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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日本「同志社大學圖書館學年報」30期別冊）旨在研究石坂荘作對

於圖書館活動思想與實踐之看法，及圖書館在殖民地之作用與意義。石坂荘作於日本

統治時期在臺灣多方面之領域非常積極活躍，特別是在臺灣之教育與圖書館領域貢獻

尤多。

西元1909年，由石坂荘作當做公共圖書館所設立的石坂文庫在臺灣圖書館界起了

很大的作用。石坂文庫在大多數的圖書館活動領域中達到了先驅的功能。該圖書館在

1910～1920年代有如下重要成果：

一、該圖書館對於日本人、臺灣人均平等開放。

二、使用者皆能免費使用該圖書館之資料。

三、該圖書館擁有獨立之建築物、設備、資料、職員及法規。

四、該圖書館館外流通服務不僅止於臺灣島內，甚至遠至中國沿海城市及琉       

球地區。

五、該圖書館設有三個分館及一個新聞雜誌閱覽室。其中一個分館就設在臺灣人

居住區。

六、該圖書館發行了13年內容充實之年報。（譯者按：經再次確認共有15年年

報）。

今日繼承了石坂文庫的基隆文化中心圖書館，在圖書館諸多活動領域中，繼續實

現當年石坂荘作想達成之理想。

石 作與石 文庫
－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先驅

圖書館之軌跡為中心
宇治鄉 毅原著  

（日本前國會圖書館副館長）

何輝國譯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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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約在十年前，本人對於日據時期臺灣圖書館做了概略之介紹。�也因此開始認識

有這麼一位獨立經營殖民地公共圖書館的人物，即開創並經營石坂文庫的石坂荘作先

生（西元1870-1940年）。當我了解到他在該圖書館舉辦了超乎普通圖書館之活動時，

心中不免有些微的感動。由於當時沒空再做更深入之研究，然而，屬於石坂文庫的記

憶，至今一直烙印在心中某處，經常會感覺它的存在。

近年來，我對有關臺灣議題之研究頗為關心，對於石坂荘作其人再次產生一種強

烈之關注。而且，經過數年來收集資料之結果得知：此人與石坂文庫在戰前的臺灣以

及一部份的日本人士心中雖然有其名實，但在戰後卻完全被遺忘，而且對其日後之研

究也幾乎等於零。�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有關石坂荘作與石坂文庫相當值得肯定的事蹟。那

就是此人在日本統治時期，在臺灣地區除了擔任公職並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上留下偉大

功績，石坂以經營商店為家業之餘，還經營私立圖書館；甚至又獨自創立、經營私立

夜間學校，而且，在忙碌的生活中，仍以在野之研究者身份，繼續對於臺灣各方面之

研究活動，出了十幾冊有關的著作；甚至將畢生全部之私有財產投注於學校經營及設

1… 拙稿〈近代日本圖書館之變遷—臺灣圖書館篇〉（日本圖書館協會，西元 1992 年 3 月），頁 855-866（譯

者按：該稿亦由譯者翻成中文分上下兩篇刊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訊》10 期【民國 81 年

10 月】頁 16-22 以及 11 期【民國 82 年 1 月】：頁 15-19。）

2… 有關石坂莊作正式之研究非常少。但是在戰前臺灣關係之人名錄大多只記載簡單之經歷。戰後之人名

錄，出身地是群馬縣之人名錄等並無記載。戰前之人物，大多收錄於：《臺灣人物誌》（大園市藏編、

1916）、《評論…臺灣之官民》（橋本白水著、1919）、《基隆港大觀》（樁本義一編、1922）、《新臺灣の人》（宮

川次郎著、1926）、《臺灣統治及其功勞者》（橋本白水、1930）、《現代臺灣史》（大園市藏、1934）、

《臺灣人士鑑》（臺灣新民報社、1937）、《躍進群馬縣誌》（栗原新水編、1940）。戰後之石坂莊作研究，

只有原町誌編纂委員會編的《原町誌》（群馬縣吾妻町刊 1960）。光復後之臺灣很少有提及石坂莊作

的，但最近出版之人名錄上卻有登載。到目前為止能確認的有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西

元 2000 年）及國家圖書館編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西元 2002 年）。另外最近也在有關臺灣圖書館

史論文上被提及，能確認的有曾堃賢著《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西

元 2003 年 10 月）（本書與《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4 卷 2 期－ 24 卷 4 期（西元 1987 年冬 -1987 年夏）

同名論文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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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園等社會事業。尤其可貴的是，石坂對這些事業並不依賴官方，一切皆以自力更

生，其惠予社會大眾的不只是為了日本人，對於家庭貧困接受教育機會較少的臺灣人

也一視同仁。至此，我對石坂荘作在石坂文庫的用心從稍微感到驚奇乙節轉變成對他

處事風格的感動。

西元2003年10月作者訪問了石坂生前於臺灣非常活躍的基隆市港口，進行在當

地調查。偶然地遇上也敬愛此人的鄉土史研究家陳得潛先生、蔡英清先生與陳青松先

生，由他們得知：石坂與渠功績在西元1945年8月臺灣光復後，毫無疑義地在基隆市史

上留下很高的評價。作者最初以為在臺灣應該是無人會研究此號人物的，而且，就算

石坂曾留下了亮麗的功績，只能說是在殖民地支配體制下一介日本人的事蹟而已，處

於現代臺灣應該無法期待有任何之評價。結果，出乎意料之外地，在臺灣有這麼多熱

心、篤實的研究者，而且對石坂高度之評價在光復後的臺灣依然一貫延續下來，不禁

讓人感到非常高興。特別是陳青松先生（「基隆市志」編纂委員）對於石坂荘作也已

經發表了數篇的論文。陳先生的論文對於現在臺灣有志於石坂荘作之研究狀況者助益

頗大�。

本文簡單介紹石坂荘作及其畢生的事業當中之一的「石坂文庫」之概略，並且研

究其發展的經過與歷史意義。

貳、關於石 坂坂 作

石坂荘作於西元1870（明治3）年3月在日本群馬縣吾妻郡原町（現在的吾妻町原

町）出生，原町小學畢業後即在自己的故鄉及水戶地區研究漢學。曾經當過原町小學

教員，也加入過近衛工兵中隊，後來除隊退出而加入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之行列。

3… 陳青松先生是位非常優秀之基隆鄉土史研究家，同時也是目前在臺灣一位正式的石坂莊作研究者。有

關石坂荘作與石坂文庫的論文如下：〈日治時期的文史瑰寶─石坂荘作〉（《臺灣文獻》53 卷２期…

西元 2002 年 6 月，頁 235-244），〈石坂文庫〉（陳青松編《基隆市史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編》，基隆

市政府發行，西元 2001 年 7 月，頁 112-117），〈日本統治時代、對基隆教育文化貢獻最大之日本人〉

（陳青松著《基隆采風藝文錄》（基隆市文化中心刊、1989 年 7 月），頁 143-147），另外陳氏在新聞《聯

合報鄉情版》（西元 1999 年 12 月 10 日）及《民眾日報》（西元 2001 年 2 月 13 日 -2 月 17 日）亦分

別發表了〈臺灣圖書館創立之先驅－石坂莊作〉及〈被世間忘卻之文化歷史之寶－石坂莊作〉等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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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96年（明治29年）3月，因前往菲律賓調查，航行途中，路經剛被日本剛佔領不

久的臺灣，在勘查臺灣過程中，成了臺灣日日新報報之一員。爾後，於西元1899（明

治32）年11月定居於基隆。直到西元1940（昭和15）年1月逝去為止，從頭到尾均經

營與度量衡相關器材、香煙販賣等個人商店類型之「石坂商店」。在經營家庭事業之

同時，也擔任了不少基隆當地及臺北州的公職，不僅止於基隆地區，對整個臺灣的行

政、產業、教育、衛生、社會、文化之發展也非常盡力。

石坂荘作的成就大略可以從產業社會、教育、圖書館及學術等四方面做概述。除

了圖書館方面留待後述之外，其他幾項的功績如下：

首先是產業社會方面，在這個領域他的功績既廣泛又多元，在基隆當地及臺北州

扮演著指導者之角色。在此參考新井信示先生之調查內容，僅提供主要之經歷�。

明治35年 大日本武德會基隆廳地方委員。

明治37年 地方稅調查委員。

明治41年 瘟疫防治公會會長、東洋協會臺灣支部基隆地方委員。

明治42年 石坂文庫設立開館

明治44年 帝國在鄉軍人會特別委員、基隆公益社理事（之後任社長）。

大正2年 基隆商工會議所理事（之後任社長）。

大正3年 臺灣建物基地審查員。

大正4年 基隆防疫公會委員。

大正6年 藤田豆餅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之後任董監事）

大正8年 設立基隆婦人會。

大正9年 臺灣耐火磚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之後任社長）。

大正11年 帝國軍人後援會有功會員、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顧問。

大正12年 基隆方面委員（之後任顧問）。

4… 鄉土史研究家新井信示先生在原町誌編纂委員會編的《原町誌》（群馬縣吾妻町刊西元 1960 年 12 月）

之〈人物誌〉，頁 757-764。項目中執筆介紹石坂莊作之文章，此乃戰後有關描述石坂唯一珍貴文章。

新井先生給予石坂：「是我原町出生之一大偉人」之評價，將石坂的經歷從原町時代起有著詳細之…

記載。但美中不足的是在臺灣時代之記述僅止於功績之列舉，欠缺深入分析及評價。另外，新井氏也

於西元 1940 年石坂莊作的墳墓在吾妻町原町之善導寺建造時，在其墓碑上也有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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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15年 基隆市町名改正調查委員、基隆神社祭祀居民總代表。

昭和2年 基隆市區計畫調查委員。

昭和3年 臺灣社會事業協會創立評議員。

昭和4年 臺北州福祉設施事項調查會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委員。

昭和6年 臺灣圖書館協會評議員。

昭和8年 設立石坂公園並捐贈給基隆市。

昭和9年 臺北州國防義會評議員、基隆和洋裁縫講習所所長。

昭和10年 施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常任評議員、臺北旅行俱樂部基 

 隆支部長、日本度量衡協會臺灣支部參事。

昭和11年 臺北州會議員、基隆市史編纂評議員、基隆市防衛委員。

昭和12年 基隆市教護聯盟理事、參與國民精神總動員臺北支部。

昭和13年 基隆商工會議所顧問、臺北州農會員。

昭和14年 臺灣度量衡器計量器販賣連合會理事。

以上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設立「基隆婦人會」及「石坂公園」。「基隆婦人會」

乃因石坂荘作之主張，於西元1919（大正8）年11月設立，其目的是針對慈善活動之舉

辦以及婦人們的親睦程度、教養之提升，石坂希望提高婦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而設立此

臺灣最早婦人會�，意義非凡。「石坂公園」則是石坂自掏腰包並自己參與工事建設而

成立之公園，目的在提供市民休閒及休憩場所，這也是石坂能夠高瞻遠矚，早就看出

公園之於都市的功能。（本公園目前更名為「中正公園」）。

其次，就教育方面而言，可說是石坂介入最深之領域，其中尤以設立、經營基隆

夜校更是石坂畢生之事業。該校是以白天從事於勞動、財力暨時間較為欠缺之日本人

以及臺灣之青少年為對象，於西元1903（明治36）年2月以「基隆夜學會」之名稱創

校，可說是在殖民地臺灣最早之私立學校。迄於昭和15年，石坂逝世之前，當校長的

石坂，對於該校總是事必躬親、苦心經營。在日本統治末期，改名為「私立基隆商工

5… 有關「基隆婦人會」在石坂莊作著《御賜之餘香》西元 1926 年 3 月，頁 90-110 有詳細記載其成立之

經緯、活動等。該會除了會員相互敦親睦鄰之外，召開手工藝方面之研習會、每月一次之演講會及舉

辦各式各樣之樂捐活動。進入昭和時期後，設立「基隆技藝女學校」在營運上建立相當大之功績。石

坂一直到最後均以顧問之名義支援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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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修學校」。西元1945（昭和20）年5月，當時具有軍港功能的基隆成為美軍轟炸之對

象，學校也遭到轟炸，校舍、設備、文書資料等全部被燒光。日本戰敗後，該校由臺

灣人接收，現已改為「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在基隆以職業專科學校繼

續發展。

該校在日本統治時期，以才能輩出的臺灣人而揚名。�石坂在教育方面還有一項功

績就是經營「基隆技藝女學校」。此乃西元1930（昭和5）年2月「基隆婦人會」以所

設立的「和洋裁縫講習所」為事業的基礎，在該校專門教授日式、洋式裁縫、手工藝

等給基隆附近小學畢業程度的日本、臺灣女子，目的在讓女子有一技之長來提升她們

在社會上的地位。石坂也是該校校長。西元1936年7月，依據女學校法令取得「基隆技

藝女學校」之認可，石坂逝世之後，在西元1943年4月改以「基隆市立家政女學校」由

市政府經營。可惜的是該校也在西元1945年5月被美軍炸毀，於日本戰敗之混亂時期中

廢校。�

接著是有關學術、文化方面，石坂常常撥出時間以自費的方式廣泛研究臺灣的社

會、經濟、文化及風俗。全都是他腳踏實地親自以實證所作之研究。石坂把所有鑽研

成果出書讓世人知曉。日本統治時期，有許多學者是在臺灣總督府的庇護之下，得以

呈現許多研究業績，但石坂卻始終貫徹他在野之研究者立場。就因為石坂的著作是屬

於實證性質，從現在之時點來看，其中諸多內容具有極高之歷史價值。另外，石坂透

過調查研究訴求輿論保護臺灣文化財，甚至自己出資舉辦保護活動。有關石坂著作現

今能確定的計有單行本11件及石坂文庫年報。列舉如下：

6… 有關基隆夜學校在「私立基隆夜學校」（石坂莊作著《御賜之餘香》，頁 6-61）有詳細之記載。該校

之名稱從「基隆夜學會」、西元 1913 年財團法人「基隆夜學校」、1937 年 3 月財團法人「私立基隆商

業專修學校」、到西元 1944 年 4 月財團法人「私立基隆商工專修學校」經過數度更名。該校是日本人

與臺灣人共學，學生數之比率，在大正中期臺灣人已經超越五成，從這個學校畢業的臺灣人當中優

秀之人才輩出，光復後活躍於臺灣社會。關於這點，陳青松在〈日治時期的文史瑰寶─石坂荘作〉…

（《臺灣文獻》53 卷 2 期，西元 2002 年 6 月，頁 235-244）有如下之敘述：「據今之基隆文獻掌故耆宿

洪連成的著作＜滄海桑田話基隆＞（一九九三年基隆文化中心出版）也談到：「基隆夜學校的畢業生，

於臺灣光復後，皆居基隆藝文、工商、公職等骨幹地位，有國民黨基隆市黨部首任主委徐志剛、第一

屆參議會議長黃樹水、前仁愛區區長張生塗、本省知名臺語歌曲作詞家葉俊麟、名聞全臺的傳統詩人

陳祖舜…。」可見該校為臺灣同胞，造就不少人才。

7… 關於基隆技藝女學校，曾經在該校當過教師的小園愛子氏於〈無法忘懷的臺灣回憶〉（《臺灣協會報》

362 期、1984 年 11 月 15 日）中詳述了學校經營之情況及學校生活之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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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嶋踏查實記》臺灣日日新報社、明治32年3月、頁253

《臺灣寫真帖》臺灣日日新報社、明治40年3月、頁60

《臺灣に於ける農民の天国》臺灣日日新報社、大正4年9月、頁85

《基隆港》臺灣日日新報社、大正5年5月、頁916

《北臺灣の古碑》大正12年4月、頁60

《御賜之餘香》臺灣日日新報社、大正15年3月、頁186

《天勝つ乎人勝つ乎臺北洪水の慘禍と治水策》昭和5年7月、頁76

《おらが基隆港》昭和7年3月、頁122

《非常時臺灣。臺灣に於ける外國交涉事件》昭和8年12月、頁86

《臺灣古代文化の謎》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10年5月、頁68

《嗚呼義人賴順良》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14年10月、頁50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石坂文庫刊、年刊、第一年～第十三年（明治43年～大正

　　11年）（譯者按：年刊總數應為十五年，年代為明治43年～大正13年）

參、關於「石 文庫」

一、創立與營運

(一)創立經過

臺灣最早之公共圖書館始於日本佔領臺灣（西元1895年）之後不久的西

元1901（明治34）年1月，由十多名有志一同官民在臺北設立，即館藏數大約

5600冊的私立「臺灣文庫」。當時的臺灣正處於日本殖民地統治之下，社會混

亂，能夠有近代化的圖書館及早登場，可謂意義重大。但是，該圖書館雖是對

外公開並受臺北市民歡迎，無奈活動期間非常短暫（西元1906年8月閉館），

對社會並未留下太大影響（然而，以該圖書館閉館時藏書大約一萬冊由後來

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繼承，成為穩固基礎的一部份看來，則可說意義非

凡）。如此一來，「臺灣文庫」廢館之後，臺灣就成了圖書館之空白地帶。石

坂正好在時期發起設立圖書館。石坂之圖書館設立運動可追溯至西元1903年2

月「基隆夜學校」設立時，當初就是為了支援該校學生課業而設立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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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一開始無法順利取得資金、土地之提供，所以，經過6年才實現目

標。比起臺灣唯一官立圖書館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設立於西元1914（大

正3）年而言，石坂早了十年的設立運動，可謂之為先驅。當時，石坂對於閱

覽者較少的臺灣而言，設立圖書館還嫌太早，更何況像基隆那樣的地方城市更

不需要；對於有人認為以個人設立圖書館較為勉強，資金調度上也較為困難等

種種批評，石坂絲毫不低頭，尚且下定決心投入私人經費，開始著手準備開

館�。西元1909（明治42）年6月1日，他發表「文庫設立之宗旨」之同時，也

訂定「石坂文庫規定」，6月4日向基隆廳長提出「文庫設立申請」，隔日即舉

行施工典禮，於該年9月30日竣工，並提出「文庫開館申請」，終於在10月1日

開館。因此，臺灣最早、正式且近代化的圖書館於焉誕生。當時的「臺灣日日

新報」刊載開館時受到熱烈歡迎之報導，正足以說明人們對於該圖書寄以極大

的期待。�

(二)圖書館設立的理由

石坂為何如此辛苦設立圖書館？在探討其設立的理由之前，有必要先來

檢視石坂對圖書館有何想法。石坂對圖書館之看法分散在他的著作之中，基本

上來講，圖書館是一個為了讀書及研究的社會教育機關。石坂雖一直肯定作為

國民教育機關的學校之重要性，同時也主張作為社會教育機關的圖書館亦有必

要設立。石坂將圖書館直接目的放在為了民眾讀書與學術研究之資料收集與提

供上面，如：「培養讀書趣味」、「增進研究學問」、「蒐集貴重圖書，提供

現在及將來對於國家社會有益之參考資料」。這些對於「提高民眾思想」「民

心善誘」皆有所幫助，進而與「提升社會文化」、「提升臺灣文化」有著直接

8… 石坂在〈石坂文庫十五年小史〉（《御賜之餘香》（1926 年 3 月），頁 63-64 中，敘述了其如何設立經

過之苦心。即：「與此相關計畫設立圖書館一事，乃是如果無法與地方上之有心人士一再商討，最後

終究無法導致成功的契機，為了社會文教大業將深感遺憾之至，於此，本人毅然決然下定決心，採單

獨經營方式，在規劃上可說是心膽俱碎。然而，當然文庫之設立絕非易事，除了須投入相當資產外，

亦必須建立一個確實能讓它永續經營的基礎。經過了百般苦心思慮之後，才漸漸有了如下之腹案。」

9… 《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0 月 1 日第 2 面）對於「石坂文庫開館」做了如下歡迎詞之報導。即：「…

今後因此而受惠者應為數不少，在臺澎地區（譯者按：原文應為臺澎非僅臺灣）來說，為目前最早成

立之圖書館，記者依照其創立之先後順序將此則消息報知給讀者時，歡愉之情無法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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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0。石坂獨特的想法在於並不只是單純設立圖書館，而是必須要讓圖書

館與民眾的生活密切結合之見解，更為可貴。石坂為了達到其目標，極力主

張：一、圖書館本身要朝著「縮短與民眾之距離」努力；二、於民眾生活中

「讓圖書館生根」；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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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來看石坂設立石坂文庫真正的理由，大概可摘要成四點：一、憂慮

在臺灣與基隆竟然無一處可供讀書之圖書館；二、考量為防止殖民地青少年極

易流入遊手好閒之習慣，企圖藉由讀書來改善生活；三、考量基隆位處臺灣入

口、可提供渡海來臺人士首先在此調查研究之便利性；四、感到有必要提供石

坂設立的夜校學生教學參考用書��。

(三)營運

10…石坂以強調讀書之重要性來作為圖書館最主要任務，例如在《基隆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西元 1921

年 10 月頁 31 他發表了〈感嘆臺灣圖書館事業之不振向世人傾訴〉一文，大意如下：「對民眾說明讀

書之樂趣，促使其思想向上，首先要養成其對圖書親近之風氣。……而讀書樂趣之涵養首先要設立圖

書館，對民眾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必要給予接近圖書之機會。當然圖書館要長年累月地收集、保存貴重

的圖書，亦不可忘了肩負有對國家社會提供現在及未來有益的參考資料之偉大使命。」另外在「石坂

文庫、終焉所感」（《御賜之餘香》，頁 84）中也提到：「十五年間，以提升殖民地文化為目的，努力

至今之本文庫，……對於提升社會文化及民心善誘均有所助益，此乃本文庫之夙願。」

11…石坂在〈石坂文庫、終焉所感〉（《御賜之餘香》，頁 87）中特別強調圖書館與民眾之密切關係。亦即：…

「要讓民眾能接近圖書館，使之充分利用成為不可或缺之習慣，還需要相當長之時間，圖書館應該本

身就積極地勸誘民眾利用圖書館之同時，也要讓民眾真正了解圖書館之使命，一定要切盼民眾經常利

用圖書館來達到努力開發智慧之目的」。另外對於「感嘆臺灣圖書館事業之不振向世人傾訴」一文中（《基

隆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西元 1921 年 10 月，頁 32）提到：「在本島對年少兒童的教育成效雖有比

較值得可觀之處，但對青年壯年之教育輔導機構則不甚完備，特別是對下層民眾之社會設施更是全然

欠缺。」強調了為了「青年壯年」「下層民眾」社會教育機構之必要性。此必要性在之後的石坂文庫於

臺灣人居住區設置分館就實現了。

12…石坂將設立石坂文庫實際上的理由敘述如下：首先在〈設立文庫小啟〉（《私立石坂文庫第一年報》

1910 年 10 月，頁 1）中就有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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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圖書館不存在強烈表明了遺憾之意。又在同〈小啟〉中提到：「況基隆為內地交通之孔道，

自內地來者，必先經此略查本島之形勢，間因乏此機關而絕望者，比比然也。是雖基隆之體面有關，

而臺灣全島之體面甯獨無所愧怍乎」，對基隆之特殊立場加以著墨。另外在〈石坂文庫十五年小史〉（…

《御賜之餘香》，西元 1926 年 3 月，頁 63）中，「以在熱帶地區殖民地之常態而言，考量到大多數之

少壯輩極易淪入逸樂之惡習，更加要喚起讀書樂趣，並用之矯正風俗教化之同時，對於為了提供參考

教養予夜間部學校學生，與此相關計畫設立圖書館…」，特別強調對於改善殖民地青少年之精神生活

以及支援夜間部學校學生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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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坂文庫創立於西元1909年6月4日，同年10月1日基隆義重橋第十七番地

開館（之後地名變更為基隆市日新町一丁目三番地，亦即現今的基隆文化中心

旁）。圖書館根據「石坂文庫規定」（總計9條）開始營運。

（第一條規定）本文庫，以藏集圖書雜誌等類供公眾閱覽為宗旨。

建築物計有二樓，一樓是玄關及吸菸談話室，二樓12坪設有書庫及閱覽

室。使用者只要在櫃臺的「閱覽證」上填入姓名等資料即可在閱覽室內備妥的

供閱覽用之圖書目錄以進行檢索並索取資料。開館當時藏書數量計有和漢書

3572冊、西文書349冊、日西文雜誌4495冊、掛圖類49本，合計8416冊。

一年平均開館日345天。休館日則有「三大節」、「施政紀念日」、「臺

灣神社例祭日」、「本館紀念日」、「年末、年始」、「晒書掃除日」。閱覽

開放自上午9時至下午4時，只要滿12歲以上，不管是臺灣人、日本人皆能進

館。從創立開始至西元1924（大正13）年12月廢館為止，完全免費公開。當時

雖未允許館外借閱，卻實施了在基隆市以及臺北市外的使用者可藉由「巡迴文

庫」借書制度。

資料收集之範圍，並不限於僅在臺灣境內購買，亦接受日本、中國、朝

鮮等各種團體以及個人之贈書。受贈書籍比率雖高於購買部份，已具備有高品

質之藏書架構。分類方面，由於當時藏書數量較少，所以，大略區分為以下五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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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學、工學、產業。

第五門：家庭、雜書、類書、叢書、新聞、雜誌。

但在大正4年，因為藏書量超過1萬冊，而採用了「山口圖書分類十進

法」，成為以下的十門分類：

總類：包括有叢書、隨筆、辭典、有關臺灣圖書及兒童文學。

第一門：哲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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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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社會、統計、經濟。

第六門：理學、數學、醫學。

第七門：工學、兵學。

第八門：藝術。

第九門：產業。

採用此分類表之後，在整理圖書上更有效率，可增加使用者檢索時之便

利性。

石坂文庫後來在呼應內外之期待中，展現出不輸給當時日本大型圖書館

之活動異常驚人。特別是在館外活動大部分都具有很先進的意義。

首先來看，從開館第一年之西元1909（明治42）年與中間時期之西元

1916（大正5）年，直到此圖書館利用之最盛期之西元1923（大正12）年之統

計資料，即可看出在藏書與利用方面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附帶一提的是：大

正5年底基隆支管區內（基隆市街、村落）之人口數為日本人10,674人、臺灣

人46,507人、中國人1,637人，合計58,909人。

【石坂文庫藏書量等之統計】��

1909年 1916年 1923年

書量：圖書（冊） 5,648 12,113 19,291

　　　雜誌  6,627  8,489 5,679

開館日數   349   350    347

13…統計數字乃依據《私立石坂文庫年報》第一年報（1910 年 10 月）～第八年報（1917 年 10 月）、《…

基隆石坂文庫年報》第九年報（1918 年 10 月）～第十三年報（1922 年 10 月）。而且，閱覽人員之…

統計，僅有職業別，日本人或臺灣人別之實際利用情形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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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人數   359  2,275  6,367

閱覽圖書數 1,110  5,005 12,088

平均一天閱覽人數 1.0 6.5 18.35

二、三大業績
石坂文庫之活動當中，特別值得記述的業績計有：巡迴文庫活動、設立分館以及

發行年報三大功績。這些都是臺灣圖書館史上最早之事業，從以上活動成為爾後臺灣

圖書館活動之典型的意義上來看，真正扮演了前導性質之角色。

巡迴文庫是依據「石坂文庫巡迴書庫規程」，從西元1912（明治45）年7月開始了

圖書外借之業務。此乃由於石坂一向具有提供地方人士讀書機會之強烈意願，以致得

以實現在臺灣早人一步的巡迴文庫作業。其範圍也以島內為中心，展開遠至中國本土

之福州、廈門、日本沖繩縣八重山諸島，大大受到歡迎。巡迴之對象包括設置在地方

官廳、公立小學、公共團體等之「巡迴書庫借閱所」��。

至於分館（石坂當初將其稱為「支館」），主要設有「玉田支館」及「新店支

館」。

在臺灣乃是導入分館制度之始，這也是石坂實現了他儘量將圖書館的使用功能推

廣至老百姓之想法。「玉田支館」於西元1915（大正4）年2月設立於臺灣人住宅區，

讓很多貧困的臺灣人皆能利用，這正好是石坂對於臺人居民之圖書館活動非常重視的

14…當時的巡迴文庫稱為「巡迴書庫」。石坂文庫所實施之巡迴文庫，出借期限為一個月，免費閱覽，寄

送及寄回所產生之搬運費皆由「巡迴書庫借閱所」負擔。可惜的是，一年間之運送次數、發寄送圖

書冊數等統計資料均無稽可考，無法了解詳情。後來在西元 1922 年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西元

1926 年的「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西元 1928 年的「臺中州立圖書館」等圖書館均有實施「巡迴文庫」，

在臺灣存在最多圖書館數的西元 1930 年代，計有 90 多個館中，其中幾乎有 40 館左右皆實施「巡迴…

文庫」制度。但是都是在管轄地區內實施，沒有一個館能像石坂文庫作轄區外廣泛實施之巡迴文庫。

附帶一提日本國內之巡迴文庫，係由西元 1902 年縣立秋田圖書館率先實施，接著有山口縣、千葉縣、

山形縣等在 1910 年前後，以縣立圖書館為中心實施。石坂文庫之巡迴文庫幾乎與這些先進縣同時期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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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事例��。「新店支館」��是西元1915年3月在基隆車站前的石坂直營「石坂名產物陳

列場」之一角設立的小文庫。基隆車站是當時來訪臺灣的人一定會利用到的場所，所

以利用者非常之多，這也說明了石坂獨具慧眼。除了該二分館外，雖然時間很短，西

元1922（大正11）年3月在基隆車站前公設候車室內也設置了「新聞雜誌閱覽所」以及

西元1924（大正13）年9月在基隆街三沙灣弘法寺內設置了「三沙灣支館」。在此之後

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具有這樣的分館制度規模之圖書館就沒有再出現過。

接下來就是刊行館報，石坂從西元1909年10月創立文庫以來，直到1924（大正

13）年12月交給基隆公益社為止，將「石坂文庫年報」當成館報發行了13次（譯者

按：根據實際資料顯示應為15次）。擁有如此內容精緻且豐富年報之圖書館，在當時

日本國內亦甚為少見，在此之後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也從未再出現過。

內容收錄方面，以封面畫（石坂文庫及創立者照片）、「設立文庫小啟」（日

文、中文、第二年報起〔西元1911年10月）亦追加英文〔、「文庫規定」（之後改為

「巡迴文庫規定」）、「沿革」（之後改為「創立概要」）、「建築及設備」、「會

計」、「統計」、「寄贈圖書」為主。從第三年報（西元1912年10月）起，就以「本

期間之經過」為題加入一年來之行事記錄；第七年報（西元1916年10月）起，加入

「支館（分館）及巡迴書庫」之活動記錄，並且也適當地以附錄的形式加入有名人之

15…「玉田支館」係石坂本人在〈感嘆臺灣圖書館事業之不振向世人傾訴〉（《基隆石坂文庫第十二年報》

1921 年 10 月頁 32）一文中，以直接服務臺灣居民為目的，充分表明了石坂的圖書館經營思想。即：…

「大正四年，借用市內貧民區玉田街尊濟宮之一室，重新整修作為設立文庫分館之用，配置以不違反

總督府施政方針之新聞、雜誌、稗史、小說等數百冊圖書，提供免費閱覽，日夜開放自由出入，成效

斐然。不過在此出入之閱覽者，大都是以飯後休息、長夜無聊、雨天避雨、炎熱夏天午睡等為目的，

並非從事研究工作者，只是不經意的將書籍放於手上，心無雜念埋頭閱讀，正好也可證實他們對閱讀

多少有點興趣。他們經常衣食窮迫交加，無其他紓解之管道，終日汲汲營營從事於勞役工作，像柳絮

一樣身心疲憊，來到此處，應及時迎合他們，配置能讓他們歡喜之圖書，滿足渠等之讀書欲，並應招

聘對圖書館管理具有相當知識者，有時讓他們聽一些有趣的歷史民謠，或者是勸善懲惡之故事，使他

們將此處當作唯一聚會之娛樂場所、慰勞場所，不知不覺間能得到將人心導向善處之效果。果真如此，

雖然看起來是小事，但其具有頗大之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想要在現在或未來經營圖書館者，不

可能不實際接觸社會，而期待能有效地貫徹圖書館之使命。」

16…關於「新店分館」，石坂在《基隆石坂文庫第九年報》1918 年 10 月頁 3）文中，作了如下之敘述：…

「在基隆停車場前新店街開設了石坂名產物陳列場，利用其中一角落設置分館，從本館藏書中，挑出

與本島有關之書籍 200 冊，並且加上內外新聞雜誌四十餘種，供頗多火車、汽船乘客閱覽。」新店分

館後來因為撤離的關係，於大正 9年 12 月閉館，存續了 5年 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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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論點。統計方面，以「圖書類別表」作為部門類別之和漢書及西文書藏書量；

以「借出圖書分類表」作為部門類別之和漢書及西文書借出數量；以「閱覽人及圖書

借出數量表」作為區別學生、教員、新聞記者、著述家、醫師、律師、畫家、官吏、

軍人、實業工作者、無業者、女子、其他等身分，再以月份別（之後成為年度別）來

統計和漢書及西文書之借出數量。在附錄方面，收錄有當時名人之口述筆記或投稿之

論說以及圖書館一覽表。論說部分包含有貴重之圖書館論點，對於當時圖書館思想之

啟蒙貢獻良多。以下就列舉一些實例：

新渡戶稻造  〈關於石坂文庫〉（第二年報）

內田嘉吉  〈關於圖書館〉（第四年報）

伊能嘉矩  〈臺灣圖書館小史〉（第五年報） 

伊能嘉矩  〈臺灣的讀書方法〉（第七年報）

〈臺灣圖書館一覽、朝鮮圖書館一覽、祖國圖書館一覽、世界上藏書量超過十萬

冊以上之大圖書館一覽〉（第九年報）

下村宏〈寄望石坂文庫〉（第十年報）

內田銀藏〈東行雜談〉（第十年報）

石坂莊作〈感嘆臺灣圖書館事業之不振向世人傾訴〉（第十二年報）

田原天南〈英美德圖書館與文化關係〉（第十三年報）

(三)閉館、及其評價

石坂文庫經過15年藉由活動打出知名度，從臺灣內部及外部所寄贈圖書

亦年年累積，閱覽者也激增，已達小規模私立圖書館之經營極限。在西元1916

年藏書量就已經超出2萬冊，西元1920年一年讀者已超過5千人，產生了空間、

職員不足及財政無法負擔之現象。石坂深感此乃個人經營之極限，必須另謀圖

書館一條生路。與其勉強繼續個人經營，為了文庫的發展，不如委由公家機

關經營較為有利。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幸好在西元1924（大正13）年

10月他把全部的藏書約2萬冊及附屬器物等，一切無償捐贈給財團法人基隆公

益社，因此，石坂文庫就在當年12月3日，文庫廢止申請獲得認可，全部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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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巡迴文庫也一併廢館��。從此石坂雖不再直接經營圖書館，但仍擔任「臺

灣圖書館協會」的評議員（理事）等，一生對圖書館的關愛並未稍減。

最後陳述石坂文庫之評價及爭論點。關於石坂文庫之存在與活動，因有

巡迴文庫及刊行館報等顯著之活動，讓它馳名臺灣海內，在圖書館界獲得極高

之評價。其中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圖書館協會之評價，日本圖書館協會在

「私立石坂文庫之近況及將來計畫」（《圖書館雜誌》22期，西元1914年11

月）之記事當中，介紹了該文庫之業績後，接著又有「同島（臺灣）圖書館事

業之先鋒開拓者及指南車，該文庫之原始創立者石坂氏之功勞令人景仰，不得

不讚美其偉德」之敘述，給予極高的評價。

但不是只有好的評價，從一開始也有嚴厲的批判，諸如：圖書之蒐集太

過於依賴贈書、購買新書經費太少以致於無法充分選書、無夜間開放、欠缺地

方特色、對讀者導覽較少等等，對公共圖書館無法充分發揮機能作了以上之指

責��。

肆、「石 文庫」以後

一、「基隆文庫」時期
西元1925（大正14）年5月7日，石坂文庫與基隆公益社文庫合併為「私立基隆文

庫」。由商工會議所與兼辦俱樂部之財團法人基隆公益社共同經營。藏書約2萬冊，被

17…有關石坂文庫廢館之原委，在〈石坂文庫、終焉所感〉（《御賜之餘香》，頁 88-89）中有詳細記載。

石坂將圖書館事業作一總結：「用極微小的力量來實現萬分之一之夙願，至今仍有感到遺憾之處，本

文庫十五年來藏書已達兩萬冊，如有充分的財力，將更積極地舉辦活動，並不會止於建構活動之基礎

而已，亦即今後之活動，與其依賴本人微薄之力獨自經營，倒不如將全部捐給有力之基隆社教機關財

團法人基隆公益社，寄望其能用於圖書館使命之積極活動」。可見石坂吐露出複雜之心境，對於將來

之發展亦抱有很大之期待。而且石坂雖然在廢館之後，就不直接插手圖書館經營，但之後還是擔任「…

臺灣圖書館協會評議員」（從昭和 6年起）等之職務，一生絕不錯過對圖書館之關心。

18…當時的論點，對於石坂文庫一面評價，一面又指摘其問題點，具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兩點。元田脩三在…

〈教育者與圖書館〉（《臺灣教育》第 121 期，1912 年 4 月 5 日，頁 18-19）一文中，極少言及利用者，…

即：「應該說目前之基隆尚未達到必須設立圖書館之程度，其主要原因乃可回歸至文庫本身之問題。

無法全數依賴贈書之該文庫，因為購買新書經費太少以致於無法充分選書、無法表現出基隆地方特…

色，無法使盡一切方法吸引讀者、大力鼓吹讀書樂趣、夜間無法開放、這些的確是造成無法廣泛利用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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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存在公益社建築物之二樓公開閱覽。但是，該文庫因改建而被移至臺灣人街之「慶

安宮」內，1年半後由基隆市接管。此「基隆文庫」時代，因財政困難加上變更地點，

建築物又狹窄，活動亦屬低調，於是在很短時間就告終。��

二、「基隆市立基隆圖書館」時期
基隆文庫於西元1932（昭和7）年2月25日由基隆市接管，成為「基隆市立基隆

圖書館」，同年6月1日在市公所之三樓開館，同年7月3日起亦實施了限定基隆市內之

個人館外出借制度。但由於建築物狹窄，1935（昭和10）年6月4日移轉到原先之「石

坂文庫」建築物，再度開館，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都在該地點營運。所服務對象之

基隆市人口，日本人約2萬2千人弱，臺灣人6萬多人等，合計8萬7千多人（昭和10年

底止）。圖書館規定則有「基隆圖書館規則」、「館內閱覽規定」及「館外閱覽規

定」。職員計有：館長（市助理）、主事（市教育課長）、司書（館員）1人，僱員

4人（含臺灣人1人）總共7人（昭和11年底止）。此一時期，財政亦較為安定較有保

障，藏書量漸增，利用者也增加，將基隆文庫時代之臭名挽回。

一年開館日數從277日到345日，依據年度之不同有著很大差異。休館日為年底年

初、紀元節、天長節、施政紀念日、臺灣神社例行假日、明治節、晒書（8或9月中五

天）、月底整理日（每月底）。開館時間以成人為對象之「一般閱覽室」：4月～10月

是從上午8時至晚上9時、11月～3月則是上午9時～下午9時。「兒童室」是下午1時至

4時開館（星期日、假日、暑假期間則自上午8時就開館）。閱覽者以日本人、臺灣人

19…有關基隆文庫時代營運不佳之情況，可由閱覽人數及當時之所見所聞來推測。從閱覽人數來看，舉昭

和 6年度為例，開館日數 336 日閱覽人數 1222 人次（日本人 403 人、臺灣人 819 人），一天 3.6 人次，

和石坂文庫時代的 21.5 人次（大正 13 年當時）比較，形成相當大之銳減。（〈過去五年間閱覽人員〉…

《基隆市立基隆圖書館要覽昭和十一年》基隆市立基隆圖書館編，頁 10）。所見所聞部分有如下一則：

在〈臺灣之旅〉（《圖書館雜誌》第 122 期，1930 年 1 月 12 日）一文中，西元 1929 年 9 月，「臺灣…

圖書館大會」參加途中，日本人圖書館人一行來參觀本文庫時有感而發：「附屬於此公益社之基隆…

文庫，乃是由同市之慈善家石坂莊作多年經營之石坂文庫於大正十四年間捐給同社者，後來以基隆文

庫之名改由同社經營至今。藏書冊數已超越二萬冊，雖居全島公私立圖書館之冠，但由於設備及財源

不足，無法締造良好佳績，理事諸公亦深感遺憾。然而最近市公所即將改建，同時也將改為『市立

圖書館』大顯身手，繼續傳承下去，讓人覺得終可心安。」另外一則，可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

樵之「從臺灣」（《圖書館雜誌》22 卷 10 期、1928 年 10 月，頁 243）一文中看出亦有關於該文庫營

運不佳相同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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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各占一半，其中又以學生、學徒、無業者、官員、軍人、實業者之順序居多。閱

覽完全免費。以下列舉自開館初年之西元1932（昭和7）年與中間期之西元1936（昭和

11）年及末期之西元1941（昭和16）年之藏書量統計�0。

『藏書量等之統計』

1932年 1936年 1941年

藏書量   17,142 16,877 18,887

開館日      277    333    328

閱覽人數   11,900 46,283 29,151

平均一日閱覽人數      43.0   139.0   88.8

此一時期特別值得一記的三個活動內容是：開設兒童室、實施個人之館外出借、

以及延長開館時間。 

在石坂文庫時期與基隆文庫時期，對於未滿12歲以下之兒童是不開放的。直到基

隆市立基隆圖書館時期，才開始針對小學校及公學校（以臺灣人兒童為對象之初等學

校）中的尋常科（初級小學課程）、高等科學生為對象，開設了「兒童室」後，在圖

書館中正式將兒童服務定位，意義重大。

此一時期亦開始實施了針對個人之館外借閱。石坂文庫時期對於機關、學校等團

體實施館外借閱，但針對個人則不開放館外借閱。在此時期則第一次依據「館外閱覽

規定」，以住在基隆市12歲以上者為實施對象，因而大幅擴充使用的機會。

石坂文庫時期開始之初，延長開館時間之要求就非常強烈，到了基隆圖書館時期

首次延長閉館時間從下午4時到晚上9時，對於增加使用者方面貢獻也不少。

本圖書館在西元1937（昭和12）年創下最多閱覽人數記錄後（一年54,874人、一

日平均164人），伴隨著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戰雲密佈，閱覽人數漸漸減少。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末期，營運陷入不振，好不容易維持了一陣子，終於在西元1945年5月美軍

轟炸基隆，該館建築物等一概被燒毀。從此，石坂用心良苦從臺灣海內外收集之貴重

20…統計是依據各年版之《基隆市立基隆圖書館要覽》（基隆市立基隆圖書館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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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永遠消失。（據說臺灣光復後，從館外借閱之圖書僅僅收回不到十冊。）��

三、光復後今日之「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西元1945年8月，臺灣從日本統治下光復，完全回到臺灣人之手中。但由於光復後

幾年社會混亂，圖書館活動亦陷入停止狀態。一直到西元1948年，在基隆之圖書館活

動總算重新開始，「基隆市立圖書館」也在同年重建。初假國小教室為館舍，後租賃

民房代用，輾轉至西元1985年6月，基隆市立文化中心成立時，圖書館又遷入該建築物

之二、三樓，以「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營運至今。

現在（西元2003年10月），該圖書館樓地板面積1206坪，閱覽室計有「一般閱覽

室」、「開架閱覽室」、「期刊室」、「文史（鄉土）資料室」、「視聽室」、「兒

童室」、「參考室」等，藏書量以中文書約16萬冊、非書資料約5000餘件，雜誌580多

種、新聞26種。日文圖書幾乎不收藏。市內設有六個分館，每週針對各分館進行巡迴

文庫服務，以提供偏遠地區圖書流通業務。有時舉辦圖書展、講座、講演、圖書交換

等文化活動。而且最近在急速發展電子化圖書館當中。電子化始於西元1997年，現在

已公開Webopac，不僅可從家裡檢索該館館藏，透過網際網路還可連結到臺灣各主要之

圖書館。並且經由網頁陸續展開受理電子郵件之參考及其他之服務��。作者本人亦成為

利用該圖書館的一位閱覽者，到處都看到人滿為患，實際感受到圖書館已經在基隆市

民當中深深生根。

現在在該圖書館館史中，也已經正式將「石坂文庫」確定為該館之前身。在《圖

書館導覽／圖書館簡介》（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刊西元2003）中，有如下之敘

述： 

「（歷史沿革）明治四十二年(西元1909年)日籍人士一石坂莊作在基隆成立了

第一所私人圖書館「石坂文庫」，比官方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早六年創辦。後又

首創全臺「巡迴書庫」的服務，因此，「石坂文庫」在臺灣圖書館史上，佔有極重要

的地位，而「石坂文庫」即是光復後基隆市立圖書館的前身。」

21…陳青松，〈日治時期的文史瑰寶－石坂莊作〉（《臺灣文獻》53 卷 2 期，2002 年 6 月頁 239）一文中

有如下之記載：「二次大戰末，該館遭炸毀，所有藏書付之一炬。臺灣光復後，我政府成立『基隆市

立圖書館』，僅收回日治時期以前出借的圖書，共剩下數十冊而已令人不勝唏噓」。

22…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之網址為：http://lib.kl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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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陳青松先生也有下列之敘述，表明了對於基隆市立文化中心之前身石坂

文庫與其創立者深深之感謝。

「今之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藏書備極豐富，並經常辦理多項活動，廣受

市民喜愛，此乃實現石坂先生在九十多年前創辦圖書館的願景─充實民眾的精神生

活，提供市民的閱讀環境，進而推廣終身學習的理念。昔日石坂先生辛勤的播種，今

日皆已串串的豐收，在在感恩石坂先生的深謀遠慮。」��

現在在該圖書館之「文史資料室」，對於鄉土有貢獻人士之檔案計有數十冊之

多，其中唯一以外國人身分「石坂莊作」為名的檔案，被慎重整理與保存著。目前在

臺灣，以日本統治時期設立之圖書館為前身的圖書館為數不少，但類似基隆市立文化

中心圖書館推崇其創立者及其前身圖書館並引以為傲者，據我所知，找不到第二家。

伍、結語

石坂莊作在日本統治長達50年時期的臺灣，從其初期經過了40年，在各方面皆

留下了極為珍貴之功績。特別是在教育界，留下了稀有的經營私立夜學校之功績。而

且，在圖書館界達成了先驅的任務。那些功績不僅是在日本人的社會當中，即使在臺

灣人的社會中亦得到很高的評價。甚至可被稱為「基隆聖人」，備受多數不分日本

人、臺灣人極高的尊敬。當時的日本政府、臺灣統治當局以及教育界等對於他在社會

教育、社會事業方面之功績，不得不賞識，好幾度表揚他。不僅止於此，石坂莊作在

光復後之臺灣，成為少數受到高度評價的日本人之一。在日本統治期間，功績受到當

局評價之日本人為數不少，但在一想起臺灣光復後卻幾乎成為批判的對象，或根本不

再被提起，石坂莊作的情形算是極為稀有之例子。

臺灣光復後石坂莊作之評價首次出現於《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市政府西元

1959年）。執筆者之一的詩人陳其寅先生在其中給了石坂極高之評價：「蓋日人據臺

後，率皆橫暴恣睢，以征服者自居，石坂氏獨能守德屨義，胞與為懷，故市民至今猶

多追思之」。對於為了臺灣及臺灣人付出貢獻的日本人石坂先生之評價，在其後的基

隆市史中有其一貫性。特別是最近基隆市鄉土史研究家們更加熱心地在研究石坂先

生。另外，不只在文獻上，也有在基隆市正式之展覽會上表彰石坂莊作之實例。那就

23…陳青松，〈日治時期的文史瑰寶－－石坂莊作〉，《臺灣文獻》53 卷 2 期，（2002 年 6 月），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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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西元1990年9月基隆文化中心於該中心主辦「基隆市地方文化特色展」時，對近代

基隆文化有貢獻之人物特選出12人，當中之外國人僅有石坂莊作一人。

不幸的是石坂莊作一生事業之基隆夜校與石坂文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燒

毀，這也是所謂戰爭造成之冷酷現實。值得慶幸的是雖然物質性的建築物消滅了，但

是其創立之精神不但沒有消滅，至今還是延續下來。由石坂文庫之基礎發展而成之光

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與基隆文化中心圖書館，繼承了所謂「為了民眾而設立學校

及圖書館」之創立者遺志，他把大半生奉獻給他所愛的臺灣基隆港，現在還是繼續向

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