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5月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臺灣小城故事」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年 索書號 出版者

1
五寮客家的山林拓墾故事 :  打造北北基客

家第一庄 / 
2012[民101] 

536.211 0029-3 101    

c.2 

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出版 : 

2 走讀中港溪歷史 :  細聽客庄地名故事 /  民103[2014]  536.211 2330  v.4  c.2  客家委員會, 

3
尋訪臺江古早味 :  歷史、風土與人情的飲

食故事 / 
民105[2016] 

538.7833 2624 105    

c.3 

臺江國家公園管理

處 : 

4 藤田村的故事 :  阿里山百年林業起始點 /  2016[民105]  541.27 5724 105    c.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

5 老時光,好時光 :  左營眷村影像書 /  2014[民103]  545.4933 2733 103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連結點藝術工作室

出版 ; 

6 大煙囪下的故事 /  民103[2014]  545.4933 4930 103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7 聆聽神明 : 橋仔漁村的故事 / 2018[民107]  673.191374 7230 107 連江縣政府,

8
背包客來尞 :  160個客庄心情故事 =

Backpackers coming / 
2016[民105]  733.6 1217A 105    c.2  客家委員會, 

9 觀照臺北.  庶民影像 /  民104[2015]  733.9114 1144 104      北市文獻會, 

10 走讀臺灣 :  臺北市 /  2014[民103]  733.9114 2167  v.1    中華文化總會, 

11 走讀臺灣 : 臺北市 /  2014[民103]  733.9114 2167  v.2    中華文化總會, 

12 走讀臺灣 : 臺北市 /  2014[民103]  733.9114 2167  v.3    中華文化總會, 

13 走讀臺灣 : 臺北市 /  2014[民103]  733.9114 2167  v.4    中華文化總會, 

14 旅昔 :  板橋人說板橋事 /  2013[民102]  733.9152 2811 102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5 三百年的幸福配方 :  新莊老街的故事 /  2016[民105]  733.9152 4433 105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6 遇見新北12個旅行生活故事 /  2014[民103]  733.9156 4410 103      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17 走讀臺灣 :  基隆市 /  2010[民99]  733.9214 4464 99     國家文化總會, 

18 北方澳 :  溯源.傳奇.故事 /  民104[2015] 
733.9252 5797 104    

c.3 
宜縣蘭陽博物館, 

19 鵝行鴨步宜蘭遊 =  Yilan /  2016[民105] 
733.9256 2750 105    

c.3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20 跟著戰爭去旅行 :  新竹市軍事地景的故事 /  民104[2015]  733.9332 7731 104      新竹市政府, 

21 新竹300 : 到我的城市吹吹風 / 2018[民107]  733.9334 2604 107 新竹市文化局,

22 走讀臺灣. 新竹市 /  2009[民98]  733.9334 4464 98      國家文化總會, 

23 走讀臺灣. 新竹縣 /  2009[民98] 
733.9354 4464 98  v.1

  
國家文化總會, 

24 走讀臺灣. 新竹縣 /  2009[民98] 
733.9354 4464 98  v.2

  
國家文化總會, 

25 走讀臺灣 :  臺中市 /  2012[民101] 
733.9414 2167  v.1  

c.2 

中華文化總會,教育

部, 

26 走讀臺灣 : 臺中市 /  2012[民101] 
733.9414 2167  v.2  

c.2 

中華文化總會,教育

部, 

27 走讀臺灣 : 臺中市 /  2012[民101] 
733.9414 2167  v.3  

c.2 

中華文化總會,教育

部, 

28 走讀臺灣 :  彰化縣 /  2011[民100]  733.9474 4464  v.1   
中華文化總會,教育

部, 

29 走讀臺灣 : 彰化縣 /  2011[民100]  733.9474 4464  v.2   
中華文化總會,教育

部, 

30 走讀臺灣 :  南投縣 /  民102[2013]  733.9514 2167  v.1    中華文化總會出版 : 

31 走讀臺灣 : 南投縣 /  民102[2013]  733.9514 2167  v.2    中華文化總會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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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東勢鄉的故事 :  山海河話雲林 /  民92  733.9554 1133 92      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33 雲林輕旅行 :  魚夫手繪散步地圖 /  2016[民105] 
733.9556 2750 105    

c.3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34 檜屋 市集 老時光 :  漫步嘉義共和路 /  2014[民103] 
733.9564 7520 103    

c.2 
嘉義市政府, 

35 桃城著味 :  魚夫嘉義繪葉書 /  2016[民105] 
733.9566 2750 105    

c.3 
嘉市文化局, 

36 走讀臺灣 :  臺南市 /  2010[民99] 
733.9614 4464 99  v.1

  
國家文化總會, 

37 走讀臺灣 : 臺南市 /  2010[民99] 
733.9614 4464 99  v.2

  
國家文化總會, 

38 大臺南的西城故事 /  2012[民101] 
733.9614 87313-2

102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39 走讀臺灣 :  臺南縣 /  2010[民99] 
733.9654 4464 99  v.1

  
國家文化總會, 

40 走讀臺灣 : 臺南縣 /  2010[民99] 
733.9654 4464 99  v.2

  
國家文化總會, 

41 頂林仔邊風雲 :  林園文史故事 /  2013[民102]  733.9712 2536 102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出版 : 

42 戀戀岡山 走讀阿公店 :  土地和人的小故事 2014[民 103]  733.9712 4400 103      春暉出版 : 

43 歲月留痕.旗山風雲 :  耆老口述歷史 /  民102[2013]  733.9751 7210 102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44 聽,牆在說話,心在唱歌 /  民94  733.9816 7222 94      屏縣政府文化局, 

45
戀戀故鄉屏東行 :  魚夫帶你逛老建築、食

在地古早味 
2017[民106] 

733.98169 2750 106    

c.2 
屏東縣政府, 

46 潛進蘭嶼海 :  飛入達悟林 /  2011[民100]  733.985 3342 100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

47 走讀臺灣. 臺東縣 /  2009[民98] 
733.9854 4464 98  v.1

  
國家文化總會, 

48 走讀臺灣. 臺東縣 /  2009[民98] 
733.9854 4464 98  v.2

  
國家文化總會, 

49 顧我洄瀾 :  花蓮歷史影像集 /  民105[2016]  733.9912 4441 105      花蓮縣文化局, 

50 島風絮語 :  澎湖人文故事館 /  民105[2016]  733.9974 0784 105      澎湖縣文化局, 

51 老照的故事 :  澎湖生活老照片徵選專輯 /  民104[2015]  733.9974 1185 104      澎湖縣文化局, 

52 走讀臺灣. 澎湖縣 /  2009[民98] 
733.9974 4464 98  v.1

  
國家文化總會, 

53 走讀臺灣. 澎湖縣 /  2009[民98] 
733.9974 4464 98  v.2

  
國家文化總會, 

54 用青春見證歷史 :  金門八二三榮民的故事 /  民103[2014] 
782.631205 3010-2

103     
金縣文化局, 

55
和風吹撫的港市 :  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 =

Takao / 
2017[民106]  783.12 1027 106    c.2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出版 ; 

56 探索記憶.  發掘消逝的在地故事 /  民104[2015]  783.31 5409 2015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57 國民記憶庫 :  你的故事, 就是臺灣的故事 /  民105[2016]  783.31 5711 105  v.1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

58 國民記憶庫 : 你的故事, 就是臺灣的故事 /  民105[2016]  783.31 5711 105  v.2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

59
澎湖故事島 :  105年澎湖縣國民記憶庫故事

專輯 / 
2017[民106] 

783.3697 4433 105    

c.2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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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穿越霧風到林家 :  一個橫跨百年的家族素

描 / 
2012.12 

783.37 4499-2 101    

c.2 
中市新聞局, 

61
金蕉傳奇 :  香蕉大王吳振瑞與金碗案的故

事 / 
2015[民104] 

783.3886 2651-2 104  

  
屏東縣政府 

62 卡義卜勇的天空 /  民101[2012]-  783.3886 8812  v.1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63 卡義卜勇的天空 /  民101[2012]-  783.3886 8812  v.2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備註：以索書號排序

第 3 頁，共 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