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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出版文獻書刊得獎表 

（政府機關） 

編號 申請單位 審    查    書    刊 獎項 

文獻書刊─學術性書刊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立言傳曲―莊永明口述影音紀實暨文稿紀念 

專輯 
優等 

2 國立臺灣圖書館 蕃人觀光日誌 優等 

3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新編台灣鐵道史全文譯本(上卷)(中卷)(下卷) 優等 

4 國立歷史博物館 
開箱―國立歷史博物館「中華文物箱」檔案彙

編(1969-1986) 
優等 

5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草山紅—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茶葉發展史

1830-1990 
優等 

6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漆采本紀―南投縣漆藝發展史 優等 

7 宜蘭縣史館 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卷、下卷、圖卷) 優等 

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百年往返―走訪客家地區的日本學者 優等 

9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壽山考古思想起 佳作 

1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客．觀》創刊號 佳作 

11 

臺北市立文獻館 

《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12 期：「解讀臺北市

『區志』」專輯 
佳作 

12 
《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13 期：「臺北州建州

百年紀念」專輯 
佳作 

13 
《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14 期：「近代北臺人

物」專輯 
佳作 

14 
《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16 期：「小山丘、大

歷史：盤點『芝山岩』」專輯 
佳作 

15 
《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17 期：「臺灣文化協

會成立百周年紀念」專輯 
佳作 

16 
《臺北文獻》季刊直字第 218 期：「北臺政治人

物」專輯 
佳作 

17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三代織女―一個賽德克家族的技藝與記憶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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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單位 審    查    書    刊 獎項 

文獻書刊─推廣性書刊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少男少女見學中—日本時代修學旅行開箱 優等 

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一鏡到底―中港溪的流光溢影(共 4 冊)：  
1.畫意流轉―玉光照相館 

2.逆光顯影―南美照相館 

3.寫生影跡―珊瑚照相館 

4.返映折射―林照相館 

優等 

3 熟識阿姆个話─巴色差會傳教士與客家的邂逅 優等 

4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國分直一與臺南—不是灣生的灣生 優等 

5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借問舊城眾神明：清代以來左營舊城內外的祭

祀空間 
優等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 

松欏之味—日治時期羅東林場紀事 優等 

7 再凝望—戰後太平山 優等 

8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逍遙園與大谷光瑞：二十世紀初的東亞與高雄 佳作 

9 高雄第一盛場：鹽埕風 佳作 

10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一生千面—唐文華與國光劇藝新美學 佳作 

1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越洋民主呼聲：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手稿解讀

(共 3 冊) 
佳作 

12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玉山煙雲—與山林共舞的歲月 佳作 

13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他鄉‧故鄉―澎湖南方四島紀行 佳作 

14 封存/再現：澎湖南方四島 佳作 

15 

金門縣文化局 

老兵憶舊―大膽島雜談 佳作 

16 傳神―走進金門祖先畫像 佳作 

17 品德完人―黃偉 佳作 

18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臺北機廠與台灣鐵道 佳作 

1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客家‧翕相》摩登客家―姜振驤家族影像錄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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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單位 審    查    書    刊 獎項 

20 客家―歷史‧文化‧印象 佳作 

21 大武山下走相逐―六堆運動會特展圖錄 佳作 

22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下路頭玄天上帝廟—盪鞦韆 佳作 

23 將藝百年—如意振裕堂 佳作 

24 將顯神威—拱吉堂 佳作 

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 
走讀羅東製材產業(上) 佳作 

26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一路順走—龍鳳‧玉音牽亡歌陣探析 佳作 

27 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第八輯：臺南西市場 佳作 

28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文獻第 19 輯：迎春‧龜醮‧遊巡王 佳作 

29 臺南文獻第 20 輯：大灣廣護宮清醮 佳作 

30 文學盛景‧翰墨臻華 佳作 

31 風起雲湧—臺南四○○年的政治課 佳作 

32 送王迎福—臺南王船十三艙添載物件研究 佳作 

33 
禮祝下鄉—驅瘟逐疫祭典中的王府行儀：臺

南、東港、漳州比較研究 
佳作 

34 從釘子到鐵剪刀—臺南壁鎖 300 年的華麗轉身 佳作 

35 驚濤戰府城—海賊王蔡牽在臺南 佳作 

36 千里之行那些弦歌不輟的故事 佳作 

37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尋伯公：石板伯公田野調查的美麗書寫 佳作 

38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山鳴谷應風起水湧： 

從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看臺灣音樂歷史(1945―) 
佳作 

39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臺灣纖維植物編織工藝研究 佳作 

40 播種藝術的園丁—倪朝龍 佳作 

41 臺東縣政府 長濱—踏浪而來 佳作 



 4 

編號 申請單位 審    查    書    刊 獎項 

42 台東食育提案所—美味食旅 佳作 

43 

臺北市立文獻館 

世紀旅程 1920-2020 佳作 

44 
古物圖譜二： 

臺北瑰寶的現代尋蹤 
佳作 

45 
為有源頭活水來—臺北市古蹟修復調查研究、

營造匠師與再利用專業工作者口述歷史 
佳作 

46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知水‧溯源—22 Cases 臺灣 22 處水利文化資

產導讀 
佳作 

47 

宜蘭縣史館 

青春不遠—洪串珠與她的蘭陽高女同學們 佳作 

48 與水同行‧宜蘭埤圳觀察記 佳作 

49 新民路 142 巷—宜蘭舊城浮光 佳作 

50 宜蘭文獻雜誌第 126 期 佳作 

51 宜蘭文獻雜誌第 127 期 佳作 

52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藝賞林園 佳作 

53 國立臺灣文學館 楊文富文集暨書畫收藏圖錄 佳作 

54 桃園市政府秘書處 桃園散策(中文版/日文版) 佳作 

55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寶貝寶貝 3—澎湖藝品加工業演進 佳作 

56 雲林縣政府 給我翅膀—虎尾建國眷村 佳作 

57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走鏢台江 佳作 

58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國民小學 翻閱，埤塘、粼雉菱―水漾之旅(共 2 冊) 佳作 

地方志書 

1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新竹縣志續修(共 5 冊)： 

1.卷二‧土地志 

2.卷三‧住民志 

3.卷六‧經濟志 

4.卷七‧教育志 

5.卷九‧人物志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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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單位 審    查    書    刊 獎項 

2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村史(共 4 冊) 
1.莊厝演義 

2.亙古通今榜林村史 

3.三村一脈‧同氣連枝《珩厝、后盤山、西山》 

  村史 

4.鄉野毫光-盤山村村史 

優等 

3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海端鄉志(上)(下) 佳作 

4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福建省政府志(電子書) 佳作 

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臺灣兩個閩客村落的親屬與社區―新附作者訪

談及田野地現況 
佳作 

6 
客庄聚落村史 10： 

大武山下新東勢―日久他鄉係故鄉 
佳作 

7 
客庄聚落村史 11： 

行出山坑―西湖鴨母坑民開創豆奶傳奇 
佳作 

8 
客庄聚落村史 12： 

鷂婆山下―水光粼粼講客家 
佳作 

9 
客庄聚落村史 13： 

獅潭．劇團―小美園崛起的故事 
佳作 

10 
客庄聚落村史 14： 

崙前榮華續薪傳―詔安客个一莊一俗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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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出版文獻書刊得獎表 

（民間團體或個人） 

編號 申請單位 審    查    書    刊 獎項 

文獻書刊─學術性書刊 

1 羅詩雲 
重寫中國―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中國

敘事(1920-1945) 
優等 

2 陳文松 
白頭殼仔―洪元煌(1883-1958)的人生組

曲：殖民統治與草屯洪家 
優等 

3 陳益源 臺灣與各地之籤詩文化研究 佳作 

4 陳新上 
鶯歌陶瓷現代化的先驅―許自然先生紀念

集 
佳作 

文獻書刊─推廣性書刊 

1 廖振富 老派文青的文學浪漫 優等 

2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代的回聲—林道生的人生樂章 優等 

3 楊正寬 臺灣古典旅遊文學與文獻 優等 

4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視界―IPCF雜誌：第 31~第 34 期 優等 

5 林呈蓉 知識人的時代使命 優等 

6 社團法人中華五股開臺尊王協會 五股開臺尊王過爐：國姓公百年香路 佳作 

7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時代臺灣運動員的奧運夢—林月雲的

三挑戰與解開裹腳布的女子運動競技 
佳作 

8 
帝國殖民教育的逸出—日治臺灣教育發展

論集 
佳作 

9 財團法人雲林縣西螺福興宮 
凝視螺陽三百年―雲林西螺福興宮歷史與

文物集粹 
佳作 

地方志書 

1 財團法人新北市泰山巖 頂泰山巖志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