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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文齋纂言斠編 : 曹尚斌論文集 曹尚斌 萬卷樓圖書, 2020

2 新觀念阿美語語法 : 直接使用阿美族語思考的活用語法書 朱清義 朱清義, 2020

3 誰是葛裡歐 方梓 聯經, 2020

4 後山來去 : 豐田村誌 楊富民 大塊文化出版, 2020

5 植物芬芳的日常異想 : 一棵樹的氣味光景 何欣潔 (Poky) 拾心村莊有限公司, 2020

6 新神 邱常婷 聯經, 2019

7 駱鴻凱《文選學》初採 廖蘭欣 萬卷樓圖書, 2019

8 最後一堂創作課 : 李永平、曾珍珍紀念文集 李永平, 曾珍珍, 郭強生 逗點文創結社出版; 2018

9 悅讀1932年的東臺灣 廖高仁 廖高仁, 2018

10 生命的太陽 : 劉達雄的作品與人生 吳國楨 禎達實業, 2018

11 花蓮縣豐山國民小學跆拳道社團發展史 袁雨安 花蓮縣豐山國民小學, 2018

12 惡俗小說 羅士庭 寶瓶, 2018

13 沒有的生活 言叔夏 九歌, 2018

14 棄之核 林餘佐 九歌, 2018

15 小時候, 小石猴 : 臺灣獼猴的故事 洪佳如 五南, 2018

16 7月7月鬼門開 左萱 幼獅, 2018

17 阿嬤的布禮物 劉貞秀 世一, 2018

18 阿嬤的布禮物主題概念書 林淑貞 世一, 2018

19 結痂週記 : 八仙事件他們的生命經驗, 我們不該遺忘 張承騏 時報, 2018

20 慾望道場 朱國珍 INK印刻文學出版 ; 2018

21 小潔和替身機器人 岳冰 秀威少年出版 : 2018

22 夢之國度碧西兒 邱常婷 秀威少年, 2018

23 天鵝死去的日子 邱常婷 秀威資訊科技, 2018

24 魔神仔樂園 本大麟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2018

25 好人 宋尚緯 啟明, 2018

26 我害怕屋瓦 曹馭博 啟明, 2018

27 我的蟻人父親 謝凱特 逗點文創結社, 2018

28 反轉戰爭之眼 : 從美軍舊航照解讀臺灣地景脈絡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

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暖暖書屋文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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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碳酸男孩 孫梓評 親子天下, 2018

30 受眷顧的土地 : 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大科 洪瑩發 豐饒文化社出版 , 2018

31 馬來貘 羅志強 大河文化出版社, 2017

32 冬將軍來的夏天 甘耀明 寶瓶文化, 2017

33 對話的力量 : 以一致性的溝通,化解內在冰山 李崇建 寶瓶文化, 2017

34 閱讀深動力 : 從「對話」開啟閱讀 李崇建 寶瓶文化, 2017

35 秋思. 臺灣客家語創作歌曲專集 林道生 文學街, 2017

36 悅讀十九世紀的花蓮 廖高仁 廖高仁, 2017

37 快樂攝影 大地遊蹤 詹水火 詹水火 2017

38 雲火龍 彭歲玲 苗縣府, 2017

39 一些流浪的魚 鄭琬融 ((中國文學)) 鄭琬融, 2017

40 眾聲 郭玉潔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

41 別人 任明信 大田, 2017

42 蒂蒂今天不下蛋 徐建國 幼獅, 2017

43 橘書 騷夏 逗點文創結社, 2017

44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朱國珍 INK印刻文學, 2017

45 幽魂訥訥 顏訥 INK印刻文學, 2017

46 有聲畫作無聲詩 : 陳庭詩的十個生命片段 莊政霖 有故事, 2017

47 從漢城到燕京 : 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 吳政緯 秀威資訊科技, 2017

48 善女良男 石芳瑜 時報文化, 2017

49 比海還深的地方 宋尚緯 啟明出版 ; 2017

50 小說課. 偷電影的故事賊 許榮哲 國語日報, 2017

51 孩子永遠是對的 : 幫助父母掙脫臍帶勒索 李儀婷 遠流, 2017

52 走電人 李儀婷 聯經出版, 2017

53 很愛但不能 楊瀅靜 聯合文學, 2017

54 時間之門 方梓 聯經出版 ; 2016

55 主婦的午後時光 : 15段人生故事 x 15種蛋炒飯的滋味 陳夏民 群星文化出版 : 2016

56 echolalia 廖宏霖 廖宏霖, 2016

57 悅讀1939年的花蓮港廳 : 縱谷的往事 廖高仁 廖高仁,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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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truku太魯閣族幼兒園生活用語 胡永寶 花蓮縣政府, 2016

59 pangcah阿美族幼兒園生活用語 胡永寶 花蓮縣政府, 2016

60 bunun布農族巒群幼兒園生活用語 胡永寶 花蓮縣政府, 2016

61 戀戀水尾 黃家榮 黃家榮, 2016

62 峽谷旅情 :  賴世豪水彩畫集 賴世豪 賴世豪, 2016

63 青蚨子 連明偉 INK印刻文學, 2016

64 佛蒙特沒有咖哩 : 記那段駐村寫作的日子 何敬堯 九歌, 2016

65 配音 林妏霜 九歌, 2016

66 補霧的人 黃暐婷 九歌, 2016

67 媽!我要住眷村 : 黃埔新村「以住代護」紀實 夏夏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出版 ; 2016

68 怪物之鄉 邱常婷 聯合文學 ; 2016

69 共生 宋尚緯 啟明出版 : 2016

70 鎮痛 宋尚緯 啟明出版 : 2016

71 男孩路 凌性傑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2016

72 木與瑕 卓建甫 斑馬線文庫出版, 2016

73 喜歡的話可以試穿 羅于婷 斑馬線, 2016

74 越牆者 : 曹尼詩集 曹尼 斑馬線文庫出版 : 2016

75 跑者都該懂的跑步關鍵數據  : 透過跑表解析自己的跑力 徐國峰 臉譜出版 : 2016

76 華西書卷 : 花師人華西情 張博智 張博智, 2015

77 邦查女孩 甘耀明 寶瓶出版 : 2015

78 悅讀鳳林客家小鎮 : 花東縱谷珍珠 廖高仁 廖高仁, 2015

79 臺中市教育發展史 林海清 五南, 2015

80 生死關懷的100個小故事 許禮安 海鴿文化, 2015

81 再說一個秘密 林達陽 皇冠, 2014

82 數學教材教法 : 探索式教學 潘鳳琴 洪葉文化, 2014

83 山海線 楊書軒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2014

84 光上黑山 胡家榮 逗點文創出版 : 2014

85 幻肢 何俊穆 逗點文創結社出版 : 2014

86 拔仔莊的畢卡索 : 花蓮富源鄉12位畫家阿嬤的生命故事 廖宏霖 獨立作家出版 : 2014



序號 書名
作者

(含主編、編者、編評、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東華精粹-校友著作

87 中國大陸石油戰略發展之研究 : 以系統決策模式分析 林信成 致知學術, 2014

88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貧困線互動探析 呂侑倫 致知學術, 2014

89 小米書 : 兩行詩集 羅羅 瞻桂園, 2014

90 庶民寶藏 沈素麗 沈素麗, 2014

91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黃岡 二魚出版 : 2014

92 祖居地.部落.人 沙力浪.達岌斯菲萊藍
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發展

協會,山海雜誌社,
2014

93 最快樂的一天 鄭哲涵 逗點文創結社出版 : 2014

94 悅讀日本官營移民村 : 官營移民村建村百年紀念 廖高仁 花縣鳳林鎮公所, 2014

95 官營移民村影像集 廖高仁 花縣鳳林鎮公所, 2014

96 耕心耘筆戲田青 : 咸亨園拾農三年采風 葉昌盛 葉昌盛, 2014

97 花蓮縣太魯噶瑪蘭族族語教學補充教材 胡永寶 花蓮縣政府, 2014

98 野有蔓草 : 野菜書寫 方梓 二魚, 2013

99 美麗臺灣 : 讓我們一齊把臺灣推向美麗 陳應欽 天下雜誌出版 : 2013

100 小村種樹誌 劉維茵 智園出版 : 2013

101 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 藍姆路.卡造
國立東華大學

原住民民族學院
2013

102 返校日 葉佳怡 寶瓶文化出版 : 2013

103 恆溫行李 林達陽 皇冠, 2013

104 那段生澀歲月的滋養成長與榮耀 張博智 張博智, 2013

105 情牽後山 愛在鹿野 詩文選集 張博智 大東武術會館, 2013

106 花街樹屋 何致和 寶瓶出版 : 2013

107 文學藝術書簡 Luhmann, Niklas 五南, 2013

108 前田太太撫慰人心的幸福料理 王珠惠 尖端, 2013

109 發現 : 一個臺灣教師在美國教學的生活故事 鄭芝芳 鄭芝芳, 2013

110 找回法官失落的審判靈魂 林孟皇 五南, 2013

111 溪山琴況 徐上瀛 中華書局, 2013

112 鳥日子愉悅發聲 楊書軒 賣田出版 : 2013

113 馬克白弟弟 楊書軒 賣田出版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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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透視.魚 王劭頤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2013

115 時序在遠方 : 林餘佐詩集 林餘佐 二魚, 2013

116 我們的時代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陳夏民譯
逗點文創結社, 2013

117 慈濟學初探 釋德傅 慈濟大學, 2013

118 泰雅族獵人養成之文化底蘊及其教育價值 莊志強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2013

119 部落的燈火
Salizan.Takisvilainan.Islitu

an
山海文化雜誌, 2013

120 悅讀林田移民村 廖高仁 花縣鳳林鎮公所, 2013

121 安寧療護的100個小故事 許禮安 海鴿出版 : 2013

122 人生,求個安寧並不難 許禮安 華成圖書, 2013

123 那些菩薩給我們的故事 :  安寧療護故事集 許禮安 海鴿出版 : 2013

124 徐明義六六風華畫集 徐明義 (繪畫) 徐明義, 2013

125 陽光拾穗 陳秋月 陳秋月, 2012

126 來去花蓮港 方梓 聯合文學出版 : 2012

127 臺灣乞丐之父 : 施乾的思與為 林江臺 玉山社, 2012

128 朗朗上口成語故事 : 中年級閱讀測驗 顏怡欣 明統圖書公司, 2012

129 《詩經》飲食品類研究 江雅茹 花木蘭文化, 2012

130 花蓮縣撒奇萊雅族族語教學補充教材 (一) 李秀蘭 花蓮縣政府, 2012

131 串起莽噶艾 : 魯凱下三社群民族植物 董景生 行政院農業委會林務局, 2011

132 人類學家的足跡 黃啟瑞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 2011

133 第三條路(談教育) 賴忠義 賴忠義, 2010

134 《詩經》飲食品類研究 江雅茹 印書小舖, 2010

135 口袋魔法書 :  150變1800 胡永寶 花蓮縣政府, 2010

136 花蓮縣太魯閣族語教學補充教材  (一) 胡永寶 花縣府, 2010

137 一座島的43種旅行 : 青年壯遊臺灣的感動地圖 王玉萍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10

138 特殊需求幼兒之情?教學 林郁宜 釋道雲, 2009

139 我的手會..... 劉雅如 釋道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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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明利你好 : 大加汗部落的故事 賴世豪 花縣明利國小, 2009

141 邦查米阿勞 : 東臺灣阿美民族植物 董景生
農委會林務局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2009

142 徐明義畫集 徐明義 (繪畫) 徐明義, 2008

143 走山拉姆岸  : 中央山脈布農民族植物 Butal, Aits 農委會林務局, 2008

144 十年教改拾遺 黃木蘭 師友月刊雜誌社, 2007

145 黑狗大風 : 上古甦醒的島嶼傳說 黃啟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6

146 創意教具攻略 顏怡欣 天衛文化, 2004

147 徐明義畫集 徐明義 徐明義, 2004

148 金瓜露頭 :  深度旅遊指南 林全洲 聯經, 2004

149 玉山在那山嶺上 賴世豪 格林文化出版 : 2003

150 幼教上路3部曲 : 精選教案大曝光 顏怡欣 天衛文化, 2001

151 認識自然 : 學前身心障礙兒童教學活動設計 林郁宜
臺北市螢橋國小學

前特教班
1999

152 徐明義畫集第三集 徐明義 孟焦畫坊, 1998

153 朗朗上口成語故事 : 高年級閱讀測驗 顏怡欣 明統圖書公司

154 小學生新寓言故事 : 閱讀測驗 顏怡欣 明統圖書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