該圖書館設有三個分館與一個新聞雜誌閱覽所，
其中二個設置在臺灣人居住的社區內；最後，該館發行了內容充實且資料完整的
年報，11可說是臺灣圖書館史上的先驅。12
由於「石坂文庫」是臺灣圖書館史上最早的免費公共圖書館，關於該館的研
究已有多篇論文，國內學者有馬少娟與莊麗蘭介紹日治時期的臺灣圖書館發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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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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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未深入探討「石坂文庫」的運作情形，僅介紹創立緣起與貢獻。爾後有陳青
石坂莊作(1870-1940)，號圖南，明治 3 年（1870）生於日本群馬縣吾妻郡原町，父親是基層公
務員，原町小學畢業後，當過原町小學教員，後加入近衛工兵中隊，曾參與甲午戰爭，1895 年
7 月返回故里，因戰功受勳八等，並回校復職。甲午戰後志在往南洋發展，明治 29 年（1896）
3 月以隨軍記者身分抵臺，原計畫繼續向南洋前進，後因戰時同僚建議，而留在臺灣並前往東
臺灣各地，完成多次環島勘查，後在臺灣日日新報工作，擔任會計主任一職。明治 32 年（1899）
先遷臺北後定居基隆，開設「石坂商店」經營度量衡相關器材與販賣香煙，同時亦擔任基隆廳
及臺北州公職。石坂對於公益事業非常熱心，明治 36 年（1903）2 月設立「基隆夜學會」，提
供失學者夜間進學之管道。詳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年），頁 15。大正 8 年（1919）設立「基隆婦人會」，石坂希望提高婦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而設
立，此乃臺灣最早婦人會，意義非凡，並創設才藝班，鼓吹提升婦女的社會地位；昭和 8 年（1933）
，
將私人開闢的「石坂公園」捐給基隆市政府，昭和 15 年（1940 年）病逝於基隆，將其一生的
積蓄，全數投入於社會教育與公益事業。見不著撰者，〈石坂莊作氏逝去〉，《臺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石坂莊作更是一位作家，著作多達 14 冊，以文史書籍為主，
目前可見者有《臺嶋踏查實記》（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9 年 3 月）、《臺灣寫真帖》（臺
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 年 3 月）、《臺灣に於ける農民の天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15 年 4 月）、《基隆港》（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 年 5 月）、《北臺灣の古碑》（基
隆：作者自印，1923 年 4 月）、《御賜之餘香》（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 年 3 月）、
《天勝つ乎人勝つ乎臺北洪水の慘禍と治水策》（基隆：作者自印，1930 年 7 月）、《おらが
基隆港》（基隆：作者自印，1932 年 3 月）、《非常時臺灣・臺灣に於ける外國交涉事件》（基
隆：作者自印，1933 年 12 月）、《臺灣古代文化の謎》（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5 年 5
月）、《嗚呼義人賴順良》（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9 年 10 月）。
石坂文庫的館藏來源大部分為各界所捐贈，石坂氏為了回饋捐贈者的熱心參與，每年都會回贈
《年報》，詳見陽川生，〈石坂文庫の一週年〉，《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13 日），
第 4 版。筆者認為回贈《石坂文庫年報》的目的，第一是以昭公信，第二報告文庫的運作情形，
讓捐贈者了解與持續關心，是非常有效且建立長期良好關係的行銷方式。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
に〉，《同志社大學圖書館學年報・別冊》30（2004 年 6 月），頁 16。該文提及「石坂文庫」
第五點的成果，為 13 年間的資料。筆者推測宇治鄉毅對於 13 年的計算方式有誤，從年報所載
的各項記錄計算，從 1909 年至 1924 年止，應為 15 年，且實際出版 15 冊的《石坂文庫年報》。
馬少娟，〈臺灣區公共圖書館史略 (1895-1976)〉，《教育資料科學月刊》11:3(1977 年 5 月)，
頁 26-31。莊麗蘭，
〈臺灣公共圖書館發展史──1901~1949 年〉
，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8: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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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與張圍東直接以「石坂文庫」為研究對象，14張圍東的論文著重在探討「石坂
文庫」的創立緣由，關於該館營運情形，則以大正 12 年(1923)10 月至 13 年 9
月(1924)做為討論依據，惜未能全面分析。15陳青松則將多篇相關的論文集結成
《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一書。16至於學位論文則有曾堃賢，17該論文因以日治
時期為研究範圍，關於「石坂文庫」的運作，僅就閱覽與推廣兩項作為主軸，未
能全面探討。至於日本學者宇治鄉毅的研究，〈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
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に〉一文，18則較為全面性的考
察，並分析該文庫在臺灣圖書館發展史上的定位。
本文擬另闢研究的範疇，利用當時該館編印的《私立石坂文庫年報》所載內
容深入分析比較，該份年報詳細記載 1910 到 1924 年的營運，每年年報皆由前一
年 10 月 1 日記載到隔年 9 月 30 日，內容包括創立梗概、建物與設備、支館與巡
回書庫、庶務概要、會計、寄贈金、捐贈圖書、藏書統計、閱覽人員等，除可以
研究當時的實際營運情形外，更收錄了該時期名人的投稿、論說或圖書館統計，
對於當時的友館經營提供借鏡外，甚且提供給後世研究的寶貴資料。慶幸的是，
該份十五期《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皆完整保存在國立臺灣圖書館，不但已數位化，
亦能申請使用原始資料，是研究日治時期圖書館發展研究的瑰寶。此外，本文也
運用《臺灣日日新報》19刊載關於該館的報導，以及日治時期刊登在期刊雜誌上

14

15
16

17

18

19

年 9 月)，頁 87-130。
陳青松，〈日治時期的文史瑰寶──石坂莊作〉，《臺灣文獻》53:2(2002 年 6 月)，頁 235-244。
陳青松，〈石坂文庫是全臺首座平民化圖書館〉，《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1:2(2005 年 4 月)，
頁 108-116。陳青松，〈石坂莊作對臺灣文教事業的貢獻〉，《歷史月刊》241(2008 年 2 月)，
頁 72-79。
張圍東，〈日據時期私立石坂文庫之研究〉，《書苑季刊》24(1995 年 4 月)，頁 52-66。
陳青松，《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06 年 5 月）。陳青松研究基隆地
區的歷史，發表多達數十篇基隆地區相關論文，亦曾負責編纂《基隆市志．文教志．文化事業
篇》，然而該專著考證不嚴謹，出現與史實不符合的內容，最嚴重者在該書第 70 頁， 載「……
兩年後，於 1924 年 4 月 16 日先在高雄港開設『高雄圖書館』;……。總計，在日治大正年間，
石坂先生在基隆共創設了三座分館、一處閱覽室;並遠至高雄港開創一座圖書館，……」。石坂
氏在基隆前後設置三個分館與一處新聞閱覽所是正確的，但從未在高雄港設立分館，且該書對
於石坂文庫的經營亦未能深入了解，常有前後發展沿革錯置情形。
曾堃賢，〈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5 年 6 月)。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
に〉，《同志社大學圖書館學年報・別冊》30（2004 年 6 月），頁 16-40。該文有中譯，詳見
宇治鄉毅著、何輝國譯，〈石坂莊作與石坂文庫──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先驅圖書館之軌跡為
中心〉，《臺灣學研究通訊》2(2006 年 12 月)，頁 82-101。
《臺灣日日新報》是由《臺灣新報》和《臺灣日報》兩家日系報紙合併而來，在第四任臺灣總
督兒玉源太郎出面調停，命守屋善兵衛將兩報買下，合併為《臺灣日日新報》
，明治 31 年（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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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石坂文庫」的文章，還原「石坂文庫」的運作情形，與其對臺灣社會的影
響。

貳、「石坂文庫」的創設緣由
欲考察石坂氏成立圖書館的動機，必先了解其對於教育事業的看法與作為。
石坂氏於明治 32 年（1899 年）遷居基隆，四年後經商有成，鑑於基隆當時除小
學校與公學校外，並無任何升學的管道或繼續讀書的學校，於是和幾位有志於教
育者，於明治 36 年(1903)共同設立「基隆夜學會」，提供給白天工作，但有志
於讀書的日本人與臺灣青少年，利用晚上繼續讀書進修的管道。20
依據《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所載，可以察知石坂氏成立圖書館的心路歷
程，分析日文的〈石坂文庫設立の趣意書〉和〈沿革──文庫的創立〉，中文的
〈設立文庫小啟〉，21「然觀夫本島讀書界之現狀，似不無遺憾。即全島中無一
完全之圖書館。坊間所鬻者，只有朝刊暮廢之雜誌；不然則稗史小說耳。個人中
可稱藏書家者絕少，雖有深思好學之君子，亦惟徒喚奈何而已矣。」22
再者，石坂氏認為基隆港是日本人抵臺的首站，更是重要的交通渡津孔道，
但基隆卻缺乏機關或單位，可以提供認識臺灣或基隆的研究資料，是件令人遺憾
的事。第三，作為日本的新領土，石坂氏看到臺灣當時的社會現象，由於臺灣總
督府並未建立良好的繼續升學制度，小學校或公學校畢業後的青少年，大多流於

20

21
22

5 月 6 日正式發行，因為有臺灣總督府做後臺，並補助辦報經費，《臺灣日日新報》也成為日
治時期臺灣發行量最大的第一大報。最高發行量還曾達 50,000 份之多，而在臺工作的日本人、
駐在山區的警官都要訂閱。報方還延攬多位著名日籍文人學者擔任編輯，由是出版品質因而冠
凌一時。其間尚有國學大師章炳麟(太炎)，舉人羅秀實，漢學家連橫、李越濤等任職該報，為
《臺灣日日新報》良好發展奠下基礎。出刊長達 47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有其輝煌歲月，完
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真實面貌，不論法令規章、時事新聞、社會現象，以至生活型態，皆有翔
實刊載。因此，它已成為今日研究臺灣歷史最具價值的史料之一。目前最完整的《臺灣日日新
報》，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完整珍藏，拜數位化的便利，現在已能利用《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
料庫查詢所有原檔，對本文的幫助甚為重要。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基隆夜学校」──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一私立学校の步み》（東
京﹕中央印刷株式會社，2005 年 4 月），頁 13-14。共同創立的有志者包括時任基隆尋常小學
校校長佐藤謙之助、阿部順道、入田末男、豬口安喜，和臺灣人周萬居，該校遲至明治 44 年(1911)6
月才受到臺灣總督府認可，正式成為「私立基隆夜學校」。從其一生的作為觀察，石坂氏對於
社會公益與教育事業的推廣不遺餘力，涵括鼓吹成立「基隆婦人會」、捐贈「石坂公園」、成
立「基隆和洋裁縫所」與設立「基隆技藝女學校」。見《石坂莊作と「基隆夜学校」──日本
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一私立学校の步み》，頁 38-40。
石坂文庫，《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0 年 10 月)，頁 1-6。
石坂文庫，〈設立文庫小啟〉，《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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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蕩逸樂的傾向，為矯正時弊，喚起讀書風氣，實有必要設立圖書館。23還有最
後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容被忽略，從石坂氏類似自傳的《御賜之餘香》一書中，〈石
坂文庫十五年小史〉的回憶中提到，「……用之矯正風俗教化之同時，對於為了
提供參考教養予夜間學校學生，與此相關計畫設立圖書館……。」24
石坂莊作下定決心要破除萬難成立圖書館，因為「要設立文庫，絕非容易的
事業；非要投入相當資產，與建立永久持續之確實基礎不可。」25於是要先籌措
開館的基金，初期經費的來源皆由石坂氏一人所獨資，26後期因文庫名聲漸廣，
獲得各界認同，捐款才較為踴躍。27
明治 42 年(1909）6 月 1 日發表〈石坂文庫設立の趣意書〉，284 日即向基隆
廳提出「文庫設立申請」，29同時並擇其位於基隆港義重橋畔石坂商店左側隔壁
的建物重新整修，10 月 1 日正式開館，供大眾閱覽。開館當天《臺灣日日新報》
給予熱情的報導，並期待該館能夠帶動良好的閱讀風氣。30從〈石坂文庫規定〉
中可得知，該館採閉架式經營，讀者須先查詢圖書目錄後，填寫借閱單交給館員，
由館員入書庫取書，再供讀者館內閱覽，不提供外借服務。31開館之初，和漢書
計有 3,572 冊、洋書 349 冊、雜誌 4,495 冊，共計 8,416 冊。32

參、「石坂文庫」的營運分析
今日圖書館的經營要素有組織與館員、館舍、館藏、服務項目與經費，觀察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設立の趣意書〉，《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1。
石坂莊作，〈石坂文庫十五年小史〉，《御賜之餘香》（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 年 3 月），
頁 63。
石坂文庫，〈第一 沿革〉《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5。
初期的開館基金來源有，石坂氏擔任「基隆廳地方稅調查委員」的津貼、日露(俄)戰爭捐款餘
款、協助解決土地糾紛的報酬、政府給予的軍功獎金和奉養父親的養老金，以及個人的積蓄等。
見石坂文庫，《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5-6。
大正 4 年(1915)2 月 7 日石坂文庫遭受祝融之災，該年就收到各界主動捐款，協助復館，石坂氏
將該筆款項全部移作購買新書用途，見石坂文庫，《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頁 4-5。爾後，
每年皆有各界人士捐款的紀錄，見石坂文庫，〈寄贈金品〉《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七至第十
五年報。
〈石坂文庫設立の趣意書〉發表的場合不詳，僅見隔日的報紙刊載該消息。不著撰人，〈石坂
文庫の開設〉，《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6 月 2 日），第 2 版。
石坂文庫，〈開館手續〉《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5。
不著撰人，〈石坂文庫開館〉，《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0 月 1 日），第 2 版。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規定〉《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4。
石坂文庫，〈圖書冊數〉《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8-9。開館時仍陸續收到各界的捐贈
書，因此未整理上架的圖書尚有 520 冊、雜誌 159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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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石坂文庫的日常營運，可從歷年的《私立石坂文庫年報》得到詳細情形，本
節將對該館的例行性運作，進行全方位的分析，以了解當時的館務情形，茲分別
敘述如下﹕
一、組織與館員
圖書館要正常運作，有賴分工進行各項不同的業務，但從多達 15 冊的《私
立石坂文庫年報》中，無法判別該館是否有明確的工作分組，僅得知石坂莊作的
職稱是「館主」，33至於文庫的職員，稱之為「係員」。34
此外並無其他關於組別或工作職掌的記錄，唯一與組織有關的線索，僅能從
每年的會計報告中，有一項為「事務員給料」，此乃工作人員的薪資統計，從開
館的第一年報(1910)到第八年報(1917)，館員薪水總額皆為 240 圓，但從第九年
報開始就一路往上增加經費，如 1918 年為 285 圓，1919 年 380 圓，1920 年的館
員薪資總額為 480 圓，1921 年驟增為 883 圓，1922 年稍降為 720 圓，1923 年維
持同樣金額，但 1924 年卻又增加為 840 圓。35
若以明治 43 年(1910)基層之巡查薪資為例，日本籍的臺灣巡查之收入比日
本國內高，甫出練習所便有 12 圓本俸、加上 12 圓薪貼、另有 3 圓旅費津貼，和
1 圓之服裝費，合計每月收入 28 圓。361920 年代的臺灣人警察月薪為 18 圓，37再
根據昭和 12 年(1937)家計調查之分類標準，凡月薪 40 圓以上者均視為中上階級，
38

參考當時的生活標準而言，39假設館員的月薪為 10 圓，判斷石坂文庫初期可能

聘請二位館員，直到 1920 年才聘用四位館員，1921 年可能多達八位館員，但 1923
年又降為六位，最後一年可能又增聘到八位館員，從陳青松進行的口述歷史，訪
33

34

35
36
37

38

39

「館主」的職稱最早出現在第四年年報，內文為「石坂館主は展募の為め上京を期とし前橋、
……」見石坂文庫，〈本期間の經過〉《私立石坂文庫第四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3 年
10 月)，頁 8。隔年，又記載「石坂館主は本島石油坑視察の序以て、……」見石坂文庫，〈本
期間の經過〉《私立石坂文庫第五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4 年 10 月)，頁 7。
詳見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四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3 年 10 月)，
頁 3。與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4 年 10
月)，頁 3。記載該館派館員前往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參加「圖書館講習會」。
參見《私立石坂文庫年報》從第一年報到第十五年報的〈會計〉項下的「事務員給料」。
參見不著撰人，〈巡査の生活（上）〉，《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6 月 8 日)，第 5 版。
蔡慧玉，〈林建勳先生訪問記錄〉《中縣口述歷史(四)》（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6 月），頁 144。
臺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家計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企畫部，1940 年），頁
216。
陳柔縉，〈日治時期臺灣物價水準概況〉，《囍事臺灣》（臺北：東觀國際文化，2007 年 1 月），
頁 2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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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曾經到過「石坂文庫」閱覽書籍的報導人回憶，二樓閱覽室櫃檯就有二位女館
員為讀者服務，40得到合理的推估印證。
為何需要增加館員的人數，筆者推測與館務擴充有關，根據每年的館務工作
報告中，除例行性的工作項目外，整理石坂文庫歷年來較重大的興革，說明如下：
明治 45 年(1912)開始實施巡迴文庫；並贈送友館複本期刊。大正 4 年(1915)2 月
火災，閉館 256 天維修改建，擴充閱覽室面積，增設書架，首次淘汰圖書與期刊；
利用災後的整理契機，所有館藏圖書從五大類分類改為十大類分類。大正 5 年
(1916)設置玉田與新店二個分館，41玉田分館提供外借服務。
大正 7 年(1918)圖書館一樓另開大門，臨大馬路，便利讀者出入；裝設電燈。
隔年(1919)，充借館舍給夜學校當教室。大正 9 年(1920)開放夜間閱覽。大正 10
年(1921)增設基隆驛前「新聞雜誌縱覽所」。大正 11 年(1922)首次派日籍館員參
加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講習會」；打通書庫與閱覽室的牆壁，擴大
閱覽空間，採開架式閱覽服務；各界大量捐書；一樓增設角力場所，添購健身器
材。大正 12 年(1923)派臺籍館員參加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舉辦的
「圖書館講習會」
；
增設三沙灣分館；送複本圖書與期刊給景尾文庫。
由上可知石坂文庫的組織規模，除本館外，前後共設立三所分館42與一個「新
聞雜誌縱覽所」，43且從 1912 年起，開始提供巡迴書庫的服務，44服務的範圍包
括臺南、花蓮港、金包里和中國的福州、廈門與觀光郵輪，45後擴大範圍到臺東
卑南、沖繩縣石垣島的八重山，46雖然本館不提供圖書外借服務，但玉田與三沙
40
41

42

43

44

45
46

陳青松，《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06 年 5 月），頁 79-80。
玉田分館位於基隆貧民區所在地，設在玉田街奠濟宮內，借廟方一室放置六種報紙(臺灣漢文與
中國報紙各三種)、新到期刊與小說雜誌 450 冊；另有可自行拿取的圖書櫃，放過期期刊、報紙
與圖書複本，可隨意帶走，該分館日夜均開放。新店分館位於基隆停車場前的石坂名產物陳列
場內(類似今日特產陳列館，讓觀光客參觀並購買)，放置與臺灣相關圖書二百餘冊、期刊報紙
35 種，限館內閱覽。見石坂文庫，〈支館設置〉《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基隆：石坂文庫，
1916 年 10 月)，頁 2-3。石坂文庫設置分館，二處分屬不同類型，一為漢人居住地，一為觀光
客出入場所，因此不同的分館放置不同的圖書期刊種類，因地因人制宜，符合讀者的屬性與需
求，是高明的營運方式。
1924 年設置三沙灣支館，石坂文庫，〈支館及巡回書庫〉《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基隆：
石坂文庫，1924 年 10 月)，頁 3。
該新聞雜誌閱覽所設在基隆火車站前的「公共待合所」內，借基隆市政府的公共空間一隅，石
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三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2 年 10 月)，頁 3。
最早的巡迴文庫是提供給從基隆港出發，往返日本、中國、南洋各港口的郵輪，免費借書使用。
見石坂文庫，〈本期間の經過〉《私立石坂文庫第三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2 年 10 月)，
頁 7-8。
石坂文庫，〈支館設置〉《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3。
石坂文庫，〈支館及巡回書庫〉《私立石坂文庫第八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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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分館可外借，因此人力資源的運用是石坂文庫非常重要項目。
此外，本館除提供閱覽圖書的功能，一樓與二樓的閱覽室還是「基隆夜學校」
暫時借用的教室，前後長達六年之久，47原本提供夜間開放閱覽也因此而草草結
束，僅提供三個月夜間服務。48該館除圖書館應具備的閱覽室與書庫外，末期還
為了「基隆夜學校」學生的需求，在庭院增設角力場與運動健身器材等。49
綜合以上所述，日治時期的石坂文庫，乃臺灣圖書館史上第一所採現代化經
營的圖書館，不但擁有獨棟二層樓的館舍，還多達三個分館與一個新聞期刊閱覽
所，甚至提供臺灣島內與海外的巡迴書庫服務，創下最早設置分館與巡迴書庫的
先河。館員人數雖然不明確，但推估至少約有 2-8 人的規模，館長本人到日本國
內進行圖書館的考察，還派館員參加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講習會」，
對圖書館的營運與時俱進，例如編印年報贈送、編印臺灣書目、改採十大類分類
法、夜間開放、舉辦演講與展覽、圖書與期刊分別陳列利用、贈送複本給友館、
淘汰圖書期刊等等，都與今日圖書館的經營方式相類似，該文庫最早具備現代公
共圖書館的內涵。50
二、館舍與設備
石坂文庫的建築物，係獨棟水泥與木造二層樓建築，原為石坂氏的住家，緊
鄰石坂商店的左側，決定開辦「石坂文庫」後，將家人遷出，找來當時任職臺灣
總督府的技師鈴木豐藏設計，整建工程包給合木慶三郎負責，明治 42 年(1909)6
月 5 日動工，同年 9 月 30 日改建告成；建築與整修的總經費為 3,551 圓 97 錢，
51

建築面積寬 24 尺、長 32 尺，一樓為石造與水泥結構，置玄關、吸菸休息室與

辦公室，放置一個書架與大儲藏櫃；二樓為木造結構、屋頂為石瓦，設置書庫與
閱覽室，初期僅有三列書架。閱覽室放置圖書目錄櫃，共用文具與借閱圖書登記

47

48

49
50
51

頁 3。
從 1919 年 9 月開始借用，直到休館為止，都持續外借充當教室，見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
立石坂文庫第十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9 年 10 月)，頁 3。又見石坂文庫，〈庶務概要〉
《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2 年 10 月)，頁 4。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1 年 10 月)，頁
3-4。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四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3 年 10 月)，頁 4。
張圍東，〈日據時期私立石坂文庫之研究〉，《書苑季刊》24（1995 年 4 月），頁 26。
石坂文庫，〈文庫の建設〉《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6。文庫建設總經費為 3,551 圓 97
錢，明細為家屋立退料 43 圓 87 錢、工事費 2321 圓 50 錢、圖書購入費 572 圓 36 錢、備品費
240 圓 49 錢、雜費 373 圓 75 錢，全部由石坂莊作一人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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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此外備有閱覽桌椅、熱水壺與削鉛筆機等。52
隨著服務項目的增加，與日益擴充的圖書和期刊，初期的館舍規劃已明顯不
符合實際需求，因此館舍配置面臨需要重新調整，以期能跟上服務的腳步，從《年
報》中我們可以發現，大正 4 年(1915)是開館後，第一次最大規模的重新規劃與
增建，原因是 1915 年 2 月 7 日下午三點多，因石坂商店的浴室煙囪突然冒出火
舌，緊鄰隔壁的石坂文庫遭到池魚之殃，部分房間遭到大火波及，所幸當時是白
天，且附近為商業區行人眾多，許多民眾自告奮勇加入滅火的行列，因此火災立
即被撲滅，但因圖書是易燃品，也造成石坂文庫的損失。53
災後，各界紛紛慷慨解囊，捐款源源不斷湧入，根據統計達 147 圓 50 錢，
石坂氏將該筆善款全數移作採購新書之用。54石坂文庫從 1915 年 2 月 8 日起閉
館，進行後續整理工作，同年 5 月提出增建計畫，經基隆廳許可後著手進行，到
同年 8 月 10 日全部完成增建工程，內部開始進行圖書與期刊的修補、分類、編
目與排架，到 10 月 1 日重新對外開放。55
重新開放後的石坂文庫，建築面積擴大為寬 32 尺、長 48 尺，一樓仍為石造
水泥，二樓為木造結構，但屋瓦改鋪日本瓦。二樓設置男閱覽室與女閱覽室、書
庫，一樓為玄關、吸菸室，並增設書庫，專門放報紙與雜誌；二樓書庫增加為六
排書架，與未整理書的書架一排，二臺報紙架和一個大儲藏櫃。56會增加一倍的
書架，可以知道將近一萬冊的圖書已達滿架飽和狀態，借此機會擴充書架數量，
並將報紙、期刊移至一樓新開闢的書庫，以解決滿架的困擾。另外將閱覽室區隔
為男閱覽室和女閱覽室，則未特別說明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
大正 5 年(1916)又增設「新書陳列架」，57同年新設置兩個分館，各分館的
設備皆另新置，與本館無關。58隨著圖書迅速激增，大正 7 年(1918)在一樓添購
四座獨立的新書架以作為新書展示之用，以及放置參考用書。59臺灣的電力供應
愈來愈普及，於是在大正 8 年(1919)一樓與二樓都裝設電燈，取代過去的燃油照
明，對於安全上又多加一層的保障；同時為了讀者出入更加便利，也在臨大馬路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石坂文庫，〈第二設備〉《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5。
不著撰者，〈石坂文庫の失火〉，《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8 日），第 2 版。
石坂文庫，〈寄贈金品〉《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5 年 10 月)，頁 4-5。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頁 3。
石坂文庫，〈建物及設備〉〈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頁 2-3。
石坂文庫，〈建物及設備〉《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2。
石坂文庫，〈支館設置〉《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2-3。第八年報記載玉田分館借到大
閱覽桌與三腳椅子 30 張，石坂文庫，〈支館及巡回書庫〉《私立石坂文庫第八年報》，頁 2。
石坂文庫，〈建物及設備〉《私立石坂文庫第九年報》，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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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側，另開大門不必再繞道石坂商店進入圖書館。60
石坂文庫開館以來，期刊一直都是捐贈的大宗，為了更加方便取閱，大正
10 年(1921)一樓擴大原吸菸室面積，並改為報紙期刊閱讀區，讀者可以自由直接
取閱，不須再經過館員的服務，也曾短暫開放夜間開館。到大正 12 年(1923)還
將二樓書庫與閱覽室的牆壁打通，讓讀者可以直接親近書架，採完全開架式的經
營方式，61種種時俱進的服務，愈來愈符合現代化圖書館的經營方式。同年新店
分館閉館，隨後在基隆火車站前增設「新聞雜誌縱覽所」，提供期刊與報紙。62
因為「基隆夜學校」的校舍受到颱風的摧毀，卻遲遲無法修護，因此石坂文
庫在最後幾年間，出借一樓與二樓的閱覽室供「基隆夜學校」作為教室使用，63
且為了該校學生，還在庭院增設角力場與運動健身器材等。64大正 13 年(1924)
還在鄰近漁港的三沙灣弘法寺，借寺廟一隅開設分館，提供一百冊圖書、期刊數
十種與六種報紙。65
總括而言，石坂文庫雖由石坂氏一人所獨資贊助，但從開館之初，即已具備
相當的規模，與進步的經營理念，堪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不僅擁有獨立館舍，
且從閉架式經營到後來的開架式書庫，也採用獨立的期刊閱覽室，與參考書櫃；
為強調介紹到館新書，還設有新書展示櫃；為讀者方便出入開闢新的大門，全館
並裝設電燈提供更明亮的閱讀環境；種種作為皆以讀者為前提考量，是一所觀念
新穎且進步的現代化的公共圖書館。

60
61
62
63

64
65

石坂文庫，〈建物及設備〉《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年報》，頁 2。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四年報》，頁 4。
石坂文庫，〈建物及設備〉《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三年報》，頁 2。
從 1919 年 9 月開始借用，直到休館為止，都持續外借充當教室，見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
立石坂文庫第十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9 年 10 月)，頁 3。又見石坂文庫，〈庶務概要〉
《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2 年 10 月)，頁 4。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四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3 年 10 月)，頁 4。
石坂文庫，〈支館及巡回書庫〉《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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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報社直接贈送，不但省下一筆可觀的訂購報紙費用，讀者也因此可閱覽更多
的新聞資訊，吸收到不同來源與管道的訊息。
第二，社會團體或個人捐贈大量且種類豐富的期刊雜誌，期刊是獲得最新資
訊的重要管道，日本國內自明治維新後，期刊的出版已成百家爭鳴的現象，石坂
文庫因其社會形象佳與免費提供閱覽，獲得日本各雜誌社的信賴，至於臺灣本地
許多社會團體也會定期出版刊物，皆願意提供免費的期刊；另外，個人亦會捐贈
自行購買的過期期刊，石坂文庫的期刊種類與數量非常豐富，71因此，臺灣圖書
館史上將複本期刊贈送給其他圖書館的首例，早在明治 45 年(1912)就已經發生，
該年 8 月石坂文庫將七百多冊的複本期刊，贈送給桃園文庫和臺北閱報社。72
最重要的是，作為臺灣當時獨立運作的私人圖書館，石坂莊作將每年編印的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作為出版品交換，寄贈日本國內各大小圖書館，獲得熱烈
回響，日本國內各圖書館有出版該館年報或館藏目錄者，也都回贈各館的出版品，
於是雖遠在臺灣的石坂文庫，亦能了解日本各圖書館的運作情形，尤其是帝國圖
書館從收到《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後，就回贈《帝國圖書館報》與各年《年
報摘要》，73直到石坂文庫廢館。
明治 45 年(1912)10 月石坂氏回到日本，不但到各地參觀圖書館，也宣傳石
坂文庫並展開募書的行動。74除募書的管道外，石坂文庫也採購圖書，但從每年
度的經費支出報告中，可以發現採購圖書經費佔整體支出的比例並不高(詳見表
一)，此乃被當時學者所批評的項目，75考察《私立石坂文庫年報》所載採購圖書
的紀錄，從大正 2 年(1913)以後才開始刊登新單元，記載購入圖書的書目，且詳
細介紹該書的出版項，76類似今日的新書介紹，或許是受到元田修三對該館的批

71

72

73
74

75

76

國的郵報送給石坂文庫。以石坂文庫，〈寄贈新聞〉《私立石坂文庫第八年報》(基隆：石坂文
庫，1917 年 10 月)，頁 15-16 為例說明。
石坂文庫的期刊豐富，開館之初就有 4,495 冊，到休館前的最後統計單行本期刊有 5,555 冊、期
刊合訂本 324 冊，石坂文庫，〈藏書〉《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4
年 10 月)，頁 15-16。
石坂文庫，〈本期間の經過〉《私立石坂文庫第三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2 年 10 月)，頁
8。
石坂文庫，〈圖書寄贈芳名〉《私立石坂文庫第二年報》，頁 10。
坂文庫，〈本期間の經過〉《私立石坂文庫第四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3 年 10 月)，頁 8。
石坂氏參觀的圖書館有帝國圖書館、前橋、慶應大學、日比谷、大橋、南葵、名古屋、大阪與
京都，從 1912 年 10 月 27 日出發到 1913 年 1 月 30 日返臺，長達三個月。
元田修三，〈教育者と圖書館(下)〉，《臺灣教育》121（1912 年 5 月），頁 18-19。元田氏當
時就批評石坂文庫的館藏，其缺失有「全數依賴贈書，購買新書經費太少、無法充分進行選書，
且館藏亦無法彰顯出基隆的特色。」
石坂文庫，〈購入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四年報》，頁 20-22。但仔細分析後，年報也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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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所作出的回應。
表一﹕石坂文庫採購圖書經費比例分析表
年報
期數

日期起迄

1

開館籌備期

1

採購
圖書經費
572 圓 36 錢

採購圖書經
當年度總經費

費佔整年度
經費百分比

3,551 圓 97 錢

16%

1909.10～1910.09

24 圓 20 錢 696 圓 82 錢 4 厘

3%

2

1910.10～1911.09

67 圓 51 錢

645 圓 20 錢

10%

3

1911.10～1912.09

91 圓 4 錢

774 圓 26 錢

11%

4

1912.10～1913.09

135 圓 97 錢

627 圓 52 錢

21%

5

1913.10～1914.09

147 圓 3 錢

626 圓 37 錢

23%

6

1914.10～1915.09

190 圓 47 錢

985 圓 89 錢

19%

7

1915.10～1916.09

181 圓 61 錢

853 圓 98 錢

21%

8

1916.10～1917.09

140 圓 6 錢

831 圓 20 錢

16%

9

1917.10～1918.09

258 圓 87 錢

1,106 圓 98 錢

23%

10

1918.10～1919.09

327 圓 10 錢

1,320 圓 29 錢

24%

11

1919.10～1920.09

332 圓 79 錢

1,382 圓 16 錢

24%

12

1920.10～1921.09

26 圓 80 錢

1,762 圓 48 錢

1%

13

1921.10～1922.09

274 圓 28 錢

1,556 圓 16 錢

17%

14

1922.10～1923.09

154 圓 69 錢

1,431 圓 82 錢

10%

15

1923.10～1924.09

144 圓 90 錢

1,632 圓 50 錢

8%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一年報至第十五年報的〈會計〉項
下「圖書購入費」整理。說明﹕計算百分比時，僅採計到圓為止。
從表一可以清楚發現，石坂文庫的採購經費並不特別充裕，且多寡落差非常
劇烈，購書經費最多的一年是籌備期間，花費 572 圓，最少的一年是第十二年報
的 1920 到 1921 年間的 26 圓，該年度為何購書經費低於平均水準值，該年年報
並未特別加以說明原因，但從〈寄贈金員〉中發現，該年捐錢購書的經費高達

所有採購圖書均條列介紹，以後各期年報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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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圓，77這筆捐款並未統計在購書經費中，原因是石坂莊作將購書經費當成個
人捐獻的經常門，而各界的捐款不列入經常門，另外闢一單元〈寄贈金圓〉獨立
計算，很明顯地，可以得知外界所捐贈的經費是採購圖書的重要來源，但不列入
「石坂文庫」的統計內。因此若要更精確地了解該館的實際購書經費，必須將石
坂氏的個人捐贈和外界的捐贈金額加總。
準此，石坂文庫的館藏數量不禁令人好奇，是否每年皆有增加？增加的幅度
為何？利用歷年《私立石坂文庫年報》所載的統計數字，從圖二可以發現幾個有
趣的現象，茲說明如下。

30000
25000
20000
年度圖書冊數

15000

年度期刊冊數
館藏總冊數

10000
5000

1924

1923

1922

1921

1920

1919

1918

1917

1916

1915

1914

1913

1912

1911

1910

0

圖二：石坂文庫歷年圖書與期刊冊數比較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一年報至第十五年報的〈統計〉或
〈藏書〉項整理。
首先可明顯看出，1915 年突然減少將近五千冊的期刊，是因為該年 2 月 7
日的一場火災，造成嚴重的損害，導致淘汰日文期刊 4,702 冊、外文期刊 135 冊，
合計 4,837 冊的期刊。78至於 1919 年以後的期刊數量減少，原因是期刊都來自捐
77

78

石坂文庫，〈寄贈金員〉《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1 年 10 月)，頁
17-22。
石坂文庫，〈廢棄圖書類別表〉《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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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因
因為期刊的來
來源較不穩定
定，可能出版
版社停刊，或
或是不再寄贈。至於 19923 年
的期刊
刊數量驟降，
，其因乃新成
成立「新聞雜
雜誌縱覽所」
」，將近三千
千冊的期刊移
移到該
處。799
石
石坂文庫的館
館藏內容，從
從第一年的 8,416 冊，經
經過 15 年的
的經營，總館
館藏量
為圖書
書 19,291 冊、單本期刊 5,555 冊與期
期刊合訂本
本 324 冊，共
共計 25,170 冊
冊，分
析圖書
書的種類，可
可以看出以第
第三門「文學
學、語學」類
類最多，教育
育類圖書最少
少，各
類別圖
圖書的比例請
請參照圖三說
說明。

圖三
三：大正 13 年(1924)石坂
年
坂文庫館藏圖
圖書分類分析
析圖
來源：筆者根
根據《私立石
石坂文庫第十
十五年報》製
製作。
資料來
的圖書冊數
至
至於圖書的增
增加情形，呈現出穩定的
呈
的成長趨勢，其中第一次
其
數減少，
是因為
為 1915 年的
的祝融之災，善後時將 1,,065 冊已無法修復的圖書進行淘汰
汰。80休
8
館前的
的 1924 年，
，則因為將大
大量的複本圖
圖書捐贈給景
景尾文庫。81
但深入分析
析可以

發現，雖然該館的
的圖書每年皆
皆有增加，但
但絕大部分的
的圖書來源，皆為透過贈
贈送的
79

80
81

頁 255。
石坂
坂文庫，〈支館、新聞縱覽所及
及巡回書庫〉《私立石坂文庫
庫第十四年報》(基隆：石坂
坂文庫，
19233 年 10 月)，頁
頁 3。
石坂
坂文庫，〈廢棄
棄圖書類別表〉《私立石坂文
文庫第六年報》，頁 25。
石坂
坂文庫，〈庶務概
概要〉《私立石
石坂文庫第十五
五年報》(基隆：石坂文庫，1924 年 10 月)，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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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因而無法掌控圖書的內容與類別，如此一來，館藏量雖多，但因依賴贈書，
易困於無法主動挑選所需之書，與建立館藏特色。82
四、技術服務項目
現代圖書館的服務可分為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兩大範圍，石坂文庫為現代化
圖書館的經營方式，因此制度的建立與維持，是必要的關鍵，觀察該館在此服務
項目上，亦有特別之處，值得研究。
(一)採訪
現代化的圖書館是成長的有機體，首先，採訪是圖書館的第一要務，關係著
圖書館的成長方向與質量。然而，百年前的石坂文庫的館藏，最主要的來源最大
宗為捐贈，並非以採購為主，而是依賴各界人士踴躍捐贈。其方式為在每年度的
《年報》上，公開呼籲並製作捐贈芳名錄，以昭公信，最特別的是，在僅有九條
條文的〈石坂文庫規定〉中，就有兩條條文與捐贈圖書有關，第八條「凡寄贈圖
書於本文庫時，其運貸在本文庫支辦。」即捐贈圖書的運費由石坂文庫全數負擔；
與第九條「寄贈之圖書，特將書名及寄贈之芳名，錄於寄贈圖書簿，長紀念其厚
意。」83
因此，從歷年《年報》發現，火災發生後的捐款，原為各界希望協助早日復
館的建設經費，但石坂氏全數移作購書經費，已如前述。84從第七年報開始有大
筆金額捐款的記錄，該年就獲得貴族院議員荒井泰治捐 100 圓，和住臺北的中川
小十郎捐 30 圓的購書款，85既有先例，爾後歷年就陸續收到捐款買書的記載，
到第十一年報則是第一次有臺灣人捐款的記錄。86第八年報記載東京的服部財夫
捐了 740 冊書，87是首次個人捐書超過五百本以上。從歷年統計發現，個人捐書
最多者為木村謙吉，88另有住在美國的綿貫耕每年都會捐最新出版的英文書給石
坂文庫，或是捐款。89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元田修三，〈教育者と圖書館(下)〉，頁 18-19。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規定〉《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頁 19。
共收到 147 圓 50 錢的捐款，見石坂文庫，〈寄贈金品〉《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頁 4-5。
石坂文庫，〈寄贈金品〉《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5。
該年有基隆人倪蔣懷捐 5 圓，與基隆蘇維仁的遺族捐出喪葬餘款 50 圓，見石坂文庫，〈寄贈金
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一年報》，頁 5。
石坂文庫，〈寄贈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八年報》，頁 13-14。
木村謙吉個人捐了 1,590 冊圖書，日文書計 821 冊、歐洲各語文書 769 冊，見石坂文庫，〈寄
贈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四年報》，頁 15-22。
綿貫耕從基隆移居到美國，從第六年報開始就有紀錄捐贈英文圖書，見石坂文庫，〈寄贈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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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採購圖書，石坂文庫每年的採購經費並不突出，且佔整體費用的比例
不高，因此每年由文庫自行採購的圖書冊數不多，從歷年《年報》就可以了解。
花費金額最多的一次是在籌備期間，在營運的十五年中，最高的採購額度是第十
一年記載的 332 圓 79 錢。90
另外從〈購入圖書〉的記錄中分析，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前二
年採購圖書以日文書為主，直到第三年報始有採購漢文書，且為清朝纂修的淡水
廳志，91從以後歷次採購的漢文書書目分析，石坂文庫明顯地有計畫性蒐集清代
編纂的臺灣方志或記錄；92其次，石坂文庫對於經營圖書館的專業書籍，亦列為
採購的對象，當年這類圖書即使在日本國內也不常見，因此日本甫一出版，不久
後該館就已採購入館，如日本圖書館協會編的《圖書館小識》、93《教育と圖書
館》94等，可知該館對於圖書館如何營運非常重視。
此外，石坂文庫亦首創「館藏政策」，在第十二年報紀錄，因當時日本政府
的國家政策與臺灣總督府的施政，偏向往南洋地區發展，社會氛圍熱烈討論，該
館為讓社會大眾更加瞭解與認識南洋的調查與研究，擬加強採購與中國和南洋相
關的圖書。95
採訪圖書進館的另一項方式為交換，因石坂文庫每年主動寄贈《石坂文庫年
報》給日本與臺灣各單位，以圖書館為例，收到各館的年報，計有帝國圖書館、
宮城縣立圖書館、日比谷圖書館、大橋圖書館、私立西歧波圖書館、慶應義塾圖
書館、石川縣立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佐賀圖書館、山口縣立圖書館、南

90
91
92

93

94

95

《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頁 12。直到第十五年報止，每年都有捐書或捐款的記錄。
石坂文庫，〈會計〉《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一年報》，頁 4。
石坂文庫，〈購入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三年報》，頁 21。
第六年報載有《臺灣外記》，石坂文庫，〈購入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六年報》，頁 17。第
七年報載有《鳳山縣志》，石坂文庫，〈購入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21。第九
年報載有《襄壯公靖海記事》、《東槎紀略》、《臺海使槎錄》，石坂文庫，〈購入圖書〉《私
立石坂文庫第九年報》，頁 22。
《圖書館小識》於 1915 年由日本圖書館協會編，共 202 頁是一本圖書館經營入門的專業圖書，
石坂文庫於同年 9 月即已採購入館，見石坂文庫，〈購入圖書〉《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
頁 21。該書亦被中華民國的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於 1917 年翻譯成中文，宋建成，〈淺說「圖
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耕書集》41（2012 年 5 月），頁 5。該書被翻成中文版後，
成為中國圖書館學的「金科玉律」，詳見馬宗榮，〈日本圖書館事業的史的研究〉，《文華圖
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4：2（1932 年 6 月），頁 86。
《教育と圖書館》一書，1917 年由東京的目黒書店出版，共 237 頁，見石坂文庫，〈購入圖書〉
《私立石坂文庫第八年報》，頁 23。該書作者植松安，曾接續和田萬吉博士擔任東京帝國大學
圖書館學講座，昭和 5 年(1930)受聘於臺北帝國大學，轉任教於臺灣。馬宗榮，〈日本圖書館
事業的史的研究〉，頁 91。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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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鐵道株式會社圖書館、前橋市立圖書館、南葵文庫、金澤圖書館、廈門旭瀛書
院等。96
(二)分類編目
開館之初的石坂文庫館藏分類法採五門，97分類法稱為「門」，即為今日所
稱之「類」，每一門下，又再細分為「學」，但每一門下的「學」多寡不一，且
未必具有學門相通性，或學科邏輯性。茲分列最早期的五門學科如下：
第一門：國家學、法律學、社會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
第二門：宗教、教育、哲學、語學、文學、藝術
第三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數學、理學、醫學
第四門：兵事、工學、產業
第五門：家庭、雜書、類書、叢書、新聞紙、雜誌
無論漢文書、日文書或外文書、一律依此分類法，至於報紙和期刊則全部歸
為第五門，筆者推測這套分類法，應該不是現代索書號的分類系統，較類似於將
同性質內容的書籍放置於一處，屬於集中同類書籍的簡易檢索方式。此種簡單的
放置圖書方式，若藏書數量日益增加，將會面臨無法繼續擴充的窘境，在排架與
順架時容易產生困擾。很明顯地，到了第二年就將報紙和期刊單獨分類，不再納
入第五門。98
提供給讀者查詢的圖書目錄，則分為和漢書目錄系統、洋書目錄系統、新刊
圖書目錄系統、慶應 3 年(1867)前出版圖書目錄系統，和臺灣相關圖書目錄系統，
99

共五個不同的檢索目錄，推測應該是簡易的編目方式，只以書名作為唯一的檢

索點。
石坂文庫於 1915 年 2 月 7 日受火災波及，災後不但圖書館的館舍面積擴大，
最重要的改變就是藉由重新整理圖書之便，毅然決然地更改圖書分類法，上述的
圖書分類法已實行數年，讀者與館員均感到不方便，100只是改變分類法茲事體大，
且圖書冊數日積月累愈來愈多，不可能有突然的大變動。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在
遭遇祝融肆虐後，石坂文庫借此一閉館修護的契機，決定將所有圖書重新進行分
類，採取最根本的改善，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因此必須慎重決定新的分類法。
96

筆者整理《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一年至第十五年報。
當時的分類法稱為「五門」，即為今日所稱之「類」，每一門下，又再細分為「學」，但每一
門下的學並不一定。詳見石坂文庫，〈圖書冊數〉《私立石坂文庫第八年報》，頁 23。
98
石坂文庫，〈統計〉《私立石坂文庫第二年報》，頁 7。
99
坂文庫，〈建築與設備〉《私立石坂文庫第二年報》，頁 6。
100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3。
97

日治時期基隆私立石坂文庫的研究

69

最後決定採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山口圖書館十進分類法」，101這套分類
法採十大類，每大類下再細分十小類，「十進位法」是世界大部分的圖書館所採
用的分類邏輯概念系統，因此改變後的圖書分類系統，讀者都大加稱讚其方便性。
102

茲將「山口圖書館十進分類法」條列如下：

總記：史彙、叢書、隨筆、臺灣、少年文學
第一門：哲學、宗教
第二門：教育
第三門：文學、語學
第四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
第五門：國家、法律、經濟、社會、統計
第六門：理學、數學、醫學
第七門：工學、兵事
第八門：藝術
第九門：產業
五、讀者服務項目
讀者服務項目又可再分為：開放對象、開放時間、閱覽規則等。石坂文庫最
大的特色在於完全免費提供給所有進館的人士閱覽，石坂文庫未設立兒童閱覽室，
因此對於未滿 12 歲的孩童則限定不得進館，此外，喝醉酒的人或不願遵守規則
的人謝絕進館，若強行進館的話，將進行驅離。
進館後需先辦理「閱覽證」，「閱覽證」要載明姓名、住所和職業，始可借
閱圖書和期刊，其步驟為先查詢圖書目錄，並填寫借書單交給館員，館員進入書
庫找書，再交給讀者進入隔壁的閱覽室閱讀，在閱覽室內嚴禁讀出聲音、交談和
吸菸，圖書與期刊僅限館內閱覽，若臨時有事要離開，必須先將圖書交還館員，
待再次進館後再續借之。
一樓則設有吸菸談話室，讓讀者可於該處吸菸與交談。但圖書期刊不能攜帶
進入，若所借的資料有遺失、或做記號、或污損、或破壞，則必須還以相同之圖
書，或以相當的價格作為賠償。
101

102

這套分類法最早由日本山口縣立圖書館提出，經過改良後，成為日本國內大多數圖書館所採用
的分類法。張圍東，〈和漢書分類法之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訊》13（1993
年 7 月），頁 54-55。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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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開放時間為早上 9 時到下午 4 時，中間不休息，103後來有短暫調整開館
時間，提供夜間開放，但隨即又取消夜間開放，但延長開館到下午 6 時。104休息
日為日本的三大節日，105與歲末年首、曝書日和打掃日不開放，大正 5 年(1916)
以後休假日增加始政紀念日、臺灣神社例祭日、開館紀念日三天。106石坂文庫開
館日數每年平均達三百天以上，唯 1915 年火災造成閉館修護，開館日數僅 108
天，其中若該年遇到颱風造成災害或流行感冒肆虐，則採取臨時閉館的措施。107
(ㄧ)讀者統計分析
《石坂文庫年報》對於進館人數與職業別進行非常完整的統計，從表二可以
清楚比較進館讀者人次穩定成長，開館前三年每月平均進館不滿百人，從 1913
年後每月皆達百人進館，尤其是最後的四年，進館人數更是踴躍，甚至達到月平
均 549 人次。
表二：石板文庫例年開館日數、進館人與每月平均進館人次統計表

103
104
105

106
107

年份

開館日數

整年度進館人次

每月平均進館人次

1910

349

558

47

1911

349

444

37

1912

346

476

40

1913

346

1,266

106

1914

343

1,195

100

1915

119

108

22

1916

346

1,428

120

1917

350

2,275

195

1918

353

1,867

159

1919

335

1,848

165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規定〉《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頁 4。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頁 3-4。
日治時期的三大節日為祝日即新年（一月一日）、紀元節（日本建國紀念日，二月十一日）、
天長節（當代天皇的生日）。詳見蔡錦堂，〈從日本時代始政紀念日談起〉，《臺灣之窗網路
專欄》（2001 年 6 月 18 日），臺灣歷史學會/臺灣之窗/從日本時代始政紀念日談起，
http://www.twhistory.org.tw/tha_twnews.htm(檢索日期 2014/3/10)。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規定〉《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33。
大正七年因流行性感冒猖獗與大正八年因強烈颱風，前者休館一週，後者休館三天，見石坂文
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年報》，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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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332
2

1,947

174

1921

333
3

5,663

504

1922

320
0

3,406

318

1923

349
9

4,489

384

1924

347
7

6,367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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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
來源：筆者根
根據歷年《私
私立石坂文庫
庫年報》整理
理製表。
若
若以職業別做
做分析，我們
們以第十五年
年報為例，該
該年進館總人次達 6,3667 人，
石坂文
文庫將進館讀
讀者區分職業
業別進行統計
計，計分為第
第一類學生；第二類教員
員、新
聞記者
者、著述家；
；第三類醫師
師、辯護士、
、畫家；第四
四類官、公吏
吏、軍人；第
第五類
實業家
家、商人；第
第六類無職業
業；第七類女
女子。從圖四
四統計分析，明顯地學生
生是石
坂文庫
庫的讀者群中
中，人數最多
多的職業背景
景，佔 53%；其次為無
無職業登記者
者，而
顯然是
是最少的職業
業別是醫師、
、律師和畫家
家，推測原因
因乃這幾種專
專門職業者，本身
擁有良
良好的社經背
背景，有能力
力自行購買所
所需專業書籍
籍，且石坂文
文庫的館藏無
無法滿
足他們
們的專業需求
求。

讀者職業
讀
業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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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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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記者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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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律師 畫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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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公務員 軍
軍人
實業家
實
商人

3%

無職業
無
女子
女

3%

1%

其他
其

圖四：1924
4 年石坂文庫
庫進館讀者職
職業別分析
來源：筆者根
根據《私立石
石坂文庫第十
十五年報》整
整理製圖。
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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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閱圖書分析
雖然圖書與期刊僅能在館內閱覽，不提供外借，但該館仍對於讀者所閱覽的
圖書進行分類統計，以第十五年報為例說明，閱覽種類最多的圖書以第三類的文
學、語學；次多的為種類(事彙、叢書、臺灣圖書、隨筆、少年文學)；最少被閱
覽的圖書類別是工學與兵事類，請參見圖五。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和漢書

1000

洋書
合計

0
總記 哲學 教育 文學 歷史 法律 理學 工學 藝術 產業
宗教
語學 地理 經濟 醫學 兵事
傳記 社會 數學
紀行 統計
財政

圖五：1924 年石坂文庫借閱圖書類別分析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整理製圖。
六、推廣服務
石坂文庫在經營後的第三年，因緣際會地，大阪商船會社往返基隆與中國沿
海港口的郵輪，希望能夠向石坂文庫商借圖書與期刊，供應給搭乘郵輪的觀光客
們閱覽利用，於是雙方洽談後，在明治 45 年(1912)6 月 6 日首批「巡回書庫」160
冊圖書和期刊，登上由基隆出發的「撫順丸」，開啟圖書外借的首航。108隨即石
坂氏認為要提升地方文化的興盛，讓各地更多的居民也能獲得讀書的樂趣，因此
主動規劃「巡回書庫」實施辦法，並於同年 7 月 1 日公布，分析該〈石坂文庫巡
回書庫規程〉內容，條文共有九條。109
簡單說明如下，第一條說明書庫來源由石坂文庫提供，且完全免費；第二條
108
109

石坂文庫，〈本期間の經過〉，《私立石坂文庫第三年報》，頁 8。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巡回書庫規程〉《私立石坂文庫第三年報》，頁 5。原有十條條文，第
十條為鼓勵捐書的公告，二年後就取消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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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圖書由石坂文庫選擇，但商借人可以事先向該館提出欲借書的申請，包括類
別與書名；第三條商借單位的設定，限定對象為地方政府、公學校、小學校、公
共團體，個人不得申請，以各單位負責人為代表；第四條扣除運送往返時間，每
次借書限為一個月；110第五條所有產生之運費，概由商借團體負擔；第六條團體
負責人需親自負責各地的借書手續，登錄借書人的資料，包括姓名與住所和職業；
第七條外借圖書，若有遺失或汙損須負賠償的義務；第八條借閱者不得再轉借他
人；第九條欲商借圖書的團體，需先將負責人姓名及運費寄到石坂文庫，並可指
定發送日期，但不提供臺北市與基隆地區外借服務。
石坂文庫的「巡回書庫」制度，乃臺灣圖書館史上首次實施，任何機關、學
校或社區只要提出申請並自付運費，文庫即可出借圖書。根據紀錄，該文庫曾經
巡迴臺南、花蓮港、金包里和中國的福州、廈門與觀光郵輪，111後擴大範圍到臺
東卑南、沖繩縣石垣島的八重山，其中沖繩縣石垣島的八重山，更是最為積極，
直到廢館前仍申請巡迴書庫，年報還特別記載該八重山氣候測候所岩崎卓爾所長，
對於地方文教事業的關心與經營。112
但可惜的是，關於「巡回書庫」所提供的外借圖書種類和冊數，以及巡迴頻
率和借書者的職業背景等，這些寶貴的資料在《年報》中付之闕如，殊為遺憾，
無法得知當時的詳細情形，有待日後更多史料的發現。至於各支館，亦僅說明圖
書若干、期刊幾種的簡略介紹，無法更加深入分析，唯一可以了解的是，各支館
的圖書和期刊會選擇適合該區使用者的特性，而提供不同的館藏內容，如玉田分
館設在臺灣人社區內，因此提供稗史和小說為主，另有 6 種漢文報紙；新店分館
則位於觀光客較多的名產展示店內，於是提供以介紹臺灣為主的圖書資料和新出
版的日文期刊；三沙灣分館緊鄰漁港，居民以捕魚為業，該分館的讀物以居民需
要為主，圖書 100 冊、6 種報紙與十餘種雜誌。這都說明石坂文庫的分館經營策
略，是以當地居民分布和類型為主要考量，針對讀者實際需求提供圖書期刊，具
備現代化的經營理念。
此外，石坂文庫也舉辦演講活動，如大正 10 年(1921)請伊東大器演講「佐
久間象山的詩」；113亦曾舉辦展覽，如大正 12 年(1923)舉辦「北臺灣の古碑」

110

111
112
113

最初訂的辦法是為期一週的期限，但 1916 年起便延長為一個月，以充分享受讀書的樂趣。見
石坂文庫，〈石坂文庫巡回書庫規程〉《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34。
石坂文庫，〈支館設置〉《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 3。
石坂文庫，〈支館及巡回書庫〉《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頁 3。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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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印展，114石坂文庫面積雖然不大，但仍舉辦演講與舉辦展覽等，具備推廣服務
的功能。
七、經費
石坂文庫的營運前後長達 15 年，總計花費的經費總額為 22,286 圓 24 錢 4
厘，115全數由石坂莊作一人所負擔，平均每年的費用約為 1,485 圓，當時日本派
駐臺灣官員的薪俸，以臺北廳長為例，本俸加上津貼，一年的年俸為 3,300 圓，
石坂氏願意無私長年奉獻，可謂堅持理想的有志之士。每年的支出項目，大概可
分為圖書購入費、圖書補綴費、印刷費、備品購物費、通信搬運費、電燈費、消
耗品費、修繕工程費、地代及保險金、事務員給料、雜費、臨時費等。
若以最後一年的總支出為例，其中佔去最大筆的支出為人事費用，次為臨時
費，從圖六可以清楚了解各項費用的百分比。

114
115

石坂文庫，〈庶務概要〉《私立石坂文庫第十四年報》，頁 4。
石坂文庫，〈會計〉《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五年報》，頁5。這筆經費是從籌備期間累計到最後
一年，不包含各界的捐書與捐錢。參考1905年臺北廳官公吏階級與俸給表，參見臺北廳總務課
編，《臺北廳第一統計書》 (臺北：臺北廳總務課，1906年)，頁607~608。
官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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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六：石坂文
文庫最後一
一年各項經費
費支出分析圖
圖
資料來
來源：筆者根
根據《私立石
石坂文庫第十
十五年報》整
整理製作。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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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所
所寄贈的圖書
書經年累月不
不斷增加，以
以達小規模經
經營的極限，且讀者逐年
年持續
增加，在狹小的空
空間裡，明顯
顯已不敷使用
用，產生了空
空間與財政無
無法負擔的現
現象。
116

肆、「石坂文庫」的
文
的館務興革
革與經營特
特色
作
作為臺灣第一
一所免費開放
放的公共圖書
書館，是劃時
時代的創舉，引起當時各
各界人
士的注
注意，其中新
新渡戶稻造1117在開館的第
第二年就蒞臨
臨參觀，並給
給予指導，該
該館特
116

117

宇治
治鄉毅，〈石坂
坂莊作と「石坂
坂文庫」──日
日本統治臺灣に
における先驅的
的図書館の軌跡
跡を中心
に〉，頁 26。
新渡
渡戶稻造(1862--1933)，1862 年生於日本東北
年
北地方的盛岡城
城（今岩手縣境
境內），1881 年新渡
戶氏
氏從農學校畢業
業後，1884 年赴
赴美，在 Johns H
Hopkins 大學攻
攻讀歷史與政治
治，1901 年 2 月
月抵臺，
任臺
臺灣總督府技師
師，5 月任民政
政部殖產課長， 6 月兼物產陳
陳列局局長。同
同年 9 月，他向
向兒玉總
督提
提出了臺灣經濟
濟史上的重要文
文獻《糖業改良
良意見書》，條
條陳振興臺灣糖
糖業之策，這份
份《意見
書》全盤被總督府
府接受，次年，帝國議會以《
《意見書》為藍
藍本通過了《糖
糖業獎勵規則》，設臨
時臺
臺灣糖務局，以
以新渡戶氏為局
局長。不到五年
年，臺灣總督府
府即已達到財政
政獨立的目標， 到一次
大戰
戰後，糖業已成
成為臺灣最重要
要的基礎產業。
。1981 年日本
本政府決定將新
新渡戶稻造肖像
像置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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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將新渡戶氏的口述建議，加以整理成〈石坂文庫に就て〉一文，118並刊登在《私
立石坂文庫第二年報》，新渡戶氏對於當時石坂文庫開館初期，一個月平均只有
30 位讀者，換算下來一天只有一位讀者的情況，感到不可思議，因此建議該文
庫要注重推廣，讓更多基隆人知道該文庫的存在與價值。並建議可以和當地民間
有志人士合作，例如組成讀書會、談話會、研究會等，也可以和夜學會一起舉辦
活動，總之尋求各方志同道合之士，善加利用來自各方捐贈的資源。
此外，新渡戶氏曾留學美國，並曾到歐洲許多國家考察，在參觀完文庫之後，
也給許多非常寶貴的建議，首先，他對於二樓的書庫與閱覽室分開，並採取閉架
式的服務方式，提出改善的意見，新渡戶氏認為讓讀者能夠自由地在書庫瀏覽圖
書，是非常重要的探求知識的途徑，雖然可能需要更多人力進行排架整理，但自
由進書庫透過視覺與觸覺隨意瀏覽，看到書籍可立即取出置於書桌閱覽，乃是讀
者對新智識最大的啟發，宜早日進行之。
其次關於館藏的建議，關於現有的館藏應該朝向地方性特色發展，盡量達到
通俗化為目的，千萬莫將地方文庫建設成為學術的殿堂，非以蒐集各種學術書籍
為重點，應著重在以淺顯易懂的商業、工業、土木的啟蒙為出發，或佐以簡單的
文學、科學、美術的引導，或簡單的大自然現象科學解釋的入門書，勿以專門學
術理論著作為館藏目標。
再者，並且要提供解答民眾提出的疑問，只要民眾對於萬事萬物有疑惑者，
均可經由館員的指引，獲得初步的答案，進而能滿足其精神上的需求與啟蒙。
第四項關於環境的建議，新渡戶氏建議該文庫要善加利四面的牆壁，盡量裝
飾以名人肖像、地圖或繪畫，讓讀者進入文庫後，自然而然受到這些境教的影響，
進而獲得新智識的啟發，圖書館有責任讓讀者不斷吸收並學習，因此利用各種機
會進行教育是必要的。
最後的建議是，讓基隆市民盡量容易接觸到文庫的圖書，擴大普及的層面，
因為從圖書接觸開始，是屬於第一步實體物質的接觸，然而透過閱讀圖書的過程，
可以讓人進一步獲得精神上的昇華，與滿足好奇心的求知動機。
新渡戶稻造的建議內容，真是有如先知般的前衛，完全符合今日圖書館經營
的理念，檢視後來石坂文庫的種種興革作為，也可以發現新渡戶氏的建議有一一
實現，例如推行巡迴文庫、設置分館、贈送複本、購置臺灣相關圖書、購買大量

118

的五千圓紙幣上，彰顯其一生的功勞。參見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歷史/日治時期/新渡戶稻造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749(檢索日期 2014/3/9)
新渡戶稻造口述，石坂文庫紀錄，〈石坂文庫に就て〉《私立石坂文庫第二年報》，頁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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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設置新聞雜誌閱覽所、開闢一樓新大門與拆除打通二樓書庫與閱覽室的隔
牆等。以此觀之石坂文庫的後來館務作為，可以證明石坂氏是勇於改革與追求進
步的經營者。
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修課的元田修三，119對於臺灣圖書館事業一直非
常關心，曾在石坂文庫開館的前一年，於《臺灣教育會雜誌》上發表〈記念圖書
館設立に就いて當事者に望む〉，為文介紹當時的日本國內圖書館的經營狀況，
說明現代化圖書館的功能與推廣圖書館的重要性，且公開呼籲鼓吹臺灣有志人士
應早日建設圖書館，圖謀社會教育興盛。120
元田氏在明治 45 年(1912)，亦即石坂文庫經營四年之後，發表一篇文章〈教
育者と圖書館〉，121該文篇幅很長，分為上、下兩篇連載，在下篇的後段，提出
當時石坂文庫經營上的缺失，所謂愛之深責之切，該文首先檢討石坂莊作館長，
認為他雖然熱心社會教育文化但「本業多忙」，122無法專注於經營圖書館事業，
其次石坂氏的努力仍未獲得基隆市民的認同(原文「傍觀」)，應尋求其他教育家
或志同道合者的協力幫忙，共同找出可以讓文庫更加普及的方法，例如舉辦「通
俗講談會」以吸引更多民眾。
此外，針對圖書館的經營運作，則提出許多剴切的針貶，認為文庫本身就存
在一些缺陷，第一是文庫館藏可說是全部來自捐贈(包含石坂莊作的捐贈)；第二，
文庫的獨立購書經費太少，以至於無法充分選擇與採購圖書；第三，文庫館藏內
容未能彰顯出基隆地方的特色。至於圖書館的讀者人數未能增加，無法吸引大量
讀者前來利用的原因，元田氏分析原因亦有二點：第一是，未使盡一切方法來吸
引讀者；第二，未能開放夜間服務。
相信石坂莊作應會讀到元田氏的文章，屏除對石坂氏本人的批評外，元田氏
所提出的問題，也正是石坂文庫的經營癥結所在，對照 1912 年文章發表後，石
坂文庫是否有所突破與改進，筆者發現以下幾件明顯的事證，首先，石坂氏隔年

119

120

121

122

參見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 / 臺 灣 總督 府 職 員錄 系 統 / 元田 修 三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s.action?viewer.q_fieldStr=dcYear;orgName;dcYear;orgName;$&view
er.q_opStr=AND;AND;OR&viewer.q_valueStr=1923;%E8%87%BA%E7%81%A3%E7%B8%BD%
E7%9D%A3%E5%BA%9C;%E5%85%A7%E5%8B%99%E5%B1%80&pager.objectsPerPage=25&
viewer.q_dtdId=000088&pager.whichPage=4(檢索日期 2014/3/9)
元田修三，〈記念圖書館設立に就いて當事者に望む〉，《臺灣教育會雜誌》81(1908 年 12
月)，頁 1-10。
元田修三，〈教育者と圖書館(上)〉，《臺灣教育》120（1912 年 4 月），頁 1-9。元田修三，
〈教育者と圖書館(下)〉，《臺灣教育》120（1912 年 5 月），頁 12-20。
元田修三，〈教育者と圖書館(下)〉，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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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到中、南部參觀其他圖書館；並且在《年報》上編訂來年的工作計畫，這些都
是過去未曾出現的現象。
再者，比對購書經費，從元田氏文章發表後，次年購書經費首次躍升到百圓
以上，往後亦都維持百圓以上的水準，且持續增加。第三，讀者的統計數字，巧
合地也是從 1913 年起，人數首次突破千人大關，爾後也都超過千人，甚至讀者
愈來愈多。二年後，石坂文庫增設玉田與新店分館，服務更多的民眾，種種的新
措施與努力，是否都在回應元田氏的指教，亟思突破，證明非如同所指謫的項目﹖
抑或是這些作為，原本就是石坂莊作團隊的構想和理念，依照原有的既定計畫一
步一步完成﹖
後世學者對於石坂文庫的評價，認為有三件偉大的成就，一是設立分館與新
聞雜誌縱覽所；二為提供「巡回書庫」的服務；第三，持續編印 15 年，多達 15
冊的《私立石坂文庫年報》。123
其中，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可說是記載 1910 到 1920 年代的臺灣圖書館史，
除可以研究當時的出版品目錄外，更收錄了該時期名人的投稿、論說或圖書館統
計，對於當代圖書館經營的啟蒙，或對後世的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124我們可以
發現百年前的臺灣，就已經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圖書館學重要文獻。
新渡戶稻造

〈石坂文庫に就いて〉(第二年報)

內田嘉吉

〈圖書館に就いて〉(第四年報)

伊能嘉矩

〈臺灣圖書館小史〉(第五年報)

伊能嘉矩

〈臺灣の讀書法〉(第七年報)

不著撰人

〈臺灣圖書館一覽•朝鮮圖書館一覽•母國圖書館一覽•
世界に於ける藏書十萬冊以上ノ大圖書館一覽〉
(第九年報)

下村宏

〈石坂文庫に寄す〉(第十年報)

內田銀藏

〈東航雜談〉(第十年報)

石坂莊作

〈臺灣圖書館事業の不振を慨し敢て世人に訴ふ〉
(第十二年報)

田原天南
123

124

〈英米獨の圖書館と文化關係〉(第十三年報)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私立石坂文庫〉，收入《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東京：
社會評論社，2005 年 5 月），頁 80。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
に〉，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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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第九年報的〈臺灣圖書館一覽•朝鮮圖書館一覽•母國圖書館一覽•
世界に於ける藏書十萬冊以上ノ大圖書館一覽〉的統計資料，得知當時也是日本
殖民地的朝鮮，設置有 15 所圖書館，其中只有 2 所是公家單位設立，一是清津
府立圖書館、一為小學校附設圖書館，其他都是私立的圖書館，且分布非常廣泛，
並未集中在京畿附近。此外還特別將文部省普通學務局調查的最新資料，當時全
日本各縣的圖書館調查結果，亦提供作為借鏡之用，大正 6 年(1917)調查統計全
日本共有 549 所公立圖書館，與 571 所私立圖書館。125
石坂文庫在臺灣的種種作為，不但得到許多日本人或漢人的讚美，如廈門施
士洁寫詩祝賀臺灣人民有此一圖書館；126達山佐倉孫三曾發表〈石坂文庫記〉，
褒揚「基隆之有石坂文庫，猶都城有公園，海島有燈臺。」127又，日本圖書館協
會的機關刊物《圖書館雜誌》第 22 期，有一篇專文〈私立石坂文庫の近況とそ
の將來の計畫〉，128盛讚石坂文庫「是臺灣圖書館事業之先鋒開拓者與指南，該
文庫創立者石坂氏之功勞令人景仰，不得不讚美其偉德。」伊能嘉矩曾公開認為
石坂文庫對於鼓吹閱讀樂趣、提升讀書風氣有不可磨滅的貢獻。129
然而，就在剛設置三沙灣分館不久後，石坂氏竟在大正 13 年(1924)10 月 24
日向「臺北州知事」提出「石坂文庫廢止認可申請書」。11 月 3 日關閉玉田、
三沙灣及新聞雜誌縱覽所，長年活躍於八重山之「巡回書庫」亦撤廢。12 月 3
日接獲「石坂文庫廢止認可指令」。130終止所有活動，石坂氏捐出所有藏書以及
附屬家具設備，全部無償捐贈給「財團法人基隆公益社」，成為一個新的附屬機
構，該社於 1925 年 5 月重新開館，後來稱為「基隆文庫」。131
石坂氏會關閉石坂文庫似早有跡可循，早在 1921 年石坂氏就為文感慨臺灣
圖書館事業不興盛，不但日本企業家不重視捐贈圖書館回饋社會，且政府亦不甚
重視，最可惜的是發現臺灣民眾將圖書館視為「飯後休息的場所、晚上睡不著的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石坂文庫，〈附錄〉《私立石坂文庫第九年報》，頁 28-33。
原文為七言長詩，最後四句為「君今藏書識絕頂，豫種硯田千百頃；我歌此詩遙祝君，寸私兼
為臺人幸。」見施士洁，〈寄題基隆石坂文庫，謝石坂主人惠書，兼呈雪漁、湘沅、潤菴諸君
子〉，《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3 月 4 日），第 1 版。
達山佐倉孫三，〈石坂文庫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 月 28 日），第 3 版。
雜報，〈私立石坂文庫の近況とその將來の計畫〉，《図書館雑誌》22（1914 年 11 月），頁
58。
木母浮浪，〈臺灣圖書の蒐集〉，《臺灣時報》（1915 年 1 月 20 日），頁 34-35。根據該文
前的一段說明，可得知木母浮浪即為伊能嘉矩的筆名。
不著撰人，〈公益社の圖書室〉，《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2 月 6 日），第 5 版。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
に〉，頁 27。

80

臺灣學研究‧第十七期 民國一○三年十月

去處、臨時躲雨的地方和白天睡覺的處所」。132加上臺灣總督府已頒佈《公立、
私立圖書館規則》，石坂氏有鑑於大勢所趨，並體認到圖書館的社會使命和運作
效果，與其一個人主持，不如回歸到官方機構來負責，在《御賜之餘香》書裡剖
析自己的心路歷程，吐露複雜的心情與痛苦的決定。133
就在石坂氏將個人辛苦經營的石坂文庫所有藏書捐贈給基隆文庫後的三年，
昭和 2 年(1927)10 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因公前往鹿兒島出席日本圖
書館協會大會，途中與石坂莊作會合，一起訪問基隆公益社，並前往參觀圖書館，
由當時的基隆市長兼公益社理事長佐藤得太郎接待，山中樵與石坂氏兩人看到多
達 2 萬餘冊的圖書，竟然是被塞進狹窄的倉庫裡，且僅提供少數座位，現場僅有
幾位青少年在看書，當時兩人臉上露出非常驚訝的表情，佐藤氏注意到兩人的神
情變化，一邊說明目前現況的原因，並表示對石坂氏的歉意；一邊提出承諾，會
儘快想辦法改善。134這件事情對於石坂氏一生對圖書館的戮力經營與投入心血，
無異是強烈的傷害與打擊。

伍、結語
就在石坂莊作在北臺灣的基隆創辦「基隆夜學會」、設置「石坂文庫」、成
立「基隆婦人會」、捐獻「石坂公園」與對在基隆的法軍公墓進行維護135等社會
公益的活動時，稍早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有卡內基也從事相同的社會公益活動，
136

132

133

134
135

136

雖有規模上的差異，經費上的多寡，捐贈範圍的大小，但兩位「取之於社會，
石坂莊作，〈臺灣圖書館事業の不振を慨し敢て世人に訴ふ〉，《私立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
（1921 年 10 月），頁 32。
石坂氏在〈石坂文庫終焉所感〉一文中道盡複雜且不捨的心境，謂「用極微小的力量來完成萬
分之一的夙願，至今仍感遺憾，本文庫十五年來已達兩萬冊，若有充分的財力，將更積極持續
經營，並不會止於目前的基礎，亦即今後之活動，與其依賴本人微薄之力獨立經營，不如全部
捐給有力之基隆社教機關──財團法人基隆公益社，冀望能用於圖書館使命的積極活動。」見
石坂莊作，〈石坂文庫終焉所感〉，收入氏著《御賜之餘香》，頁 88-89。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図書館雑誌》22：10（1928 年 10 月），頁 243。
石坂莊作曾經主動捐贈 1 千餘株的松樹種植在基隆的法軍公墓周圍，該事蹟被來臺辦理法國公
墓移交事宜的艦長知悉，特別請臺灣總督府共同接見石坂氏，以表示對其義行的謝意。見卞鳳
奎，〈日治時期基隆法國軍人公墓移交問題之探討〉，《臺灣文獻》59：2（2008 年 6 月），
頁 246。
卡內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在事業有成後，捐贈經營事業所獲得大筆財富的 22％，
在美國國內捐贈 1,689 座圖書館，堪稱是美國公共圖書館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對後來美國
政府積極投入公共圖書館建設與營運，產生一定程度的推波助瀾作用，創造了美國圖書館發展
史上的卡內基時代。見 Jones T. Carnegie Libraries Across America：A Public Legacy（New York：
JohnWiley ＆ Sons, Inc. 1997）,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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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於社會」的企業家，對於文化與教育事業的努力和初衷都同樣偉大，對於社
會文化的貢獻都是等量齊觀。石坂氏在臺灣的社教文化方面，有三大非凡的成就，
首先是創辦學校，兼收日本與臺灣學子，促成臺日子弟的族群融合；第二，設立
圖書館；第三，倡導終身學習的理念、編撰文史的著作，為臺灣的文獻史料做紀
錄，石坂莊作堪稱日治時期「臺灣社教文化事業」的重要人士。137
石坂氏對於圖書館事業的積極推動，我們可從石坂氏的著作了解其用心，首
先在《私立石坂文庫年報》中，已得知有三項動機，加上其對「基隆夜學校」學
生的關心，而有了設立圖書館的強烈企圖。但石坂氏最為可貴之處，並不只是單
純設立圖書館，而是主張必須讓圖書館與民眾的生活產生密切的結合，要作到朝
向縮短與民眾距離而努力，讓圖書館在民眾生活中紮根，對於貧困及下階層之民
眾，也必須要讓他們都能利用圖書館。138綜觀石坂文庫長達 15 年的營運，前後
創設三所分館，其中兩個分館都位於臺灣民眾的社區裡，與一個新聞雜誌縱覽所，
以及實施巡迴書庫的作為，營運經費完全由其個人負擔，讀者皆免費使用，以期
達成設立初衷，可稱為臺灣圖書館史的創舉。
其次，每年編印《私立石坂文庫年報》，詳實記載該館的各項例行庶務，不
但架構完整內容豐富，且不曾中斷的毅力，連當時日本國內的圖書館都很少見，
在此之後直到日本戰敗，臺灣其他圖書館亦未從事該項文化紀錄，這種年鑑式的
工作報告，也是石坂文庫在臺灣首創的紀錄，對於後世研究該時期的文化事業貢
獻極大。
第三，石坂文庫的經營運作模式，不亞於現代的圖書館，除了館藏與經費逐
年增加外，為追求進步而提出的種種興革，可說是與時俱進，早在 20 世紀初期
就已經有交換贈送的業務、淘汰圖書期刊、贈送複本圖書期刊、新書展示架、參
考書展示架、期刊單獨陳列一室，改採十進位圖書分類法，廢館前還採開架式閱
覽環境等等，值得敬佩與尊敬。
雖然最後在種種主、客觀的因素下，而導致石坂氏決定將文庫廢館，所有圖
書與設備轉贈給「財團法人基隆公益社」，不再直接經營圖書館，但石坂氏關心
圖書館事業的熱情並未稍減，昭和 6 年(1931)起持續擔任「臺灣圖書館協會評議
員」，139直到 1940 年在基隆逝世。
137
138
139

陳青松，《曠世奇才的石坂莊作》，頁 144-146。
石坂莊作，〈石坂文庫終焉所感〉，收入氏著《御賜之餘香》，頁 87。
新井信示，〈石坂莊作〉，收入原町誌編纂委員會編《原町誌》(群馬縣吾妻町：原町誌編纂
委員會，1960 年 12 月)，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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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坂莊作在臺灣居住 44 年，非常熱心公益事業，大力捐款，先後擔任過基
隆商工會理事長、基隆公益社理事長、臺北州協議員等，更榮獲臺灣總督府、日
本宮內省表揚，大正年間又蒙皇太子的召見頒獎。然而，最為世人稱頌的，乃是
石坂莊作對臺灣人民「一視同仁」的偉大人格，且一生努力經營學校、圖書館、
設石坂公園，孜孜矻矻的著書立說，一生無私奉獻社會公益，全心全力提升臺灣
的文化教育水準，為日治時期熱愛臺灣土地與人民的日本人，140石坂氏所經營的
石坂文庫是全臺第一座現代化、平民化的圖書館，同時也是締造多項臺灣首創紀
錄的圖書館，其精神絕不因廢館而湮滅。
附錄一

石坂文庫大事年表

年別
明治 28 年(1895)

石坂文庫大事

明治 29 年(1896)

明治 30 年(1897)
明治 31 年(1898)
明治 32 年(1899)
明治 33 年(1900)
明治 34 年(1901)

明治 35 年(1902)
明治 36 年(1903)
明治 39 年(1906)
明治 41 年(1908)
明治 42 年(1909)

明治 43 年(1910)

140

時代背景
馬關條約公布
樺山資紀臺灣總督任命
伊澤修二學務部長任命
桂太郎臺灣總督任命
乃木希典臺灣總督任命
石坂莊作抵臺灣
日本頒布帝國圖書館官制
兒玉源太郎臺灣總督任命
臺北圖書館發起人會
日本圖書館令
石坂莊作移居基隆
揚文會假淡水館舉行
私立臺灣文庫開館
臺灣教育會成立
臺灣文庫附屬於臺灣協會事業
臺灣教育志稿完成
成立基隆夜學校
佐久間左馬太臺灣總督任命
臺灣文庫閉館(淡水館拆除)
日本圖書館協會成立
臺灣博物館開館

6 月 4 日提出設館申請
10 月 1 日基隆石坂文庫開
館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一

陳其寅，〈石坂莊作〉，《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9 年 2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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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44 年(1911)
明治 45 年(1912)

大正 2 年(1913)

大正 3 年(1914)

大正 4 年(1915)

大正 5 年(1916)

大正 6 年(1917)

大正 7 年(1918)

大正 8 年(1919)

大正 9 年(1920)

大正 10 年(1921)

年報發行
新渡戶稻造蒞臨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二
年報發行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三
年報發行
民政長官蒞臨參觀
石坂氏到日本觀摩圖書館
石坂文庫開始巡回圖書
贈送友館複本期刊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四
年報發行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五
年報發行
石坂氏到臺灣中南部觀摩
圖書館
提出增建計畫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六
年報發行
2 月石坂文庫火災閉館 256
天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七
年報發行
玉田分館成立
新店分館成立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八
年報發行
民政長官蒞臨參觀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九
年報發行
一樓另開大門
增購書架裝設電燈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十
年報發行
充借館舍給夜學校當教室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十
一年報發行
開放夜間閱覽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十
二年報發行
新店分館閉館

83

私立基隆夜學校設立許可
桃園文庫成立
中華民國成立
艋舺成立閱報室
宜蘭文庫成立
元田修三發表〈教育者と圖書館〉

殖產局附屬臺北動物園開設
總督府頒布出版圖書規則
頒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

安東貞美臺灣總督任命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開館
臺中中學成立
新博物館建築落成
噍吧哖事件

明石元二郎臺灣總督任命
第一次大戰結束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任命
頒布臺灣教育令
成立「基隆婦人會」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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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1 年(1922)

大正 12 年(1923)

大正 13 年(1924)

增設基隆驛前「新聞雜誌縱
覽所」
一樓吸菸室改建為新聞期
刊閱覽室
贈複本圖書期刊給友館
石坂氏發表文章感慨臺灣
圖書館事業不興盛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十
三年報發行
派日籍館員參加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講
習會」；打通書庫與閱覽室
的牆壁，擴大閱覽空間，採
開架式閱覽服務；各界大量
捐書；一樓增設角力場所，
添購健身器材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十 內田嘉吉臺灣總督任命
公布〈公私立圖書館規則〉
四年報發行
派臺籍館員參加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講
習會」；增設三沙灣分館；
送複本圖書與期刊給景尾
文庫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十 伊澤喜多郎臺灣總督任命
五年報發行
三沙灣分館成立
石坂文庫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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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Private Ishizaka Library in Keelung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n, Ching-hu *

Abstract
Shōsaku Ishizaka (1870-1940) was born in Gunma County, Japan. He moved to
Keelung in 1899 and lived there until his death. Beyond his business, he actively
devoted himself to social charities in the Keelung area, such as the “Keelung Night
Study Club” which was a channel to offer education in the evening for those who di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study. He also established the “Keelung Women`s Club”
which encouraged women to upgrade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donated the “ Ishizaka
Park”.
Shōsaku Ishizaka is renowned for setting up the Ishizaka Library in 1909. It was
the first private library in Taiwan that people could use for free. In addition, there
were four epochal meanings of the library: first, all users were equal whether one was
Japanese or Taiwanese; second, the library had individual buildings, facilities,
collections, faculties and rules; third, there were three branch buildings and a news
reading room, and a circuital service was provided and last, it edited an annual report
based on the truth for 15 yea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 of the Ishizaka Library based
on the materials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Private Ishizaka Library” and “The Taiwan
Daily News”. It found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Ishizaka Library in structure,
collections, buildings, tech-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promoting service and
operational ideals and administrational policies were as good as those in modern
libraries. Some reforms even caught up with the social trends. The Ishizaka library
was the pione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library.
Keywords: Ishizaka Shōsaku , Ishizaka Library, public library, Kee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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