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編者 題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慣習記事　第2巻 台北 臺灣慣習研究會 1902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慣習記事　第3巻 台北 臺灣慣習研究會 1903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慣習記事　第4巻 台北 臺灣慣習研究會 1904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慣習記事　第5巻 台北 臺灣慣習研究會 1905

臺灣慣習研究會 臺灣慣習記事　第7巻 台北 臺灣慣習研究會 1907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大正十一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36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昭和四年版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29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昭和十二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37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昭和十四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39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昭和十五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40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昭和十八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42

臺灣總督府 臺灣事情　昭和十九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1944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

獄官練習所
臺灣事情　改訂第十一版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

所無名會出版部
1943

臺灣總督府 臺灣列紳傳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16

臺灣總督府内務局 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　昭和十年版 台北 臺灣時報發行所 增補五版1935

臺灣總督府文敎局 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 台北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臺灣出張所 193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

課
理蕃概況　昭和十三年 台北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3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蕃地里程表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36

佐藤文一 臺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研究 台北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理蕃の友刊

元
1942

臺南州警務部 臺灣の賭博と無賴漢 台南 臺南州警務部 1928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の寺廟問題　舊慣信仰改善に関す

る調査報告第四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43

臺灣總督府文敎局社會

課

臺灣に於ける支那演劇及臺灣演劇調

昭和二年三月十五日現在
台北 臺灣總督府文敎局 1928

臺灣總督府 昭和十年臺灣震災誌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36

臺北廳 臺北廳誌 台北 臺北廳 1919

大溪郡役所 大溪誌 新竹 大溪郡役所 1944

臺灣總督府 パイワン語集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30 複

臺灣總督府 アミ語集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33

二宮力 セーダツカ蕃語集 台中 臺中州警務部 1932

二宮力 巒蕃ブヌン語集 台中 臺中州警務部 1932

臺灣總督府 アタヤル語集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31 複

臺灣總督府 臺日大辭典　上巻 台北 臺灣総督府 1931

臺灣總督府 臺日大辭典　下巻 台北 臺灣総督府 1932

臺灣總督府 臺日小辭典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32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專賣局　臺灣語典　第一篇語法 台北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1922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

獄官練習所
臺灣語教科書　第八版 台北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

所　無名會出版部
第八版1940

大谷光瑞 臺灣島之現在 大阪 大乘社 1935

武内貞義 臺灣　増補版 台北 臺灣刊行会 1929

武内貞義 臺灣　下巻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15

安藤元節 臺灣大觀 東京 日本合同通信社 1932

伊能嘉矩 臺灣文化志　上巻 東京 刀江書院 1928

單行本（1945年以前）



藤崎濟之助 臺灣全誌 東京 中文館書店 第二版1931

片岡巖 臺灣風俗誌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1

中西伊之助 臺灣見聞記 台北 臺灣三省堂 第二版1942

東方孝義 臺灣風俗 台北
高等法院檢察局通譯室同人研究

會
1942

水谷天涯 臺灣　附台湾旅行地理案内 台北 井上宗五郎 1928

中山喜久松 臺灣見聞録 神奈川 中山喜久松 1935

仲摩照久 日本地理風俗体系第十五巻 東京 新光社 1931

井東憲 臺灣案内 東京 植民事情研究所 1935

村上玉吉 臺灣紀要　全 東京 警眼社 1899

廣松良臣 最新臺灣誌 台北 臺灣圖書刊行會 1924

井出季和太 臺灣治績志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37

村上玉吉 南部臺灣誌　全 台南 臺南共榮會 1934 複

入江曉風 基隆風土記 基隆 入江曉風 1933

五味田恕 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 新竹 菅武雄 1938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 生蕃傳説集 台北 杉田重蔵書店 1923

杉本良 臺北十二箇月　再版 台北 日本エスペラント學會臺灣支部 第二版 1926

泉風浪 礎石は輝く 台北 南瀛新報社 1934

杉山靖憲 臺灣名勝舊蹟誌 台北 臺灣總督府 1916

山田孝使 臺南聖廟考　完 台南 高畠怡三郎 1918

橋本白水 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 台北 南國出版會 第二版 1930

橋本白水 評論　臺灣之官民　上編下編 台北 臺灣案内社 1919

橋本白水 評論　臺灣之官民　改版 台北 南國出版會 第二版 1924

橋本白水 評論臺灣之事業 台北 臺灣出版社 1920

橋本白水 噫霧社事件 台北 南國出版協會 1930

海老原興 霧社討伐寫眞帖 台北 共進商會 1931

林久三 阿里山新髙山景色寫眞帖 台南 中央寫眞館 1927

杵淵義房 臺灣社會事業史 台北 徳友會 1940

宮川次郎 趣味の臺灣 台北 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 1941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 臺灣文化史説 台北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 1930 複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 續臺灣文化史説 台北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 1931

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部 臺灣文化史説 台南 臺南州共榮會臺南支部 　合訂改版1935

宮川次郎 臺灣の政治運動 台北 臺灣實業界社 1931

宮川次郎 臺灣の社會運動 台北 臺灣實業界社營業所 1929

宮川次郎 臺灣の農民運動 台北 拓殖通信社支社 1927

宮川次郎 福建風土記 台北 臺灣實業界社 1940

茂野信一、林朝卿 臺灣の小作問題 台北 吉村商會出版部 第三版1934

梶原通好 臺灣農民生活考 台北 緒方武歳 1941

山根勇蔵 臺灣民族性百談 台北 杉田書店 1930 複

鷲巣敦哉 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 台北 鷲巣敦哉 1938

長谷川理敎 改訂増補　臺灣六法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34

米谷勘七 日臺對照臺灣實例民事訴訟様式 全 台北 臺灣出版社 1912

長尾景徳、大田修吉 新稿臺灣行政法大意 台北 杉田書店 1934

石部定 臺灣保甲民指鍼 東京 須原屋書店 第二版1912

相良吉哉 台南州祠廟名鑑 台南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 1933

楠井隆三 戰時臺灣経済論 台北 南方人文研究所 1944

鈴木淸一郎 臺灣舊慣　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34 複

柯政和 中國人の生活風景 東京 皇國靑年敎育協會 1941

常田力 日支共存史 台北 臺灣新民報社 1939

後藤朝太郎 文字の研究 東京 森北書店 1942



松尾歌太郎 臺灣美事善行録 台中 大分日日新聞臺灣支社 1934

金關丈夫 胡人の匂ひ 台北 東都書籍株式会社台北支店 1943

金關丈夫 胡人の匂ひ 新京 東都書籍株式会社新京支店 1943

金關丈夫 臺灣文化論叢 台北 淸水書店 1943

稻田尹 臺灣歌謡集 台北 臺灣藝術社 1943

平澤淸七 臺灣の歌謡と名著物語 台北 晃文館 1916

西川満 小説集　赤嵌記 東京 書物展望社 1942

西川満 媽祖祭 台北 日孝山房 1939

西川満 版畫　臺灣繪本 台北 東亜旅行社 1943

西川満 臺灣風土記　巻之三 台北 日孝山房 1939

西川満 臺灣風土記　巻之四 台北 日孝山房 1940

黄氏鳳姿 七爺八爺 台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第二版1941

黄氏鳳姿 台湾の少女 東京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1943

黄氏鳳姿 台湾の少女（臺灣版） 台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1944

池田敏雄 台湾の家庭生活 台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1944 複

熊谷良正 臺灣語之研究 台北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31

劉克明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　全 台北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發行所 1916 複

劉克明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　全 台北 新高堂書店 第四版1921

岩崎敬太郎 新撰日臺言語集　完 台北 新撰日臺言語集發行所 1913

川合眞永 新撰實用日臺會話自在 台北 臺灣語通信研究會 1913

川合眞永 獨修自在日臺會話活法 台北 臺灣語通信研究會 1913

徳安輝龍 國語對譯臺灣語會話　全 台北 臺灣語學研究會 第二版1942

臺灣南方協會 海南島語會話 東京 三省堂 1941

王錦繡、陳紹宗 實用速成　海南語讀本 台北 日光堂商會 1941

村上勝太 海南語初歩 台北 臺灣総督官房調査課 1923

帝國學士院 高砂族慣習法語彙 東京 ヘラルド社 1941

林進發 昭和八年版臺灣官紳年鑑 台北 民衆公論社 1933

岩崎潔治 臺灣實業家名鑑 台北 岩崎潔治 1912

高畑彦次郎 周秦漢三代の古紐研究　下 京都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937

三井邦太郎 大正九年　現在の臺灣 東京 東洋協會《東洋時報》第263號 1920

YOSABURO

TAKEKOSHI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西郷都督樺山總督記念

事業出版委員會
西郷都督と樺山總督 台北

西郷都督樺山總督記念事業出版

委員會
1936

鹿島櫻巷 國姓爺後日物語 台北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1914

林荊南 鄭成功 台北 南方雜誌社出版部 1942 複

林宜鰲 台灣迷信 台南 赤崁勞動青年會 1930

漢人 臺灣革命史 屏東 新民書局 1925

福島直四郎 比較言語学 東京 明治書院 1934

天主公敎會 公敎會祈禱文 東京 カトリック中央出版部 1937

民俗臺灣　第1巻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1

民俗臺灣　第2巻下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2

民俗臺灣　第3巻上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

民俗臺灣　第3巻下 台北 東都書籍台北支店 1943

民俗臺灣

期刊（1945年以前）

第1卷第1號(1941.7)[2] 第1卷第3號(1941.9) 第1卷第4號(1941.10)[2] 第1卷第5號(1941.11)  第1卷第6號(1941.12)[3]

第2卷第1號(1942.1)[2] 第2卷第3號(1942.3)[2] 第2卷第4號(1942.4)[2] 第2卷第5號(1942.5)[2]

第2卷第6號(1942.6)[2] 第2卷第7號(1942.7)[2]第2卷第8號(1942.8)  第2卷第9號(1942.9)



臺法月報

第33第1號(1939.1)

媽祖

四季

歴史地理

第56卷第1號(1935.1)

第10卷第7號(1930.7)

水野清一 編 東洋の歴史　第一巻　中国文化の成立 東京 人物往来社 1966

貝塚茂樹 編 東洋の歴史　第二巻　春秋戦国 東京 人物往来社 1966

石田一良 編 思想の歴史6　東洋封建社会のモラル 東京 平凡社 1965

松本三之助 編 思想の歴史11　胎動するアジア 東京 平凡社 1966

田中美知太郎 編 思想の歴史12　二十世紀アジアの展開 東京 平凡社 1966

岸邊成雄 唐代音楽の歴史的研究　楽制篇　上巻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60

岸邊成雄 唐代音楽の歴史的研究　楽制篇　下巻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61

諸井三郎 創元音樂講座 　第1巻總論篇 東京 創元社 1952

吉川幸次郎 支那について 大阪 秋田屋 1946

平岡武夫 經書の成立　―支那精神史序説― 大阪 全國書房 1946

ヨゼフ・シュッテ

元和三年（一六一七年）に於ける日本

キリシタンの主な集団とその民間指導

者

キリシタン研究　第4輯 1957.1

第2卷第3號(1937.3)

第4卷第3號(1939.3)

第4卷第1號(1939.3)

第11卷第11號(1941.11)

第23卷第3號(1950.10)

第6卷第7號(1939.7)

第3卷第3號(第15冊 1937.12) 第3卷第4號(第16冊 1938.3)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

國語・國文（京都帝國大學國文學會）

文化　第6巻第7号(東京帝國大學文科會)

單行本（1945年以後）

第3卷第1號(1936.7)[2]

第2卷第1號(1933.4)

第4卷第1號(1944.1) 第4卷第2號(1944.2)  第4卷第3號(1944.3)  第4卷第4號(1944.4)[2] 第4卷第5號(1944.5)[2]　第4卷第6號(1944.6)[2]

第4卷第7號(1944.7古亭書屋) 第4卷第8號(1944.8)[3 ]第4卷第9號(1944.9) 第4卷第10號(1944.10古亭書屋)

第2卷第1號(第7冊　西川満著『楚々公主』 1935.11)

第2卷第10號(1942.10)[2] 第2卷第11號(1942.11) 第2卷第12號(1942.12)[2]

第3卷第1號(1943.1) 第3卷第2號(1943.2) 第3卷第4號(1943.4) 第3卷第5號(1943.5) 第3卷第6號(1943.6)

第3卷第7號(1943.7) 第3卷第8號(1943.8) 第3卷第9號(1943.9) 第3卷第10號(1943.10) 第3卷第11號(1943.11) 第3卷第12號(1943.12)

第4卷第11號(1944.11古亭書屋) 第4卷第12號(1944.12) 第5卷第1號(1945.1)[2]

第1卷第6號(第6冊　1935.9)



中島長文 陳獨秀年譜長編初稿（一）～（三）

京都産業大學紀要 第1號；京都

産業大學論集外国語と文化系列

第1號；京都産業大學論集外国語

と文化系列　第3號

1971.5/1972.3/

1973.2

齋藤勇 編 古河博士還曆祝賀論文集　第1輯 東京 研究社 1946

相良守峯 編 ポケット独和辞典 東京 研究社 1963

Franz Giet
米語発音練習　Systematic exercises for

pronuncia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東京 開拓社 1963

ジョゼフ・ヘルマン  著 ，新

村猛、国原吉之助　譯
俗ラテン語 東京 白水社 1971

倉石武四郎 岩波中国語辞典 東京 岩波書店 1963

中国語学研究会 編 中国語学事典 東京 江南書院 1958

岡部伊都子 京の寺 大阪 保育社 1966

駒敏郎 奈良の寺 大阪 保育社 1967

キリストに倣ひて 札幌 光明社 1948

横浜市立大学 1969.12

横浜市立大学 1970.12

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 1968.9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会 1951.1

現代中國學會 1952.1

東京大学国語国文学会 1968.2

天理大学中国学科研究室 1975.3

福岡大学研究所 1966.9

早稲田商學同攻會 1955.3

筑摩書房 1960.7

立命館大學人文學會 1965.11

上智大学 1974.11

福井漢文学会 1955.1

三省堂 1966.6

東北大学中国文史研究会 1965.1

天理大学学術研究会 1969.12

滋賀大学経済学会 1970.1

東洋学術協会 1968.6

季刊文学・語学　　　　　 第41號

集刊東洋学　　　　　14

第11卷第4號(1964.3) 第16卷第2號(1968.9) 第16卷第3號(1968.12) 第17卷第2號(1969.9) 第17卷第3號(1969.12)

第18卷第1號(1970.6) 第18卷第2號(1970.9) 第18卷第3號(1970.12) 第18卷第4號(1971.3)

第20卷第1號(1972.6) 第20卷第2號(1972.9) 第20卷第3號(1972.12) 第20卷第4號(1973.3)

第21卷第1號(1973.6) 第21卷第2號(1973.9) 第21卷第3號(1973.12)  第24卷第2號(1976.9) 第24卷第3號(1976.12) 第24卷第4號(1977.3)

第19卷第1號(1971.6) 第19卷第2號(1971.9) 第19卷第3號(1971.12) 第19卷第4號(1972.3)

第26卷第1號(1978.6) 第26卷第2號(1978.9) 第26卷第3號(1978.12) 第26卷第4號(1979.3)

第25卷第1號(1977.6) 第25卷第2號(1977.9月) 第25卷第3號(1977.12)  第25卷第4號(1978.3)

天理大学学報　　　　　第64輯

彦根論叢　　　　　第26號

東洋學報　　　　　第51卷第1號

横浜市立大学紀要　　　　　第189號

横浜市立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第1篇中国文学　　　　　第1號

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會報　　　　　第11號

中國研究　　　　　第15號

人文研究　　　　　第2卷第1號

國語と國文學　　　　　第528號

志賀正年教授華甲記念論集　中国学の研究と展開　天理大学学

報　　　　　第96輯

福岡大學文理論叢　　　　　第11卷第1號

早稲田商學　　　　　第115號

言語生活　　　　　第106號

立命館文學　　　　　第245號

ソフィア　　　　　第23卷第3號

漢文學　　　　　第4輯

新地理（日本地理教育学会会誌）

期刊（1945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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