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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献叢刊』を補完する、中国本土所蔵の台湾関係史料集 

全７輯 100冊に及ぶ『台湾文献匯刊』（陳支平主編）がパソコン上で検索・閲覧可能に！ 

 

臺
た い

 灣
わ ん

 文
ぶ ん

 献
け ん

 匯
か い

 刊
か ん

 
 

購入型 コンテンツ料  

同時アクセス数：無制限 （アクセスフィーなし）      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同時アクセス数：1 （アクセスフィーなし）             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機能】 検索、検索結果のダウンロード・印刷、 

検索履歴、本文紙面画像（PDF）閲覧 等 

【検索項目】 書名、著者、説明文、説明文執筆者 
 

 

＊トライアルにて、内容の一部をご覧いただけます。 

詳細は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G.C.: 16869 

 

         漢珍數位圖書（Transmission Books & Microinfo Co., Ltd.）／日本総代理店:丸善雄松堂 
 

◆コンテンツ料は導入時のみ、年間アクセスフィーはかかりません。FTEは問いません。 

◆バックアップデバイス提供可能。 

◆無料トライアル受付中。最終頁をご参照ください。 

 
●表示価格は概算参考価格(税抜)です。概算参考価格にはライセンス料と手数料が含まれます。消費税に関しましては税制の改正に則った内容で対

応させて頂きます。掲載製品はリバースチャージ対象製品です。 

●原価の改定、為替相場の変動などの理由による価格の変更や掲載タイトルの変更につきましては、予めご了承の程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正式なお見積もりは、別途ご用命ください。 
 

▼検索結果（日本） 

▼本文紙面画像 

>> 収録内容は次頁以降をご覧下さ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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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献匯刊について＞ 
台湾島内の文献資料を網羅した『台湾文献叢刊』（台湾銀行, 1957-1972）を補完する意味で、中国本土の諸機関が所

蔵する台湾関係資料を厦門大学人文学院と福建師範大学の福建台湾地域研究センターが 10年にわたって整理・編集

した文献資料集成。600 以上の書物、手稿、歴史的記録から成り、その多くは一点物や稀少な版である。『叢刊』との重

複は原則として避けられ、保存状態のよい文献は複写で、著者原稿、抄本、欠本、民間文書などの複写品質が保証で

きない文献については句読点付きの繁体字で翻刻されている。また、各巻頭に編集者による説明文も加えられている。 

台湾文学、台湾史および台湾文化研究に欠か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文献集成である。 
 

・ 清初の福建総督、姚啓聖の「憂畏軒遺稿」「憂畏軒文告」、銭儀吉「碑伝集」、また、姚啓聖、施琅、万正色などの台湾平

定に関わった人物の伝記、朱克簡「按門奏議」などの貴重書・古典籍を多数収録。 

・ 鄭成功の満州語家族文書を第一歴史档案館が繁体字中国語に翻訳収録。 

・ 鼇江範氏族譜、渓南陳氏族譜、穎川陳氏族譜などの族譜資料を多数収録。 

・ 「雲霄楊氏弘農衍派家譜叙録軍功志」「台湾民間契約文書」「台湾居留民公報」などの民間資料 

・ 黄叔玉敬「南征紀程」、呉桐雲「台湾進退志」、呉徳功「譲台記」などの歴史的事件に関する資料。 

 

＜収録内容＞

第一輯 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専輯 

1. 佚名：《隆武紀略》 

2. 沈冰壷：《重麟玉册》 

3. 星槎野叟《鄭氏紀略》 

4. 馮甦：《延平始末》 

5. 佚名：《逆臣傅・鄭芝龍傅》 

附：《福建新通志・鄭芝龍傅》 

6. 佚名：《臺灣外志》 

7. 鄭亦鄒：《鄭成功傅》 

附：澤瀉東正純《鄭延平事略》 

丸山正彦：《臺灣開創鄭成功》 

鄭浩基：《鄭延平年譜》 

8. 鄭亦鄒：《白麓文鈔》 

附：《明季遂志録傅論》 

9. 阮旻錫：《海上見聞録》（定本） 

10. 李魯：《重編燼余集》 

11. 鄭鴻逵：《及春堂集》 

12. 路振飛：《路文貞公集》 

13. 王忠孝：《恵安王忠孝公全集》 

14. 鄭芝龍：《鄭氏族譜》 

15. 第一歴史木當案館編譯： 

《清初鄭成功家族満文木當案譯編》 

16. 鄭玉海《鄭氏宗譜》 

17. 佚名：《鄭氏家譜》 

18. 吴偉業：《梁宮保壯猷紀》 

19. 宋征輿：《東村紀事》 

20. 陳慶年：《順冶鎮江防御海寇記》 

21. 錢肅圖：《尊攘略》 

22. 阮旻錫：《夕陽寮詩稿》 

23. 阮旻錫：《夕陽寮存稿》 

 

第二輯 康熙統一臺灣史料專輯 

1. 《閩頌匯編》 

附：姚啓聖：《憂畏軒奏疏》《憂畏軒文告》 

2. 姚啓聖：《憂畏軒遺稿》 

附：野史氏：《太子少保姚公傅》 

3. 錢儀吉纂録：《碑傅集》諸書有關姚啓聖、施琅、萬正

色等平臺功臣傅記 

附：《八旗通志初集・施琅、施世驃傅》 

《國朝先正事略・施襄壯公、施世綸、施世驃事略》 

《涵芬棲古今文鈔・施襄壯公家傅》 

《清史列傅・黄梧、施琅、萬正色、拉哈達、楊捷傅》 

 

 

 

《泉州府志・施琅、吴英、萬正色、林賢、施世驃等傳》 

《清代七百名人傳・姚啓聖、施琅傳》 

《清史稿・姚啓聖、吴興祚、施琅傳》 

《福建新通志・施琅、施世論、施世驃傳》 

《重纂福建通志・萬正色、施琅、施世驃、施琅、施世綸傳》 

4. 林義儒：《海濱外史》 

5. 《甲寅實記》 

6. 林夢賚續修：《馬平霞店林氏本房族譜》 

附：道光二十年《霞殿分支田頭本房族譜》林賢、林達傳記 

7. 施琅、施世馬來等修：《潯海施氏族譜》（節選） 

8. 施世綸：《南堂詩鈔》 

9. 王得一：《師中紀績》附：《師中小礼》 

10. 朱克簡：《按閩奏議》 

11. 李世熊：《寇變紀》、《寇變後紀》 

12. 余風勿：《甫變紀事》 

13. 海外散人：《榕城記聞》 

14. 陳鴻：《國朝甫變小乗》 

15. 陳鴻：《甫靖小記》 

16. 范承謨《畫壁遺稿》 

 

第三輯 閩臺民間關係族譜専輯 

1. 鰲江范氏家譜 

2. 秀篆游氏族譜 

3. 穎川陳氏族譜集成 

4. 溪南陳氏族譜 

5. 漳州呂氏族譜二種 

6. 漳州呂氏族譜三種 

7. 施洋蕭氏族譜 

8. 南靖盧氏族譜 

9. 龜洋莊氏族譜 

10. 昇平郭氏族譜 

11. 南靖頼氏族譜 

12. 漳州黄氏族譜五種 

13. 漳州沈氏族譜二種 

14. 施洋劉氏族譜 

15. 長教簡氏族譜 

16. 高港曽氏族譜 

17. 廣仁堂徐氏族譜 

18. 梅林魏氏族譜 

19. 何地何氏族譜 

20. 平和何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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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輯 臺灣相關詩文集 

1. 林樹梅：《肅欠雲山人文鈔》 

2. 林樹梅：《静遠齋文鈔》 

3. 林樹梅：《説劍軒餘事》 

4. 曹文漢：《閩歸集》 

5. 李麒光：《東寧政事集》 

6. 蘇鏡潭：《東寧百咏》 

7. 沈葆楨：《沈文肅公牘》 

8. 沈葆楨：《沈文肅政書續編》 

9. 沈葆楨：《沈文肅公家書》 

10. 鄭如蘭：《偏遠堂吟草》 

11. 周長庚：《周教諭遺詩》 

12. 李長庚：《李忠毅公遺詩》 

13. 吴玉麟：《素村小草》 

14. 吴國翰：《酉覃余詩鈔》 

15. 林小眉：《東寧草》 

16. 宋際春：《宋拓耕詩文集》（節選） 

17. 徐一鶚：《宛羽堂詩鈔》 

18. 林鶴年：《福雅堂詩鈔》 

19. 邱逢甲：《金城唱和集》 

20. 劉家謀：《觀梅集》 

21. 吴鐘善：《守硯庵詩稿》 

22. 吴鐘善：《荷華生詞》 

23. 玉採甫：《雜文詩輯鈔》 

24. 鄭鵬雲輯：《師友風義録》 

25. 劉土青：《片刻餘閑集》 

26. 謝金鑾：《二勿齋文集》 

27. 鄭光策《西霞文鈔》 

28. 程榮春：《泉州從政紀略》 

29. 陳池養：《慎余書屋詩文集》（節録） 

30. 徳福：《閩政領要》 

31. 連横編：《臺灣詩薈》 

32. 黄家鼎：《馬巷集》 

33. 劉文芝：《劉秀峰遺集》 

34. 夏之芳：《臺陽紀遊百韻》 

 

第五輯 臺灣輿地資料専輯 

1. 劉敬：《金門縣志》 

2. 蔣師徹：《臺灣通志》（原稿本） 

3. 虚白主人：《臺灣小志》 

4. 鄭用錫：《淡水廳志》 

5. 佚名鈔：《臺灣鴉片専賣法令》 

6. 林豪總集：《澎湖廳志》 

7. 葉宗元：《臺灣府總圖纂要》 

8. 佚名：《嘉義縣輿圖注説》 

9. 龍驤：《澎湖縣志稿》 

10. 黄逢昶：《臺灣雜記》 

11. 闕名：《臺遊筆記》 

12. 李時霖總編：《臺灣考察報告》 

13. 陳壽彭譯：《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節選） 

14. 王捷南：《閩中沿革表》（節選） 

15. 佚名：《福建沿海航務木當案》 

16. 洪堂燕等：《専售臺灣洪潮和通書》 

 

 

 

 

17. 周嬰：《遠遊篇》 

18. 李雲雷：《省庵集内外各科百症治術験方》 

19. 佚名鈔：《福建浯洲場大使錢利用任内公牘匯鈔》 

20. 丁午：《城北天后宮志》 

21. 林清標：《敕封天上聖母實録》 

22. 釋淮右：《泉州清源圖》 

23. 吴還初：《天妃娘媽傳》 

24. 僧照乗等：《天后顯聖録》 

25. 楊浚：《三眉洲嶼志略》 

26. 楊浚：《島居三録》 

 

第六輯 臺灣事件史料専輯 

1. 黄叔王敬：《南征紀程》 

2. 佚名輯：《乾隆間福康安奉命往剿臺灣林爽文莊大田之

亂上諭匯鈔殘本》 

3. 佚名輯：《臺灣道任内剿辧洋匪蔡牽賽將等奏稿》 

4. 佚名輯：《臺灣道任内剿辧逆匪蔡牽督撫等奏稿》 

5. 張師誠：《一西自撰年譜》 

6. 王家勤：《王懿徳年譜》 

7. 陳慶鏞：《籀經堂類稿》（節選） 

8. 吴桐雲輯：《臺灣進退志》 

9. 長樂廬主人：《劉淵亭大帥大事記》 

10. 王韜：《辛未壬申間日本擾亂臺灣事實》 

11. 佚名輯：《籌議臺灣事宜折奏》 

12. 讓禮・李想兒撰：《臺灣論》 

13. 羅大椿：《臺灣倭兵紀事》 

14. 佚名：《日本窺臺始末》 

15. 吴徳功：《讓臺記》 

1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臺灣暴動事件記實》 

17. 林樂知、蔡爾康：《中東戦紀本末》 

18. 唐賢龍：《臺灣事變内幕記》 

 

第七輯 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専輯 

1. 《林爾嘉家族物産關係文書》 

2. 《林爾嘉家族信件》 

3. 《林家相爾訴訟文書》 

4. 《林爾嘉家族圖片資料合集》 

5. 《林爾嘉日記》 

6. 《菽莊相關詩文集》 

7. 《菽莊収藏雜録》 

8. 《菽莊家藏契約文書》 

9. 《臺灣民間契約文書（一）》 

10.《臺灣民間契約文書（二）》 

11.《臺北廳臺北茶商公會名單》 

12.《臺灣居留民公報》 

13.《臺灣中華總會館十年紀念特刊》 

14.《蕭氏書山祠祭祖規條》 

15. 中西牛郎：《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 

16. 黄文炳：《龜湖鋪錦中鎮房黄氏族譜》 

17.《雲霄楊氏弘農衍派家譜叙録軍功志》 

18. 佚名：《臺灣番社風俗》 

19. 薛起鳳等：《鷺江志》 

20.《管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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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ンラインデータベース 

無料トライアル申込用紙 

下記にもれなくご記入のうえ、FAX 03-6367-6188 までお送り下さい。 

ふりがな 

氏 名 
 

Name 

 

所属・肩書  

E-mail  

電 話  

トライアル

タイトル 
 

IP アドレス
＊1

  

利用開始日
＊2

  

連絡事項  

◆トライアル期間は１カ月間です。 

◆E-mail でのお申し込みの場合は、上記と同様の事項を本文にご記載の上、kenkyushien@maruzen.co.jp までご送信

下さい。 

◆トライアルのお申し込みは、原則として大学・研究機関の専任教員・職員に限定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学生・大学院生の方は、図書館員・担当教員を通じてご依頼下さい。 

＊１：図書館からのお申し込みの場合のみご記入下さい。 

＊２：ご希望があればお書き下さい。お申し込みから設定まで４〜５日間かかる場合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ご了承下さい。 

◆個人情報のお取り扱いについて： 

ご記入いただいた個人情報は、お申し込みトライアルの設定、ならびに弊社よりの商品・催事のご案内に際してのみ使

用いたします。弊社の個人情報保護方針につきましては、弊社ウェブサイトをご覧下さい。 

今後の案内が不要の方は印をおつけ下さい： □商品の案内は不要  □催事の案内は不要 

   

姓 名 

※お名前のアルファベット表記を必ずご記入下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