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目錄所收錄之書目，係以國史館 2019 年 2 月以前出版、且有

庫存者（包括授權書商獨家銷售之出版品）。 

2. 本目錄編排分為 9 大類，即「史事紀要」、「史料叢書」、「志書．

傳記」、「專著．論文集」、「總統副總統文物」、「清史」、「期刊」、

「展覽圖錄」、「多媒體及其他」。 

3. 如欲查詢本館出版書目簡介（含絕版書），請至本館

網 站 「 出 版 品 目 錄 」， 輸 入 關 鍵 字 即 可 查 詢 。

（https://www.drnh.gov.tw/p/412-1003-169.php?Lang=zh-tw）

亦可親赴本館臺北閱覽室查閱歷年出版品。 

4. 購買本館出版品，如有任何提問與指教，請洽秘書處第三科，洽

詢電話：02-23161067；傳真：02-2370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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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自成立興中會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

為正篇。編纂初期，主持人由黃季陸館長親自擔任，其後由賴暋纂修、蕭良章纂修、簡笙簧纂修先

後主持。凡關係國家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

育等方面之大事，悉依據原始檔案、文獻、公報、公文書，及報章、雜誌、專家著述等，仔細考訂，

按照年時月日之順序，以綱統目，分年彙編。截至民國 97年 12月止，已出版前篇初稿全 11冊；
正篇初稿則自民國元年 1月起，至 73年 12月止，共出版 166冊。兩者合計共 177冊。  

編輯者：王正華、王彥婷、任念祖、呂芳上、李曉、何智霖、李守孔、李雲漢、洪喜美、高明芳、

胡春惠、郭鳳明、高素蘭、徐鰲潤、陳淑銖、梁惠錦、程玉凰、葉忠鉅、葉飛鴻、葉惠芬、黃大受、

黃秀政、張紹午、劉筱齡、蔣永敬、謝培屏、賴暋、蕭良章、謝雄玄、戴華山、簡笙簧。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18 至 15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4 精裝 3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14 至 13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5 精裝 3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12 至 11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7 精裝 5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7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5 精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6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9  精裝 4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5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1  平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4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9  平裝 3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3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2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2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2  精裝 4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1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3  精裝 2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 1 至 6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1  平裝 1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 7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2  精裝 2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 年 7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1  精裝 43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1  精裝 61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2  精裝 4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 年 1 至 6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1  精裝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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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8 年 7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1  精裝 41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9 年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0  精裝 4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10 年 1 至 6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2  精裝 3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18 年 1 至 4 月 賴暋、梁惠錦 1985  平裝 7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18 年 5 至 8 月 賴暋、梁惠錦 1986  精裝 5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19 年 7 至 12 月 賴暋、郭鳳明 1990  精裝 5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0 年 1 至 6 月 賴暋、謝培屏 1986  精裝 68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0 年 7 至 12 月 賴暋、謝培屏 1991  精裝 7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1 年 1 至 6 月 賴暋、洪喜美 1984  精裝 68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1 年 7 至 12 月 賴暋、洪喜美 1987  精裝 6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1 年 7 至 12 月 賴暋、洪喜美 1987  平裝 6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2 年 1 至 6 月 賴暋、郭鳳明 1984  精裝 6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3 年 1 至 6 月 賴暋、王彥婷 1986  精裝 7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4 年 1 至 6 月 賴暋、王彥婷 1987  精裝 4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4 年 1 至 6 月 賴暋、王彥婷 1987  平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4 年 7 至 10 月 賴暋、王彥婷 1990  精裝 5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25 年 1 至 6 月 賴暋、蕭良章 1987  精裝 8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30 年 1 至 6 月 簡笙簧、賴暋、葉忠鉅 1990  精裝 4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31 年 10 至 12 月 蕭良章 1993  精裝 47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37 年 1 至 6 月 蕭良章、趙振績 1993  精裝 5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39 年 10 至 12 月 蕭良章、葉忠鉅 1997  精裝 37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39 年 4 至 6 月 蕭良章、葉忠鉅 1994  平裝 5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2 年 1 至 6 月 賴暋、戴華山 1989  精裝 4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2 年 7 至 12 月 賴暋、戴華山 1989  精裝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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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 賴暋、任念祖 1988  精裝 8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7 至 12 月 賴暋、任念祖 1989  精裝 9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4 年 1 至 6 月 賴暋、李曉 1989  精裝 87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4 年 7 至 12 月 賴暋、李曉 1990  精裝 8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5 年 7 至 12 月 蕭良章、張紹午 1998  平裝 6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6 年 1 至 3 月 賴暋、李曉 1991  精裝 54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6 年 4 至 6 月 賴暋、李曉 1991  精裝 6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6 年 7 至 9 月 蕭良章、李曉 1992  精裝 6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6 年 10 至 12 月 蕭良章、李曉 1992  精裝 6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6 年 10 至 12 月 蕭良章、李曉 1992  平裝 61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7 年 1 至 3 月 賴暋、謝雄玄 1991  精裝 54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7 年 4 至 6 月 賴暋、謝雄玄 1991  精裝 54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7 年 7 至 9 月 蕭良章、謝雄玄 1993  精裝 6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7 年 10 至 12 月 蕭良章、謝雄玄 1993  精裝 7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9 年 1 至 6 月 賴暋、任念祖 1989  精裝 6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9 年 7 至 12 月 賴暋、任念祖 1990  精裝 7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0 年 1 至 4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0  平裝 5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0 年 5 至 8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2  精裝 74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5 年 7 至 12 月 賴暋、任念祖 1991  精裝 7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6 年 1 至 6 月 簡笙簧、徐鰲潤 2000  精裝 77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7 年 1 至 6 月 卓遵宏、劉筱齡 2001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7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劉筱齡 2002  平裝 4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8 年 1 至 6 月 簡笙簧、徐鰲潤 2001  精裝 5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8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陳淑銖、謝培屏 2002  精裝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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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9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高明芳 2002  精裝 5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9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高明芳 2002  精裝 5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59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高明芳 2002  平裝 47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0 年 1 至 6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3  精裝 3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0 年 7 至 9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4  精裝 3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0 年 10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4  精裝 3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1 年 1 至 3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0  平裝 52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1 年 4 至 6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0  平裝 4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1 年 7 至 9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3  精裝 4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1 年 10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3  精裝 44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2 年 7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86  平裝 63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3 年 1 至 6 月 賴暋、高明芳、蕭良章 1988  精裝 5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3 年 7 至 12 月 賴暋、高明芳 1992  精裝 6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4 年 1 至 4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6  精裝 47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4 年 5 至 8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6  平裝 4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4 年 9 至 12 月 史事紀要編輯委員 1976  精裝 39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6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王正華 2003  精裝 5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6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王正華 2003  精裝 6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7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高素蘭 2003  精裝 5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7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梁惠錦、高素蘭 2003  精裝 38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8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 2004  精裝 6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8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 2004  精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9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高明芳 2004  精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69 年 7 至 12 月 郭鳳明、高明芳 2004  精裝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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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0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謝培屏 2005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0 年 7 至 12 月 謝培屏 2006  精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1 年 1 至 6 月 程玉凰 2006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1 年 7 至 12 月 謝培屏、王正華、程玉凰 2006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2 年 1 至 6 月 郭鳳明、葉惠芬 2005  精裝 4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2 年 7 至 12 月 葉惠芬 2006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3 年 1 至 6 月 王正華 2006  精裝 5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73 年 7 至 12 月 程玉凰 2007  精裝 6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第 4 冊上) 

民國 21 年至民國 25 年 
賴暋、陳淑銖 1993 精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第 4 冊下) 

民國 26 年至民國 30 年 
蕭良章、陳淑銖、方永慈 1995 精裝 3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第 6 冊下) 

民國 46 年至民國 50 年 
簡笙簧、高明芳 2001 精裝 40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第 7 冊上) 

民國 51 年至民國 55 年 
郭鳳明、謝培屏 2002 精裝 300 

     

其他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事記(全 2 冊) 
朱文原、周美華、葉惠芬、

高素蘭、陳曼華、李鎧光 
2012 平裝 1,500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一)：元年～十年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 
2012 平裝 300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十一～二十年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 
2013 平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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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三)：二十一年～三十年 
吳淑鳳、薛月順、蕭李居、

吳俊瑩、林本原 
2016 平裝 400 

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下) 呂芳上 2013 平裝 500 

     

貳、史料叢書 
政治軍事外交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 2) 徵校處時政科 1991 精裝 480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 3) 徵校處時政科 1994 精裝 370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 4) 葉飛鴻、林平華、賴淑珠 1998 精裝 380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 5) 葉飛鴻、林平華、賴淑珠 2001 精裝 380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 

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2) 
薛月順 1998 精裝 300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 

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2) 
薛月順 1998 平裝 250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 

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3) 
薛月順 1999  精裝 350 

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 1) 編輯小組 2000  平裝 320 

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 2) 編輯小組 2000  平裝 320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1)從戒嚴到解嚴 薛月順、許瑞浩、曾品滄 2000  精裝 330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2)組黨運動 陳世宏、周琇環 2000  精裝 350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6)國會改造 李福鐘、程玉凰 2002  精裝 450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 9)言論自由(1) 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 2004  精裝 450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11)言論自由(3) 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 2004  精裝 450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12)言論自由(4) 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 2004  精裝 450 

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重新參與篇(上) 林秋敏 2001  平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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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籌設篇 葉惠芬 2001  平裝 350 

臺灣省參議會資料彙編：行政區域規劃 何鳳嬌 2001  精裝 350 

臺灣省參議會資料彙編：行政區域規劃 何鳳嬌 2001  平裝 300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 3) 洪喜美 2001  精裝 300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 3) 洪喜美 2001  平裝 250 

國民政府檔案( 3)：國民政府著作權法令史料 國史館 2002  精裝 32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5) 林秋敏、王峙萍 2002  精裝 40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0) 林秋敏、王峙萍 2002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2) 周琇環、王峙萍 2002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3) 歐素瑛、李文玉 2003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4) 歐素瑛、李文玉 2003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5) 歐素瑛、李文玉 2003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7) 侯坤宏 2008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8) 侯坤宏 2008  精裝 40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9) 林正慧 2017  精裝 43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0) 吳俊瑩 2017  精裝 43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1) 黃翔瑜 2017  精裝 46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2) 歐素瑛 2017  精裝 27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3) 薛月順 2017  精裝 450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4) 何鳳嬌 2017  精裝 350 

二二八事件辭典(含別冊) 侯坤宏 2008  精裝 1,500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 2) 何鳳嬌 2005  精裝 400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 3) 何鳳嬌 2006  精裝 400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 4) 何鳳嬌 2014  精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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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 1)入越交涉 黃翔瑜 2006  精裝 370 

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 2)孤島生活 黃翔瑜 2007  精裝 400 

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 3)運臺編撥 黃翔瑜 2007  精裝 600 

臺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下) 編輯小組 2006  精裝 3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白雅燦案史料彙編 周琇環 2008  精裝 5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 1) 蕭李居 2008  精裝 6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 2) 蕭李居  2008  精裝 4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李武忠案史料彙編 葉惠芬 2008  精裝 6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李荊蓀案史料彙編( 1) 王正華 2008  精裝 5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李荊蓀案史料彙編( 2) 王正華 2008  精裝 5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李媽兜案史料彙編 歐素瑛 2008  精裝 5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沈鎮南案史料彙編( 1) 程玉凰  2008  精裝 4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沈鎮南案史料彙編( 2) 程玉凰  2009  精裝 6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林日高案史料彙編 許芳庭 2008  精裝 4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張化民案史料彙編 蔡盛琦 2008  精裝 5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陳中統案史料彙編 周美華 2008  精裝 6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 1) 何鳳嬌 2008  精裝 5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 2) 何鳯嬌  2008  精裝 5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史料彙編 
許進發 2008  精裝 4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駱神助案史料彙編 高素蘭 2008  精裝 45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簡國賢案史料彙編(全 2 冊) 
歐素瑛、林正慧、黃翔瑜 2014  精裝 90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藍明谷案史料彙編 謝培屏、何鳳嬌 2014  精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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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一）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 
2013  精裝 600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二）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 
2013  精裝 600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嚴家淦與國際經濟合作 
許瑞浩、周琇環、廖文碩 2013  精裝 700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中美協防（三） 
吳淑鳳、薛月順、吳俊瑩 2014  精裝 530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臺海危機（一） 
周琇環、陳中禹 2014  精裝 600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臺海危機（二） 
張世瑛、蕭李居 2014  精裝 600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 

蔣經國手札（民國三十九年—五十二年） 

許瑞浩、周美華、廖文碩、

陳世局 
2015  精裝 700 

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 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 2015  精裝 500 

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 5 林清芬 2003  精裝 400 

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10 葉健青 2005  精裝 400 

郭雨新先生照片暨史料集 郭惠娜、許芳庭、張世瑛 2008  精裝 500 

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 1946 周琇環、蔡盛琦、陳世局 2013  平裝 350 

排華史料彙編：墨西哥(下) 何鳳嬌 1993  精裝 380 

東南亞華僑資料彙編( 2) 何鳳嬌 2003  精裝 350 

戰後遣返華僑史料彙編( 1)緬甸篇 謝培屏 2003  精裝 400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 

(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 
周琇環 2006  精裝 400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 

(民國四十六年至五十三年) 
周琇環 2006  精裝 400 

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 2) 周琇環 2006  精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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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 3) 周琇環 2007  精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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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精裝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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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精裝 350 

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 3) 

南洋．海南島篇 
謝培屏 2007  精裝 350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1)韓僑篇 謝培屏  2008  精裝 450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2)德僑篇 謝培屏  2008  精裝 350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3)德僑篇 謝培屏  2008  精裝 450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4)德僑篇 謝培屏  2009  精裝 450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 5)德僑篇 謝培屏  2010  精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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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精裝 300 

     

經濟財政金融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彙編： 

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建設(下) 
薛月順 1995 精裝 330 

臺灣土地資料彙編：第二輯農地重劃( 1) 何鳳嬌 1997 精裝 320 

臺灣土地資料彙編：第二輯農地重劃( 1) 何鳳嬌 1997 平裝 270 

臺灣土地資料彙編：第二輯農地重劃( 2) 何鳳嬌 1998 精裝 300 

臺灣土地資料彙編：第二輯農地重劃( 2) 何鳳嬌 1998 平裝 250 

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1) 薛月順 2001  精裝 350 

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1) 薛月順 2001  平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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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2) 薛月順 2003  精裝 400 

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 3) 薛月順 2004  精裝 350 

日治時代茶商公會業務成績報告書(1917-1944) 許賢瑤  2008  精裝 500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日產篇( 1) 歐素瑛 2009  精裝 450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日產篇( 2) 歐素瑛 2009  精裝 350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農林篇 歐素瑛 2009  精裝 350 

     

教育文化藝術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九年國民教育資料彙編 何鳳嬌 2000 精裝 350 

九年國民教育資料彙編 何鳳嬌 2000 平裝 300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第一冊： 

留學日本事務( 1) 
林清芬 2001 平裝 270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第二冊： 

留學日本事務( 2) 
林清芬 2003 精裝 320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第三冊： 

留學美國事務( 1) 
林清芬 2003 精裝 320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第四冊： 

留學美國事務( 2) 
林清芬 2004 精裝 320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第五冊： 

留學美國事務( 3) 
林清芬 2007  精裝 320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教育篇( 2) 歐素瑛 2005  精裝 450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教育篇( 3) 歐素瑛 2006  精裝 450 

戰後初期中國各省圖書館史料彙編： 

概況調查篇籌設篇 
蔡盛琦  2009  精裝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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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許常惠音樂史料：樂譜( 1) 梁翠苹 2002  平裝 200 

許常惠音樂史料：樂譜( 2) 梁翠苹 2002  平裝 180 

許常惠音樂史料：樂譜( 3) 梁翠苹 2002  平裝 220 

林維朝詩文集 陳素雲 2006  精裝 700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 黃英哲、許時嘉 2007  精裝 550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下) 黃英哲、許時嘉 2007  精裝 350 

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 林正慧、曾品滄 2008  精裝 600 

蔣渭水先生全集(復刻‧別冊) 蔣朝根 2014  平裝 800 

霧峰林家文書集：棟軍相關收支單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 2014  精裝 1,600 

霧峰林家文書集：棟軍等相關信函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 2014  精裝 1,600 

霧峰林家文書集：田業租谷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 2015  精裝 1,500 

霧峰林家文書集：閩臺相關信函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 2016  精裝 1,200 

     

社會環保警政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警政史料( 5)復員時期 賴淑卿 1993 精裝 370 

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組織法令( 1) 朱文原 2003 精裝 350 

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組織法令( 2) 朱文原 2004 精裝 350 

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組織法令( 4) 朱文原 2006 精裝 560 

台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 2) 施信民 2007 精裝 800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全 2 冊) 夷將．拔路兒 2008  精裝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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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精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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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志書．傳記 
志書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臺灣省議會會史 
歐素瑛、陳中禹、黃翔瑜、

謝嘉梁、王順節、李巧雯 
2011  平裝 335 

     

褒揚令集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1) 國史館 1991  精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2) 國史館 1992  精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3) 國史館 1995  精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4) 國史館 1996  精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4) 國史館 1996  平裝 3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5) 國史館 1997  精裝 38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5) 國史館 1997  平裝 33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6) 國史館 2000  精裝 4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6) 國史館 2000  平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7) 胡健國、蔡盛琦 2002  精裝 4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7) 胡健國、蔡盛琦 2002  平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8) 胡健國、蔡盛琦 2003  精裝 4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 9) 胡健國、蔡盛琦 2004  精裝 3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0) 胡健國 2006  精裝 55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1) 胡健國、賴淑卿 2008  精裝 6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2) 胡健國 2010  精裝 6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3) 蔡盛琦 2012  精裝 60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4) 蔡盛琦、陳世局 2013  精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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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5) 陳世局 2016  精裝 470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6) 陳世局 2016  精裝 500 

     

年譜年表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印順法師年譜 侯坤宏 2008  精裝 300 

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 胡健國 2004  精裝 700 

中華民國重要史事簡表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0  平裝 80 

     

口述歷史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韋永寧先生訪談錄 劉鳳翰、王正華、程玉凰 1994  精裝 350 

林衡道先生訪談錄 

購書請洽黎明文化 02-23116829 
卓遵宏、林秋敏 1996  精裝 450 

劉脩如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陳進金 1996  精裝 350 

薛人仰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歐素瑛 1996  平裝 320 

劉達人先生訪談錄 何智霖、蔡慧瑛 1997  精裝 400 

徐亨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林秋敏 1998  精裝 310 

陳寶川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歐素瑛 1999  平裝 320 

陳梅生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陳進金 2000  精裝 550 

陳梅生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陳進金 2000  平裝 500 

趙自齊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吳淑鳳 2000  平裝 500 

鄭玉麗女士訪談錄 遲景德、林秋敏 2000  精裝 320 

鄭玉麗女士訪談錄 遲景德、林秋敏 2000  平裝 270 

洪樵榕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歐素瑛 2001  精裝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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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洪樵榕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歐素瑛 2001  平裝 500 

顧紹昌先生訪談錄 潘光哲、劉季倫、孫善豪 2002  精裝 180 

一九六０年代的獨立運動： 

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訪談錄 
曾品滄 2004  精裝 300 

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增訂本) 卓遵宏、候坤宏 2006  精裝 250 

成一法師訪談錄 

購書請洽三民書局 02-23617511 
卓遵宏、候坤宏 2006  精裝 25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1 觀光教育： 

黃溪海、李福登訪談錄 

訪談：簡笙簧、歐素瑛、

黃翔瑜；記錄整理：歐素

瑛、黃翔瑜 

2006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2 農業種苗： 

陳文郁、林俊義訪談錄 

簡笙簧、林清芬、張世瑛、

黃翔瑜、林佩欣 
2006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3 農業外交： 

謝順景訪談錄 
歐素瑛 2006  平裝 28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4 水產養殖： 

黃丁郎、林烈堂訪談錄 
薛月順、曾品滄 2006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5 農田水利： 

徐金錫、甘俊二訪談錄 

林清芬、張世瑛、陳中禹、

林佩欣 
2006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6 水產養殖： 

廖一久訪談錄 

訪談：林清芬； 

紀錄整理： 

林清芬、蕭李居 

2008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7 科技產業： 

吳振和訪談錄 
林清芬、張嘉娟 2008  平裝 18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8 自然保育： 

林曜松、徐國士訪談錄 
簡笙簧 2008  平裝 18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9 資訊科技： 

鄭紹良、簡明仁訪談錄 

簡笙簧、林佩欣、何鳳嬌、

張世瑛 
2008  平裝 18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10 畜牧產業： 

洪嘉謨訪談錄 
薛月順、曾品滄 2008  平裝 120 



 

16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11 國際漁業的推手： 

曲銘訪談錄 

訪談：簡笙簧、林秋敏； 

記錄整理：林秋敏 
2010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12 臺灣生技產業的開路先

鋒：蘇遠志訪談錄 

訪談：薛月順、林正慧、

曾品滄；記錄整理：林正

慧、薛月順 

2015  平裝 200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13 臺灣漁業推手： 

闕壯狄訪談錄 
薛月順 2015  平裝 250 

留越軍民訪談錄( 1) 黃翔瑜 2007  精裝 290 

留越軍民訪談錄( 2) 黃翔瑜 2007  精裝 280 

楊青矗與美麗島事件 陳世宏 2007  精裝 350 

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 張炎憲、陳美蓉、尤美琪 2008  精裝 650 

100 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 張炎憲、陳鳳華 2008  精裝 250 

民主崛起：1980 年代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 1) 
主編：張炎憲； 

蔡盛琦執行編輯 
2008  精裝 320 

民主崛起：1980 年代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 2) 
主編：張炎憲； 

執行編輯：薛月順 
2008  精裝 320 

菩妙老和尚訪談錄 
會忍法師、卓遵宏、侯坤

宏 
2008  精裝 250 

如悟法師訪談錄 卓遵宏、侯坤宏 2008  精裝 300 

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陳儀深、許文堂、張文隆 2008  精裝 300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侯坤宏 2009  精裝 300 

圓香居士訪談錄 卓遵宏、侯坤宏 2009  精裝 250 

臺灣經懺佛事縱橫談：源靈法師訪談錄 
購書請洽五南圖書 02-27055066 

訪問：闞正宗、卓遵宏、

侯坤宏；紀錄：闞正宗 
2009  精裝 350 

杏壇衲履：恆清法師訪談錄 
購書請洽五南圖書 02-27055066 

候坤宏 2009  精裝 350 

政府遷臺與臺灣女性修行者： 

十八位「出家人」訪談錄 

訪問：釋見曄；記錄整理： 

釋見曄、釋見甯 
2010  精裝 300 

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增訂版) 卓遵宏、周琇環、林秀華 2010  精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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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 2) 卓遵宏、侯坤宏、闞正宗 2011  精裝  450 

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二版) 陳曼華 2011  平裝 400 

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 

主編：陳立文； 

訪問記錄：歐素瑛、林正

慧、黃翔瑜、許秀孟 

2013  精裝 400 

浮塵掠影：李志夫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侯坤宏 2013  精裝 450 

道海老和尚訪談錄 
法藏法師、卓遵宏、林桶

法、侯坤宏 
2013  精裝 250 

我與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居士訪談錄 
侯坤宏、江燦騰、卓遵宏、

郭麗娟 
2014  精裝 300 

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 張中復 2014  精裝 300 

     

傳記史料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12) 國史館 1994  精裝 3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0) 胡健國、洪溫臨 2000  平裝 30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7) 胡健國、賴淑卿 2004  精裝 3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8) 胡健國、賴淑卿 2005  精裝 3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9) 胡健國、賴淑卿 2006  精裝 40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0) 胡健國、賴淑卿 2006  精裝 3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1) 胡健國、賴淑卿 2007  精裝 4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2) 胡健國、賴淑卿 2008  精裝 45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3) 胡健國、賴淑卿 2009  精裝 47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4) 胡健國、賴淑卿 2009  精裝 47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5) 胡健國、賴淑卿 2010  精裝 47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6) 胡健國、蔡盛琦 2011  平裝  380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7) 蔡盛琦、陳世局 2014  平裝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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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擬傳( 7) 國史館 1998  精裝 330 

國史擬傳( 8) 胡健國、賴淑卿 2000  精裝 330 

國史擬傳( 9) 胡健國、賴淑卿 2000  精裝 330 

國史擬傳( 9) 胡健國、賴淑卿 2000  平裝 280 

國史擬傳(10) 劉筱齡 2001  精裝 350 

國史擬傳(10) 劉筱齡 2001  平裝 300 

國史擬傳(11) 張世瑛 2004  精裝 200 

平凡的我( 1) 黎東方 1998  精裝 300 

平凡的我( 1) 黎東方 1998  平裝 250 

平凡的我( 2) 黎東方 1998  精裝 300 

平凡的我( 2) 黎東方 1998  平裝 250 

董翔飛大法官回憶錄：細數五十年公務生涯 

(再版) 
董翔飛 2012  精裝 490 

艱難奮鬥的歲月：許新枝回憶錄 
撰寫口述：許新枝； 

文字整理：吳秀鶯 
2013  平裝 400 

無盡的感恩：喬寶泰自述 喬寶泰 2014  平裝 380 

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全 2 冊) 余傳韜 2014  精裝 600 

畢生奉獻兩韓關係：林秋山回憶錄 程玉凰 2016  精裝 350 

     

肆、專著．論文集 
專著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共黨史( 3)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蔡國裕 1994  精裝 260 

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1929-1937) 李仕德 1999  平裝 280 

中華民國外交行政史略 劉達人 2000  平裝 300 

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1949-2003) 吳安家 2004  精裝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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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 洪宜嫃 2010  精裝 350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黃麗安 2010  精裝 350 

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1965) 安後暐 2010  精裝 300 

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1972-2004) 海樹兒．犮剌拉菲 2010  精裝 350 

製 造 戰 爭 陰 影 ： 論 滿 洲 國 的 婦 女 動 員

(1932-1945) 
蔡雅祺 2010  精裝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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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精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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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精裝  280 

一九五 0 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 李泰翰 2011  精裝 300 

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1965) 彭琪庭 2011  精裝 150 

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 劉芳瑜 2011  精裝 350 

國 民 革 命 軍 與 近 代 中 國 男 性 氣 概 的 形 塑

(1924-1945) 
王詩穎 2011  精裝 200 

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 年代的農會改組 黃仁姿 2011  精裝 240 

從 Basay 到金雞貂：臺灣原住民社群關係之性

質與變遷 
吳佳芸 2011  精裝 300 

尋覓良伴：近代中國的徵婚廣告(1912-1949) 陳湘涵 2011  精裝  320 

從復員救濟到內戰軍運：戰後中國變局下的民

航空運隊(1946-1949) 
張興民 2013  精裝 260 

中 華 民 國 四 健 會 的 成 立 與 臺 美 青 年 交 流

(1951-1965) 
林杰民 2014  精裝 270 

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 林政佑 2014  精裝 300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

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 年以前) 
王怡茹 2014  精裝 300 

戰後中國憲政之路：以行憲前後的黨派協商為

中心的探討(1946-1948) 
邱炳翰 2014  精裝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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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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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昱齊 2015  精裝 400 

水利秩序之形成與挑戰：以後村圳灌溉區為中

心之考察(1763-1970) 
李進億 2015  精裝 360 

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體系

為中心(1945-1965) 
曾獻緯 2015  精裝 250 

卡那卡那富部落史 陳英杰、周如萍 2016  平裝 540 

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 台邦•撒沙勒 2016  平裝 600 

排灣族 Padain 部落歷史研究 童春發、洪湘雲 2017  平裝 525 

噶瑪蘭新社和立德部落歷史研究 林素珍 2017  平裝 600 

日治時期臺灣「亞洲型霍亂」研究(1895-1945) 

購書請洽政大出版社 02-29393091#80625 
魏嘉弘 2017  平裝 400 

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

營(1862-1947) 

購書請洽政大出版社 02-29393091#80625 

連克 2017  平裝 300 

從大中華到台灣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

認同及期論述轉換 

購書請洽政大出版社 02-29393091#80625 

鄭陸群 2017  平裝 300 

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 

購書請洽政大出版社 02-29393091#80625 
陳昭宏 2017  平裝 380 

布農族郡大社部落歷史研究 海樹兒.犮剌拉菲 2018  平裝 495 

桃園市復興區部落耆老生命史 莊麗華 2018 平裝 400 

拉阿魯哇族部落歷史 林修澈、黃季平、郭基鼎 2018 平裝 1,000 

日 治 時 期 基 隆 築 港 之 政 策 、 推 行 與 開 展

(1895-1945) 

購書請洽秀威資訊，電話：02-25180207 Ext.22 

陳凱雯 2018  平裝 460 

從正統到生存:中華民國對琉球、釣魚臺問題的

因應與東亞冷戰政局 

購書請洽秀威資訊，電話：02-25180207 Ext.22 

任天豪 2018  平裝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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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臺中東勢地區客家伙房空間構成之研究 

購書請洽秀威資訊，電話：02-25180207 Ext.22 
劉懷仁 2018  平裝 400 

     

論文集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6)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6  精裝 100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21)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2000  精裝 300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9  精裝 150 

2001 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 
周琇環 2003  平裝 350 

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 
游慶生、呂智惠、葉健青、

陳世榮 
2004  精裝 600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八屆討論會)： 

台灣 1950-60 年代的歷史省思 
薛月順 2007  精裝 630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九屆討論會)： 

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 
黃翔瑜 2008  精裝 900 

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 
主編：呂芳上 

編者：謝培屏 
2012  平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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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2 冊)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 2013  精裝 900 

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論文集 

丁仁傑、曾慶豹、昶興、

陳方中、張中復、康豹、

侯坤宏、黃運喜 

2015  精裝 420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 呂芳上 2015  精裝 600 

     

書評選輯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17) 國史館 1996  精裝 38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18) 國史館 1997  精裝 40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19) 國史館 1997  精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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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0) 國史館 1998  精裝 40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1) 國史館 1998  精裝 40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2) 國史館 1999  精裝 40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3) 國史館 1999  精裝 40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4) 國史館 2000  精裝 38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5) 國史館 2000  精裝 400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6) 國史館 2001  精裝 300 

     

伍、總統副總統文物 
事略稿本．年譜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民國 16 年 1 月至 8 月(再版) 王正華 2011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2)民國 16 年 9 月至 17 年 3 月(再版) 周美華 2011  精裝 4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3)民國 17 年 4 月至 7 月(再版) 周美華 2011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民國 17 年 8 月至 12 月(再版) 周美華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5)民國 18 年 1 月至 5 月(再版) 吳淑鳳 2011  精裝 4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6)民國 18 年 6 月至 10 月(再版) 吳淑鳳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7)民國 18 年 11 月至 19 年 3 月(再版) 周琇環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8)民國 19 年 4 月至 9 月(再版) 周琇環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9)民國 19 年 10 月至 20 年 1 月(再版) 周琇環 2011  精裝 4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0)民國 20 年 2 月至 4 月(再版) 高素蘭 2011  精裝 4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8)民國 23 年 9 月(下)至 12 月 周美華 2007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0)民國 24 年 3 月至 4 月 高素蘭  2008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1)民國 24 年 5 月至 7 月(上) 高素蘭  2008  精裝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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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2)民國 24 年 7 月(下)至 9 月(上) 周美華  2008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3)民國 24 年 9 月(下)至 10 月 周美華  2008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6)民國 25 年 3 月至 5 月(上) 周琇環  2008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7)民國 25 年 5 月(下)至 7 月 葉健青  2009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8)民國 25 年 8 月至 10 月(上) 高素蘭  2010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9)民國 25 年 10 月(下)至 12 月 高素蘭  2009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0)民國 26 年 1 月至 6 月 王正華  2010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1)民國 27 年 1 月至 6 月 葉健青  2010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2)民國 27 年 7 月至 12 月 蕭李居  2010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3)民國 29 年 1 月至 6 月 蕭李居  2010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4)民國 29 年 7 月至 11 月 薛月順  2010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5)民國 29 年 12 月至 30 年 3 月 蔡盛琦  2010  精裝 6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6)民國 30 年 4 月至 8 月 葉惠芬  2010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民國 30 年 9 月至 12 月 周美華  2010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8)民國 31 年 1 月至 3 月 周美華  2011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9)民國 31 年 4 月至 6 月(上) 周美華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0)民國 31 年 6 月(下)至 8 月(上) 周美華 2011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1)民國 31 年 8 月(下)至 11 月 周美華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2)民國 31 年 12 月至 32 年 3 月(上) 高素蘭  2011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3)民國 32 年 3 月(下)至 6 月 高素蘭 2011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4)民國 32 年 7 月至 9 月 高素蘭 2011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5)民國 32 年 10 月至 12 月 高素蘭 2011  精裝 58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6)民國 33 年 1 月至 4 月 葉惠芬 2011  精裝 63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7)民國 33 年 5 月至 7 月 葉惠芬 2011  精裝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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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8)民國 33 年 8 月至 10 月 葉惠芬 2011  精裝 63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9)民國 33 年 11 月至 34 年 2 月 葉惠芬 2011  精裝 6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0)民國 34 年 3 月至 5 月 王正華 2011  精裝 56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1)民國 34 年 6 月至 7 月 王正華 2011  精裝 58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2)民國 34 年 8 月至 9 月 王正華 2011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3)民國 34 年 10 月至 11 月 蔡盛琦 2012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4)民國 34 年 12 月至 35 年 2 月 葉健青 2012  精裝 57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5)民國 35 年 3 月至 5 月 葉健青 2012  精裝 53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6)民國 35 年 6 月至 8 月 葉健青 2012  精裝 53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7)民國 35 年 9 月至 11 月 葉惠芬 2012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8)民國 35 年 12 月至 36 年 2 月 高素蘭 2012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69)民國 36 年 3 月至 5 月 高素蘭 2012  精裝 52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0)民國 36 年 6 月至 8 月 周美華 2012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1)民國 36 年 9 月至 12 月 周美華 2012  精裝 6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2)民國 37 年 1 月至 2 月(上) 程玉凰 2013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3)民國 37 年 2 月(下)至 3 月 葉惠芬 2013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4)民國 37 年 4 月至 5 月 葉惠芬 2013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5)民國 37 年 6 月至 7 月 高素蘭 2013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6)民國 37 年 8 月至 9 月 高素蘭 2013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7)民國 37 年 10 月至 11 月 林秋敏 2013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8)民國 37 年 12 月至 38 年 1 月 林秋敏 2013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9)民國 38 年 2 月至 4 月 周美華 2013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0)民國 38 年 5 月至 7 月(上) 周美華 2013  精裝 55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1)民國 38 年 7 月(下)至 9 月 葉健青 2013  精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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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2)民國 38 年 10 月至 12 月 葉健青 2013  精裝 5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0 補編  民國 26 年 7 月至 12 月 張世瑛 2015  精裝 700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2 補編  民國 28 年 1 月至 6 月 張世瑛 2015  精裝 700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七至十二冊 呂芳上 2015  精裝 4,000 

全集．回憶錄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謝東閔先生全集( 1) 胡健國、賴淑卿 2004  精裝 350 

謝東閔先生全集( 2) 胡健國、賴淑卿 2005  精裝 350 

謝東閔先生全集( 3) 胡健國、賴淑卿 2005  精裝 350 

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 

購書請洽允晨文化 02-25072606 

原著及口述：李登輝；編

輯：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

史小組 

2004  精裝 400 

李登輝總統訪談錄 

購書請洽允晨文化 02-25072606 
張炎憲 2008  精裝 1,500 

     

檔案史料．照片集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議記錄(全 2 冊) 
葉惠芬 2007  精裝 1,100 

陳誠從政史料選輯：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 1) 
葉惠芬 2009  精裝 600 

陳誠從政史料選輯：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 2) 
葉惠芬 2009  精裝 600 

陳誠從政史料選輯：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 3) 
葉惠芬 2009  精裝 400 

贛南與淞滬劄記(全 2 冊) 何智霖 2009  精裝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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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 

(籌筆至特交檔案)(全 12 冊) 
編輯委員會 2017  精裝 8,000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中正 

(特交檔案至特交文電)(全 4 冊） 
編輯委員會 2018  精裝 11,000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嚴家淦 

(全 2 冊) 
編輯委員會 2018  精裝 3,450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蔣經國 

(全 2 冊) 
編輯委員會 2018  精裝 5,000 

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購書請洽允晨文化 02-25072606 
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 2005  精裝 3,000 

 

手稿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陳誠先生日記(全 3 冊)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 2015  精裝 2,000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全 2 冊) 陳誠 2006  精裝 1,000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全 2 冊) 何智霖 2009  精裝 800 

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全 2 冊) 周美華、蕭李居 2009  精裝 1,000 

 

陸、清史 
清史稿校註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清史稿校註(全 16 冊) 

購書請洽臺灣商務印書館 02-23116118 
清史組 1986  精裝 18,000 

 

柒、期刊 
國史館學術集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學術集刊( 1) 胡健國、侯坤宏 2001  平裝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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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學術集刊( 2) 許伸弘、吳明時 2002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3) 簡笙簧、林秋敏、吳明時 2003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4) 簡笙簧、林秋敏、吳明時 2004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5) 簡笙簧、林秋敏、黃翔瑜 2005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6) 編輯委員會 2005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7)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6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8)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6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 9)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6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0)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6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1)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7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2)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7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3)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7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4)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7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5) 國史館學術集刊編輯委員會 2008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6) 朱文原 2008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7) 朱文原 2008  平裝 200 

國史館學術集刊(18) 編輯委員會 2008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刊(復刊 1) 朱重聖 1987  精裝 26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 朱重聖 1987  精裝 27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 朱重聖 1987  精裝 260 

國史館館刊(復刊 4) 朱重聖 1988  精裝 270 

國史館館刊(復刊 5) 朱重聖 1988  精裝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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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刊(復刊 6) 朱重聖 1989  精裝 2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7) 陳孟堅 1989  精裝 23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1) 陳清敏 1991  精裝 29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2) 陳清敏 1992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3) 陳清敏 1992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4) 陳清敏 1993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5) 陳清敏 1993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6) 陳清敏 1994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7) 陳清敏 1994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8) 陳清敏 1995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19) 侯坤宏 1996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0) 侯坤宏 1996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1) 侯坤宏 1996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2) 侯坤宏 1997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3) 侯坤宏 1997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4) 侯坤宏 1998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5) 侯坤宏 1998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6) 侯坤宏 1999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7) 侯坤宏 1999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8) 侯坤宏 2000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29) 侯坤宏 2000  精裝 4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0) 吳淑鳳、丁儀貞 2001  平裝 12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1) 吳淑鳳、丁儀貞 2001  平裝 12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2) 簡笙簧、吳明時、程玉凰 2002  平裝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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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刊(復刊 33) 簡笙簧、吳明時 2002  平裝 15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4) 簡笙簧、林秋敏、吳明時 2003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5) 簡笙簧、林秋敏、吳明時 2003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6) 簡笙簧、林秋敏、吳明時 2004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7) 簡笙簧、林秋敏 2004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8) 簡笙簧、林秋敏、黃翔瑜 2005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39) 簡笙簧、林秋敏、黃翔瑜 2005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40) 簡笙簧、林秋敏 2006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41) 簡笙簧、林秋敏 2006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42) 簡笙簧、林秋敏 2007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43) 簡笙簧、林秋敏 2007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復刊 44) 簡笙簧、林秋敏 2008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刊 19 林滿紅 2009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0 林滿紅 2009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1 林滿紅 2009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2 林滿紅 2009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3 林滿紅 2010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4 林滿紅 2010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5 林滿紅 2010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6 林滿紅 2010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7 呂芳上 2011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28 呂芳上 2011  平裝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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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刊 29 呂芳上 2011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0 呂芳上 2011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1 呂芳上 2012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2 呂芳上 2012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3 呂芳上 2012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4 呂芳上 2012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5 呂芳上 2013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6 呂芳上 2013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7 呂芳上 2013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8 呂芳上 2013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39 呂芳上 2014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0 呂芳上 2014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1 呂芳上 2014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2 呂芳上 2014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3 呂芳上 2015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4 呂芳上 2015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5 呂芳上 2015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6 呂芳上 2015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7 呂芳上 2016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8 吳密察 2016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49 吳密察 2016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51 吳密察 2017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52 吳密察 2017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53 吳密察 2017  平裝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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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刊 54 吳密察 2017  平裝 200 

國史館館刊 55 吳密察 2018  平裝 980 

     

國史館館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館館訊第 1 期 何鳳嬌 2008  平裝 200 

國史館館訊第 2 期 何鳳嬌 2009  平裝 200 

國史館館訊第 3 期 何鳳嬌 2009  平裝 200 

國史館館訊第 4 期 何鳳嬌 2010  平裝 200 

國史館館訊第 5 期 何鳳嬌 2010  平裝 200 

國史研究通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史研究通訊(壹) 呂芳上 2011  平裝 200 

國史研究通訊(肆) 呂芳上 2013  平裝 200 

國史研究通訊(伍) 呂芳上 2013  平裝 200 

國史研究通訊(陸) 呂芳上 2014  平裝 200 

 

捌、展覽圖錄 
展覽圖錄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臺灣的故事(英文版) 林滿紅 2009  平裝 50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建築的故事(英文版) 林滿紅 2009  平裝 80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總統的故事(英文版) 朱重聖 2009  平裝 80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總督的故事(英文版) 林滿紅、朱重聖 2010  平裝 80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總督的故事(日文版) 林滿紅、朱重聖 2010  平裝 80 

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展 朱重聖 2010  平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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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圖錄(中文) 

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展

圖錄(日文) 
朱重聖 2010  平裝 600 

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展

圖錄(英文) 
朱重聖 2010  平裝 600 

從遞信部到國史館：建築的歷史 蘇芷萱 2011  平裝 120 

百年銳於千載：辛亥百年．建國一百年特展 

許育銘、陳立文、葉飛鴻、

高純淑、許秀容、陸瑞玉、

林本原、銀劍玲、蘇芷萱、

劉麗玲、王建鈞 

2011  平裝 400 

百年銳於千載：辛亥百年．建國一百年特展 

(英文版) 

許育銘、陳立文、葉飛鴻、

高純淑、許秀容、陸瑞玉、

林本原、銀劍玲、蘇芷萱、

劉麗玲、王建鈞 

2011  平裝 400 

總統的禮品 
王建鈞、蘇芷萱、洪千鶴、

胡斐穎、莊巧筑 
2011  平裝 360 

行憲以前的國家元首與歷史 朱重聖 2012  平裝  600 

     

玖、多媒體．其他 
多媒體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中原大戰(VCD) 國史館審編處 2005  精裝 300 

國史特藏文物Ⅱ：蔣經國總統(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6  精裝 800 

國史特藏文物Ⅱ：蔣經國總統(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6  平裝 600 

國史特藏文物Ⅲ：驟變 1949：關鍵年代的陳誠

(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7  精裝 400 

李登輝總統口述訪談菁華：一個台灣人總統的

誕生(DVD) 
國史館采集處 2008  精裝 400 

強人政治：民國史上的蔣中正、陳誠、蔣經國

(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8  精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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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異人的足跡系列Ⅰ：長谷川謹介(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8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Ⅰ：高松豐次郎(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8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Ⅰ：陶德(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8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Ⅰ：遇見斯文豪(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8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Ⅱ：馬雅各(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9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Ⅱ：森山松之助(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9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Ⅱ：磯永吉(書+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09  精裝 3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Ⅲ：必麒麟(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10  精裝 2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Ⅲ：富田直亮(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10  精裝 299 

異人的足跡系列Ⅲ：藍欽(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10  精裝 299 

異人的足跡Ⅰ：斯文豪、陶德、長谷川謹介、

高松豐次郎(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10  精裝 600 

存亡關頭：1949 年的中華民國(DVD) 
葉飛鴻、歐威麟、吳俊瑩、

崔企川、吳小瑾 
2009  精裝 400 

「關鍵的 1949：蔣中正的引退與復出」 

VR 虛擬實境(DVD) 

朱重聖主編; 何智霖、張

世瑛、銀劍玲編輯 
2010  精裝 150 

「關鍵的 1949：蔣中正的引退與復出」 

特展電子書(DVD) 

朱重聖主編; 何智霖、張

世瑛、銀劍玲編輯 
2010  精裝 150 

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DVD) 國史館審編處 2010  精裝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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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采集處 2010  精裝 600 

二二八事件辭典(DVD) 侯坤宏 2011  精裝 300 

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DVD) 
葉飛鴻、天冷科技有限公

司 
2011  精裝 400 

鼎革之際：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誕生(DVD) 葉飛鴻 2011  精裝 400 

虎躍鷹揚：陳納德與中國抗戰(DVD) 國史館 2012  精裝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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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永不放棄：孫中山北上與逝世(DVD) 國史館、國立國父紀念館 2015  平裝 400 

破曉時分：抗戰勝利與受降(DVD) 國史館 2015  平裝 400 

十大建設總統系列歷史主題桌上遊戲 國史館審編處 2009  精裝 400 

中原大戰民國歷史主題桌上遊戲 國史館審編處 2010  精裝 700 

辛亥革命桌上遊戲 國史館采集處 2011  精裝 1,100 

     

其他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國家檔案分類表 路守常 1985  精裝 240 

國史館現藏重要檔案文物史料概述 

購書請洽政大出版社 02-29393091#80625 
國史館 2017  平裝 500 



 

 

 

 

您可透過以下四種方式購買本館出版品。 

一、 郵政劃撥：劃撥帳號：15195213，戶名：國史館 
請先致電本館 02-23161067 確認庫存，再進行劃撥；劃撥時請於通訊欄
註明書名、數量及聯絡方式；劃撥購書免運費。 

二、 到館購書（付現）：購書專線：02-23161067 
請先來電確認庫存後，填具購書單，並約定取書日期，俾利備取書作業。 

三、 實體書店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台灣的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76 巷 6 號 1 樓 
電話-02-23625799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七路 600 號 
電話-04-24378010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電話-02-23620190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電話-02-23617511 

中央研究院四分溪書坊 
臺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學術活動中心 B1   
電話-02-26521876 

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75 巷 11 號 1 樓 
電話-02-23928185 

萬卷樓圖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952992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電話-02-23219033 

安安丁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369 號 B1 
電話-04-22066506 

 

四、 網路書店 
國家網路書店      https://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網路書店 http://www.wunanbooks.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臺灣學生書局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台灣的店  http://www.taiouan.com.tw/catalog/ 
南天書局  http://www.smcbook.com.tw/smc/ 
萬卷樓圖書   http://www.wanjuan.com.tw/ 
灰熊愛讀書   https://www.ir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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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ingstone.com.tw/  
PChome 24h 書店 https://24h.pchome.com.tw/books/  
TAAZE 讀冊生活  http://www.taaze.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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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國史館出版品傳真訂購單（購書專線📞 02-23161067，傳真📠 02-23702966）   

購買出版品明細 
 
書名 出版年 裝訂 定價 數量 小計 

範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 18 至 15 年 1974 精裝 350 1 350 

      

      

      

      

      

合計💲   

備註欄 📜 

 

讀者資訊  付款方式（請勾選）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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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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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劃撥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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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先致電本館 02-23161067 確認庫存，
再進行劃撥；劃撥時請於通訊欄註明書名、數量
及聯絡方式；劃撥購書免運費。  

 □  到館購書（付現） 

 
購書專線：02-23161067，傳真：02-23702966 
取書地點：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 1 段 2 號 
          國史館臺北館區 
※說明：請先來電確認庫存後，填具購書單，並
約定取書日期，俾利購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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