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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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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

1. 針對臺灣史研究：蒐集核心史料，同時注意不
同層次的紀錄（如官方與民間的差異）

2. 是「全文資料庫」
3. 不只是「檢索」：藉由檢索後分析功能，提供
使用者觀察檢索結果的新眼光

4. 資訊科技與歷史研究的結合：探索新的可能



THDL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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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檔案：官方視角
¨ 約有三萬七千件

¨ 古契書：民間紀錄
¨ 以土地契約為主，包涵買賣、借貸、典當、鬮
分；也有人身過繼買賣或組織合約。

¨ 約有兩萬三千件



古契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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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 15,899件
¨ 岸裡大社文書 2,653件
¨ 竹塹北門鄭利源號古契書 383件
¨ 臺北市文獻會典藏臺灣北部相關古契書 153件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臺灣南部古契書 87件
¨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藏古文書 362件
¨ 其他已刊印文書3,713件

Ø 總計：23,250件



THDL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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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需求：協助研究者找到所需之材料

¨ 以不同眼光，快速地掌握文獻

¨ 藉由大量史料，檢驗現有歷史知識

¨ 從解答問題到發現議題



使用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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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學術研究與教學使用：申請人之電子郵件
（即登入帳號）必須以 .edu.tw或 .gov.tw
或 .edu結尾，並請提供研究計畫之名稱與簡述。

¨ 請勿大量下載，或將內容用於商業營利。
¨ 須於發表成果中註明：曾使用「臺灣歷史數位
圖書館」。

Ø 詳見註冊網頁。



臺大資工所
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

陳詩沛

操作示範7



找到你需要的
8

¨ 文件檢索
Ø 一般檢索（包含全文檢索）

Ø 進階檢索（包含欄位檢索）

¨ 檢索結果管理
Ø 自訂文件集

Ø 最近幾次檢索



觀察你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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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結果年代分佈圖

¨ 檢索後分類：年代、出處、作者、分類

¨ 詞頻分析：人名、地名、其他專有名詞



探索你（可能）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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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門：幾個連結的提示

¨ 相似文件：列出內容文字大量相同的多份文件

¨ 相關文件：上下手契、原契與契尾、鬮分契、
契書內容相同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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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dl.ntu.edu.tw

http://thdl.ntu.edu.tw


報告完畢12



自動重建契書關係的例子

臺大資工所 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

黃于鳴

電腦如何閱讀古契書？13



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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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契之間可能存在有土地的移轉、典賣、鬮分
等關係，這些關係是研究土地開發及地權轉移
過程與模式的重要依據。

¨ 然而目前契書資料，大多分散在各文件集，若
要靠人工找出這樣的關係，需要花相當大的力
氣。



cca100003-od-376610000a_0521_01-0001-u.txt
(出處:《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民族文物館暨永漢民藝館古契書》)

立仝換斷田契字杜衛貴今已有承買皆只龜毛水田壹處坐落土名吧哩啯埔東西南南北四至界址俱在上手契內註
明情因二比田僯隔遠難以灌溉巡田外托中引就與廖合歡加禮承受歡願換斷當日三面言定其田即付禮耕種掌管
父子永遠為業保此田係貴己物業與房親人等無干如有不明等情係貴一力抵當不干禮之事再此田二人日后不得
反悔異言生端滋事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口恐無憑立仝兌換絕斷田契字一紙併上手老契共貳紙付執存照

秉筆男清福
作中人黃騧官
知見在場知見人魯老大
嘉慶參年參月日 立仝換斷田契字杜衛貴

cca100003-od-bk_isbn9576711428_t020_022_a5022-0001-u.txt
(出處:《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

立杜賣斷根田契字本社番皆只龜毛魯來龜毛承父遺下有水田壹分坐落土名吧哩唃埔東至里孛男茅田為界西至
合番掠田為界南至斗限匏拏田為界北至車路為界四址經踏分明今因乏銀應用無奈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坐外托
中引就與杜衛貴出首承買出首承買當日三面言定其田值價銀肆拾大元正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田付杜衛貴前去
掌管永遠為業保此田係皆只龜毛承父自己物業與叔兄弟姪人等無干亦無拖欠他人交加不明等情如有不明係皆
只龜毛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其時銀足價寔壹賣千休日後不敢言找亦不敢言贖併不敢生端滋事此係二比甘愿
各無反悔口恐無凴立賣斷根田契字一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中收過契面內銀肆拾大員正足再炤
知見（見印一）
代筆謝東贊
為中萬那朥比都

嘉慶元年丙辰歲參月日 立杜賣斷根契字本社番皆只龜毛魯來龜毛



電腦能幫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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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DL中有二萬多件契書，要用人工一筆一筆看，
雖非不可能，但其困難度也可想而知。而且，
研究者不太可能同時關注多條主軸。

¨ 借助資訊科技的幫忙，我們可以節省下很多時
間，並且同時找到許多條脈絡，串連起原本分
散的契書。



幾種契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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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手契
¤ 土地移轉典買時常會附上之前同塊土地交易的相關契書，表明土地
的產權來源。

¨ 原契與契尾
¤ 原契書向政府登記之後，政府會發給契尾黏貼於原契之後。

¨ 鬮分契多份
¤ 在家族鬮分家產或合夥買地再鬮分買來的地時，常會立下一式多份
的契書。

¨ 契書內容相同
¤ 契書可能因為由鬮分之後不同的人提供給總督府登記，造成上手買
契出現重複抄寫(例如可能只有登記的地號不同)的情況。



實驗方法概述

¨ 古契書人工建立的詮釋資料
¤詮釋資料包含：契書標題、分類、人名、角色、地名、
立契時間

¨ 利用數位化後的全文自動抓取契書特徵
¤契書特徵包含：來源時間、四至、土地面積、賣價、地
號

¨ 綜合上述資訊自動兩兩比對找出契書關係
¤人名地名使用模糊比對
¤契書特徵作為輔助篩選條件



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119-0001-u.txt
立杜賣盡園契人枋寮粵東義祠新社庄祭首范俊輝高阿富等承買曹逢仁陳生等園壹所坐落新社內東角併帶
風圍竹木等項東至圳溝車路為界北至麻朥吻門前墻脚為界西至魯老斗鬼竹園為界南至大加未里轄圍車路
為界四至界址分明今因俊輝等欲別創祀業托中引就與黃泰萬覌出首前來承買當日三面言定時值價銀肆拾
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收訖其園随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保此業委係輝等明買物業並無來
歷不明交加以及重張典掛他人滋事為碍如有不明係輝等出首一力抵當不干 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今欲有
凴立杜賣盡契字一紙併繳上手契弍紙共叁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園價佛銀肆拾大元完足再炤

代筆范汝舟
中人周阿賢

道光九年四月日 立杜賣盡契粵東義祠祭首范俊輝高阿富

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304-0001-u.txt 
立典园契人新社庄黃萬有明買得范俊輝高阿富等熟园壹所坐落土名新社內東勢角併帶風圍竹木等項東至
圳溝車路為界西至魯老斗鬼竹园為界南至大加未里轄竹园車路為界北至麻朥吻門前墻腳為界四至界址分
明今因乏銀費用別創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歐陽喜官出首承典三面言定時典銀肆拾大員正
其銀即日仝中收訖其園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保此园係是萬等承買物業與房親叔兄弟
侄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為碍以及上手交加來歷不明如有不明等情萬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
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凴立典园契一紙併繳上手契三紙共四紙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仝中收過契面銀肆拾大員正足訖再炤
再批明內改過士為共三字再炤
再批明內帶草寮壹間再炤 代笔人楊時探

為中人褚西官
知見人黃 千

道光拾叁年拾弍月日 立典園契人黃 萬

契書詮釋資料對應：人名、地名、立契時間



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119-0001-u.txt
立杜賣盡園契人枋寮粵東義祠新社庄祭首范俊輝高阿富等承買曹逢仁陳生等園壹所坐落新社內東角併帶
風圍竹木等項東至圳溝車路為界北至麻朥吻門前墻脚為界西至魯老斗鬼竹園為界南至大加未里轄圍車路
為界四至界址分明今因俊輝等欲別創祀業托中引就與黃泰萬覌出首前來承買當日三面言定時值價銀肆拾
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收訖其園随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保此業委係輝等明買物業並無來
歷不明交加以及重張典掛他人滋事為碍如有不明係輝等出首一力抵當不干 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今欲有
凴立杜賣盡契字一紙併繳上手契弍紙共叁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園價佛銀肆拾大元完足再炤

代筆范汝舟
中人周阿賢

道光九年四月日 立杜賣盡契粵東義祠祭首范俊輝高阿富

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304-0001-u.txt 
立典园契人新社庄黃萬有明買得范俊輝高阿富等熟园壹所坐落土名新社內東勢角併帶風圍竹木等項東至
圳溝車路為界西至魯老斗鬼竹园為界南至大加未里轄竹园車路為界北至麻朥吻門前墻腳為界四至界址分
明今因乏銀費用別創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歐陽喜官出首承典三面言定時典銀肆拾大員正
其銀即日仝中收訖其園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保此园係是萬等承買物業與房親叔兄弟
侄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為碍以及上手交加來歷不明如有不明等情萬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
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凴立典园契一紙併繳上手契三紙共四紙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仝中收過契面銀肆拾大員正足訖再炤
再批明內改過士為共三字再炤
再批明內帶草寮壹間再炤 代笔人楊時探

為中人褚西官
知見人黃 千

道光拾叁年拾弍月日 立典園契人黃 萬

全文抓取契書特徵：四至、賣價



<document>
<filename>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119-0001-u.txt</filename>
<srctime></srctime>
<price>40</price>
<size></size>
<placenum></placenum>
<edge_E>圳溝</edge_E>
<edge_S>大加</edge_S>
<edge_W>魯老</edge_W>
<edge_N>麻朥</edge_N>

</document>

<document>
<filename>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304-0001-u.txt</filename>
<srctime></srctime>
<price>40</price>
<size></size>
<placenum></placenum>
<edge_E>圳溝</edge_E>
<edge_S>大加</edge_S>
<edge_W>魯老</edge_W>
<edge_N>麻朥</edge_N>

</document>

契書特徵對應



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119-0001-u.txt
立杜賣盡園契人枋寮粵東義祠新社庄祭首范俊輝高阿富等承買曹逢仁陳生等園壹所坐落新社內東角併帶
風圍竹木等項東至圳溝車路為界北至麻朥吻門前墻脚為界西至魯老斗鬼竹園為界南至大加未里轄圍車路
為界四至界址分明今因俊輝等欲別創祀業托中引就與黃泰萬覌出首前來承買當日三面言定時值價銀肆拾
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收訖其園随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保此業委係輝等明買物業並無來
歷不明交加以及重張典掛他人滋事為碍如有不明係輝等出首一力抵當不干 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今欲有
凴立杜賣盡契字一紙併繳上手契弍紙共叁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收過園價佛銀肆拾大元完足再炤

代筆范汝舟
中人周阿賢

道光九年四月日 立杜賣盡契粵東義祠祭首范俊輝高阿富

cca100003-od-bk_isbn9570220996_000304-0001-u.txt 
立典园契人新社庄黃萬有明買得范俊輝高阿富等熟园壹所坐落土名新社內東勢角併帶風圍竹木等項東至
圳溝車路為界西至魯老斗鬼竹园為界南至大加未里轄竹园車路為界北至麻朥吻門前墻腳為界四至界址分
明今因乏銀費用別創先問房親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歐陽喜官出首承典三面言定時典銀肆拾大員正
其銀即日仝中收訖其園隨即踏明界址交付銀主前去掌管永為己業保此园係是萬等承買物業與房親叔兄弟
侄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為碍以及上手交加來歷不明如有不明等情萬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
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凴立典园契一紙併繳上手契三紙共四紙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仝中收過契面銀肆拾大員正足訖再炤
再批明內改過士為共三字再炤
再批明內帶草寮壹間再炤 代笔人楊時探

為中人褚西官
知見人黃 千

道光拾叁年拾弍月日 立典園契人黃 萬

找到上下手契關係



經電腦及人工檢查之結果
23

契書關係 結果

上下手契 903對

原契與契尾 36對

鬮分契多份 806組

契書內容相同 239組



人工較不易發現的契書關係
24

¨ 跨文件集（例）
¤ 《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民族文物館暨永漢民藝館古契書》

¤ 《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

《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永久保存公文類纂》

¨ 也有同文件集但相隔較遠的契書關係（例）
¤ 《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15年保存公文類纂》不同冊間
上下手契關係



實例 – 永和山庄廖佳福

¨ 祖廖芳泮於乾隆年間來臺，定居竹南一堡中港河背東興庄，廖佳福開
墾茄苳坑至北坑、大河底山區一帶，迄咸豐八年開闢成園，名其地為
永和山 1 

1頭份鎮志中冊, 頁1221,1466
資料來源: 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臺灣歷史文化地圖

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


家族關係圖



契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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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四大房鬮分
長房廖宗元裔孫廖俊喜、廖俊休、
廖維良、廖維賢
貳房廖宗文裔孫廖俊聰、廖維棟
參房廖宗貴嗣子廖俊日
四房廖宗綱嗣子廖俊明、廖俊心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四大房鬮分
長房維良兄弟
二房維賢叔姪
三房俊喜
四房俊烋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三大房鬮分
長房維良
二房維義
三房維岳

明治三十九年七月
廖維良賣地給張北張元

明治三十八年六月
廖維賢賣地給廖維二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
廖維賢賣地給羅普壽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
廖維賢賣地給廖阿歸、廖阿北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二大房鬮分
俊聰(即俊海)
維棟(即阿古)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
廖阿古(俊聰)賣地給黃阿順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
廖俊日賣地給張澄水張鼎華

明治三十九年
廖俊日賣地給謝阿石謝阿寶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
廖俊明賣地給劉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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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四大房鬮分
長房廖宗元裔孫廖俊喜、廖俊休、廖維良、廖維賢
貳房廖宗文裔孫廖俊聰、廖維棟
參房廖宗貴嗣子廖俊日
四房廖宗綱嗣子廖俊明、廖俊心
(鬮分契多份)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四大房鬮分
長房維良兄弟
二房維賢叔姪
三房俊喜
四房俊烋
(鬮分契多份)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三大房鬮分
長房維良
二房維義
三房維岳
(鬮分契多份)

明治參拾九年七月

廖維良賣地給張北張元

(契書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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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100003-od-ta_01841_000342-0001-u.txt 

仝立鬮分產業字人長房廖宗元裔孫廖俊喜、廖俊休、廖維良、廖維賢，貳房
廖宗文裔孫廖俊聰、廖維棟，參房廖宗貴嗣子廖俊日，四房廖宗綱嗣子廖俊
明、廖俊心暨四大房兄弟叔姪等，念我等原屬同宗，本為同氣，須盡友恭之
道，以聯一脈之情，何忍分炊，自圖各爨。然夷齊之高風即邈，斯伯仲之篤
誼難期，我等雖亦和諧雍睦，但以家口之紛紜，保無私心之自用，欲常安靜，
殊覺維艱。爰請區長房族到場，將祖父廖佳福遺下永和山開墾之業，踏定界
址，配搭均勻，作為四房平分，當眾拈鬮為定…（略）。今欲有憑，合立鬮
分產業字四紙壹樣，編為榮、華、富、貴四字，每房各執壹紙，永遠存照。
今將四大房鬮分應得之業界列明于左：
長房宗元子孫俊喜、俊休、維良、維賢拈得貴字號第四鬮，應得雙坑之
業， …（略）除抽出此貳處業界之外，俱係第四鬮應得之額，憑鬮管業是實。
貳房宗文子孫俊聰、維棟拈得榮字號第壹鬮，應得沙坑之業， …（略）此四
界內之業，俱係第壹鬮應得，憑鬮管業是實。
參房宗貴嗣子俊日拈得富字號第參鬮，應得九份寮之業， …（略）此四界之
業，俱係第參鬮應得，憑鬮管業是實。
肆房宗綱嗣子俊明、俊心拈得華字號第貳鬮，應得北坑之業， …（略）此界
內之業，概係第二鬮應得，憑鬮管業是實。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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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100003-od-ta_01841_000304-0001-u.txt 

立分鬮字人廖俊喜、廖俊烋，仝姪廖維良、廖維賢兄弟叔姪四大房等，緣承
祖佳福公昔年墾闢永和山業產山場一帶，情因傳下四大房，立鬮炳據，喜父
長房宗元公亦傳下四大房。茲各房丁口昌盛，務必要耕作為業，是以叔姪相
商，意欲分定各管，免得紊界。 …（略）惟願日後子孫蕃衍，廣進田庄，此
乃兄弟叔姪俱各歡悅，二比甘愿，均無逼勒，恐口無憑，合立分鬮字四紙壹
樣，各執壹紙，付執永遠為照。
一、批長房維良兄弟拈得第二鬮，址在永和山楊梅凸之業，其界…（略）四
至分明，立照。
一、批二房維賢叔姪拈得第一鬮，址在永和山大河底之業，其界…（略）四
至分明，立照。
一、批三房俊喜拈得第三鬮，址在永和山大份□之業，其界…（略）四至分
明，立照。
一、批四房俊烋拈得第四鬮，址在永和山老石馬之業，其界…（略）四至分
明，立照。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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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100003-od-ta_05568_000117-0001-u.txt 

立分鬮字人廖維岳義良三大房等，緣承祖父鬮分，應得有山塲埔地坑田等項，
宗元公傳下四大房，經既立鬮炳據，良兄弟和睦，合為一家，勤耕無異，但
人口浩繁，難以權理，兄弟相酌，意欲分飧各管，俱各歡悅…（略）恐口無
憑，今欲有憑，立分鬮字參紙壹樣，各執壹紙，付執為照。

一批明長房維良，拈得第參鬮，山田壹段，其界東至…（略）其界內抽出竹
圍內屋跡壹處，作為蒸嘗，立炤

一批明二房維義拈得第二鬮山田壹段其界東至…（略）其界內抽出坑田壹處，
作為蒸嘗，再炤
一批明三房維岳拈得第壹鬮山田壹段其界東至…（略）四址分明，又配納錢
糧，立炤

……（後略）



cca100003-od-ta_01841_000300-0001-u.txt

立杜賣盡根水田等契字人新竹廳竹南壹堡永和山庄參百拾八番地廖維良，有
承祖父遺下應得物業，坐落列明于左：
新竹廳竹南壹堡永和山庄 第參百拾四番
一建物敷地壹分壹厘四毫五絲
…（略）
今因乏銀別用，愿將此業出賣於人，愿［原］帶山林埔□屋宇風圍樹木一概
在內，東至橋頭上片坑唇遶上田龍分水透上陳家田毗連； …（略），托中
引內與仝廳仝堡永和山庄參百貳拾五番地張北、仝番地張元仝 出首承買。
當日經中，三面議定，田價金四百八拾円正，即日仝中交良親收足訖，隨即
前記代金并目錄土地壹概交元等永遠己業，收租納課。自此一賣千休，寸土
不留，日後子孫不敢異言，亦無重張典掛他人，以及上手來歷不明為碍等
情，如有不明情弊，良仝中出首一力抵當，不干買主之事，此乃二比甘愿，
各無反悔，兩無迫 勒，口恐無憑，即立杜賣盡根水田等契字壹紙，付執永
遠為照。
批明：即日仝中交良親收過杜賣盡根田價金四百八拾円正足訖，又照。
再批明；廖維良上房鬮書係良自己收執，倘要用不敢隱匿，聲明又照。
…（後略）



契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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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四大房鬮分
長房廖宗元裔孫廖俊喜、廖俊休、
廖維良、廖維賢
貳房廖宗文裔孫廖俊聰、廖維棟
參房廖宗貴嗣子廖俊日
四房廖宗綱嗣子廖俊明、廖俊心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四大房鬮分
長房維良兄弟
二房維賢叔姪
三房俊喜
四房俊烋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三大房鬮分
長房維良
二房維義
三房維岳

明治三十九年七月
廖維良賣地給張北張元

明治三十八年六月
廖維賢賣地給廖維二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
廖維賢賣地給羅普壽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
廖維賢賣地給廖阿歸、廖阿北

明治三十四年六月
二大房鬮分
俊聰(即俊海)
維棟(即阿古)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
廖阿古(俊聰)賣地給黃阿順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
廖俊日賣地給張澄水張鼎華

明治三十九年
廖俊日賣地給謝阿石謝阿寶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
廖俊明賣地給劉阿二



報告完畢34



未來工作
35

¨ 清理資料：包括錯字、年代與重複的契書等問
題。歡迎使用者更正。

¨ 擴充史料：期待與更多單位合作

¨ 契書與地理資訊之結合

¨ 研究工具的改善與增加



計畫與目標
36

¨ 貢獻研究的資料與工具給歷史學者。

¨ 長期固定舉辦討論會：建立平台，讓歷史學者、
資訊學者互相交流，探索可能產生的火花。

Ø 活動預告：

Ø 3.26 陳秋坤（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Ø 4.30 林欣宜（牛津大學博士生）

Ø 5.21 陳瑛珣（僑光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教授）

¨ 從Digital Archives到Digital Humanities



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inities）

¨保存
¤Preserve the past (which ends at present)

¨使用
¤Prepare for use (which starts at present)

37

Past Future Present 

Preservation Use 



發展規劃

¨ 資料建置
¤持續與圖書館合作建置重要數位文化資源，尤其是臺灣
研究相關第一手檔案

¤持續發展各研究領域運用數位資源所需的研究工具
¨ 學術領域研究典範創新
¤邀請人文社會研究學者，成立研究團隊，結合史料與資
訊技術，研討新的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法論

¤鼓勵教師發展將數位資源融入人文社會高等教育的課程
與方法論

¨ 目標：
利用大量數位研究資源與資訊技術，追求人文社會研
究與教學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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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重要數位典藏資源

39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1607~1940)

NDAP臺大典藏數位化計畫(1776~) 

日治法院檔案(1895-1945)

國民黨黨史檔案

慈林基金會黨外雜誌及社運剪報(1951-2006)

臺大機構典藏(1963~)  

臺灣網站臺灣網站典藏庫(1996~)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1895-1945)

省諮議會檔案數位典藏系統(1946-1981)_97新建置

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1895-1945)_97新建置



相關網址

¨ 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http://www.digital.ntu.edu.tw/
¨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 http://thdl.ntu.edu.tw/
¨ 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DARC）http://www.darc.ntu.edu.tw/
¨ 日治時期法院檔案（TCCRA）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
¨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 中國國民黨史料資料庫

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Taiwan/KMT.htm
¨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臺灣社運史料資料庫

http://chilin.lib.ntu.edu.tw/RetrieveDocs.php
¨ 臺大機構典藏（NTUR） http://ntur.lib.ntu.edu.tw/
¨ 臺灣網站典藏庫 http://webarchive.lib.ntu.edu.tw/
¨ 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 http://tcsd.lib.ntu.edu.tw/tcsca/
¨ 臺灣省諮議會檔案數位典藏系統 http://140.112.30.234/TP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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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igital.ntu.edu.tw/
http://thd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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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40.112.30.234/TPCCA/


歡迎指教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