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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位在台南市安南區，其籌建可以追溯至西元 1992 年，李

登輝總統指示省政府籌建「省立歷史博物館」。而精省後，於西元 1999 年 07 月，

改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同年 10 月，正式成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

稱本館）籌備處，繼續進行籌建計畫。西元 2007 年 03 月 15 日，奉准成立中央四

級機關「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並且於西元 2007 年 10 月 20 日揭牌，展覽館預

計於西元 2009 年底開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自西元 1999 年 10 月籌建至今，典藏的工作進行將近八年

了，從被動到主動，從蒐藏家手中搜羅了各式各項有關於臺灣歷史的文物，臺灣歷

史博物館從零到目前文物的數量已有 3 萬多件。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籌建之初，建館宗旨「進行臺灣歷史文化相關文物與資

料的蒐集、整理、保存、研究、展示與推廣等工作」，因此蒐藏臺灣歷史文物即是

建館之初的重點工作。而臺灣歷史博物館的研究典藏的目標在於建構一個「臺灣史

研究資源的中心」，經過多年的努力也蒐集到各式的臺灣歷史文獻、器物等等資料，

開始展現一個博物館的典藏。 

 

貳、臺史博的建館方針與蒐藏原則 

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肩負的責任不僅是一個博物館的功能，它代表著臺灣人民的

歷史的精神。一個國家級的博物館，主要體現國家之歷史、文化特點。臺史博是否

肩負這樣的任務，抑或只是一個保存地方當地人民生活與記憶的地方史博物館。體

現一個國家歷史的博物館，應該以國家主義為首，抑或以人民為主軸，彰揚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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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奮鬥精神呢？ 

以往大眾對於博物館級藏品的想法，認為需要精良、珍貴、稀有、獨特的，但

是對於發展較晚的臺史博而言是很困難的。就臺灣歷史的發展以及臺灣文物的搜集

歷程而言，臺史博的蒐藏工作起步較晚。臺灣的文物歷經十九世紀外國人來臺灣傳

教、經商時攜帶至海外；日治時期又經日本人攜帶至日本；又因本土文化未受到重

視，許多重要、珍貴、精美的臺灣歷史文物已經流入私人蒐藏家手中，因此臺史博

至九○年代已經無法蒐集到精美的臺灣歷史文物。 

而臺灣歷史博物館是凝聚臺灣人民的生活記憶的場域，它成立的時機太晚，致

喪失許多的優勢，而無法蒐集到特殊及珍貴的歷史文物，博物館除了透過原始的實

物，傳達臺灣人的歷史意識外，更應該運用其他形式來凝聚眾人的記憶，喚起人民

的歷史記憶。而一個博物館是不能沒有「物」的，因此在沒有特殊或珍貴的臺灣歷

史文物的情形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蒐藏策略，就必須針對這樣的窘況另外尋找出

自己的蒐藏特色來，除了持續搜集具有特色的臺灣歷史資料與文物外，更應該蒐集

「臺灣人民的記憶」。臺灣人民的記憶除了歷史的記憶外，就屬生活的記憶最能引

人回味。而且這些具有生活記憶的東西，是不容易被蒐藏的，也容易被忽視的，因

此臺灣歷史博物館的蒐藏方針就先以影像及圖像類為起點，展開本館的蒐藏。 

綜觀的臺灣的博物館之後，我們訂定了三個收藏的方向：1 

一、 海外臺灣相關資料調查與收藏計畫，首先展開調查研究計畫，開始進行了解

國外博物館、檔案館等相關機構所藏的臺灣相關資料，計畫目標是拓展臺灣

史研究資料的新領域，建立博物館長遠的資源，同時過程中與國外交流，建

立相關的文物、檔案與圖像資料，再進一步考量資料收藏及交換的可能性。 

二、 民間史料調查與收藏計畫，將收藏史料的範圍從政治、社會延伸到生活的層

面，從官方檔案到民間史料。我們在觀念上將歷史的範疇延伸至人民的生活，

開始調查能夠代表臺灣人民生活的文物史料，並逐次的進行收藏。 

三、 近代及當代收藏計畫，為了兼顧歷史的延續性，從早期歷史文物延伸到近代、

當代文物，期望博物館可以為將來留「古物」。而近代歷史發展中，臺灣民

主的開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歷次總總選舉的文宣、各項民主抗爭運動

的海報標語，都是本館的蒐藏品。 

本館自西元 1999 年 10 月開始展開臺灣文物史料的蒐藏工作，至今（2008）本

                                                 
1  呂理政，〈博物館與地圖：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地圖收藏歷程與展望〉收入《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台灣相關地圖》（台北市：南天書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6 年 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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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典藏已經有 3 萬多件，內容有文獻、圖書、古契約、影片、歷史圖像、文物等

等。臺史博相關的文物資料可以從本館的網站（http://www.nmth.gov.tw/）中查詢。 

 

參、典藏臺灣資料概述 

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典藏特色，主要是以地圖的資料為主，次以影像類，最後才

是民俗器物。茲選擇幾類較具特色的資料進行介紹： 

一、臺灣相關地圖 

臺史博目前收藏與臺灣相關之地圖，依收藏整理分為 2 類： 

(一)古地圖：16-19 世紀單幅地圖 
依據地圖學領域的分法將地圖分類為古地圖和近代地圖，古地圖是指投影法、

比例法、圖式、製圖的基準尚未成熟的地圖；近代地圖是指以近代測量為基礎、利

用近代的製圖方法製作的地圖。2 歐洲自 16 世紀以來印製的臺灣相關古地圖，是

臺史博目前主要的收藏，其中 16 世紀地圖約有 16 張、17 世紀地圖約 46 張、18 世

紀地圖約有 84 張、19 世紀地圖約 64 張，總數逾 200 張。 

該批地圖大部分已經收錄在本館與南天書局合作出版的《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台北市：南天書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2006 年 1 月）一書中。 

(二)地圖集：1900 年以前之善本地圖集 

1. Joan Blaeu,1655, Le Theatre du Mode ou Nouvel Atlas: Imperr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世界新地圖纂輯：中國新地圖》。這是第一本歐洲出版的中國地圖集，

其中收錄 17 幅地圖，包括：中國、日本單幅地圖和 15 幅中國各省地圖。 

2. Jean Baptiste D’Anville,1737,Nouvel Atlas de la Chine,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ibet.《最新中華與韃靼地圖集》。本圖集品質極佳，其實也就是法文版的《大

清皇輿全覽圖》，內含 42 張銅版印刷地圖，有一幅總圖，41 幅區域分圖，其中第

九幅「福建省」內含臺灣府。 

3. 胡林翼等纂，1863（清同治 2 年），《皇朝中外一統輿圖》。本圖集共 42

                                                 
2  魏德文、高傳棋、林春吟、黃清琦，《測量台灣：日治時期繪製台灣相關地圖（1895-1945）》（台北市：

南天書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 1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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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地圖，其中一幅總圖，分省圖 23 幅，臺灣府地圖在福建省地圖當中。 

4. 夏獻綸，1880（清光緒 6 年），《臺灣輿圖並說》兩卷。全書共有輿圖 12

幅，臺灣前後山小總圖、後山總圖和分縣地圖。 

(三)日治時期地圖 
日治時期臺灣地圖可歸類為近代地圖，其意義可說是開啟了臺灣近代地圖的時

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測圖和以實測圖為基礎所繪製編輯的各式各樣的普通地理圖

和主題圖，不僅為大規模土地調查、林野調查之所需，也在和鐵道、道路、港灣、

灌溉、上下水道、都市計劃等建設和各種研究調查當中發揮莫大的效用，日治時期

的地圖可說是臺灣近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地圖的主題包括：行政區域及其

變革、街庄、都市計劃、地籍、軍備、關隘、港灣、資源調查（水產、漁撈、森林、

礦產）、產業（茶、米、糖、樟腦）、建設（道路交通、電力、水利）等等。此時

期之地圖，依其主要類型，可分為海圖、地形圖及應用地圖三類。3 而海圖與地形

圖因為多收藏於公家機構，故本館的地圖類型以應用地圖為大宗。應用地圖是依其

用途而製作的地圖，原則上為單幅地圖，目前館藏總數逾 400 張，整理分類如下：4 

a. 周緣大區域圖：世界、東亞、中國、日本地圖中有含臺灣者。 

b. 臺灣全圖 

c. 主題全圖：土地資源調查、產業、建設及其他主題地圖 

d. 分圖：州廳郡縣圖 

e. 主題分圖：土地資源調查、產業、建設及其他主題地圖 

f. 街庄、港口地圖：街道、市街改正、職業別明細、港口圖 

g. 鳥瞰圖 

h. 旅行案內圖 

i. 大東亞戰爭地圖 

j. 雜項 

                                                 
3  （1）海圖（chart）：中文的地圖是一種總稱，而英文則區分為陸圖（map）與海圖（chart）；海圖是航海

專用的圖，圖上資料以海域資料為主，陸地資料則相關簡略。（2）地形圖（含地質圖）：日治時期的地形

圖可區分為速測圖、基本圖和編纂圖三類，原則上為 20 萬分 1（含）以上套圖。大比例尺之套圖，以 2
萬分 1、2 萬 5 千分 1 及 5 萬分之 1 之地形圖、地質圖、堡圖為大宗，其中一部份已經重印出版。套圖數

目眾多，大部分藏於公家機構。參見呂理政，〈博物館與地圖：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地圖收藏歷程與

展望〉收入《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台灣相關地圖》（台北市：南天書局、國立台灣歷史

博物館籌備處，2006 年 1 月），頁 2~3。 
4  呂理政，〈博物館與地圖：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地圖收藏歷程與展望〉收入《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台灣相關地圖》（台北市：南天書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6 年 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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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批地圖大部分已經收錄在本館與南天書局合作出版的《測量臺灣：日治時期

繪製臺灣相關地圖（1895-1945）》一書中。 

二、日治時期影片 

本館於民國 94 年進藏一批日治時期的影片及腳本資料，主要是台南州廳教育

課所藏的影片資料。腳本有 138 本，日治時期的影片在上映前，需要遞送腳本及影

片供主管機關檢閱，核可後在腳本上蓋准演章。但是從影片內容中甚難確定拍攝年

代，需從送審腳本確認影片拍攝完成，通過檢閱的日期。然而，本館典藏的此批資

料當中，腳本僅有部分可找到相對應的影片。腳本有相當大部分屬於教育類，多數

是小學補充教材，也有若干宣傳類。主題與臺灣相關的腳本，有 3 本，表列如下： 

 
館藏號 影片名稱 分類 備 註 

2005.001.0070 
部落振興會的力量 全二卷（部

の落振興會 力） 宣傳類 介紹有無參與部落振興的差別 

2005.001.0072 臺南行進曲 全三卷 宣傳類 介紹台南古蹟學校及祭典 
2005.001.0113 南進臺灣 全七卷 宣傳類 其中 2 卷有影片。 

 
該批影片有 168 部，主題與臺灣直接相關有 16 部，2 部是臺南州相關單位製

作，但與臺灣無直接關係。後於西元 2007 年底本館又進藏數部日治時期臺灣相關

影片。館藏影片的部分表列如下： 

 
館藏號 影片名稱 備 註 

2005.001.0139 無片名 臺灣映画株式會社 
2005.001.0140 幸福的農民 第一卷，講述嘉南大圳完工後的情況 
2005.001.0156 南進臺灣 腳本：南進臺灣第五卷 
2005.001.0162 幸福的農民 第三卷 
2005.001.0163 歡迎由韓歸國反共義士大會 不屬於台南州教育課所藏 
2005.001.0164 國民道場（台南州） 總督府動員青年進行軍事訓練 
2005.001.0167 南進臺灣 腳本：南進臺灣第二卷 
2005.001.0170 寫真全臺灣 介紹臺灣的專賣事業等 
2005.001.0175 南進臺灣系列 腳本：南進臺灣第四卷 
2005.001.0195 南進臺灣 腳本：南進臺灣第一卷 

2005.001.0199 反共義士自仁川歸國 不屬台南州教育課所藏，應與 2005.001.0163
為同一系列 

2005.001.0203 牧場的秋（台南州協會） 與臺灣無直接相關 
2005.001.0216 青年隊（全二卷） 總督府動員年輕人從事公務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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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號 影片名稱 備 註 
2005.001.0239 南進臺灣 腳本南進臺灣第六卷 
2005.001.0258 幸福的農民 第二卷 
2005.001.0282 馬場報國（台南州畜牧會） 與臺灣無直接相關 
2007 年新進 南進臺灣 腳本：南進臺灣第三卷 
2007 年新進 南進臺灣 腳本：南進臺灣第七卷 
2007 年新進 全臺灣 介紹臺灣各地景色 

2007 年新進 全臺灣 臺灣特種演習實況、昭和 9 年下旬、各種演

習過程、龍山寺、萬華地區演習 

2007 年新進 全臺灣第一卷 
全臺灣地圖、北回歸線圖、本島人、內地人、

蕃人、水牛畫面、木瓜、月色照在三線路之

歌「月夜愁」等香蕉採收畫面。 

 
本館所藏的影片多集中在西元 1939 年臺灣總督府已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時期，

內容中可以看出宣傳精神物力總動員的色彩極為濃厚。以上幾部與臺灣相關的影

片，可以分為兩類：一為與戰爭動員相關，如講述台南州國民道場以及講述臺灣勤

行報國青年隊的影片。另一種則是介紹臺灣的，如南進臺灣及寫真全臺灣。 

「南進臺灣」影片有 2 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西元 1937 年（昭和 12 年）1 月

28 枠日，由實業時代社長永岡涼風及財界之日本社主編 本誠一，為了要讓日本人

能夠重新認識作為日本帝國南進基石的臺灣，規劃拍攝「南進臺灣」影片，以觀光

與產業為主題。第二個版本則是西元 1940 年所拍攝的，新版「南進臺灣」內容分

為 7 卷，此次重拍係由於西元 1937 年七七事變以來的情勢變化，為使日本人能從

枠國防、產業及文化各層面，對臺灣有更廣泛的認識。財界之日本社主編 本誠一與

導演川出及新井博、藤井靜等攝影師來台拍攝，目前館內所藏的影片，根據報紙報

導所提供的線索來看，應該是新版的南進臺灣。由於本館恰好有這部影片完整的腳

本，腳本送檢日期是西元 1941 年某月 16 日，內容有 7 卷。 

本館於影片初步修復完成後，曾將相關目錄及影片片段置於「片格轉動間的臺

灣顯影」網站（網址：http://jplan.thm.gov.tw/）上，提供影片及腳本的摘要，並將

館藏編號 2005.001.0175「南進臺灣系列」影片打上中文字幕。5 至西元 2008 年 4

月發行「片格轉動間的臺灣顯影」DVD 光碟，共收錄「南進臺灣」、「國民道場」、

「臺灣勤行報國青年隊」、「幸福的農民」四部影片。 

                                                 
5  陳怡宏，〈觀看的角度—館藏台灣相關記錄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通訊》第 9 期，2007 年 10 月，頁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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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臺灣的西文書籍及版畫 

臺史博在執行海外資料的調查與收藏計畫之際，也收藏近 80 本主題與臺灣相

關西文書籍，年代從十六世紀末，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文字涵蓋英、荷、德、法、

義等多國語文。這批珍貴的西文書中，有一些早已廣為史學界所熟悉，如 George 

Psalmanaazaar,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6，François 

Valentijn,Oud en Nieuw Oost-Indiën《新舊東印度誌》、C.E.S.‘t Verwaerloosde 

Formosa 《被遺誤的福爾摩沙》等。亦有一些罕見的版本，如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96 年首版的 Itinerario《東印度水路誌》一書。這些珍貴的西文書籍內

容包括許多珍貴的古地圖與版畫。 

本館另一特色收藏是早期有關臺灣的影像資料，大部分為版畫的影像資料，資

料來自倫敦畫報、巴黎畫報等等，更有一些早期外國人描繪臺灣人的圖像資料，這

些圖像資料包括了許多平埔族、早期臺灣聚落、各種的風土民情的影像這些圖像資

料近年因為展覽與研究而被大量的運用。 

本館館藏西文書籍資料，可以見表 1，本館的西文書籍目前已逐年進行整理工

作，而且由鄭維中先生從本館的館藏西文書籍中選錄 20 幾本重要的書籍，進行翻

譯，完成《製作福爾摩沙》一書，內容敘述除了介紹選錄書本的特殊性外，也挖掘

出書及背後，涉及臺灣記載的段落間，相互呼應人與事件。 

四、臺灣民間善書 

「善書」是指放置在佛寺、道觀、廟宇及車站等公共場所，讓人取閱，不以營

利為目的，勸人為善的宗教性宣傳品。善書的主要內涵都為勸善警示的內容，具有

教育民眾與匡正世風的功能。善書具有宗教意義，宗教藉著善書的形式在民間傳佈

流通，但是除了宗教的意義之外，也具有多元文化，與社會的功能意義存在。同時

善書的社會意義，更有救災濟貧的慈善事業與行善積德的教化功能。 

最早的善書出現在北宋，明清時期朝廷特別重視教化工作，善書開始蓬勃，臺

灣的善書印行因為宗教流通的普遍而興盛，到各地廟宇、佛寺、車站等都可以輕易

取得善書。而臺灣目前流通的善書可以分為「舊型」與「新型」，舊型的善書是指

明末清初以來民間流傳的善書在臺灣重新翻印與流通的，如《太上感應篇》、《玉

曆寶鈔》。新型善書指臺灣鸞堂以服鸞方式著作的鸞書。 

                                                 
6  本書有中譯本，參見薛絢譯、撒馬納札著，《福爾摩啥》（台北市：大塊文化，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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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書除了個人收藏之外，除少數的宗教團體的圖書館之外，目前以美國知名的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典藏的善書，是十九世紀到中國的傳教所收集的善書。而善

書並非一般的出版品，教化與推廣的意味濃厚，許多善書數量有限、各地的善書也

不相同，而善書沒有一定的行銷管道，因此收集善書的工作，是需要下鄉至各地鉅

細靡遺的收集。 

而臺灣的漢珍圖書公司為了要建置「臺灣善書大全資料庫」至全省各地收集善

書，約有 27,000 件，內容包括書籍、期刊、單頁宣傳品、影音資料等。本館於西

元 2007 年將該批善書資料收集至本館。內容包括儒、釋、道三教，有宗教信仰、

放生戒殺、因果報應、迷信邪妄、倫理教化等觀念，更有身體健康的各種保健觀念

的宣揚。 

這些善書對於未來研究臺灣宗教信仰與民間文化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研究鸞

堂發展、民間社會救濟及教化等。而且大量的善書的收集，可以展開善書課題的相

關研究。 

五、其他 

本館除了地圖、影片、西文書籍等特殊的收藏之外，還包括與臺灣歷史相關的

器物。分類說明如下 

1. 農村器物：有各種形式的傳統農村的耕作用具 

2. 宗教信仰文物：神像、法器、土地公廟、版印等。 

3. 百工用具：鐵匠、木匠、編草席、製草帽等工具。 

4. 電影文物：電影放映機、電影膠捲、電影海報、宣傳單、本事等。 

5. 古文書：土地契約、人身買賣契約。 

6. 美術類：傳統的版印、西洋文獻資料中的版畫、民俗畫作等。 

7. 建築類：九二一地震搶救之傳統張宅、敦本堂、林大有宅等建築構件。 

8. 文獻：西洋書籍、日文書籍、各式各樣的寫真帖、畢業紀念冊等。 
9. 傳統戲曲：傳統戲劇的樂器、布袋戲台、傀儡戲偶、布袋戲偶等。 

10. 教育用品：日治時期的教具、教育掛圖等。 

11. 照片：各地蒐集的老照片集、老照片（各地的風俗及風景照片、家族的照

片、結婚照、劇照等），畢業紀念冊等。 
12. 原住民：代表性的原住民文物。 

13. 玩偶：各種企業娃娃、選舉時的候選人玩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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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明信片：日治時期的各種風景明信片、各種主題的名信片。 

15. 愛國獎券：早期愛國獎券第一期的愛國獎券到最後一期發行的愛國獎券

（1~1171 期）。 
16. 飾品：各種傳統婦女的飾品 

17. 生活用具：縫紉機、時鐘、家具、廚房用具、擺飾等 

18. 服飾：傳統的漢人服飾及原住民服飾 

19. 勳章：從日治時期到戰後為紀念各種活動舉辦、或獎勵各種得獎人的紀念

勳章。 
 

肆、資料運用情形 

臺史博的臺灣歷史的資料已經有 3 萬多件，也透過文建會的國家文化資料庫計

畫，目前將近 3,000 件文物進行數位化，相關資料可以在國家文化資料庫中

（http://nrch.cca.gov.tw/ccahome/）查詢利用。本館在國家文化資料庫的資料有地

圖、老照片、古地契、美術類的資料、日治時代的膠捲等。如果需要運用本館的相

關圖檔進行出版等，可以透過本館的授權辦法取得相關資料圖檔的授權。（相關辦

法可至本館網站） 

本 館 也 將 相 關 的 藏 品 建 置 了 臺 灣 圖 像 數 位 典 藏 計 畫 網 站

（ http://digimuse.nmth.gov.tw/ ） 、 臺 灣 歷 史 數 位 學 習 網 站

（ http://e-learning.nmth.gov.tw/ ） 、 片 格 轉 動 間 的 臺 灣 顯 影

（http://jplan.nmth.gov.tw/），民眾可以透過這些連結，取得本館相關資料的訊息。 

本館在西元 2007 年 10 月 20 日揭牌後，行政典藏大樓完成，本館圖書室也正

式對外開外，民眾可以透過本館網站連結至本館圖書室查詢資料或者至本館查閱圖

書。本館圖書室主要是支援臺灣史研究的專業圖書室，目前的藏書約有 2 萬多冊，

明清臺灣行政檔案的微卷、日治時代的微卷資料、網路的資料庫等。 

本館典藏之相關臺灣資料也陸續出版，目前相關出版品有十一種，《認識臺灣，

回味 1895-2000》（出版時間：2005 年 10 月）、《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

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出版時間 2005 年 12 月）、《早期臺灣歷史文獻研究書目》

（出版時間：2006 年 01 月）、《台江人三部曲：拓墾、開創、願景》DVD（出版

時間：2005 年 04 月）、《跟我一起遊台江》（出版時間：2005 年 11 月）、《帝

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出版時間：2006 年 10 月）、

《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出版時間：2006 年 10 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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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活圖曆－黃金田民俗畫．現代當令事典》（出版時間：2006 年 12 月）、《看

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出版時間：2006 年 12 月）、

《臺灣史料集成－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参輯》第 31-60 冊（出版時間：2007 年 12

月）、《測量臺灣－日治時期繪製臺灣相關地圖，1895-1945》（出版時間：2008

年 1 月）。這些出版品內容大部分都是在展現本館典藏的臺灣歷史資料，在坊間都

可以購買到這些書籍，可以更加了解本館的藏品。 

 

伍、結 語 

雖然臺史博蒐藏工作的起步較晚，幸有許多的因緣際會，使臺史博蒐藏到幾批

海外的臺灣資料，內容有臺灣的圖像紀錄、地圖等，樹立了臺史博的典藏特色。臺

史博作為歷史類的博物館，除了闡揚歷史文化淵源之外，更應該隨著博物館的發

展，突破現有的困境，樹立起自己的特色。 

許多人認為博物館的文物應該是稀有、獨特、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如此才可

以吸引觀眾，但是對於臺灣歷史博物館而言，我們必須創造別人所沒有的藏品，如

此才可以開創出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們除了蒐集許多常民的文物之外，也需要透

過各種的管道創造藏品，例如口述歷史的資料、影像的資料等。 

博物館是一個需要各種專業投入的百年事業，除了必須建立制度化之外，更需

要有高瞻遠矚的遠見。臺灣歷史博物館係臺灣建造博物館運動中，最後一個大型的

國家博物館，它所肩負的責任不僅是一個博物館的功能，它代表著臺灣人民的歷史

的精神。因此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蒐藏的臺灣歷史資料，是提供研究者進行研究的素

材，也是提供民眾許多歷史記憶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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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館藏西文圖書清冊 
 中譯書名 作者 語言 年代 

1 東印度水路誌 Linschoten, 
Jan Huygen van 荷文 1596 

2 美洲智利王國航行記  英文 1649 

3 荷蘭人報，九冊  荷文 1650- 
1690 

4 世界舞臺之新地圖集 Bleau, Jean 荷文 1655 

5 歐洲報導  德文 1633 

6 中華圖誌 Kircherus, Athanasius 荷文 1668 

7 東印度旅行記 Herport, Albrecht 德文 1669 

8 
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

國記 Dapper, Olfert 荷文 1670 

9 
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

國記 Dapper, Olfert 德文 1675 

10 被遺誤的福爾摩沙 C.E.S 荷文 1675 

11 東印度公司遣使日本記 Montanus, Arnoldus 法文 1680 

12 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 Nieuhof, Joan 荷文 1693 

13 東印度航海指南 Spaan, Gerrit van 荷文 1695 

14 莫斯科大使出使中國三年旅行記  荷文 1704 

15 福爾摩沙島的描述 Psalmanaazaar, Georgius 荷文 1705 

16 福爾摩沙島的描述 Psalmanaazaar, Georgius 英文 1705 

17 
反對 George Psalmanaazaar 福爾摩沙一書之

研究  英文 1705 

18 
一位回教商人旅行記及 Benedictus Goes 前
往中國之艱難旅程  荷文 1706 

19 耶穌會士書簡集，第十四集  法文 1720 
20 新舊東印度誌，第四冊 Valentijn, François 荷文 1726 
21 耶穌會教士海外傳教書信遊記集 Stöcklein, Josepho 德文 1726 

22 
中華帝國及中華韃靼地理、歷史、編年、政

治與自然環境的記述 Du Halde, Jean Baptiste 法文 1735 

23 中國新地圖集 D’Anville, 
Jean Baptiste Bourgignon 法文 1737 

24 水陸旅行通史：旅遊全集，第五卷  德文 1749 

25 世界四大洲地理圖冊新集  德文 1753 

26 旅行者新記，第五冊  荷文 1768 

27 荷蘭人旅行記，第八集  荷文 1785 

28 荷蘭人旅行記，第十集  荷文 1786 

29 荷蘭政治之歷史  荷文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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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譯書名 作者 語言 年代 

30 新奇旅行故事雜誌  德文 1792 

31 Hambroek 劇曲，又名：福爾摩沙圍城記 Nomsz, J. 荷文 1795 

32 各國語言版的主祈禱文 Adelung, Johann Christoph 德文 1806 

33 古代與現代服裝 Ferrario, Dottore Giulio 義文 1827 

34 美國艦隊遠征中國海域與日本記，單冊 Hawks, Francis Lister 英文 1856 

35 美國艦隊遠征中國海域與日本記，三冊 Hawks, Francis Lister 英文 1856 

36 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 Collingwood, Cuthbert 英文 1863 

37 美國與外國商業關係年度報告 Secretary of State 英文 1871 

38 居家主日  英文 1871 

39 我的最後航行 Habersham, A. W. 英文 1873 

40 
在麻六甲海峽、中南半島與中國十年之海外

探險 Thomson, John 英文 1875 

41 周遊世界之新航海日誌  法文 1875 

42 全球 Kiepert, Richard 德文 1877 

43 1629 年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的貿易 Phillips, Geo. 英文 1878 

44 拉普溫號航行記 Shore, Henry Noel 英文 1881 

45 近代初期荷蘭宣教史檔案集，三冊  荷文 1884-1891 

46 福爾摩沙南部陸上旅行記 Beazeley, M 英文 1884 

47 東京與中國海 L’Isle, Rollet de 法文 1886 

48 英國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期刊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英文 1887 

49 
馬凱查號巡航勘察加半島與新幾內亞，以及

對福爾摩沙、琉球與馬來諸島的記錄 
Guillemard, Francis Henry 

Hill 英文 1889 

50 福爾摩沙島宣教成功之紀錄 Campbell, William 英文 1889 

51 鴉片船巡航記 Anderson, Lindsay 英文 1891 

52 關於中國北部黃河水災改善之備忘錄 Salverda, J. G. W. Fijnje van 英文 1891 

53 孤拔將軍的艦隊 Loir, Maurice 法文 1894 

54 1884-1885 年法國人遠征福爾摩沙 Garnot 法文 1894 

55 臺灣遙寄 Mackay, George Leslie 英文 1896 

56 法國在東京與中國 Petit, Maxime 法文 19c 

57 馬關條約以來東亞地區步向和平的歷史 Coucheron-Aamot 德文 19c 

58 戰士與商人 Louwerse, P. 荷文 19c 

59 世界風情與古蹟—遠東 Bonnetain, Paul 法文 19c 

60 祖國的故事 Elberts, W. A. 荷文 19c 

61 福爾摩沙島之過去與現在 Davidson, James Wheeler 英文 1903 

62 荷蘭統治下的福爾摩沙 Campbell, William 英文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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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譯書名 作者 語言 年代 

63 管理福爾摩沙原住民之報告書 Government of Formosa 英文 1911 

64 來自林木蓊蔚的遠東 Hofmann, Amerigo 德文 1913 

65 來自東方的呼喚—遙遠的福爾摩沙故事 Fraser, Thurlow 英文 1914 

66 福爾摩沙的獵頭原住民 McGovern, Janet B. 
Montgomery 德文 1923 

67 臺灣蝴蝶與其他幻想故事 McGovern, Janet B. 
Montgomery 英文 1924 

68 日本與福爾摩沙之掠影 Franck, Harry A. 英文 1924 

69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 1624-1662 Zeeuw, P. de 荷文 1924 

70 日本與南滿州 Japanese Government 
Railways 英文 1925, 

1926 
71 亞洲海上強權東印度公司，二冊與一地圖集 Mac leod, N. 荷文 1927 

72 特殊人物與生平 Blei, Franz 德文 1929 

73 福爾摩沙島舊殖民地史稿 Verhoeven, Frans Rijndert 
Johan 荷文 1930 

74 
爪哇、福爾摩沙、印度和錫蘭旅行記，重刊

本 Herport, Albrecht 德文 1930 

75 東方之掠影 Kawata, T. 英文 1936-1937 

76 臺灣的土地改革 Chen Cheng 英文 1961 

77 綠李樹與竹馬—福爾摩沙之敘述 Slimming, John 英文 1964 

78 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重刊本 Schmalkalden, Caspar 德文 1983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委託美山錦工房有限公司執行之《西方人的臺灣印象—館

藏資料的整理研究及相關資料的調查》成果報告書，民國 93 年 12 月 15 日，頁

32-39。 

  
圖 1  福建省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 2  南進臺灣腳本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136 臺灣學研究‧第六期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圖 3 南進臺灣影片片段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 4 台南官銀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 5 倫敦畫報中平埔族村落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 6 原住民之陶壺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 7 臺灣俯瞰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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