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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8463:7 v.1-5
部落災難記憶與思維 : 試由神話內
涵掌握 

浦忠成[撰]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國
語文學系,2012.02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078 8463:7 v.1-5

臺灣當代原住民漢語作品中跨疆
越界的非典型書寫 :以卑南族孫大
川《搭蘆灣手記》、布農族金成
財《成長的秘密》、阿美族阿綺
骨《安娜、禁忌、門》為例

董恕明[撰]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國
語文學系,2012.02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246.2232  8537
活力教會 : 天主教在臺灣原住民世
界的過去現在未來 

丁立偉, 詹嫦慧, 
孫大川合著 

臺北市 :光啟文化,民94 2005 國家圖書館總館

246.2232 8537
活力教會 : 天主教在臺灣原住民世
界的過去現在未來 

丁立偉, 詹嫦慧, 
孫大川合著 

臺北市 :光啟文化,民94 2005 國家圖書館總館

523.3 8867 成為Bunun : 布農族的童年及養育 蘇美琅作
花蓮縣卓溪鄉 : 一串小米
族語工作室

2017 國家圖書館總館

529.47 8377
舞動原住民教育精靈 : 臺灣原住民
族教育論叢 

孫大川主編 
臺北市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2006.07

2006 國家圖書館總館

529.4707 8653 103 原住民族教育問題及對策 浦忠成[撰] 
臺北市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民103.06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29  8243 思考原住民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著 

臺北市 :前衛出版 ;臺北
縣中和市 :旭昇圖書總代
理,2002[民91]

2002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2907  8243 從部落出發 : 思考原住民族的未來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著 

臺北市 :國家展望文教基
金會出版 :翰蘆圖書總經
銷,2005[民94]

2005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2907  8243-2
「原」氣淋漓的文化論辯 : 鄒族兄
弟的沈思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 浦忠勇, 
雅柏甦詠合著 

臺北市 :黎明文化出版 ;
[臺北縣]中和[市] :成信文
化總經銷,民93

2004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295  8243-3
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 臺灣原住
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的追溯 

巴蘇亞. 博伊哲
努(浦忠成)作 

臺北市 :里仁,民89 2000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 8243
被遺忘的聖域 : 原住民神話、歷史
與文學的追溯 

浦忠成著  臺北市 :五南,2007.01 2007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 8377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效益評
估報告

孫大川, 周惠民
研究主持 ; 伊婉.
貝林研究 

[臺北市 :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民98.11

2009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 865
後原運.性別.族裔 : 當代臺灣原住
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 

楊翠, 徐國明, 李
淑君合著 

南投市 :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 ;新北市 :原住民族委
員會,民104.08

2015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 865
後原運.性別.族裔 : 當代臺灣原住
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

楊翠, 徐國明, 李
淑君合著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
會, 民104.08

2015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007 8377 99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 臺灣原住民的
語言、文化與政治 

孫大川著 
臺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 ;
臺北縣新店市 :聯合發行
公司總經銷,2010.01

2010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13  8376
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盤點
及口述歷史之研究 

孫大川研究主持 
[花蓮縣秀林鄉 :內政部
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民95.12

2006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13  8655-3 太魯閣族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 旮日羿.吉宏作 
臺北市 :中華民國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山
海文化雜誌,2011.05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3 822 
農族的大山大樹 : Tahai Ispalalavi
布農族文化傳承回憶錄

洪宏著
台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2018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3 8326
雲端上消失的獵人 : 再現八通關
布農族的聚落原貌與遷移 / 江冠
榮著

江冠榮著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3 8867
布農族祭典儀式與民間知識的傳
承 : 屬於卓溪Panitaz的故事

蘇美琅編著
花蓮縣卓溪鄉 : 一串小米
文化工作室

2013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5 8666 卡那卡那富文化采風錄 周如萍作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2013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51 8786 拉阿魯哇族部落歷史
林修澈, 黃季平, 
郭基鼎著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63 8447 Sabau!好茶 : 王有邦 影像話魯凱 王有邦作
高雄市 : 高雄市美術館 ; 
臺北市 : 雄獅

2016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65  8555
Ina傳唱的音符 : Pinaski部落變遷中
的女性(1980-1995) 

董恕明著 
南投市 :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 ;臺北市 :行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民101.11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65  8734
卑南學資料彙編 : 卑南族族群研究
與部落調查資料彙編 

林志興, 巴代主
編

臺北市 :中華民國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山
海文化雜誌社,民103.09-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65/4 8568
臺東卑南文化玉器研究 : 驚艷的
後山傳奇 : 臺灣史前文化

廖泱修著
新北市 : 中華民國玉翫雅
集玉協會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9  8737-2
返來做番 : 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與
正名 

林清財, 浦忠成
主編

[臺北市] :臺灣平埔原住
民族文化學會, 臺灣原住
民族研究學會出版 ;新北

2017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6.339 8737-2
返來做番 : 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與
正名

林清財, 浦忠成
主編

[臺北市] :臺灣平埔原住
民族文化學會, 臺灣原住
民族研究學會出版 ;新北

2017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29  8243 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著 

臺北市 :常民文化出版 :
吳氏總經銷,1996[民85]

1996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29  8243-3 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 
巴蘇亞. 博伊哲
努(浦忠成)著 

臺北市 :臺原出版 ;臺北
縣中和市 :吳氏總經銷,民
88

1999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339  8785 八代灣的神話 
夏曼.藍波安編著 
; 儲嘉慧繪圖 

臺北市 :聯經出版 ;臺北
縣新店市 :聯合發行公司
總經銷,2011.09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339 8343
阿美族口傳文學集 = O sa’opo to 
kimakimad no ’Amis a tamdaw 

黃貴潮作 
新北市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03

2015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339 8376
祖靈的腳步 : 卑南族石生支系口
傳史料

曾建次編譯
臺東市 : 天主教臺灣主教
團原住民牧靈委員會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339 8666 臺灣卑南族民間故事 金榮華整理
新北市 : 中國口傳文學學
會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339 8666-2 臺灣魯凱族民間故事 金榮華編
新北市 : 中國口傳文學學
會, 民103.09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539.5339 8766-2
火神眷顧的光明未來 : 撒奇萊雅
族口傳故事

劉秀美整理
新北市 : 中國口傳文學學
會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733.283 8753 92-2
霧社事件 : 臺灣原住民歷史漫畫
書 : 賽德克族Toda語版本

邱若龍原著 ; 黃
鈴華翻譯

  [臺北市 : 教育部] 2003 國家圖書館總館

733.283 8753 92-2
漫畫.巴萊 : 臺灣第一部霧社事件
歷史漫畫

邱若龍著 臺北市 : 遠流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733.9/137.9/113.1 8767 秀林鄉志 
國立東華大學總
撰 ; 孫大川主撰

花蓮縣秀林鄉 :花縣秀林
鄉公所,2006.12

2006 國家圖書館總館

783.3886 8326 8243
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 : 高山自治
先覺者高一生傳記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作 

臺北市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民95.09

2006 國家圖書館總館

783.3886 8472 8377
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 
: 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 

孫大川著 
宜蘭縣五結鄉 :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2007.10

2007
國家圖書館藝術視聽
中心延平館舍

783.3886 8472 8377
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 
: 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 

孫大川著 
宜蘭縣五結鄉 :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2007.10

2007
國家圖書館藝術視聽
中心延平館舍

831.86  8377
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詩歌
卷 

孫大川主編
臺北縣中和市 :INK印刻
出版 :成陽總經銷,2003
[民92]

2003 國家圖書館總館

848.6 8764:16 神祕的消失 : 詩與散文的魯凱
奧威尼.卡露斯
(Auvinni 
Kadresengane)作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6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1.486  8555:5-2 纏來纏去 董恕明著 
新北市 :新地文化藝術出
版 :吳氏圖書總經銷,民
101.11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5  8377:5 99
山海世界 : 臺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
摹寫 

孫大川著 
臺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 ;
臺北縣新店市 :聯合發行
公司總經銷,2010.01

2010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5  8377:9
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散文
卷 

孫大川主編
臺北縣中和市 :INK印刻
出版 :成陽總經銷,2003
[民92]

2003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5  8785:4-2
海浪的記憶 : 我的父親 = 
Recollection of the waves : my father 

夏曼.藍波安原著 
; 曾瑞齡英文編
譯 ; 久壽米木愛
日文編譯 

臺北市 :多晶藝術科技出
版 :多圓科技發行,民94

2005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5  8785:4-2
海浪的記憶 : 我的父親 = 
Recollection of the waves : my father 

夏曼.藍波安原著 
; 曾瑞齡英文編
譯 ; 久壽米木愛
日文編譯 

臺北市 :多晶藝術科技出
版 :多圓科技發行,民94

2005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7.61  8377 
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小說
卷 

孫大川主編
臺北縣中和市 :INK印刻
出版 :成陽總經銷,2003
[民92]

2003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7.7 8463:31
微光森林 : 一個布農族與森林的對
話... 

李永松著 
新北市 :新獵人文化工作
室出版 ;臺北市 :山海文
化總經銷,2011.07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857.7 8838:3 100 賽德克.巴萊 = Seediq bale 嚴云農小說 臺北市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55  866-2 鬥陣寫咱的土地 : 母語地誌散文集 
向陽, 黃恆秋, 董
恕明主編

臺北市 :新臺灣人文教基
金會出版 :紅螞蟻經銷,
2012.10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07  8555
山海之內天地之外 : 原住民漢語文
學 

董恕明著 
臺南市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3.08

2013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09  8554
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
察 

魏貽君著 
新北市 :INK印刻文學出
版 ;[桃園市] :成陽總代
理,2013.09

2013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09 8243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作 

臺北市 :里仁,2009.10 2009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2 99
我在圖書館找一本酒 : 2010臺灣原
住民文學作家筆會文選 

孫大川等著 ; 林
宜妙主編

臺北市 :中華民國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山
海文化雜誌,2011.01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0
撒來伴,文學輪杯! : 100年第二屆臺
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1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1 Balhiu :101年第3屆臺灣原住民族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2 Pudaqu :102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3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3 Tminun :103年第5屆臺灣原住民族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4 vaay :104年第6屆臺灣原住民族文
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5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5 Komita' :105年第7屆臺灣原住民族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6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6 Kavaluwan :106年第8屆臺灣原住
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7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107 mapatas :107年第9屆臺灣原住民族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8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3 8443 99
用文字釀酒 : 99年臺灣原住民族文
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宜妙主編
臺北市 :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

2010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4  8554
賽德克巴萊賽德克語劇本書 = Kari 
toda patas eyga sediq balay 

魏德聖原著劇本 
; 伊萬納威族語
翻譯 

臺北市 :玉山社,2014.03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5  8566
祖居地.部落.人 = Mai-asang.Asang.
Bunun 

沙力浪.達岌斯菲
萊藍

臺北市 :中華民國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山
海文化雜誌,2014.06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5 87 85 99 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著 
臺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 ;
臺北縣新店市 :聯合發行
公司總經銷,2010.04

2010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7  8785-2 黑色的翅膀 
夏曼.藍波安著 ; 
儲嘉慧繪圖 

臺北市 :聯經出版 ;臺北
縣新店市 :聯合發行公司
總經銷,2009.08

2009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7  8785-3 天空的眼睛 夏曼.藍波安著
臺北市 :聯經出版 ;新北
市 :聯合發行公司總經銷,
2012.08

2012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7  8785-4 大海浮夢 夏曼.藍波安著
臺北市 :聯經出版 ;新北
市 :聯合發行公司總經銷,
2014.09

2014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7  8785-5 安洛米恩之死 夏曼.藍波安作 
新北市 :INK印刻文學出
版 ;[桃園市] :成陽總代
理,2015.07

2015 國家圖書館總館

863.857 855-2 薑路 : 巴代短篇小說集 林二郎(巴代)作 
臺北市 :山海文化雜誌, 
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
文化發展協會,2009.07

2009 國家圖書館總館

919.7 8792
臺灣原住民音樂的後現代聆聽 : 媒
體文化、詩學/政治學、文化意義 
= Listen

陳俊斌著 
臺北市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 遠流,2013.12

2013
國家圖書館藝術視聽
中心延平館舍

957.6 8349
蘭嶼記事. 1980-2005 : 潘小俠影像 = 
The photographic reportage of Orchid 
island by Pan Hs

潘小俠策劃.攝影 
; 夏曼.藍波安撰
文 ; 黃燕祺翻譯 

臺北市 :臺灣水創意會社,
2006.07

2006
國家圖書館藝術視聽
中心延平館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