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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年 

1  宜蘭縣長陳定南施政總報告彙編 宜蘭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民國 81 年 

2  宜蘭縣長陳定南施政總報告彙編 宜蘭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民國 81 年 

3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初步調查報告 劉益昌著 民國 82 年 

4  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初步調查報告 劉益昌著 民國 82 年 

5  宜蘭縣頭城鎮文化史蹟勘查測繪報告 陳登欽作 民國 81 年 

6  宜蘭縣頭城鎮文化史蹟勘查測繪報告 陳登欽作 民國 81 年 

7  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 吳永華作 民國 83 年 

8  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 吳永華作 民國 83 年 

9  「宜蘭研究」：第…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褚錦婷、李素月、廖英杰編輯 民國 84 年 

10  「宜蘭研究」：第…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褚錦婷、李素月、廖英杰編輯 民國 84 年 

11  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 陳進傳作 民國 84 年 

12  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 陳進傳作 民國 84 年 

13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14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15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16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17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18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19  羅東鄉土資料 羅東公學校編著；林清池翻譯 民國 88 年 

20  「宜蘭研究」：第..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褚錦婷、李素月、廖英杰編輯 民國 84 年 

21  「宜蘭研究」：第..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褚錦婷、李素月、廖英杰編輯 民國 84 年 

22  詩說噶瑪蘭 楊欽年撰文；周家安圖說 民國 89 年 

23  詩說噶瑪蘭 楊欽年撰文；周家安圖說 民國 89 年 

24  宜蘭市志 呂美玉,林英賢,蘇美如等撰稿；林政芳總編輯； 

宜蘭市公所編 

民國 90 年 

25  宜蘭市志 呂美玉,林英賢,蘇美如等撰稿；林政芳總編輯； 

宜蘭市公所編 

民國 90 年 

26  宜蘭市志 呂美玉,林英賢,蘇美如等撰稿；林政芳總編輯； 

宜蘭市公所編 

民國 90 年 

27  宜蘭古文書 邱水金等主編 民國 83 年 

28  產業臺灣の一轉機：商品市場としての價值 臺灣日日新報社經濟部編 昭和 5(1930)年 

29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五年報(昭和元年度)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 昭和 3(1928)年 

30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五年報(昭和元年度)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 昭和 3(1928)年 

31  組合沿革史 陳天來編輯；同業組合臺灣茶商公會編 昭和 13(1938)年 

32  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槪要 枝德二著 昭和 5(1930)年 

33  甲：アール換算表 池田鐵作,宇坪善太郎等編纂 昭和 16(1941)年 

34  營繕工事監督員心得 臺灣總督官房營繕課編 出版年不詳 

35  東拓十年史 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編 大正 7(1918)年 

36  臺灣產鮫類調查報告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編；中村廣司撰稿 昭和 11(1936)年 



37  南支那の酒類調查報告書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編 昭和 19(1944)年 

38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三年報(大正十三年度)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編 大正 15(1926)年 

39  臺灣學事統計の研究 町田清彥著 昭和 10(1935)年 

40  臺灣學事統計の研究 町田清彥著 昭和 10(1935)年 

41  產業臺灣の一轉機：商品市場としての價值 臺灣日日新報社經濟部編 昭和 5(1930)年 

42  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槪要 枝德二著 昭和 5(1930)年 

43  三級古蹟鹿港地瘴藏王廟修復工程工程預算書 興興建築師事務所編 民國 86 年 

44  第三級古蹟彰化市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護計畫

報告書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45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鹿港文武廟：文開書院第一期

修護工程工程預算書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8 年 

46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鹿港文武廟：文開書院第一期

修護工程工程預算書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8 年 

47  第三級古蹟鹿港天后宮研究規劃期末報告書 力園工程顧問公司編 民國 84 年 

48  第三級古蹟芬園寶藏寺修護工程變更設計預算

詳細表〈含說明書及新增單價詳細表〉 

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5 年 

49  鹿港鎮三級古蹟文武廟暨文開書院圍牆步道排

水改善工程第二次變更設計預算書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5 年 

50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鹿港文武廟：文開書院第一期

修護工程工程預算書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51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鹿港文武廟：文開書院第一期

修護工程工程預算書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52  第三級古蹟彰化節孝祠修護工程報告書 大唐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8 年 

53  第三級古蹟懷忠祠調查研究與修護計劃 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54  彰化縣鹿港三山國王廟研究與修護計劃 符宏仁計劃主持人；卓克華歷史撰稿 民國 84 年 

55  彰化市慶安宮修護工程變更設計單價分析表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編 民國 88 年 

56  彰化二林仁和宮之研究與修護計劃 閻亞寧計劃主持人；卓克華歷史撰文 民國 81 年 

57  二級古蹟北港朝天宮聖父母殿、後廂房緊急搶修

工程設計變更預算詳細表 

李政隆建築師事務所編 出版年不詳 

58  第三級古蹟彰化定光佛廟研究規劃期末報告書 力園工程顧問公司設計 民國 85 年 

59  南投縣國姓鄉第三級古蹟北港溪橋之研究與修

護計畫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出版年不詳 

60  桃園縣第三級古蹟桃園忠烈祠調查研究《期末簡

報》 

李乾朗計劃主持 民國 88 年 

61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三山國王廟修護工程工程預

算書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62  彰化縣縣定古蹟鹿港公會堂修護工程工程預算

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63  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會誌：民國九十九年十

一月至一○○年十一月 

羅丁妹等編輯 民國 100 年 

64  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會誌：民國九十九年十

一月至一○○年十一月 

羅丁妹等編輯 民國 100 年 

65  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五十四週年慶專輯 

〔錄影資料〕 

劉力允攝影；劉富雄剪輯 民國 100 年 



66  臺灣氣象傳奇＝The history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ies in Taiwan 

洪致文作 民國 96 年 

67  臺中縣清水國民小學古蹟建築物現況調查研究

及修復規劃圖集 

林文賢計畫主持人；洪國隆、杜方中共同主持人 民國 90 年 

68  國史館館刊 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會編 民國 101 年 

69  臺灣文獻別冊：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陳聰民、李西勳主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 民國 99 年 

70  臺灣文獻別冊：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陳聰民、李西勳主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 民國 99 年 

71  臺灣文獻季刊＝Taiwan Historica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 民國 39 年 

72  臺灣文獻季刊＝Taiwan Historica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 民國 39 年 

73  彰化二林仁和宮修護工程變更設計預算書 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編 民國 89 年 

74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定光佛廟修復工程工程預算

書圖 

曾文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9 年 

75  第二級古蹟北港朝天宮修護設計：金爐重建修護

工程預算書 

李政隆建築師事務所編 出版年不詳 

76  澎湖縣定古蹟第一賓館修復工程設計圖說 徐裕健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93 年 

77  三級古蹟永靖餘三館彩繪修護工程工程預算及

施工說明書 

興興建築師事務所編 出版年不詳 

78  嘉義市第三級古蹟城隍廟修復工程 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民國 85 年 

79  三級古蹟萬和宮整修規劃計劃書 財團法人臺中市萬和宮委託 出版年不詳 

80  臺中縣清水國民小學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期末

報告 

徐明福計畫主持人；黃斌等共同主持人 民國 91 年 



81  澎湖縣定古蹟乾益堂中藥行調查研究暨修護計

畫【期中報告】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學系執行 民國 90 年 

82  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統計簡報．民國三十九年 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研究室編 民國 3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