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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No. 書名/Title 作者/Author ISBN/GPN 出版者/Publisher 出版地/Place 出版年/Year

1 散步路線：江凌青文學作品集 江凌青 978986054287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臺中市 2018

2 人類學家的我們、你們、他們
余舜德, 張珣,

劉斐玟主編
978986056767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3
一起：臺灣原住民部落服務的

內涵與省思
余舜德主編 9789860567663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4
106年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

(上下冊)

立法院大事記

編輯委員會
9789860579321 立法院 臺北市 2018

5
臺中崛起 領航臺灣：2017臺中

市都市發展年報

臺中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9789860561371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 2018

6
滿倉：1980年一個臺灣農村的

掠影

Cheng Ying,

Claude Aubert
978986057555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臺北市 2019

7 2018-2019 Taiwan at a Glance
editors Lester

Liyen Yang et al
978986056699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aipei 2018

8 2018文化政策白皮書 文化部 9789560558654 文化部 新北市 2018

9 2018臺灣美術新貌獎 王志誠總編輯 9789860563917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市 2018

10 天賜貴人 林枝鄉 9789869553407
大香山慈音嚴管理

委員會
新北市 2017

11 芳草芊芊 金門植物生態紀實 4510702263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金門縣 2018

12
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

本書第三輯
王志誠主編 9789860576238 臺中市文化局 臺中市 2018

13
茅埔成庄 東勢大茅埔客家庄的

過去與未來
陳介英 9789860578591 臺中市文化局 臺中市 2018

14 奔騰年代 牧馬中樞的后里馬場 林慶弧, 郭双富 9789860578706 臺中市文化局 臺中市 2018

15 菊島瑰寶 生物保育手札 于錫亮等 9789860483567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澎湖縣 2018

16 悠悠嵐山 太魯閣林業影像集 張嘉榮 978986056906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

理處

花蓮市 2018

17 尋蹤 走讀彰化文學故事 周馥儀總編輯 9789860568011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市 2018

18
蛻變重生的二仁溪: 環境與人文

變遷影像集
洪慶宜 978986057692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臺北市 2018

19 與地圖的時空對話 陳怡行 9789860567878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
新北市 2018

20 臺灣歷史畫帖 鄭來長 9789860580938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新北市 2018

21
領取失業給付勞工之就業關懷

調查報告
勞動部 9789860570786 勞動部 臺北市 2018

22 憶森坂 林田山林業影像集 張嘉榮 978986056907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

理處

花蓮市 2018

23 霧林之歌 宜蘭古道自然發展史 吳永華 978986056275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羅東管理處
宜蘭縣 2018

24
Cul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Innova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97895767865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2018

25 銘印經典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 2018

26 謠唱島嶼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 2018

27 傳承 綻放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 2018

28
趣 書中田 阿美族馬蘭部落音樂

劇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 2018

29
永恆之歌 排灣族安坡部落史詩

吟詠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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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迢迢民主路上的自由呼聲-臺灣

民主改革文獻選輯
陳君愷 9789860563740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臺北市 2018

31 記憶臺灣 梁丹丰 9789576786495 國家圖書館 臺北市 2018

32 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
莊英章, 黃宣衛

主編
978986056335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33
日治時期台/府展中的宜蘭美術

人
陳進傳 楊晉平 9789860581850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宜蘭市 2018

34 卡義卜勇的天空3
卡義卜勇(kagi

Buyung)
9789860570861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苗栗市 2018

35 老宜蘭的臉孔 吳敏顯 9789860566369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宜蘭市 2018

36 均與富的對話 洪泉湖主編 9789860573749 國立國父紀念館 臺北市 2018

37 我的蘭陽米其林 李昂 9789860569551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宜蘭市 2018

38
孫中山思想與臺灣中小學教科

書
鄧毓浩 9789860564631 國立國父紀念館 臺北市 2018

39 從清代到當代 廖志堅總編輯 9789860563290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 2018

40 森鐵世遺小旅行 9789860550795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嘉義縣 2018

41 遇見臺灣珍稀植物 林旭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

南投縣 2018

42 微美 幻境 海洋微化石 李孟陽, 方建能 9789860561951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

金會

臺北市 2018

43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8年度

報告
林大利等 9789868542563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臺北市 2018

44 變遷中的新竹市客家 吳慶杰 9789860580969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 2018

45 2018世界音樂節@臺灣 曾金滿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
臺北市 2018

46 海角秘境 黃淑菁 郭碧仙 9789860568325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

處
高雄市 2018

47
大湖大窩自然生態保育區開拓

誌
羅文賢 9789860563429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苗栗市 2018

48 2018臺灣木雕專題展 林彥甫總編輯 9789860564945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

光局
苗栗縣 2018

49 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 李培芬 9789860566208 內政部營建署 臺北市 2018

50 芝山岩遺址與臺北史前 劉益昌 9789860564877 臺北市立文獻館 臺北市 2018

51
同舟共濟 八二三戰役60周年紀

念冊
曾瓊葉主編 9789860563788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臺北市 2018

52 臺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彙編
何玉鈴, 張永勳

總編輯
9789860576450 衛生福利部 臺北市 2018

53
2017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陳益源主編 9789860568790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54
八二三史記‧参‧漫天烽火遷

徙潮
李福井 9789860563832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55
八二三史記‧肆‧驀然回首看

和戰
李福井/邱英美 9789860563849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56 金門人文紀事 林金榮 9789860564624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57
馬六甲山王與海王：吳心泉家

族史
張姿慧 9789860562453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58 浯島春秋：金門新誌書 古蒙仁 9789860579864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59 族譜與金門史研究 陳炳容 9789860582666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60

悲憫大地：1946-1964金門鼠疫

防治檔案暨其它相關史料調查

研究(一)

林正珍 9789860577785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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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東沙村史 王建成 9789860580709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 2018

62 臺灣肥胖防治策略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9789860579352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臺北市 2018

63
「馬祖:戰爭與和平島嶼」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江柏煒主編 9789860566086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 2018

64 致我們的時代和友人-李錫奇 黃義雄 9789860561548 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市 2018

65 跨域讀寫 藝術中的圖書生態學
簡麗庭, 柏雅婷

策展
9789860569087 臺北市立美術館 臺北市 2018

66 臺灣臺南車鼓竹馬之研究(上下) 施德玉 9789860566567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縣 2018

67
澎湖研究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輯
張美惠 9789860566352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澎湖縣 2018

68 大海洋洋總是田 蔡光庭 9789860569117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澎湖縣 2018

69 客家.翕相 臺三線的田野紀實 彭啟原 9789860568943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
苗栗縣 2018

70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底層社會 臺

灣與朝鮮
石廷宇等 978986057310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71
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 俄文史料

與研究

劉宇衛, 莫洛賈

科夫
978986057063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72
陳懷澄先生日記(三) 一九一九

年
陳懷澄 978986056448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

臺北市 2018

73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九) 一九三

三年
黃旺成 9789860573886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74
雙城舊事 近代府城與臺北城市

生活記憶口述歷史
林玉茹訪問 978986057967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75 葉盛吉日記(三)1942-1943 葉盛吉 9789860570205

國家人權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新北市 2018

76 葉盛吉日記(四)1944.1-6 葉盛吉 9789860570212

國家人權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新北市 2018

77 葉盛吉日記(五)1944.7-12 葉盛吉 9789860570229

國家人權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新北市 2018

78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7年度

臺灣史研究文

獻類目編輯小

組

978986056854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79 臺灣國樂領航者 張儷瓊主編 978986057807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
新北市 2018

80
詞曲之外 奧山貞吉與日治時期

臺灣臺灣流行編曲
陳婉菱 978986058256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新北市 2018

81
大臺北當代藝術雙年展 去相合

藝術與暢活自此而來
張君懿主編 9789860557916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新北市 2018

82 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一) 陳怡宏 978986057717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臺南市 2018

83

1880年德國民族學者Wilhelm

Joest的臺灣之旅-導讀 文物目錄

及遊記譯註

姚紹基 978986056893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臺南市 2018

84
臺灣產業設計五十年調查研究

暨展覽
林磐聳主編 978986056874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中市 2018

85 煤.記憶 王新衡 9789860577969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中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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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義薄雲天 褒忠亭義民節祭典紀

錄片
44510702041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中市 2018

87
梨園戲樂 林吳素霞的南管藝術

人生
林珀姬 978986056303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中市 2018

88
宮廟巧藝 跨越傳統的葉根壯大

木作技術
林世超 張宇彤 978986056194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中市 2018

89 濁水溪-引川成電 川流不息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0566826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
臺北市 2018

90 啟動高中課程變革 潘慧玲等 9789860564020 國家教育研究院 新北市 2018

91 萬壑爭流匯江海 王俊斌等 9789860579680 國家教育研究院 新北市 2018

92 喚醒夢想.釋放天賦 尤淑慧等 9789860564426 國家教育研究院 新北市 2018

93

Archival Turn East Asian

Contemporary Art and

Taiwan(1960-1989)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SPRING

FOUNDATION

9789860570144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SPRING

FOUNDATION

Taipei 2018

94 胡適全集 胡適中文書信集1 潘光哲主編 978986056743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95 胡適全集 胡適中文書信集5 潘光哲主編 97898605674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96 胡適全集 胡適中文書信集3 潘光哲主編 978986056745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97 胡適全集 胡適中文書信集4 潘光哲主編 978986056746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98 胡適全集 胡適中文書信集2 潘光哲主編 978986056744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99 華燕憶往 王華燕 97898605702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00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
沈懷玉, 游鑑明

訪問
978986057398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01 傅秉常日記 民國四十七-五十年 傅秉常 978986057397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02 釧影樓日記,1948-1949 包公毅 978986056863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03
宏碁經驗與台灣電子業 施振榮

先生訪問紀錄
呂妙芬等訪問 978986057755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04 王潔/王章清昆仲回憶錄 王華燕 978986056659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05 綠島百事 顏世鴻 9789860557404 國家人權博物館 新北市 2018

106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至2065

年)

國家發展委員

會
9789860566451 國家發展委員會 臺北市 2018

107
邊陲文化筆記-台灣文壇遊走四

十年的驚奇
傅銀樵 9789860572551 苗栗縣政府 苗栗市 2018

108 竹錄 築路 林榮森 9789860577297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市 2018

109 茶鄉 知道 林榮森 9789860568493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市 2018

110 工藝都心 林榮森 9789860568554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市 2018

111
張廖家族宗祠與臺中西屯的客

家歷史記憶
陳瑛珣 9789860569544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
臺中市 2018

112 技藝 記憶 451070167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
臺中市 2018

113
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

究
張文朝主編 9789860574418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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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 湛若水 9789860574029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15
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

轉接與異變
廖肇亨主編 978986056650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16
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跨文化

現象
陳瑋芬主編 9789860570250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
臺北市 2018

11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 民

國十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周美華 978986030434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18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 民

國十八年一月至五月
吳淑鳳 978986030649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19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 民

國十七年四月至七月
周美華 978986030433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20 從遞信部到國史館建築的歷史 蘇芷萱 978986027687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2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 民

國十九年四月至九月
周琇環 978986030652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22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 民

國十八年六月至十月
吳淑鳳 978986030650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2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 民

國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三月
周琇環 978986030651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2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 民

國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
周美華 978986030432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2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9 民

國二十五年十月(下)至十二月
高素蘭 978986020393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26
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2 孤

島生活
黃翔瑜 978986010151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12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6 民

國二十五年三月至五月(上)
周琇環 978986015531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28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7 民

國二十五年五月(下)至七月
葉健青 978986021266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29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0 民

國二十年二月至四月
高素蘭 978986030435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30 中華民國褎揚令集 續編 (八) 胡健國 957015581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131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 侯坤宏 978986019030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32
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

1972-2004年

海樹兒.犮剌拉

菲
978986024893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3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0 民

國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
王正華 978986025230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3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2 民

國三十一年十二月至三十二年

三月(上)

高素蘭 978986028766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3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3 民

國二十九年一月至六月
蕭李居 9789860239201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136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陳中統案史

料彙編
周美華 9789860129618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3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張化民案史

料彙編
葉盛琦 9789860130416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38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余登發案史

料彙編(一)
蕭李居 9789860129625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39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李荊蓀案史

料彙編(一)
王正華 9789860131277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40
総統府一階展示「総督府から

総統府へ」総督の物語
林滿紅等 9789860228922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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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2 民

國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蕭李居 9789860239195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142
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歷史 生態 人文 論文集

淡江大學歷史

系
957013921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143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林日高案史

料彙編
張炎憲 許芳庭 9789860131826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44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李媽兜案史

料彙編
歐素英 9789860130478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4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 民

國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三

月

蔡盛琦 978986023774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4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8 民

國三十一年一月至三月
周美華 978986028765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4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9 民

國三十一年四月至六月(上)
周美華 978986028770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48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 民

國十六年一月至八月
王正華 9789860304312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49 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第二冊 薛月順 957014371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1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9 民

國十九年十月至二十年一月
周琇環 978986030653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51
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3 運

臺編撥
黃翔瑜 978986010154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152
中原大戰 民國歷史主題桌上遊

戲
4713774403255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15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0 民

國二十四年三月至四月
高素蘭 978986015591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5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2 民

國二十四年七月(下)至九月(上)
周美華 978986015589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5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3 民

國二十四年九月(下)至十月
周美華 978986015590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5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8 民

國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上)
高素蘭 978986024906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5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湯守仁案史

料彙編(一)
何鳳嬌 978986013123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58 圓香居士訪談錄 卓遵宏等 978986018494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59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4 民

國二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
薛月順 978986023551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6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1 民

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
葉健青 978986023773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61 縱橫山林間 鹿野忠雄
葉飛鴻 天冷科

技有限公司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62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7 民

國三十三年五月至七月
葉惠芬 9789860288391 國史館 臺北縣 2011

16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2 民

國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
王正華 978986029655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6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3 民

國三十四年十月至十一月
蔡盛琦 978986032474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16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 民

國三十年九月至十二月
周美華 978986002820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6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6 民

國三十三年一月至四月
葉惠芬 978986028838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6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7 民

國三十五年九月至十一月
葉惠芬 978986033077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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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駱神助案史

料彙編
高素蘭 9789860131581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69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 行政院

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 (二)
葉惠芬 978986018298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70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 行政院

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葉惠芬 978986018034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7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1 民

國三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
周美華 978986033172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172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白雅燦案史

料彙編
周琇環 9789860129601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7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1 民

國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
王正華 978986028850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7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0 民

國三十四年三月至五月
王正華 978986028849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75
中原大戰 多媒體動畫互動式光

碟
460940046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5

176
1930年代國民政府的造林事業

以華北平原為個案研究
侯嘉星 978986028771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7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余登發案史

料彙編(二)
蕭李居 9789860155327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178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五)

自民國八十六年至民國八十八

年

葉飛鴻 957029568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179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5 民

國三十二年十月至十二月
高素蘭 978986029236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8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4 民

國三十二年七月至九月
高素蘭 978986029235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181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 農林篇 歐素瑛 978986021054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182 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張文隆等 978986014169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83 楊青矗與美麗島事件 楊青矗 978986009005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18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6 民

國三十年四月至八月
葉惠芬 978986023872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18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0 民

國三十六年六月至八月
周美華 978986033171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186 如悟法師訪談錄
卓遵宏, 侯坤宏

訪問
9789860158946 國史館 臺北市 2008

18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沈鎮南案史

料彙編(一)
程玉凰 978986015743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188 鄭玉麗女士訪談錄 鄭玉麗 957025780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189 林維朝詩文集 陳素雲 986007123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1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綱文

備纜 第七冊上 民國五十一年至

民國五十五年

郭鳳明 957011555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2

19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8 民

國三十五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

二月

高素蘭 978986033164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192 國史擬傳 第九輯 胡健國 9570274379 國史舘 臺北縣 2000

19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9 民

國三十六年三月至五月
高素蘭 978986033165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194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

編 第三冊 留學美國事務(一)
林清芬 957015395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195
異人的足跡 I 斯文豪 陶德 長谷

川謹介 高松豐次郎

國史館 天冷科

技有限公司
450990234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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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許常惠音樂史料 樂譜第一冊 梁翠苹 957012655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2

197 許常惠音樂史料 樂譜第二冊 梁翠苹 957012656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2

198 許常惠音樂史料 樂譜第三冊 梁翠苹 957012657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2

19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綱文

備覽 第六冊下 民國四十六年至

民國五十年

簡笙簧 957028920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200 一個台灣人總統的誕生 450970092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01

Republic of China Centennial An

Unprecedented Epoch-The Century

aft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editor in chief,

Lu Fang-shan
9789860302967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2011

202
永續經國 : 故蒋経国総統生誕

百年記念特別展図録
王正華等 978986024372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203 國史擬傳 第十輯 國史館 957010293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204 洪樵榕先生訪談錄 洪樵榕 957028304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205
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1929-

1937)
李仕德 9570253304 國史館 臺北縣 1999

20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4 民

國三十七年四月至五月
葉惠芬 9789860374865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20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3 民

國三十七年二月(下)至三月
葉惠芬 978986037489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208 謝東閔先生全集 第一輯
謝東閔先生全

集編輯委員會
957016839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4

209
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

1965)
彭琪庭 978986028036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10 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 林正慧 曾品滄 978986013949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11 鄭玉麗女士訪談錄(精裝) 鄭玉麗 957025779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212 行憲以前的國家元首與歷史 朱重聖等 9789860317725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213 平凡的我 第二集(精裝) 黎東方 9570224754 國史館 臺北縣 1998

214 平凡的我 第二集 黎東方 9570224762 國史館 臺北縣 1998

215 平凡的我 第一集 黎東方 9570224746 國史館 臺北縣 1998

216
政府遷臺與臺灣女性修行者: 十

八位出家人訪談錄
釋見甯 978986024531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21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學生工作委

員會案史料彙編
許進發 978986014187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18 留越軍民訪談錄(二) 黃翔瑜 978986011228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219
強人政治 民國史上的蔣中正 陳

誠 蔣經國
4509702665 國史館 臺北市 2008

220
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

概的形塑1924-1945
王詩穎 978986028298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21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三十六輯
胡健國 978986028810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2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七至十

二月份

郭鳳明 9570150882 國史舘 臺北縣 2003

223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2

德僑篇
謝培屏 978986016099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24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三十三輯
胡健國 978986018558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225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三十五輯
胡健國 9789860248661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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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七至十

二月份

程玉凰 978986011316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22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9 民

國三十八年二月至四月
周美華 978986037225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228
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 籌

設篇
葉惠芬 957010010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229
一九六O年代的獨立運動 全國

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訪談錄
曾品滄等 957019620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4

230
關鍵的1949 蔣中正的引退與復

出特展 VR 虛擬實境
朱重聖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231
關鍵的1949 蔣中正的引退與復

出特展 電子書
朱重聖 9789860223422 國史館 臺北縣 2010

232 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 張炎憲等 978986013997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33
From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o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Presidents

Chu Chung-

sheng
9789860192940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2009

234

From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o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Stories of

the Governors-General

Man-houng Lin,

Chung-sheng

Chu

978986028915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2010

235
From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o

Presidential Office- Architecture
Man-houng Lin 9789860192933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2009

236
陳誠先生書信集 與友人書(上

下)
何智霖 978986017862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237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 臺灣省

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上下)
葉惠芬 978986012448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23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七至十二

月份

郭鳳明 986005146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3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一至六

月份

郭鳳明 9570144211 國史舘 臺北縣 2003

240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三)

自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

民國八十二年

國史館徵校處

時政科
957904290X 國史館 臺北縣 1994

241

中華民國重要史事簡表 臺灣重

要史事簡表 臺灣歷史年代對照

表

國史館 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

國史館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
臺北縣 2010

242
奠定台灣稻米育種癌的學者 磯

永吉
471087076555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臺北市 2009

243 許常惠音樂史料樂譜 第一輯 梁翠苹 4309140425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2

244
富田直亮 誓與台灣共存亡的白

團團長
470183707690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245
藍欽 穩固戰後台美關係的外交

使節
471083707689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246 必麒麟 縱橫台灣的探險家 471083707688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247
轉角的風華 打造Formosa tea 的

陶德
陳政三 魏吟冰 9789868347465 大康出版社 臺北市 2008

248
平行線.247哩 打通台灣任督二

脈的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
蔡龍保 陳旻昱 9789868347489 大康出版社 臺北市 2008

249
遇見斯文豪 發現台灣生物多樣

性
蔡龍保 陳旻昱 9789868347496 大康出版社 臺北市 2008

2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1 民

國三十八年七月(下)至九月
葉健青 9789860368215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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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6 民

國三十七年八月至九月
高素蘭 978986037224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252
日治時代茶商公會業務成績報

告書(1917-1944)
許賢瑤 978986016734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53 二二八事件辭典(正冊 別冊)
則越多媒體事

業有限公司
9789860853353

國史館 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會
臺北市 2011

254
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

1949~2003
吳安家 957016251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4

255 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
李永熾,張炎憲,

薛化元
957018719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4

256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 行政院

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 (三)
葉惠芬 978986021400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257
為台灣引進現代醫療的先驅 馬

雅各
4710837076548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臺北市 2009

258
打造台灣公共建築風貌舵手 森

山松之助
4710837076531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臺北市 2009

259
光影歲月 天堂樂團裡的瑰麗回

憶-高松豐次郎
陳政勳 林均品 9789868347472 大康出版社 臺北市 2008

26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三十一輯
胡健國 978986010164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261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三十二輯
胡健國 978986014838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62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3

德僑篇
謝培屏 978986016365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6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O)一至六

月份

郭鳳明 9570177845 國史館 臺北市 2003

264 中華民國外交行政史略 劉達人等 957025879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265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

(1924~1949)
洪宜嫃 978986024394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26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七至十

二月份

郭鳳明 957015334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267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二十七輯
胡健國 957016661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4

268
臺灣佛教一甲子 吳老擇先生訪

談錄
吳老擇 986007086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69 臺灣佛敎人物訪談錄二 卓遵宏等 9789860295702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70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 教育篇

三
歐素瑛 986007433X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71
尋覓良伴 近代中國的徵婚廣告

(1912~1949)
陳湘涵 978986028715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72
鼎革之際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

的誕生
葉飛鴻 451000272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73 道海老和尚訪談錄 法藏法師等 978986037488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274 蔣經國總統 450950061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75 驟變1949 關鍵時代的陳誠 450960051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276
辛亥革命 民國歷史主題桌上遊

戲
471377440333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277
獅吼 《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

訪談
陳曼華 978986028498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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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From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to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Story of

Taiwan

Man-houng, Lin 9789860179989 Academia Historica 臺北縣 2009

279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七) 張炎憲 978986013238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8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八) 張炎憲 978986013240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81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四) 遲景德 957027046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282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五) 遲景德 957027281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283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六) 胡健國 957029606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28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 一至六

月份

郭鳳明 986001430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5

28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一至

六月份

程玉凰 986005713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8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七至十

二月份

謝培平等 9860061041 國史館 臺北縣 1974

28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年)一至

六月份

郭鳳明 986001941X 國史館 臺北市 2005

28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

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七至十

二月份

葉惠芬 9789860057140 國史館 臺北市 2005

289
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
黃翔瑜 978986015258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90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 一 元年~十

年
吳淑鳳等 978986033478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291 中華民國褎揚令集 續編 (九) 胡健國 957019070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292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續編 (十) 胡健國 978986007087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93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續編第十一

輯
胡健國 978986014804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294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三) 何鳳嬌 978986006731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95 黃溪海. 李福登訪談錄 歐素瑛等 978986008577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96 陳文郁 林俊義訪談錄 張世瑛等 978986008575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97 謝順景訪談錄 歐素瑛 978986008578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98 黃丁郎.林烈堂訪談錄 薛月順等 978986008574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299 吳振和訪談錄
林清芬, 張嘉娟

訪談.記錄整理
978986015341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00 林曜松 徐國士訪談錄 何鳳嬌等 978986015330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01 鄭紹良 簡明仁訪談錄
簡笙簧, 林佩欣

訪談
978986015314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02 洪嘉謨訪談錄 薛月順 曾品滄 9789860150711 國史館 臺北市 2008

303 百年銳於千載 許育銘等 9789860293234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304
西藏史料彙編 班禪返藏之路民

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葉健青 978986017468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05 虎躍鷹揚：陳納德與中國抗戰 國史館 421010322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306

近代國家的型塑 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上下)

吳淑鳳,薛月順,

張世瑛
978986037281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07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

彙編 第三十四輯
胡健國 978986019955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08
國民政府禁煙史料 第一冊 組織

法令(一)
朱文原 978957015002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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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郭雨新先生照片暨史料集 許芳庭等 978986013855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10 楊基振日記 附書簡 詩文(上) 黃英哲等 9789860118216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311 楊基振日記 附書簡 詩文(下) 楊基振 978986011822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312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 日產篇

1
歐素瑛 9789860177701 國史館 臺北市 2009

313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 日產篇

2
歐素瑛 978986017771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14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

編 第五冊 留學美國事務(三)
林清芬 978986009256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315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

編 第四冊 留學美國事務(二)
林清芬 957019074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4

316
戰後台灣佛教的僧俗關係：以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為背景
黃詩茹 978986024045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317
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

義士篇(三)
周琇環 978986011116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318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 民國四十

二年至民國四十五年
周琇環 978986006958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1

319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 民國四十

六年至民國五十三年
周琇環 9789860069594 國史館 臺北縣 2006

320
戰後臺灣勞工運動史料彙編3

工運組織與工運事件
范雅鈞 978986013125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21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1

韓僑篇
謝培屏 978986015367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22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4

德橋篇
謝培屏 9789860203561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23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篇 5

德橋篇
謝培屏 978986024501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324

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

編 1 德國 土耳其 義大利 日本

篇

謝培屏 978986011105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325

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

編 2 澳洲 蘇聯 羅馬尼亞 捷克

篇

謝培屏 978986011823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7

326 艱難奮鬥的歲月:許新枝回憶錄

許新枝撰寫口

述; 吳秀鶯文字

整理

978986036194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27 贛南與淞滬劄記(上下) 何智霖 978986019295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28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李荊蓀案史

料彙編(二)
王正華 9789860131611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329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湯守仁案史

料彙編(二)
何鳳嬌 9789860153910 國史館 文建會 臺北縣 2008

330 二二八事件辭典<<別冊>> 張炎憲主編 9789860132915
國史館 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會
臺北縣 2008

331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

組黨運動
周琇環 陳世宏 957027431X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332 謝東閔先生全集 第二輯
謝東閔先生全

集編輯委員會
986000656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5

333
戰後初期中國各省圖書館史料

彙編 概況調查編 籌設編
蔡盛琦 978986018713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34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

從戒嚴到解嚴

薛月順,曾品滄,

許瑞浩主編
957027429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0

335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沈鎮南案史

料彙編(二)
程玉凰 9789860198348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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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0 民

國三十八年五月至七月(上)
周美華 978986037257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37

永續經國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

年誕辰紀念特展-虛擬展示多媒

體光碟

朱重聖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338
永續經國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

年誕辰紀念特展圖錄
王正華 978986024362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339 廖一久訪談錄 林清芬 9789860154160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4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續編第十二

輯
胡健國 9789860264203 國史館 臺北縣 2011

34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4 民

國三十四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

二月

葉健青 978986032764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342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5 民

國三十五年三月至五月
葉健青 978986032765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34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6 民

國三十五年六月至八月
葉健青 978986032766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2

344 曲銘訪談錄
簡笙簧, 林秋敏

訪談
9789860244571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345
台灣自救宣言 謝聰敏先生訪談

錄
張炎憲等 9789860141467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46 平凡的我 第一集(精裝) 黎東方 9570224738 國史館 臺北縣 1998

347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續編第十三

輯
葉盛琦 9789860349856 國史館 臺北縣 2012

348
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

動訪談錄 1
張炎憲主編 9789860138122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49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3 民

國三十二年三月(下)至六月
高素蘭 9789860287677 國史館 臺北縣 2011

3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1 民

國三十一年八月(下)至十一月
周美華 978986029065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351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0 民

國三十一年六月(下)至八月(上)
周美華 9789860290387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352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李武忠案史

料彙編
葉惠芬 9789860131819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35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5 民

國三十七年六月至七月
高素蘭 9789860372236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5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2 民

國三十七年一月至二月(上)
程玉凰 9789860377439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5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7 民

國三十七年十月至十一月
林秋敏 978986036820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56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9 民

國三十三年十一月至三十四年

二月

葉惠芬 9789860288483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357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8 民

國三十三年八月至十月
葉惠芬 9789860288476 國史館 臺北縣 2011

358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續編第十四

輯
蔡盛琦 陳世局 9789860378580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59 總統的禮品 王建鈞等 9789860295252 國史館 臺北市 2011

360
蔣經國書信集 與宋美齡往來函

電(上下)
周美華 9789860195903 國史館 臺北縣 2009

361 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 4509902668 國史館 臺北市 2010

362
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

動訪談錄 2
張炎憲主編 9789860138115 國史館 臺北縣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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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存亡關頭 一九四九年的中華民

國
4509803234 國史館 臺北市 2009

364 沈昌煥日記 戰後第一年1946
周琇環, 蔡盛

琦, 陳世局
9789860377392 國史館 臺北市 2013

365
A LEADER OF VISION CHIANG

CHING-KUO'S CENTENARY
Chu Chungsheng 9789860243710 Academia Historia Taipei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