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類別

1 苦楝花  陳耀昌 INK印刻文學 2019 9789863873020 文學

2 泰雅生活足跡 桃園市復興區國中小學生文圖 玉山社 2018 9789862942192 文學

3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 伐依絲‧牟固那那 山海文化雜誌 2017 9789868010161 文學

4 浪濤 巴代 INK印刻文學 2017 9789863871910 文學

5 排灣祭師 : 谷娃娜 陳英雄 晨星 2016 9789864432011 文學

6 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 馬紹‧阿紀 晨星 2016 9789864432035 文學

7 七日讀 瓦歷斯‧諾幹 INK印刻文學 2016 9789863871231 文學

8 妖怪、神靈與奇事 : 台灣原住民故事 王洛夫著 ; 陳盈帆繪 聯經 2016 9789570847222 文學

9 阿美族  : 巨人阿里嘎 馬耀.基朗(Mayaw Kilang)故事採集 ; 林順道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42 文學

10 卑南族 : 神秘的月形石柱 林志興故事採集 ; 陳建年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80 文學

11 達悟族 : 飛魚之神
希南.巴娜妲燕(Sinan Panatayan)故事採集 ;

席.傑勒吉藍(Si Cilcilan)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327 文學

資料來源: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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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排灣族 : 巴里的紅眼睛
亞榮隆.撒可努(Yaronglong Sakinu)故事採集 ;

見維巴里(Chien Wei Ba-Li)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59 文學

13 魯凱族 : 多情的巴嫩姑娘
奧威尼.卡露斯(Auvinnie Kadrese)故事採集 ;

伊誕.巴瓦瓦隆(Etan Pavavaljung)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35 文學

14 布農族 : 與月亮的約定  阿浪.滿拉旺故事採集 ; 陳景生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303 文學

15 邵族 : 日月潭的長髮精怪 簡史朗故事採集 ; 陳俊傑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73 文學

16 鄒族: 復仇的山豬
巴蘇亞.迪亞卡納故事採集 ;

阿伐伊.尤于伐那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97 文學

17 賽夏族 : 巴斯達隘傳說  潘秋榮故事採集 ; 賴英澤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266 文學

18 泰雅族 : 彩虹橋的審判
里慕伊.阿紀(Rimuy.Aki)故事採集 ;

瑁瑁.瑪邵(Meimei.Masow)繪圖
新自然主義出版 2016 9789576968310 文學

19 最後的女王 巴代 INK印刻文學 2015 9789863870432 文學

20 安洛米恩之死 夏曼‧藍波安 INK印刻文學 2015 9789863870487 文學

21 消失的國度 奧崴尼‧卡勒盛 麥田 2015 9789863442769 文學

22 我聽見群山報戰功 乜寇‧索克魯曼 遠景 2015 9789573909729 文學

資料來源: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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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祖靈遺忘的孩子 利格拉樂‧阿女烏 前衛 2015 9789578017863 文學

24 山豬‧飛鼠‧撒可努 亞榮隆‧撒可努 耶魯國際文化 2015 9789578323872 文學

25 暗礁 巴代 INK印刻文學 2015 9789863870685 文學

26 巫旅 巴代 INK印刻文學 2014 9789865823788 文學

27 大海浮夢 夏曼‧藍波安 聯經 2014 9789570844498 文學

28 懷鄉 里慕伊‧阿紀 麥田 2014 9789863441717 文學

29 祖居地‧部落‧人 沙力浪‧達岌斯菲萊藍 山海文化雜誌社 2014 9789866245190 文學

30 我為自己點了一把火 乜寇‧索克魯曼 山海文化雜誌 2014 9789868010147 文學

31 瓦歷斯微小說 瓦歷斯‧諾幹 二魚文化 2014 9789865813352 文學

32 Ina Bunun! 布農青春 乜寇‧索克魯曼 巴巴文化 2013 9789868827479 文學

33
聽見山海的歌聲：

臺灣原住民族作家速寫
鄭雅雯 臺灣文學館 2013 9789860399875 文學

原住民部落風情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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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城市殘酷 瓦歷斯‧諾幹 南方家園文化 2013 9789868953802 文學

35 山海之內天地之外 : 原住民漢語文學 董恕明 臺灣文學館 2013 9789860379105 文學

36 白鹿之愛 巴代 INK印刻文學 2012 9789866135866 文學

37 天空的眼睛 夏曼‧藍波安 聯經 2012 9789570840278 文學

38 最後的獵人 拓拔斯‧塔瑪匹瑪 晨星 2012 9789861776231 文學

39 五對槳 夏本奇伯愛雅 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2 9789866301537 文學

40 番人之眼 瓦歷斯‧諾幹 晨星 2012 9789861776026 文學

41 迷霧之旅 瓦歷斯‧諾幹 布拉格文化 2012 9789868793309 文學

42 纏來纏去 董恕明 新地文化藝術 2012 9789868615182 文學

43 貓頭鷹  田知學圖.文 白象文化 2012 9789865979355 文學

44 八代灣的神話 夏曼‧藍波安 聯經 2011 9789570838770 文學

原住民部落風情主題書展
展示日期: 109/2/1-109/2/28

資料來源: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類別

45 我在圖書館找一本酒 孫大川等著 山海文化雜誌 2011 9789866245176 文學

46 山豬．飛鼠．撒可努 2 走風的人 亞榮隆‧撒可努 耶魯國際文化 2011 9789578323841 文學

47 山豬．飛鼠．撒可努 3 外公的海 亞榮隆‧撒可努 耶魯國際文化 2011 9789578323865 文學

48 當世界留下二行詩 瓦歷斯‧諾幹 布拉格文化 2011 9789868732865 文學

49 走過 : 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 巴代 INK印刻文學 2010 9789866377792 文學

50 山櫻花的故鄉 里慕伊‧阿紀 麥田 2010 9789861203836 文學

51 北大武山之巔 : 排灣族新詩 讓阿淥‧達入拉雅之 晨星 2010 9789861774244 文學

52 太陽神的子民 陳英雄 晨星 2010 9789861774121 文學

53 山海世界 : 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 孫大川等著 聯合文學 2010 9789575228705 文學

54 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 巴代 耶魯國際文化 2010 9789578323780 文學

55 靠鯨生活的人 琳達.霍根 書林 2010 9789574453542 文學

原住民部落風情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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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台灣部落深度旅遊：北部篇 羅雪柔(Cheryl Robbins)作; 曾琮淇譯  玉山社 2014 9789862940808 旅遊

57 我在阿塱壹,深呼吸 張筧, 陳柏銓執筆
 屏東縣政府, 臺灣

環境教育協會
2014 9789576967818 旅遊

58 台灣部落深度旅遊：花東篇 羅雪柔(Cheryl Robbins)作; 曾琮淇譯  玉山社 2013 9789862940525 旅遊

59 裡台灣 劉克襄 玉山社 2013 9789862940549 旅遊

60
台灣.用騎的最美 :

和她騎出屬於自己的單車故事
陳忠利作.攝影 墨刻出版 2013 9789862891063 旅遊

61 尋找台灣特有種旅行 邱一新著 遠流 2013 9789573272649 旅遊

62 台灣部落!旅行 : 早安原鄉 黃智成總編輯  繁星多媒體 2012 9789866194900 旅遊

63 台灣部落深度旅遊︰中南部篇  羅雪柔(Cheryl Robbins)作 ; 陳雅莉譯 玉山社 2012 9789862940280 旅遊

64 自然森活家(離家出走 : 一起去森林) 范欽慧 農委會林務局 2012 9789860315837 旅遊

65 緩慢台東.旅 蕭裕奇 玉山社 2012 9789862940303 旅遊

66 蘭嶼步道漫遊 呂光洋等
海洋國家公園

管理處
2012 9789860353013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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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花蓮好日子：Iris的慢城徒步旅行 張瓊文著 四塊玉文化 2012 9789866334900 旅遊

68 鐵道.縱谷.友人家 : 遊走花蓮小村小鎮 O'rip好傢伙著 天下遠見 2011 9789862167977 旅遊

69 臺灣．北橫：桃園山林祕境散策 李紹偉總編輯 桃縣府 2011 9789860284690 旅遊

70
千里步道，環島慢行：

一生一定要走一段的土地之旅
周聖心等合著 新自然主義 2011 9789576966996 旅遊

71
花東小旅行 :

22帖在地的流浪 人文.縱谷.海之濱
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2011 9789866433238 旅遊

72 旅行到部落：22處部落旅居路線 上旗文化編輯部 上旗文化 2010 9789866433122 旅遊

73 印象蘭嶼：蘭嶼生態旅遊導覽手冊 黃正德等
海洋國家公園

管理處
2010 9789860263527 旅遊

74
一座島的43種旅行 :

青年壯遊臺灣的感動地圖
王玉萍企劃主編 青輔會 2010 9789860257762 旅遊

75
蘭嶼下起芋頭雨 :

Iris的換工旅行手繪日記
張瓊文著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2010 9789861736532 旅遊

76 部落野菜食在健康 吳慧琴 臺東縣政府 2015 9789860445688 飲食

77
風土餐桌小旅行 :

12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
洪震宇 遠流 2014 9789573274834 飲食

原住民部落風情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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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野有蔓草：野菜書寫 方梓 二魚文化 2013 9789865813154 飲食

79 原味呈現：原住民創意美食料理 謝幸 屏東縣政府 2013 9789860367089 飲食

80
山海戀 : 「原住民飲食文學與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焦桐 二魚文化 2013 9789866490859 飲食

81 山味.海味.臺灣味 : 臺灣飲食文化歷史 張玉欣
中華飲食文化

基金會
2013 9789866325168 飲食

82 串起莽葛艾：魯凱下三社群民族植物 黃啟瑞、黃嘉隆、董景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2011 9789860314991 飲食

83 山裡來的健康原味 古屏生、祝文君 大寫出版 2011 9789866316425 飲食

84 漫滋慢味．PASA廚房 江冠明 天下遠見 2011 9789862167984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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