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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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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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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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官學院 1050105
第1頁， 共2頁

1050005024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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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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
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語言學
研究所、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花蓮
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縣文化局、金門縣政府、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屏東縣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
國父紀念館、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防大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雲林縣政府
文化處、新竹市文化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醫學大學、臺南市政
府、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副本：國際合作組 2016-01-05
1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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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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理忠文稿; 黃石虎翻譯2015-11-00978-986-04-6441-2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2015-10-009789860460346
高雄市立美術館
洪金禪 / 吳慧芳 編
洪瑞鍇等編輯; 葉妮娜主2015-11-00978-986-04-6601-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國史館
陳鴻獻
2015-11-009789860460827
2015-12-00978-986-04-7270-7
國史館
陳昱齊作
2015-12-009789860463484
國史館
楊善堯
2015-11-00978-986-04-6310-1
國史館
丁仁傑著
國史館
呂芳上
2015-12-00978986046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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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芳上
國史館
曾獻緯
2015-11-009789860457421
國史館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 2015-12-009789860470444
2015-10-009789860460742
國史館
呂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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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00978986045717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孫弘鑫
2015-08-009789860457186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孫建中
2015-10-00978986046054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許錫慶
2015-10-00978986046057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溫國良
2015-10-00978986046058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王學新
2015-10-009789860460599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徐國章
2015-10-00978986045983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顏義芳
2015-11-00978-986-04-6927-1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淑貞主編
財團法人蘇雪林教授學 2015-12-00978-986-04-6257-9
國立成功大學
2015-11-00978-986-04-6312-5
楊同慧總編輯
國立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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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00978-986-04-6815-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曲德益總編輯
2015-12-00978-986-04-7606-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鄭德淵撰文
2015-12-00978-986-04-7684-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創所博士班 林青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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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009789860468274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懿琳主編
朱點人等作; 廖振富主編2015-12-00978-986-04-7226-4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施俊州
2015-12-009789860467048
2015-11-00978-986-04-6264-7
余美玲主編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88-0
莫渝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89-7
鄭穎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90-3
陳信元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91-0
單德興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92-7
趙衛民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93-4
顏崑陽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5-12-00978-986-04-6394-1
張素貞編選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防大學
國防大學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2015-12-00978-986-04-6395-8
2015-12-00978-986-04-6396-5
2015-12-00978-986-04-6397-2
2015-12-00
2015-12-00978-986-04-6399-6
渡也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0-9
陳芳明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1-6
葉瓊霞, 葉蓁蓁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2-3
須文蔚編選
2015-12-00978-986-04-6403-0
彭瑞金編選
天晴創意國際有限公司 2015-10-00
胡其瑜等作; 張瓊惠, 梁2015-12-00978-986-5624-08-8
王德威等作; 簡瑛瑛, 廖2015-12-00978-986-5624-05-7
國立臺灣博物館, 帝門藝2015-10-00978-986-04-5774-2
洪致文, 古庭維
2015-12-009789860467055
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4
李乾朗
2015-12-009789860468427
2015-12-00978-986-04-7382-7
吳燕秋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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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 2221-2728
2015-10-009789860461138
張瀛之、林孟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4
2075-7549
2015-11-00978-986-04-6448-1
劉靜敏主編
施慧美, 顏若映總編輯 2015-11-00978-986-04-6798-7
2015-12-00978-986-04-7068-0
賴世上等作
Rober Lyman、Takita K2015-10-00978986046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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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009789860460612
2015-10-00978-986-04-6385-9
陳逸君計畫主持
2015-12-00978-986-04-6881-6
陳百齡作
2015-12-00978-986-04-6839-7
李維修作
吳學明, 陳志豪, 陳凱雯2015-11-00978-986-04-6749-9
2015-11-00978-986-04-6287-6
邱美玲作
2015-11-00978-986-04-6288-3
廖志軒作
顧蕙倩
2015-12-009789860464955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編 2015-12-00978-986-04-6666-9
柯文哲監修; 倪重華, 詹2015-12-00978-986-04-6941-7
2015-12-00978-986-04-6943-1
何思瞇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5-5
陳進金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7-9
陳鴻圖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49-3
江志宏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51-6
李明仁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86-8
徐榮崇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89-9
郭大玄撰稿
2015-12-00978-986-04-6991-2
王文誠撰稿
劉維瑛編選
蕭蕭編選
洪淑苓編選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醫學大學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5-12-00978-986-04-6993-6
2015-12-00978-986-04-6995-0
2015-12-00978-986-04-6999-8
2015-12-00978-986-04-6997-4
2015-12-00978-986-04-7001-7
2015-12-00978-986-04-6953-0
2015-12-00978-986-04-6955-4
2015-12-00978-986-04-6957-8
2015-12-00978-986-04-6959-2
2015-12-00978-986-04-7556-2
李明璁等
2015-12-009789862136461
Tzay-Jinn Chen等[編著2015-11-00978-986-6128-13-4
2015-12-00978-986-04-7055-0
施正鋒總編輯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2015-10-00978-986-04-6376-7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編 2015-10-00978-986-04-6435-1
黃勁連作；周華斌編選 2015-12-00978-986-04-6896-0
2015-12-00978-986-04-7457-2
林培雅編著
2015-10-009789860462289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Shu-Ti Chiou, Michael 2015-12-00978-986-04-6799-4
劉還月
2015-12-009789860467208
劉還月
2015-12-00978986046721
張峻嘉撰稿
陳信木撰稿
黃季平撰稿
戴寶村撰稿
林修澈, 李台元撰稿
吳學明, 陳志豪撰稿
趙黃任, 鄭玄恭撰稿
鄭政誠撰稿
李力庸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