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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　函

地址：10001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承辦人：盧文心
電話：(02)23619132分機829
傳真：(02)23820747
電子信箱：alice@msg.ncl.edu.tw

受文者：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月6日
發文字號：國圖合字第104060000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31400_10406000010_1_31400_10406000010_2.xls)

主旨：本館為執行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增進對外文化交流，促

進學術資源分享，亟需 貴單位惠予提供優質出版品各25

份，以利進行文化外交及提高臺灣國際能見度，敬請 查照

惠復。

說明：

一、本館依據90年12月10日行政院台90研版字0026715之1號令

修訂之「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八條，辦理中華民國政

府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並遵造「103年度教育部暨文化

部部屬機關首長會議決議」加強此一工作，截至目前為止

已與全球86個國家607個重要圖書館或學術研究機構建立出

版品交換關係。

二、素聞 貴單位出版品，彰顯政府施政卓越成效並蘊含豐富

學術研究內容，深具國際文化交流價值，為國外政府單位

及學術機構企盼收藏並提供一般民眾及學者專家利用。

三、檢附本館彙整之圖書清單如附，羅列出版品書目資訊，敬

請卓參。

四、倘蒙惠贈，請於包裝上註明「政府出版品國際交換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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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以玆辨別。若基於考量，無法如數寄贈亦請勉力協

助，無任感荷。

正本：國立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國立中
興大學、內政部、內政部營建署、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司法院、交通部航港局、考試院、行政院主計總處、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產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宜蘭縣史
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金門縣文化局、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國際文
化觀光局、原住民族委員會、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
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史館、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宜蘭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防大學、國家教育研究院、福建省連江縣政府、勞動部統計處、新北市立淡水
古蹟博物館、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
立大學、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衛生福利部、唐獎教育基金會

副本：國際合作組 2015-01-06
12:22:13



題名 出版機關 / 出版機關代碼編/著/譯著 出版年月 GPN
閱讀琦君作品集 中央大學琦君研究中心 李瑞騰主編民國103年11月
無獨.遊偶: 無獨有偶與臺灣當代偶戲十五年 中央大學黑盒子表演藝術林孟寰 民國103年12月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3年度 中央研究院 鍾淑敏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591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政治哲學 中央研究院 黃冠閔  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3204
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中央研究院 許雪姬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3075
公民社會基本觀念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林毓生 民國103年06月
印尼的政治、族群、宗教與藝術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蕭新煌、邱民國103年06月

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主編民國103年12月
真相藏在雜質微音中: 霧社事件的口述證言 中興大學歷史系 Kumu Tapas(民國103年12月
中華民國102年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 內政部 內政部統計民國103年11010302574
南疆沃海-探索南沙太平島生態 內政部營建署 郭道仁 民國103年13910302855
台灣現代建築的永恆詩人 文化部 文化部 民國103年14510302649
Books From Taiwan 文化部 文化部 民國103年12010302817
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旗手 文化部 文化部 民國103年14510302650
人間國寶-林洸沂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編者:沈伯丞民國103年11010302598
103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作品輯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文化部影視民國103年14210302415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三十) 司法院 司法院大法民國103年7月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三十一) 司法院 司法院大法民國103年7月
法院的故事： 凝聚司法記憶與情感的精彩故事 司法院 司法院參事民國103年8月
臺灣燈塔專輯 交通部航港局 交通部航港民國103年11010302401
常用文官制度法規彙編(103年版軟精裝) 考試院 考試院法規民國103年8月
中華民國102年施政年鑑 行政院 行政院新聞民國103年14710302719
古寧頭戰役65位參戰官兵口述歷史暨65週年紀念戰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劉化宇、江民國103年11010302337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Rebuilding for a Sustaina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Chern Jenn民國100年01010002298
Five Years After Typhoon Morakot: The Progress and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行政院莫拉民國103年01010301512
逆風重生-莫拉克重建人物誌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行政院莫拉民國103年01010301367
莫拉克災後重建耀動計畫成果專書 耀見希望 舞動未來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陳振川，張民國103年01010301429
莫拉克颱風災後心理(靈)重建挑戰與創新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行政院莫拉民國103年01010301434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五周年成果彙編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行政院莫拉民國103年01010301493
創新 協力: 重建永續家園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行政院莫拉民國103年01010301454

臺灣海水養殖魚介類圖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陳世欽等 民國103年12月
臺灣中部地區歸化植物圖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周富三，廖民國103年11010302498
臺灣常見殼斗科木材圖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李金梅，余民國103年11010302982
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行政院農業民國103年11010303219

Ska Yulung 宜蘭泰雅族百年影像 宜蘭縣史館 廖英杰 民國103年11010302529
異鄉又見故國花: 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 宜蘭縣史館 吳永華, 陳偉民國103年11月
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 宜蘭縣史館 莊振榮,莊芳民國103年11010303067
中華民國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法務部司法民國103年11010302195
聲明異議決定書選輯（第十三輯）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法務部行政民國103年9月
2014金門當代藝術家.Ⅱ 金門縣文化局 吳奕正等 民國103年14510303182
2014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金門縣文化局 陳益源 民國103年11010302740
日據時期金門鴉片種植暨其它相關史料調查研究結案金門縣文化局 林正珍編著民國103年11010302647
日據時期金門鴉片檔案譯註暨相關調查研究 金門縣文化局 林正珍編著民國103年11010302942

金門文化遺產主題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 金門縣文化局 郭旃等撰稿民國103年11月
金門城邱家文書 金門縣文化局 唐蕙韻 民國103年11010302351



金門海神信仰醮慶暨糊紙工藝調查實錄 金門縣文化局 葉鈞培、許民國103年11010302400

島噫詩釋譯 金門縣文化局 (明)盧若騰原民國103年12月
另一面詩集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岩上 民國103年11010301834
2014六堆客家研討會論文集-歷史、文化與常民生活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劉立敏，涂民國103年11010302769

屏東魯凱族女性手紋研究 屏東縣政府 柯玉卿 民國103年12月
屏東縣志-人類分群與聚落村莊的發展 屏東縣政府 陳秋坤 民國103年11010301932
屏東縣志-人類與聚落村莊的發展 屏東縣政府 陳秋坤 民國103年11010301949
屏東縣志-文化形態與展演藝術 屏東縣政府 李藹政、陳民國103年11010301935
屏東縣志-民間信仰 屏東縣政府 戴文鋒 民國103年11010301936
屏東縣志-生態與環境變遷 屏東縣政府 丁澈士 民國103年11010301937
屏東縣志-社會形態與社會構成 屏東縣政府 周芬姿 民國103年11010301938
屏東縣志-原住民族 屏東縣政府 台邦.撤沙勒民國103年11010301941
屏東縣志-緒論篇【下冊】地方知識建構史 屏東縣政府 陳其南 民國103年11010301947
屏東縣志-緒論篇【上冊】地方知識建構史 屏東縣政府 陳其南 民國103年11010301962

客家丑: 張有財的戲曲人生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蘇秀婷撰文民國103年12月
2014苗栗縣文學集－客家妹仔个心腹聲 苗栗縣政府 梁純綉 民國103年11010302076
客家文化事典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甘必通總編民國103年11010302723
山海尋跡：臺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 原住民族委員會 詹素娟，康民國103年11010301642
102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世新大學 民國103年11010302816

再見臺灣原生魚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鍾宸瑞 民國103年11月
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陳景通等受民國103年11010301990
泰雅史詩聲聲不息－林明福的口述傳統與口唱史詩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吳榮順 民國103年11010302509
臺灣兵戰爭地圖(1930s-1960s)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關懷民國103年13110303207

羅漢門迎佛祖: 內門人文.百年傳承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林義安, 吳建民國103年11月
高雄古地圖及歷史地圖集成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黃清琦 民國103年11010302885

回望二十世紀的美濃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林芷琪等 民國103年11月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中美協防（三國史館 吳淑鳳，薛民國103年11010302055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臺海危機（一國史館 周琇環 ，陳民國103年11010302053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臺海危機（二國史館 張世瑛、蕭民國103年11010302081
戰後中國憲政之路：以行憲前後的黨派協商為中心的國史館 邱炳翰 民國103年7月

轉型關鍵: 嚴家淦先生與臺灣經濟發展 國史館 吳淑鳳, 陳中民國103年11月
霧峰林家文書：棟軍相關收支單 國史館 何鳳嬌、林民國103年11010302396
余光中人文講座─李安專輯 國立中山大學 黃心雅、鄭民國103年11010302608
陳忠藏-捐贈宜蘭大學典藏作品集 國立宜蘭大學 陳忠藏 民國103年11010301923
夾縫中的美麗與哀愁─原住民婦女的生命歷程與回響國立東華大學 洪仲志 民國103年11010302766
社會工作專業與泰雅族文化之衝擊與統整 國立東華大學 陳文華 民國103年11010303076
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及遷移適應 國立東華大學 高德義,楊政民國103年11010303087
社會科學學報 國立空中大學 社會科學學民國103年14610302967
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國立清華大學 黃一農 民國103年11010302142
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國立清華大學 林淑蓉，陳民國103年11010302225
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李麗日主編民國103年12010301779
臺灣當代劇場的評論與詮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于善祿 民國103年11010302612
藝至傳世 神雕顯輝   2014年工藝成就獎得獎者施至輝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國立臺灣工民國103年14510303031
2013臺灣文學年鑑 國立臺灣文學館 李瑞騰總編民國103年11010302578
全臺詩.第31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166



全臺詩.第32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167
全臺詩.第33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168
全臺詩.第34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169
全臺詩.第35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171
固園文學史暨石暘睢庋藏史料圖錄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吳毓琪, 黃天民國103年11010302446
島嶼敘事：臺灣唸歌 第一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周定邦策畫民國103年11010301980
島嶼敘事：臺灣唸歌 第二冊 國立臺灣文學館 周定邦策畫民國103年11010301982
臺灣文學史小事典 國立臺灣文學館 彭瑞金等 民國103年11010302355
臺灣古典詩選注. 4, 戰爭與災異 國立臺灣文學館 余美玲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018
臺灣英雄傳：決戰噍吧哖 國立臺灣文學館 周定邦策畫民國103年11010301984
臺灣風雅：臺灣褒歌 國立臺灣文學館 周定邦策畫民國103年11010301983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王昶雄 國立臺灣文學館 許俊雅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2585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吳新榮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2583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吳魯芹 國立臺灣文學館 須文蔚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61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巫永福 國立臺灣文學館 許俊雅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258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張深切 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芳明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56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郭水潭 國立臺灣文學館 林淇瀁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59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陳紀瀅 國立臺灣文學館 應鳳凰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60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鹿橋 國立臺灣文學館 張恆豪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62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無名氏 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信元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2586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謝冰瑩 國立臺灣文學館 周芬伶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57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鍾梅音 國立臺灣文學館 王鈺婷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64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羅蘭 國立臺灣文學館 張瑞芬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3063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蘇雪林 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昌明編選民國103年11010302581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劉吶鷗 國立臺灣文學館 康來新，許民國103年11010302582
「台灣報到──2014台灣美術雙年展」藝術論壇論文集國立臺灣美術館 張正霖，莊民國103年11010302690
103年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    采風．神韻．國立臺灣美術館 潘  襎 民國103年11010301857
103年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    雄健．醇美．國立臺灣美術館 鄭芳和 民國103年11010301853
103年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    愛鄉．戀土．國立臺灣美術館 曾長生 民國103年11010301858
103年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    線條．行走．國立臺灣美術館 蕭瓊瑞 民國103年11010301856
103年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    優美．豪壯．國立臺灣美術館 賴明珠 民國103年11010301855
103年家庭美術館／美術家傳記叢書   宇宙．力量．蕭國立臺灣美術館 張曉筠 民國103年11010301859
台灣美術家「刺客列傳」1971～1980-六年級生 國立臺灣美術館 黃舒屏 民國103年11010302803
第27屆梁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民國103年11010302651

逆.滲.透: 臺灣彩墨創作的跨界論文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華建強等 民國103年11月
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臺灣木乃伊「柯象」傳奇 國立臺灣博物館 李子寧，范民國103年11010303124
島嶼‧地動‧重生：921地震十五周年特展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A謝仕淵、江民國103年11010302714
日本殖民主義下的臺灣美術. 1895-1945 國立歷史博物館 謝世英 民國103年12月
歷代山水畫積墨評析 國立歷史博物館 黃璧珍著，民國103年11010302596
女性與軍隊 國防大學 周海娟，羅民國103年11010302688
當代軍事思想 國防大學 李亞明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2302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2年 國家教育研究院 張鈿富總編民國103年12月
戰地憶往 馬祖口述歷史 連江縣政府 陳治龍, 李詩民國103年11月
102年性別勞動統計 勞動部 勞動部 民國103年09789860422
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 勞動部 勞動部 民國103年11010303152
清法戰爭滬尾戰役130周年研討會成果集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新北市政府民國103年11010302706



張茂森螺鈿薪傳展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竹市文化民國103年11010302345
新北文化風貌: 改變看的見,從臺北縣到新北市的第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林寬裕總編民國103年11月
新北市口述歷史影像紀錄─文史類─口述歷史話新莊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太乙媒體事民國103年14510302164
笑看江湖 2009-2013詩選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黃卓權 民國103年11010302896
經濟部工業局102年度專案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 經濟部工業局 游振偉主任民國103年9月
中華民國國際貿易發展概況(2014-201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濟部國際民國103年11010302334
專利法逐條釋義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經濟部智慧民國103年9月
永遠的許世賢:一位具人道及世界觀的女性民主先驅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蔡淑娟 民國103年11010303074
女姓先驅-許世賢博士紀念館專輯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侯嘉政總編民國103年11010302111
臺北研究文獻資料目錄：歷史文化篇(1993-2013)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蕭明治執行民國103年11010302298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七‧教育志  教育行政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王俊斌 民國103年14310302293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七‧教育志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許健將 民國103年14310302294
續修臺北市志  卷九‧人物志  社會與文化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范燕秋 民國103年14310302304
續修臺北市志  卷九‧人物志  政治與經濟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陳翠蓮 民國103年14310302303
續修臺北市志  卷二‧土地志  名勝與古蹟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周國屏、連民國103年14310302292
續修臺北市志  卷二‧土地志  城市發展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羅啟宏、林民國103年14310302290
儒學研究論叢第六輯 臺北市立大學 吳肇嘉主編民國103年11010303106
凝眸歲月: 臺北建城130週年攝影特展專輯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莊靈總編輯民國103年11010302556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專冊Ⅲ:臺灣紀行 臺北市立美術館 林育淳，王民國103年11010301644
臺北市教育年鑑：民國101-102年(2012~201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教育民國103年11010302637

臺灣當代劇場的評論與詮釋 臺北藝術大學 于善祿 民國103年12月
老城舊日子: 臺南舊城裡的溪畔記憶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王浩一等 民國103年11月
2014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王明理、陳民國103年11010303080
澎湖縣縣定古蹟馬公大山堡壘砲臺調查研究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楊仁江建築民國103年11010302310
中華民國102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 民國103年11010302632
中華民國衛生福利年報 衛生福利部 石崇良 民國103年12010302163
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 民國103年110103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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