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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 百年畢業論文一-日治時期卒黨報文數位化開花結果

書的二二摹 ﹒ 創造一個屬於設者的空間一-東海富多直

電子資源 ﹒ 點燃一鑫明燈一Taylor & Fra ncis電子期刊資料庫

. 365行，行行有報告一-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 查找期刊動畫一「湖畔期過記」新增小測驗建

服務動態 . 99學年度第1學期圖書館教授指定用書服務開始申請

﹒ 如何以PDA手機(或智慧型手機)閑言賣給誠電子書

多媒體 ﹒ r，全世界最好看的電影」系列影展

我在Lib的日子 ﹒ 玻璃城笙裡

﹒ 來{牛樂事吧

. 我息，故我在

百年是誓言黨員會文一曰:台時期卒豆葉級文數位化爾花絃果

你知道與大園書館有一m將近百年的珍貴手稿嗎?

這是本校90年前的畢業論文(卒黨報文)手稿，每一本都是作者親手書寫的研究

成果，員會文字字斟酌、句句考究，工整的字體加上翎翎如生的植物或昆蟲手繪園，

全文絕無塗改刪{弩之處，可看出當時師生治學嚴謹的態度。

這~~t將近一世紀的手稿，在時光;荒草草之中，均已j芝責，甚至被蟲蛀，目前則被妥

善保存在國書館特藏室，平時不容易看得到，但現在只要連結到園書館的「日治時

期台灣農業史料數位與藏計盡一卒黨報文」網站，就可一寫這獨一無二的百年珍

藏，歡迎大家利用。

中文JI( I Engll肘， I 日文

數位與黨與數位學蓉國家望科技計畫

我國於2002 、 2003年分別展開「數位與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數位學習國家

型科技計畫J ' 2008年整併成為「數位與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按計盒J '其主要

目標是~ r與藏多樣台灣、深化數位學習J '並做與藏內容、技術研發與整合、應用

推廣、產業發展與推動、教育、語文教學、國際合作等範時推動8項子計室。

其中隸屬於「與藏內容」性質的計盞是~ r拓展台灣數位與藏計奎J '以呈現台灣

多樣性文化為崇旨，數f立與藏內容之徽黨對象微分為機格言十畫(多由政府單位或學術

研究機稿主導)及公開徵選計盞，其內容之多樣性，涵括文獻與檔案、地固與建樂、

藝術與國像、生活與文化、生物與自然，以及語言、影音與新聞6大類。本校的「日

治時期台灣農業史料數位與藏計畫畫一卒耕農文」即是公開徽選計畫之一。

上述國科會歷年所有數位計室的成果，可參酌該單位所建置的「數位與藏與學習

成果入口網」 、 「數位島嶼」 、 「台}Eg多樣，陸知富麗網」等網站。 (以土資料來源:數位典誠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查詢站)

與黨世紀的記發一卒豆葉綠文

本校日j台時期卒黨報文一直存放於園書館，但是光復後因時空背景德綴，同時熟

悉日文的學者逐漸從第一線退下，這些藏書的存在逐漸被淡忘。舊園書館飽含於

1999年因92 1大地震毀績，此m珍藏在館方盡力搶敕下得以保存他遷，園書館新館

落成後，即與藏於具備恆溫恆濕設備的5稜特藏室。

當館方重新整理這一~~t珍藏，發現紙質脆化的情況嚴重到難以使用，已無法滿足

現今研究者之使用需求，故將其數位化保存是必要且急迫的工作，於是j疑這「日j台

時期台灣農業史料數位與藏計畫J '於2008年申請國科會「數位與藏與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的公開徽選計盞，獲得邁過後，開始進行為期3年的數位化工作。

列入「日j台時期台港農業史料數位與藏計畫」中亟需數位化之卒黨報文共計有

673冊，是早期台北帝國大學的層單是林專門都畢業生的手寫論文，內容多以展學、林

學、畜牧、園藝為研究主題。此~~t卒黨報文完成期間為1924- 1944年(日本大正13

年一昭和19年) ，年代跨越日治中期至末期約20年，其文獻內容反映出日j台時期台

灣農業發展與變遷。為t音餐農林人才，學校當時以日本學生為優先招收對象，放學

生多晨起越洋來台就譜的日本人，台籍人士僅占少數。

在整理卒黨報文並予以數位化的過程中發現，這~~t近百年前的論文雖無統一格

式，但前言、目之央、正文、結論、參考資料與注解，無一不備，格式上已相當完

整。此m卒黨報文的篇幅不一， î是薄薄一冊22頁的農藝化學實驗報告，到厚達一冊

686頁關於台淺甘諮晶種研究的論文都有。

,. , .....‘.._....a ....' .. 
.‘...t 呵，..... .. .. 

U'......"....... ，訓.. • ..u._..... ..秒 m............‘.. .“ 
.且P-

卒單單車E文內容以食學、林學、畜牧、囡童基晶晶研究主題

*~~t卒黨報文是日j台時期台灣農業發展之成果，主要以台灣海研究範圈，參照各

論文完成的時期輿論述的主題，可以暸解日j台時期的台灣農業從積極引進外來作物

並予以「在地1tJ 的短程目標，到將這些作物「長期1tJ 在台j卷進行栽培與生產的

工作，進而改善產量與晶質，以便達到自給自足的意固;在在顯示這些珍貴的農業

史料，除了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治時期台灣農業發展狀況，進一步還可觀察到台灣農

業在不同時期所被賦予的經濟或政、台軍事之角色與這位。

檢字寬這m論文，可發現一個微妙的現象，就是部份日本籍與台;這籍學生因為認同

戚的差異，也景3/響到論文的敢向與內容，不少日籍學生是以台灣作為大日本帝國的

殖R地為出發點，而一些台籍學生則以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的觀點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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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爾新Z畢鎮論文手稿

以2恃十盡第一期中的台籍畢業生事吾爾新晨起例，他於

1934年完成《台灣積地盒的相關研究》卒黨報文，文中

深入探討個民繳交頓地金(即個民鱗肉租種費用保言重金)制

度議題，並提出遠辛苦保設制度、公譴制度之合理對策以保

隨慮是庚生活。他於1949年毅然投身於台灣庚主的政治運

動，曾任4屆省議員，在議會四處為農庚奔走請願，作為

近代台灣農民運動與庚主改革的重要推手及先驅者，該冊

論文不僅深具代表性，亦顯示出他年串莖時所展露出對台灣

土地與依賴土地為生的農民之關懷是其來有自。



如何線索數位與黨資科庫

園書館的「日治時期台灣農業史料數位與藏計盒」網站於2009年5月中旬買主畫完

成，該資料庫目前提供「卒業報文」及「囡像J 2種資料。以下將針對該資料庫使用

作說明:

如何能繁重重位 S龜殼貧科庫

.宣 通明

圖書館當頁-數位典絨 直續進入資料庫當頁

圖書館當頁-電子番 翰入資料庫名草草(R~i虛字)查找即可

圖書館當頁-電子資料庫 -例如:卒草鞋級文

進入資料庫後，

1.想查找已知締造資料時，可利用「簡易檢索」或「進階檢索」。

2 初次使用或想瀏覺資料庫內容時，可多利用「瀏覺檢索」或「主題類別J '能

更快掌握及際解該資料庫的內容。

取得檢索結果後，點選書名可以看到該筆資料的詳目(如下圍所示，以錄田繽JiJT

撰之(臺j穹二於7)1."鳳梨產黨二事止于〉帥~) ) ，除提供「書名」、「著作者」、

「完成年」、「中文摘要」、「目次」等基本資訊外，最下方的「使用權限」欄

位，是視本館取得授權與否。原則上已取得授權之卒業報文，開放電子全文瀏覺，

未經授權者，僅限本館館內開賢，限館內開覺者，目前僅提供書名頁與前言。

系主直接 C0000000063 

lo1l!J司E nch叫.tb-023 170

發絡員醫登 自治特別學士論文

5官審議 T(B)∞8.699 8862 27 
登錄司E

。23 170

毒草§ 振奮名 奎灣二於-7)1"鳳烈產業二就于

中文書名 台灣的鳳梨產黨

哥哥作者 錄田生賣

:I:ll草地 合中市

出版哥哥 棋者

完成年 il元2年 1938 
8本書正童車 B8和13年

自次 c:展閱(自次)
電子全文 電子全文指

I1!Ijjlt!憲章尋 變 檢干見所有影像 檢視國像說明

甜言詮
奎北帝國大學附處處林專門部卒欒報文.-，<學科

封建~草草 自治時期壹i彎農業史料數位與軍車計畫卒巢軍E文

陣二凰
種單買賣藍圖 樂章單單位 固立中興大學圖書館總國5f特äW<資料室

與草草單位圓家 中華民國

flJlf權限 限直宮內開放

ß&1ðï內開放番，線土僅提供習書名頁早日前言

國書館數位與藏資料庫自正式敢用後，請者詢問度最高的問題首推電子全文開放

與否，此關乎永館是否取得論文作者或其家屬之授權。截至目前為止，園書館共取

得70份授權書，其中特別威謝已簽署授權同意番之卒黨報文作者及其家膺，與多次

居中協助的日本校友市村一郎先生。

這一f~t近百年的卒黨報文內容豐室，不僅提供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發展見話，更能

藉由該f~t資料了解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極其研究價值。如需進一步資

訊，歡迎造訪「日治時期台灣農業史料數位與踹十盡一卒耕農文」網站。

您覺得這篇文章: é)非常好 。好 。普遍 。再改善 。不佳 匡歪互〕

:參考資料]

1林婷婷、 ~ti家主章。時室的回顧與j主被一農學院學術論文的演變風貌。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鹿鴨

電子報， 18期。 2009年9月 1日。上網自朔: 2010年5月20日。檢自:

htto : Ilwww.deer.nc hu .edu. tw/ nc hu -9o.3oerl莎白=346

2 郭爾新手搞曙光，與大:挖到賈(民98年6月3日) 。中國時報， A10版。

3數位與嘛與~位學習國家型科投計室。上網自朔: 2010年5月20日。檢自: htto : II teld,m . tw/ 

中與六學囝魯總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iLt

電話: (0 4 )228 4 0 290 

傳真: (04 )228 73454 

輯:給信箱: libne w s @drag o n .n chu .edu .t w 

| 誓作權所蜀，她總授權酬酬 , 
• Co p yright @ 固立中與六學囝舍總﹒

發行人:詹駕萍

起m人﹒與中倚

在盟總輯:險夫民

本期主編:競JlI!瓊、林f.!J!!J(

視覺設計:張寮ì!R

資訊技術:許量萬維

締結小組:王索財、~姿畫畫、張文治、劉m.珍、言單純暖、串串敬繽

"恤翩翩，酬|


	4-1-1
	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