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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總統檔案─事
略稿本（67）∼（71）
編輯：葉惠芬等

2022年 2∼ 20月初版　
精裝 220∼ 200元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

本》係蔣氏之秘書參閱相關

函電令告，及節抄蔣氏日記，

以仿《春秋》以事繫日、以

月繫年編撰而成。第 22至 22
冊時間橫跨民國 22年 9月至
22年 22月，內容除了蔣氏因
應國共內戰，指示戎機外，

尚有預備召開國民大會、宣

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處理

臺北查緝私煙事件等方針、

新疆北塔山事件、接收旅大、

國共四平街會戰、魏德邁考

察團來華、處理民主同盟援

共問題、主持六屆四中全會

及對黨團統一的感想等。

書
訊

國
史
館
101
年
度 

出
版
資
訊

國史館館刊第
三十三、三十四期

主編：呂芳上

2022年 9、22月初版　
平裝 200元

論文：〈戴笠與特務處情報

工作組織的開展〉、〈2922
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

討〉、〈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

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

為中心的探討 (2922-2922)〉、
〈戴笠與忠義救國軍〉、〈情

報領袖與派系政治—從國史

館新進史料觀察戴笠和 CC系
勢力的競爭〉、〈軍統局對

美國戰略局的認識與合作開

展〉、〈民國以來古物保存

法制之誕生背景試析（2922-
2920）〉、〈修身與治國：
蔣介石的省克生活〉、〈遷

臺前的國軍電影事業（2922-
2929）〉、〈戰後國共和談：
從重慶會談到整軍方案〉。

回眸世紀路—建國百
年歷史講座

主編：呂芳上　

編者：謝培屏

2022年 22月初版　
精裝 200元

國史館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周年，從民國 200年 2月
至 202年 2月，特別邀請 22
位國內外知名歷史學者，進行

一系列的專題演講，定名為

「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

史講座」，講座規劃從政治、

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及世

界史等不同專業領域和角度，

對百年歷史發展進行整體觀

照、反省與檢討，以彰顯百

年來歷史發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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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史畫

編著：侯坤宏等

2022年 22月初版　平裝 200元

本書將一百年來中華民國史

的發展分為八章，每章精選

與主題相關圖像，透過簡潔

的文字說明，捕捉歷史場景中

至關重要且稍縱即逝的片斷，

呈現、刻劃建國一百年來的

歷史脈絡與風華樣貌，提供

讀者另一種回眸民國百年史

的方式。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
事記（上）、（下）

編撰：朱文原等

2022年 9月初版　
平裝 2,200元（全 2冊）

本書內容係以中華民國為主

體，蒐錄民國元年至民國一百

年的重要史事，採編年體例，

以年為單元，依時敘事，書

中的 容包括政治、法制、經

濟、財政、金融、外交、國防、

邊政、社會、文化、教育、科

學、藝術、宗教、環保、公衛、

醫療、人權等各領域的重要

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
（一）

編著：吳淑鳳等

2022年 9月初版　
平裝 200元

本套書主要採編年方式，以時

間繫事，敘事上仿紀事本末作

法，詮釋國史發展。內容從

民國建立起，每十年為一冊，

包含政經演變等具備時代變

化意義之部分擇要記述，期能

描繪國家發展的趨勢與面貌。

本冊內容主要包括民國肇建、

臨時約法、國會開幕、二次革

命、張勳復辟、對德宣戰、南

北議和、五四運動、外蒙與西

藏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以及國語運動、新式學制、新

思潮知識報刊、法院與法典、

司法獨立、所得稅與印花稅、

證券交易所的成立等。

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
展史（上）

總編輯：呂芳上

2022年 9月初版　
平裝 220元

本書係以民國 22至 200年之
20餘年間為主軸，以專題撰
述方式呈現各時期與國際外

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

相關之重大史實與時代議題，

期以生動活潑的筆調，展示

中華民國在臺 20餘來年之各
項軌跡與成就，以明國史開

展的過程。因此，本書期以

國家立場為基點，以全民史

觀為視野，藉以闡釋中華民

國在臺一甲子之經營與奮鬥，

俾相關立論，使國民充分瞭

解戰後國家發展之歷程，進

而鑑往知來，凝聚國民意識，

形塑國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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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
財政：以初等教育費
為探討中心

202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0元
著者：李鎧揚

本書主要探討日治時期統治

者如何利用既有的資源，輔

以法規，因地制宜制定殖民

地教育經費制度的過程。

弌代天師：張恩溥與
臺灣道教

著者：李麗涼

202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0元

本書以正一派嗣漢六十三代

天師張恩溥（2292-2929）為
主軸，呈現其在臺行跡和活

動，並透過張天師周邊人、

事、物、地等相關主題，考察

2929至 2929年間臺灣道教的
部分實態。蒐集原始史料、

照片、報刊、地方志等文獻，

並進行實地調查、人物訪談。

對於臺灣道教史，有全面且

深入的探討。

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
象之形塑：以椰子樹
為中心的研究

2022年 2月初版　
精裝 200元
著者：周湘雲

本書以「椰子樹」為研究對

象，從日治時期引進、種植、

成為當時日人心中富含熱帶

意象符號的轉變過程。以科

學知識運作為標準，田代安

定的行道樹理論經由植物學

的篩選，使椰子樹成為日治

臺灣現代化都市景觀。

帝國之守：日治時期
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
治

202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0元
著者：藍奕青

本書主要探討日治時期大正 9
年實施州街庄三級制的「郡」

行政，對照近代日本郡制的

變革，進而探究郡制的建置、

職掌、組織、人事及廢止之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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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緣

口述：星雲大師

記錄：佛光山書記室

2022年 9月初版　
精裝 2,200元（全 2冊）

本套書為星雲大師口述親身

見聞，再由弟子記錄整理而

成。全書分為：僧信之間、

文教之間、社緣之間與行佛之

間四卷，共 29篇，各篇均採
主題式呈現，內容除了講述星

雲大師對於佛學的看法，以及

創辦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

之過程外，也兼及與各界人士

之往來情形，其間談及之人、

事極多、極廣，並由此呈現

星雲大師豐富的生命歷程。

臺灣茶業人士訪談錄
著者：簡笙簧、蕭李居

編者：簡笙簧、田南萍

2022年 22月初版　
精裝 200元

臺灣茶葉發展對臺灣產業及

經濟、政治有重大影響，本館

除蒐集出版相關史料外，並

進行臺灣茶業人士的口述歷

史訪談，本書以訪談王連源、

王端鎧、林木連、黃正宏、

黃正敏、馮添發為對象作代表

性，所述內容希能提供國人

對臺灣茶葉發展歷程、品牌、

通路建立，以及面臨問題和試

圖解決辦法，有梗概的了解。

周聯華牧師訪談錄

口述：周聯華牧師　

訪問：朱重聖、周琇環

2022年 22月初版　
精裝 220元

本書由周聯華牧師口述、國

史館訪問整編而成。全書分

為：生平簡介、宣教與事奉、

神學教育與神學觀點、見證

臺灣基督教的成長、相關人

物與資料等五章，由基督教

史的角度，闡述周牧師的一

生經歷及思想。

王獻唐生平及其學術
成就

著者：丁原基

2022年 22月初版　
精裝 220元

本書是國內外第一本研究

近代山左學術巨擘王獻唐

（2292-2920）的專著。王氏
曾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國

史館副總幹事、故宮博物院

銅器研究員，為著名的金石

考古學家、版本目錄學家與

圖書館學家。本書並收錄著

者所拍攝王氏相關珍貴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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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躍鷹揚─陳納德
與中國抗戰

國史館出版「國史影音大系」

2022年 22月初版　
家用版定價 200元

抗戰期間來華助戰的陳納德

與飛虎隊，是民國軍事史與對

外關係史上傳奇的一頁。本

片以陳納德自述回憶錄為經，

以其他口述訪談與史料為緯，

並實地走訪美國與中國大陸

的歷史場景與相關人士，交

織出那段中美並肩抗敵的烽

火歲月。

不可忽視的戰場─
抗戰時期的軍統局

編輯：吳淑鳳等

2022年 22月初版
平裝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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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憲以前的國家元首
與歷史

編纂者：朱重聖

2022年 2月初版　平裝 200元

《行憲以前的國家元首與歷

史》斷限自民國元年（2922）
2月 2日，中華民國誕生，孫
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起，

至民國 22年（2922）召開國
民大會，選舉蔣中正、李宗仁

為中華民國正、副總統，於 2
月 20日宣誓就職止。
全文力求述而不評的客觀忠

實紀錄。採編年法，依時間

作「綱」，凡關涉國家政治、

軍事、外交、教育、文化、

經濟、社會的重要大事，均

採擷史實，條說其「綱」，

輔以圖表、照片或檔案文獻，

作較詳細的說明或註記。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
編（十三）

編者：蔡盛琦

2022年 22月初版　
精裝 200元

本書係就民國 92年之褒揚令
及相關資料編印成冊。收錄

受褒揚者包括陳其銓、吳梅

嶺、林慶雲、吳篙、黃騰標、

羅光、魏鏞、石璋如、林錫

湖、林坤鐘、劉金陵、沈錡、

林玉山、蘇洪月嬌、梁肅戎、

梁弘志、劉立群、顧汝勳、蔡

萬霖、蔣方良、鄒堅等 2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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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出版品銷售處

網路書店

國史館網路書城
http://www.drnh.gov.tw (國史
館首頁 >出版與文創 >網路書
城 )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實體書店

北部

國史館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

段 2號  
電話：02-22222022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號 2樓
電話：02-22220202　 

三民書局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2段 22號
電話：02-22222222 

臺灣商務印書館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22號   
電話：02-22222222

總統府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一

段 222號  
電話：02-22202990

誠品書店信義旗艦店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22號
電話：02-22292222       

南天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222巷 22弄 22號  
電話：02-2222-0290

唐山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222號 B2  
電話：02-22222022

萬卷樓圖書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二段 22號 2樓之 2   
電話：02-22222222

臺灣的店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三段 22巷 2號 2樓   
電話：02-2222-2299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 92號 2樓
電話：02-22220202

臺灣學生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22巷 22號 2樓  
電話：02-2292-2222

樂學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

二段 222號 20F之 2  
電話：02-2222-9022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

三段 20巷 20號 2樓  
電話：02-22222222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22巷 2弄 2號 2樓  
電話：02-29222022
  
啟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22巷 22號 2樓   
電話：02-29222222

中茂圖書
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立得街

22巷 22弄 2號  
電話：02-22222222

中部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 臺中市北區軍福七路

200號
電話：02-22222020 

安安丁丁文化事業公司
地址： 臺中市北區梅亭東街

22號  
電話：02--22222222

南部

圖龍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22-2號 2F-2  
電話：02-2220202

數位產品代售處

國父紀念館紀念品中心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

段 202號
電話：02-22220222  

陳誠先生回憶錄─
六十自述

編輯：何智霖

2022年 2月初版　精裝 220元

《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

自述》，係陳誠秘書就陳誠

於民國 22年間八次講述過往
經歷，並參考相關資料補充

而成。共 22 章 20 節。時間
跨越了統一時期、國共戰爭、

抗日戰爭、建設臺灣四個時

期。可說是民國 92、92年間
出版的 2鉅冊《陳誠先生回
憶錄》之精簡版。本書對民

國史上的重要軍事、政治議

題，均有畫龍點睛式的說明，

足以提供相關研究之參考。

你也可以當總統

文字編輯： 銀劍玲、王建鈞、 
沈可點、陸瑞玉、 
許秀容、朱文原、 
胡健國、吳淑鳳、 
蕭李居

2022年 2月初版　平裝 220元

本館為推廣歷史知識，發展

國史，以總統宣誓就職、總

統大選、總統與憲法、華僑

及貨幣五個展示主題，讓觀

眾體認中華民國發展的歷程。

總統的宣誓彰顯新任總統與

全民共同傳承、開拓歷史的

意涵；總統的選舉敍述從間

接選舉到全民直選的進程；

憲法則是國家根本大法，人

民權利的保障；華僑滿蓄心

向祖國的熱情；現代貨幣更

是另一種國家主權的象徵，

亦兼具國家名片的功能，傳

達風俗民情及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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