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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國會圖
書館憲政資料室
的典藏與應用
蕭李居  國史館助修

一、前言

外交史研究的史料以政府檔案與重要政

治人物的資料為主，在查閱本國之史料的同

時，也應當蒐尋對手國家的檔案資料，以期

掌握兩國的意向、往來與交涉，深入了解兩

國之間的關係與發展。有關 1945年之前的
中日關係史研究，除了閱覽臺灣與中國大陸

各重要歷史檔案典藏機構的檔案資料外，日

本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國立公文

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以及防衛省防衛

研究所等地也收藏相當豐富的外交檔案，其

中憲政資料室典藏日本自幕末至現代的重

要政治人物、軍人與官僚等人的私文書與政

黨所藏的舊資料，了解並查閱該資料室所典

藏的史料，當可擴大中日關係史研究的廣度

與深度。

二、國立國會圖書館簡介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是日本唯一的國立圖書館，其源
流來自兩個圖書館，一是 1872（明治 5）
年隸屬文部省的帝國圖書館（成立時稱「書

籍館」）；二是 1890年隸屬帝國議會的圖
書館。二戰結束後在來日參訪的美國圖書館

專家的建議下，成立「國立國會圖書館法

案」，並於 1948（昭和 23）年 6月在赤坂
離宮廳舍合併成立為國立國會圖書館，1961
年在永田町完成圖書館建築第一期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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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舊帝國圖書館的資料，國會圖書館才正

式開始運作。該圖書館目前依據日本的出版

品呈繳制度（納本制度），是日本唯一收存

國內全數出版物的法定呈繳圖書館，類似於

目前中華民國的國家圖書館，依「圖書館

法」之存送條文規定，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

送存機關。

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組織包括東京本館、

關西分館，還有國際兒童圖書館和行政司法

各部門的 27個分館，主要服務對象是日本
國會議員、行政與司法

各部門以及日本國民。

另外，原作為分館之一

的東洋文庫於 2009（平
成 21）年 3月 31日因
契約期滿，不再是國會

圖書館分館之一，不

過仍以財團法人東洋文

庫為名繼續提供閱覽服

務。

其中東京本館包括「本館」與「新館」

兩棟大樓，內部除了櫃檯、行政辦公室、閱

覽室、影印室、資料查詢室與餐廳外，資料

室有電子資料室、音樂影像資料室、議會官

廳資料室、古籍資料室、新聞資料室、憲政

資料室、與地圖室等。

三、憲政資料室位置與使用規則

憲政資料室位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東

京本館大樓 4樓，東京本館座落於國會議事
堂北側，週一至週六開館服務，週日、國定

節日、新年假期以及每月第三個週三為休館

日。交通方面，公車只有都營公車「橋 63
系統」一種，但公車站牌距離該館入口最

近，在國會議事堂前站下車，剛好位於國會

議事堂以及圖書館之間，也就是圖書館正門

前方，不過讀者入口處位於該館東南方的角

落，步行約需 1至 3分鐘。
若乘地下鐵前往，則以有樂町線的永田

町站最近，由 2號出口
出去即可看見位於馬路

對面的圖書館建築物，

步 行 約 3 至 5 分 鐘；
也可搭乘半藏門線或南

北線，都是永田町站下

車，由較近的 3號出口
步行約要 5至 8分鐘；
另也可搭乘千代田線或

丸之內線，則是在國會

議事堂前站下車，由 1號出口前往，然而出
口位於國會議事堂的南邊，需要步行往北繞

過國會議事堂才能抵達圖書館，而且是上坡

路段，故約需 12分鐘。若是首次前往，考
量對於圖書館附近路線不熟，如果無法直接

搭乘公車或有樂町線，建議可利用地鐵轉乘

系統，轉乘至有樂町線的永田町站下車，以

免出地鐵站後弄不清楚方向而找不到圖書

館。

若是首次來圖書館必須先辦理閱覽證。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正門（攝影 /蕭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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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會圖書館在 2012年 1月開始實行新
的「登錄利用者制度」，只要年滿 18歲以
上都可以辦理入館。以往採用限當天使用的

「臨時卡」入館方式，實施至 2012年 2月
14日正式結束，自 2月 16日起全面實施新
制度，需要辦理「登錄利用者卡」或「臨時

登錄利用者卡」、「臨時利用卡」、「當日

利用卡」才能入館。

「登錄利用者卡」是一種淡藍色的 IC
卡，辦理此卡除了前述年齡限制外，只需個

人姓名、居住地與出生年月日之身分證明文

件，以非日本國人民而言，使用護照即可申

請。申請表上要填寫姓名、出生年月日、地

址與一組個人密碼，其中姓名與地址需要加

註日文拼音，若是對日文漢字拼音不熟悉，

應事先查詢好再前往申請。需要注意的是，

居住地欄位必須填寫本人之住所地址，不可

填寫住宿在日本的飯店或旅館地址，因為有

些館藏資料需經過資料的捐贈者同意才能

影印，並經該館以郵寄方式寄送，當天並無

法拿到影印資料，而且也不同意日後親自前

來領取。此點對於閱覽者，尤其是非日本國

人民而言，並不是一種便利的規定。另外，

這種卡片是記名卡片，上面註記個人姓名與

ID，禁止借給他人使用。使用期限是 3年，
若要繼續使用的話，必須辦理更新手續。

若忘記攜帶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則可辦

理淺綠色的「臨時登錄利用者卡」。只要填

寫申請表後即可借用此種卡片，入館後一樣

可以調閱書庫資料與申請影印及郵寄影本

資料服務，只是該卡片限於當天使用，出館

後要立即歸還給出入櫃檯的服務人員，而且

日後若仍想查閱該館資料，下次來館時必須

攜證明文件補行登錄。

若曾經辦理「登錄利用者卡」，但忘

記攜帶卡片時，可借用橘色的「臨時利用

卡」。申請方式是只需提出本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即可，而且圖書館所提供的調閱與影印

資料等服務均與「登錄利用者卡」相同，在

出館後則必須在出入櫃檯歸還卡片，可說是

提供一種彈性作法，方便服務已經申請卻忘

記帶卡片的讀者。

若不願辦理「登錄利用者卡」，也可於

新館入口的自動辦卡機，輸入姓名與出生年

月日即可辦理一張限當日使用的粉紅色「當

日利用卡」，出館時要還歸卡片。這種方式

雖然可以使用檢索系統、查詢數位資料及

使用與影印開架資料，但不能調閱書庫內資

料，惟憲政資料室大多數資料都藏於書庫

內，重要的是這種入館方式並無法進入該資

料室查閱資料。

以上這些入館卡片並不需要任何辦理費

用，而且當場即可拿到卡片，不過憲政資料

室只限有「登錄利用者卡」才能入室查閱。

另外，辦理地點位於新館 1樓，圖書館的出
入口則是在隔壁大樓的本館 1樓，兩館在 2
樓有通道相連，刷卡進入後兩館的資料都可

以調閱使用。

讀者刷卡入館前要先將個人背包行李寄

放在大門入口處右方的置物櫃，個人貴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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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筆與筆記本必須放入館方準備的透明塑

膠袋才可攜入館內。到 4樓憲政資料室時，
需先將「登錄利用者卡」交由資料室的櫃檯

人員進行登錄作業，同時因資料室只限於調

查與研究的目的，首次來此的讀者，還需在

該室填寫「閱覽許可申請書」，申請書的內

容除了個人資料外，還包括研究主題與預備

查詢的資料。申請了「閱覽許可證」後才可

以開始查閱與調閱資料，而這張許可證的期

限有兩種，分別是當天與一年，之後再來資

料室查閱資料時，必須同時出示卡片與許可

證。

資料室所藏史料檔案絕大多數都是閉架

資料，目錄清冊位於資料室入口處的左方，

即櫃檯的左後方書架上，按資料群名（即全

宗名）的日文五十音排序。讀者檢索目錄

後，可在「調閱單」上填寫欲借閱的資料群

名與卷號或微捲號碼，交由櫃檯的館員調

檔。資料室閱覽時間是 9：30至 17：00；
調檔時間為 9：30至 16：00，一次最多可
調閱 20卷（冊）；接受影印申請則是 10：
00至 16：00。
調出的文書資料可於閱覽區上閱覽，若

要抄錄，只可使用鉛筆；若要影印，則要填

寫「特別複寫許可申請書」之後才可影印，

其中一些資料還得先徵得資料的捐贈者同

意。如前所述，同意後的影印資料係採用郵

寄方式，當天是無法拿到影本。調閱的資料

若是微捲，則可於閱覽區後方使用微捲機查

閱。資料室的微捲機除了一般所熟知的大型

機械式微捲機外，還有一種安裝於電腦上

的「微捲掃瞄器」（ScanPro 2000），形狀
大小與 A4掃瞄器相仿，安裝微捲與使用滑
鼠檢閱都非常簡單，較機械式微捲機方便甚

多，而且電腦螢幕呈現的資料清晰度較為清

楚，較不易傷害眼睛。若要影印微捲資料，

可以按電腦螢幕上的指示，將需要的資料轉

換成 pdf檔並提出影印申請。其中要注意的
是，使用電腦要將「登錄利用者卡」放在顯

示器旁的讀卡機上，鍵入申請卡片時所填寫

的密碼，登錄後才能開始使用電腦閱覽微捲

資料或使用電腦檢索系統等。

在入口處右後方的書架上，陳列一批開

架資料。這些資料都是裝訂成冊的複本，

包括「桂太郎文書」、「黑田清隆文書」、

「山縣有朋文書」、「田健治郎日記」、「牧

野伸顯文書」、「田中義一文書」與「陸奧

宗光文書」等上百冊複本資料，無需申請即

可取下閱覽。若要影印，也需填寫影印申請

單，其中有少數資料也是要得到捐贈者同意

才能影印。

另外，在入口處正前方牆壁的矮書架上

置有人名事典與歷史辭典等參考書，若對於

欲閱覽資料的人物或歷史事件有不清楚之

處，當可立即查詢辭典，可說是一種相當便

利與貼心的服務。

以上這些資料的影印費按資料性質而

有不同，複本資料的影印費含稅 1張 A4要
25.2 円、原始資料 1張 A4要 31.5 円、微捲

1張 A4要 31.5 円，A3大小則為 2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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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要徵得同意才能影印的郵寄資料，還需

加收寄送手續費，日本國內為 157.5 円，海

外寄送則要 300 円。

最後，在當天結束閱覽離開資料室之

前，除了歸還調閱的資料外，也要將「登錄

利用者卡」交由櫃檯人員進行登出作業，否

則到了 1樓出口是無法刷卡離開。簡言之，
資料室的進出包括圖書館出入口刷卡與資

料室櫃檯登錄的雙重管制。

四、憲政資料室典藏內容

憲政資料室位的前身是 1949年的圖書
課憲政資料蒐集係。該室主要是蒐集保管有

關近現代日本史重要的文書資料，典藏資料

可分為「憲政資料」、「日本占領關係資料」

與「日系移民關係資料」三大類。

「憲政資料」係自幕末至現代重要的政

治人物、軍人與官僚等人的日記、書簡、草

稿等私文書，以及政黨所藏的舊資料等。資

料性質包括手寫的書信、日記、備忘錄、油

印的執勤資料與會議參考資料、照片，以及

口述歷史訪談的錄音等實體史料，同時也蒐

集由其他檔案館拍攝的微捲及複本資料，內

容包含政治、外交、軍事、產業、教育與文

化等類別。其中口述歷史訪談資料，最重要

當為國會圖書館於 1961年至 1987年間，以
戰前至戰後期間在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影響

力的木戶幸一與迫水久常等 10人為對象，
進行訪談的「政治談話錄音」及其速紀錄。

該批資料係依資料的產生者來命名，即

依文書的來源為原則，整編成以人物或機關

為名的資料群（即全宗史料）。此資料群多

為人物史料，例如：「伊藤博文關係文書」、

「後藤新平關係文書」、「近衛文麿關係文

書」、「荒木貞夫關係文書」與「吉田茂關

係文書」等；少數為機關檔案，包括有「關

東廳警務局資料」、「華族會館關係文書」

與「宮內省關係書類」等，全部資料群依資

料室所提供之目錄（至 2010年 7月），已
有 500個全宗。
其中「近衛文麿關係文書」為微捲資

料，除了「近衛日記」外，其他文書包括「国

際連盟の精神について」、「元老重臣と

余」、「西園寺公宛書翰」、「鉛筆書き手

記一束（終戰直前と余）」、「政變余聞」、

「日米交涉手記」、「第一次內閣日誌」、

「對支媾和問題に対する所見」等。「荒

木貞夫關係文書」亦為微捲資料，內容包括

「三長官会議メモ」、「上海情報」、「対

北支政策に関する私見」、「共産勢力宣

傳組織」與「ソヴィエト政府に関する情

報」等。內容多為個人日記、筆記、情報等

資料，可由此窺知政府高層決策者的個人想

法與意見，與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正式政

府文書（可於「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網站查詢閱覽），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兩方

資料參照運用，當可促進研究的深度。

「日本占領關係資料」的型態都是微捲

與微片，原件分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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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rchives）、美軍的檔案館、美國
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及美國
各大學圖書館，係由日本國會圖書館獨自進

行拍攝或在坊間市場所價購。此資料可分為

兩種，一種是二戰後盟軍占領日本期間的機

關檔案與個人文書，包括聯合國最高司令官

總司令部（GHQ/SCAP）、琉球列島美國政
府（USCAR）與美國國務院等機關檔案，
以及當時負責與影響日本占領政策的美國

政府官員及軍人的個人日記、書信等。若以

資料產生機關分類，可分為美國、英國外務

省、蘇聯與日本政府等地，其中美國（含聯

合國）的資料又可區分為「日本占領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地軍）」、「朝鮮戰

爭（現地軍）」、「華盛頓」等類別；日本

政府可區分為「外務省」、「陸海軍．復員

廳」、「內務省」、「南洋廳」、與「琉球

政府」等；至於英國與蘇聯部分則未再作分

類。

另一種是「プランゲ文庫」，為美國馬

里蘭大學圖書館所藏 1945年至 1949年日
本刊行的出版品。其來源係聯合國最高司

令官總司令部為執行占領政策並調查日本

國民思想動向，成立民間檢閱部隊（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CCD），實行出版
品檢閱制度。檢閱蒐集的資料包括圖書、

雜誌、報紙、電影、戲劇、廣播、新聞通

訊、郵件與電報等。1949年 10月檢閱制
度結束，這些資料的後續處理成為問題。

此時美國馬里蘭大學歷史學教授 Gordon W. 

Prange（1910-1980）於 1942年申請留職停
薪，另從事軍務而成為美國海軍軍官，並自

1946年起於盟總參謀第二部任修史官，從
事編纂戰史作業。Prange注意到這些資料
的歷史價值，說服參謀第二部部長與馬里蘭

大學校長，於 1950年將資料運送至馬里蘭
大學。1962年馬里蘭大學開始整理該批資
料，1978年 9月該校董事委員會將其命名
為「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日本方
面將之稱為「プランゲ文庫」。此文庫內容

約有雜誌 13,800種、新聞通信 18,000種、
圖書 73,000冊、通信社照片 10,000張、地
圖 640張與海報 90張等，在這之中包含約
有 60萬頁的檢閱文書，共計 3,826卷微捲
與 63,023張微片。
「日系移民關係資料」為移居中南美

洲、北美洲與夏威夷等地的日本移民資料，

包括日記、書信、筆記、照片等個人文件，

與團體機關的文書檔案、視聽及出版品等。

資料的分類係依產生地，即日本移民所在

地，分為巴西、秘魯、阿根廷、墨西哥、美

國、加拿大、玻利維亞與多明尼加等國資

料。資料型態也都是微捲，係經由個人與

團體捐贈或館方價購，以及前往當地拍攝。

（有關憲政資料室資料之細目內容請參閱國

立國會圖書館網站 http://www.ndl.go.jp。）

五、結語

對於本國的歷史研究人員而言，憲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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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室蒐藏的三大類資料，當以「憲政資料」

最為重要。這些日本重要的政治人物、軍人

與官僚等，不僅左右日本近現代史的走向，

同時也深刻影響近現代中國大陸與臺灣的

歷史發展。因此資料室典藏的史料對於近現

代中日關係可說是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對

於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與戰後臺日關係史

也是不可或缺的史料，例如「後藤新平關係

文書」與「田健治郎日記」，以及「吉田茂

關係文書」等，研究者利用臺灣各檔案館所

藏史料，若能同時參閱日本的憲政資料，當

可深化研究成果的內涵。
不可忽視的戰場－ 
抗戰時期的軍統局

編者：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

1011年 11月初版
精裝 110元

本書以十個篇章探討從軍統局前

身特務處的設立到戰後改組為保

密局期間的情報活動，囊括特務處

工作開展、情報領袖與派系政治、

戴笠的經濟作戰構想，物質突圍

輸入中國、戰時的電報戰，忠義

救國軍與中美合作所作為，以及

戰後工作站的佈建與軍統局的改

組等重大議題，闡述在有形的抗

日戰場外，情報作戰更是不可忽

視的另一個戰場。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銷售處」
（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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