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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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如清單)，以利進行文化外交及提高臺灣國際能見度，

敬請查照。

說明：

一、本館依據新修訂之「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文化部文版

字1023036657號函訂定)第八條，辦理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

國際交換業務，並遵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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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個國家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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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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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ry of George Leslie Mackay, 1871-1901
居延漢簡 第二冊

臺灣史前史專論
亞太研究論壇 no.51-54(只需一份)

中外宗教與文學裏的他界書寫

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 1898-1948

從民權到威權: 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

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

二二八事件期間上海、南京、臺灣報紙資料選輯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4年度
語言暨語言學 vol.11-12(只需一份)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2015
103年公共藝術年鑑 Public Art in Taiwan Annual 201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年報. 2014

眷村的空間與記憶

藝陣傳神: 臺灣傳統民俗藝陣文化資產

阿里山文學誌
藤田村  阿里山百年林業起始點

臺灣國際茶文化創意與科技論壇論文集. 2015

宜山宜海 宜蘭雙重奏
蘭陽戲劇叢書19「薪繫歌仔‧藝傳蘭陽~廖瓊枝」
中華民國一0三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4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葉日松文學作品研討會: 纏綿依戀的鄉土情懷

歷史島嶼的未來: 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日據時期金門史料調查研究: 烈日顯影: 1937-1945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

日據時期金門史料調查研究: 烈日顯影: 1937-1945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成果報告書

注壽誕生金門「進桶盤」儀式研究

金門中秋搏狀元餅調查研究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 「閩南文化的流動」論文集
103年金門縣物價統計年報

金門縣社會指標統計. 中華民國103年

岩上作品論述. 第一集

岩上作品論述. 第二集
杵音絲竹交響下的部落記憶: 布農族傳統樂器製作與演奏紀實

逐鹿水沙連: 南投縣邵族口傳文學集

詩的特性: 岩上現代詩評論集

綠意: 岩上散文集

屏東魯凱族女性手紋研究
滿州民謠舵手-鍾明昆傳記

鍾理和.鍾浩東昆仲百歲紀念學術研討會專輯

平埔族聚落現況調查計畫報告書

南島民族國際會議「空間治理與文化資產」會議實錄. 2015年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103學年度
烽火回聲 :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加禮宛事件



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性別文化專輯

泰雅詩集Squliq Atayal
與時代共舞—《藝術家》40年×台灣當代美術

南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果彙編. 2015
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

中華民國政府對海外臺灣獨立運動之因應: 以美國為中心. 1956-1972
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醫

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論文集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1)：和與戰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2)：戰時政治與外交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3)：戰爭中的人與社會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4)：戰後變局與戰爭記憶

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體系為中心（1945-1965）
霧峰林家文書集：田業租谷

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

文化研究尖兵: 陳運棟校長訪談錄

臺灣總督府事典

台灣全志 卷六：國防志軍事後勤與裝備篇

台灣全志 卷六：國防志軍事教育與訓練篇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8）教育系列3 日據時期初等教育史料選編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9）宗教系列4  日據時期臺灣舊有寺廟史料選編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0）武裝抗日系列1   日據時期北部抗日史料選編1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1）律令系列4  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明治36-37）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2）專賣系列4  日據時期臺灣燐寸史料選編 

歌哭紅塵間: 張夢機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蘇雪林及其同代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孫中山與于右任: 革命.書學藝術
國立嘉義大學2015年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大學路151號：文學三角湧

啟視錄: 臺灣錄像藝術創世紀

臺灣現代國樂之萌芽

亞洲藝術學術論壇. 2015
2014臺灣文學年鑑
台語作家著作目錄

全臺詩.第36-40冊

時代見證與文化關照: 莊垂勝、林莊生父子收藏書信選

臺語文學發展年表

臺灣古典詩選注. 5, 歲時與風土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5, 詹冰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6, 高陽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7, 子敏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8, 齊邦媛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9, 趙滋蕃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0, 蕭白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1, 彭歌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2, 杜潘芳格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3, 錦連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4, 蓉子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5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6, 張默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7, 於梨華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8, 葉笛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79, 葉維廉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0, 東方白
現代婦女新生的領航人：謝冰瑩教授特展暨學術研討會

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跨國華人書寫.文化藝術再現: 施叔青研究論文集

123到臺灣: let's explore Taiwan
百年輪轉.臺灣鐵道

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 vol.67 no.1-3(只需一份)

解構: 李乾朗手繪臺博建築

臺灣女人記事

臺灣歷史地圖
歷史臺灣 no.1-8

舊邦維新：19世紀臺灣社會特展 
觀 臺灣 no.21-23(只需一份)

筆墨丹青: 陳丹誠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藝術教育60年論文集

傳承與蛻變: 國軍政治作戰歷史與傳承
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時空.旅行: 探尋國家寶藏
曙光黎明─臺灣光復檔案專題選輯

吹動稻浪的風: 雲林縣人權研討會及相關文獻彙編

石碑背後的家族史: 新竹近代社會家族研究

從素封家到社會菁英: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士紳的社會角色變遷. 1895-1937

六家林氏古文書

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 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

熟番客家化之研究: 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
白萩詩領空

臺中文學地圖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一, 大事紀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三, 政事志. 戶政警消與役政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三, 政事志. 地政與都市計畫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三, 政事志. 自治與選舉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三, 政事志. 政黨與社團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三, 政事志. 衛生與環保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五, 交通志. 捷運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五, 交通志. 郵政與電信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五, 交通志. 鐵公路與航運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五, 交通志. 觀光與旅遊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六, 社會志. 人口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六, 社會志. 宗教與禮俗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六, 社會志. 社會發展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六, 社會志. 族群與婦女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四, 經濟志. 科技園區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四, 經濟志. 財稅與主計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四, 經濟志. 商業與金融篇

續修臺北市志. 卷四, 經濟志. 農業與工業篇

續修臺北市志全集
時代迴音—記憶中的台灣流行音樂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learned from taiwan

西拉雅平埔原住民族身分

臺南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

臺南市統計年報. 中華民國103年

抱著咱的夢: 黃勁連文學選

臺南市故事集
交陪藝術誌

Health inequalities in Taiwan
琅嶠十八社與斯卡羅族
幾番風雲染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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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六堆文化傳播社主編 2015-12-00978-986-04-7536-4

原住民族委員會 林清財計畫主持 2015-12-00978-986-03-4196-6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12-00978-986-04-7201-1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著 2015-12-00978-986-04-7071-0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12-009789860468502



原住民族委員會 杜奉賢，張碧如 2015-12-009789860401196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高理忠文稿; 黃石虎翻譯2015-11-00978-986-04-6441-2

高雄市立美術館 洪金禪 / 吳慧芳 編 2015-10-009789860460346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洪瑞鍇等編輯; 葉妮娜主2015-11-00978-986-04-6601-0

國史館 陳鴻獻 2015-11-009789860460827

國史館 陳昱齊作 2015-12-00978-986-04-7270-7

國史館 楊善堯 2015-12-009789860463484

國史館 丁仁傑著 2015-11-00978-986-04-6310-1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2-009789860468403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2-009789860465655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2-009789860465662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2-009789860465679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2-009789860465686
國史館 曾獻緯 2015-11-009789860457421
國史館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2015-12-009789860470444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0-00978986046074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陳運棟口述; 劉澤民, 江2015-12-00978-986-04-7148-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陳文添 2015-12-00978986047272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孫弘鑫 2015-08-00978986045717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孫建中 2015-08-009789860457186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許錫慶 2015-10-00978986046054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溫國良 2015-10-00978986046057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王學新 2015-10-00978986046058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徐國章 2015-10-00978986046059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顏義芳 2015-10-009789860459838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淑貞主編 2015-11-00978-986-04-6927-1

國立成功大學 財團法人蘇雪林教授學2015-12-00978-986-04-6257-9

國立國父紀念館 楊同慧總編輯 2015-11-00978-986-04-6312-5

國立嘉義大學 陳美玲等作，林玉霞主2015-10-009789860458206
國立臺北大學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2015-10-009789860459258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曲德益總編輯 2015-12-00978-986-04-6815-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鄭德淵撰文 2015-12-00978-986-04-7606-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創所博士班林青萱編輯 2015-12-00978-986-04-7684-2
國立臺灣文學館 李瑞騰總編輯 2015-12-009789860475258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俊州 2015-12-009789860467031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 2015-11-009789860468274

國立臺灣文學館 朱點人等作; 廖振富主編2015-12-00978-986-04-7226-4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俊州 2015-12-009789860467048
國立臺灣文學館 余美玲主編 2015-11-00978-986-04-6264-7

國立臺灣文學館 莫渝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88-0

國立臺灣文學館 鄭穎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89-7

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信元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0-3

國立臺灣文學館 單德興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1-0

國立臺灣文學館 趙衛民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2-7

國立臺灣文學館 顏崑陽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3-4

國立臺灣文學館 張素貞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4-1



國立臺灣文學館 劉維瑛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5-8

國立臺灣文學館 蕭蕭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6-5

國立臺灣文學館 洪淑苓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7-2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

國立臺灣文學館 渡也編選 2015-12-00978-986-04-6399-6

國立臺灣文學館 陳芳明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0-9

國立臺灣文學館 葉瓊霞, 葉蓁蓁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1-6

國立臺灣文學館 須文蔚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2-3

國立臺灣文學館 彭瑞金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天晴創意國際有限公司2015-10-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胡其瑜等作; 張瓊惠, 梁2015-12-00978-986-5624-08-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德威等作; 簡瑛瑛, 廖2015-12-00978-986-5624-05-7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帝門藝2015-10-00978-986-04-5774-2
國立臺灣博物館 洪致文, 古庭維 2015-12-009789860467055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4
國立臺灣博物館 李乾朗 2015-12-00978986046842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吳燕秋等著 2015-12-00978-986-04-7382-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黃驗撰文; 黃清琦, 邱意2015-12-00978-986-04-7522-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0-2014 2221-2728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張瀛之、林孟欣 2015-10-009789860461138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4 2075-754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劉靜敏主編 2015-11-00978-986-04-6448-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施慧美, 顏若映總編輯 2015-11-00978-986-04-6798-7

國防大學 賴世上等作 2015-12-00978-986-04-7068-0

國防大學 Rober Lyman、Takita K2015-10-009789860462173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馬有成等撰文; 國家發展2015-12-00978-986-04-7145-8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2015-10-009789860460612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陳逸君計畫主持 2015-10-00978-986-04-6385-9

新竹市文化局 陳百齡作 2015-12-00978-986-04-6881-6

新竹市文化局 李維修作 2015-12-00978-986-04-6839-7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吳學明, 陳志豪, 陳凱雯2015-11-00978-986-04-6749-9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邱美玲作 2015-11-00978-986-04-6287-6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廖志軒作 2015-11-00978-986-04-6288-3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顧蕙倩 2015-12-009789860464955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 2015-12-00978-986-04-6666-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柯文哲監修; 倪重華, 詹2015-12-00978-986-04-6941-7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何思瞇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3-1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陳進金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5-5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陳鴻圖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7-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江志宏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9-3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李明仁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51-6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徐榮崇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86-8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郭大玄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89-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王文誠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91-2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張峻嘉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93-6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陳信木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95-0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黃季平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99-8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戴寶村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97-4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林修澈, 李台元撰稿 2015-12-00978-986-04-7001-7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吳學明, 陳志豪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53-0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趙黃任, 鄭玄恭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55-4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鄭政誠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57-8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李力庸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59-2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2015-12-00978-986-04-7556-2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李明璁等 2015-12-009789862136461
臺北醫學大學 Tzay-Jinn Chen等[編著2015-11-00978-986-6128-13-4

臺南市政府 施正鋒總編輯 2015-12-00978-986-04-7055-0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2015-10-00978-986-04-6376-7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2015-10-00978-986-04-6435-1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黃勁連作；周華斌編選2015-12-00978-986-04-6896-0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林培雅編著 2015-12-00978-986-04-7457-2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5-10-009789860462289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Shu-Ti Chiou, Michael 2015-12-00978-986-04-6799-4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劉還月 2015-12-009789860467208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劉還月 2015-12-00978986046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