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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經典寶庫】

封藏百餘年的珍貴文獻，重現台灣！
本書英文原稿於1878年即已完成，卻一直被封存在密西根大學的博物
館，直到最近，才被密大教授和中研院院士李壬癸挖掘出來。本書是首

度問世的漢譯本，並請李壬癸院士親自校註，具有相當高的可讀性。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
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書號：FC04  史蒂瑞著／李壬癸校註／林弘宣譯 

中央研究院 李壬癸院士 特別推薦
本書以其詳實記錄，有助於我們瞭解19世紀下半、日本人治台之前
台灣島民的實際狀況，對於台灣的史學、人類學、博物學都有很高
的參考價值。

◎ 1873年，Steere親身踏查台灣，走訪各地平埔族、福佬人、客家
人及部分高山族，以生動趣味的筆調，記述19世紀下半的台灣原
貌，及史上西洋人在台灣的探險紀事，為後世留下這部不朽的珍
貴經典。

　1873年，年輕的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
（Joseph Beal Steere）遊遍中南美洲後，
轉而橫越太平洋，一舉深入外人眼中神秘
詭譎的福爾摩沙島，展開長達半年的調查
採集之旅。當時島上的西方人士極少，像
史蒂瑞這種專業的博物學家，更是鳳毛麟
角，因此他以超越前人的專業視野，為後
世留下這部不朽的踏查記錄。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史蒂瑞走訪邵
族、巴宰族、賽德克族、西拉雅族及排灣
族等族群的詳實記錄。他具體描繪了當地
的風俗、生態、住屋、服飾、刺青、獵
首、語言、音樂等面向，為消失中的台灣
南島民族傳統文化，留下一幅權威性的生
命圖像。他也努力追溯南島民族的過往，

從偏遠山區的八十多歲老嫗口中，記錄下一百多個西拉雅語詞彙，更從崗仔林的頭人處，用槍枝換取
近30份的「新港文書」。當然，島上隨處可見的福佬人、客家人，以及各地的交通狀況、城鎮、族群關
係、習俗、營生方式等，史蒂瑞也沒錯過，透過他的描述，19世紀下半的台灣社會重現在前，彷彿觸手
可及。

　史蒂瑞還特別前往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檢視福爾摩沙的相關文獻。在浩繁書帙間，他搜尋到17世紀的
荷蘭牧師干治士、蘇格蘭旅人萊特，18世紀的傳奇冒險家貝尼奧斯基伯爵，以及19世紀的「安妮號事
件」船難者金理、史溫侯領事等人所寫下的探險紀事、獄中日記，很多都是今日難以窺見的作品，再加
上他本人的所見所聞，就構成了本書的第二部分。

　本書雖寫成於1870年代，卻命運乖舛，塵封了百餘年後，才在2002年由李壬癸院士整理出版。但經典
畢竟是經典，一經問世，即躋身台灣史的重要文獻，並以生動趣味的筆調，娓娓道出原汁原味的先祖歲
月，值得我們細細回味。

Steere

FC04／18K／336頁／B區



4 【台灣經典寶庫】

 必麒麟：19世紀最著名的「台灣通」

《歷險福爾摩沙》
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

《PIONEERING IN FORMOSA》
 書號：FC05  必麒麟著 ／陳逸君譯／劉還月導讀 

 當漂泊的西洋浪人遇見了東方神秘島嶼「福爾摩沙」
英格蘭水手必麒麟，懷著商人的機巧和冒險家勇於犯難的性格，毅
然勇闖美麗島，必麒麟在台灣有七年之久，所旅行的範圍之廣、見
識的人之多，恐非一般旅行家所能比擬。

 見證時代與引爆驚人的歷史事件 
透過他的見
聞，我們看
到貪財獨斷的滿大人，因上級突然要造訪而倉
皇失措，火速重振已廢弛數十年的軍備的荒唐
場景。也聽到自視甚高的漢人，對著「蠻子」大
談殺嬰之必要性。另外，必麒麟亦是西方勢力開
發台灣的急先鋒，當年他憑藉著一紙「天津條
約」，無懼滿大人們鋪天蓋地的權勢，強行買賣
樟腦，最後引發喧騰一時的「樟腦戰爭」來收
場。

 從為了一探「山地原住民長著尾巴」的冒險到與原住民總頭目結拜的傳奇故事 
為了一探究竟，他跋山涉水，到達玉山及恆春海濱，終於親眼見到傳說中的山地原住民，與他們把酒言
歡，他甚至與恆春原住民總頭目結拜，共同締下著名的「南岬之盟」。

 為了認識平埔族人，必麒麟不惜任何代價，前往各處拜訪 
為瞭解本島居民，必麒麟學習漢語，研讀四書五經，
也學了福佬話；為了認識平埔族人，各處拜訪平埔
族，並留下平埔族狩獵、言談及信仰等珍貴見證。

 收錄珍貴老台灣寫真百餘幀；
 民俗專家劉還月 精彩導讀 
本書除史料珍貴外，更費心蒐集了上百餘幀台灣舊時
代寫真，讓讀者深度了解老台灣舊景故貌，此外，各
篇開頭均有台灣民俗專家 劉還月老師 精彩導讀，並
佐以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雲科大文化資產維護
系副教授 陳逸君老師專業譯文及延伸閱讀，為本書更
添風采。

Pickering

FC05／18K／320頁／B區



5【陳玉峰教授隱遁2年新作】

《前進雨林》陳玉峰著

生命樣相的夢幻迷宮—熱帶雨林

這本書，是本於心性、喜好自然、關懷生態人士前進雨林的敲門
磚，進一步更是認知雨林、體驗雨林的問經石。

2007年，本書作者陳玉峰教授辭卻教職，因某種冥冥的「機緣」，
他有一趟衷心切盼的「印尼雨林之旅」，專業植群勘查之外，身歷
其境親炙、瞭解、感受了台灣經驗所最欠缺，也最值得探究的赤
道熱帶雨林地界，這星球上終極的伊甸園，生命最最絢爛的夢幻迷
宮，命定了本書的誕生。

NH01／18K／320頁／全彩／B區

《印土苦旅》陳玉峰著

陳玉峰的印度．佛教史筆記

2008年4月著者至印度的一趟宗教文化之旅，乍聞使本書悄似一冊
浮光掠影的遊記，但實際上它訴說了從古到今發生在整個印度的重
要事件。著者列舉了兩千年來所發生的佛教大事，具象化佛教人物
如佛陀的十大弟子等⋯，闡明佛典的成立結集經過、佛典中主要地
名石窟佛塔寺廟等的描述。之外著者秉承了一貫的環保理念破題指
出：佛學等文化的根源與精髓，並不能排拒於自然環境及生態系之
外。這番洞見也只有致力於生態保育運動的著者，才有智慧與勇氣
提出吧。

NH02／18K／528頁／彩圖／A區

《生態瞬間》方偉達著

台灣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的古往今來

2008年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獎

名人推薦
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會長  Andrew Baldwin 
律師公會聯合會環境法委員會主委 詹順貴
前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員 陳章波
台北大學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廖本全

NH03／G12K／204頁／全彩／B區

注意！本書將會對台灣公民集體環境意識產生重大的衝擊。
本書是景觀生態學者方偉達經過十年的醞釀與反省，擘畫的環保文學作品，並記錄了許多學者們透過生
態保育、復育和教育的手法，進行生態調查、紀錄和重建的故事。作者除了探訪生態的最新議題，同時
也思考著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生態關係。



6 【新國民文庫】

中研院院士 李壬癸 最新力作
李壬癸院士，宜蘭人，2009總統科學獎得獎人。

在當今研究台灣原住民語言的學者中，以李院士的成果最為豐碩，全方位地調

查研究各種台灣南島語言，將台灣南島語言研究推上國際學術界，使台灣成為

國際南島語言學研究的重鎮，並繪製出首張「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

《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李壬癸著

本書引領讀者深入探索南島民族的神秘世界。

當前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無數島嶼與半島上二億多人口的南島民
族，其最初的原居地在哪裡？

謎樣民族的史前文化：他們吃什麼，住在什麼地方，懂得編織與製陶
嗎？國際學界多年抽絲剝繭，如何一步一步將南島民族的發源地定位
在台灣？ 

數千年來，台灣島上各族群的勢力經歷過幾番消長？他們有過怎樣的
遷徙與擴散？哪些族群最早突破中央山脈的重重阻隔，勇闖後山新天
地？台灣原住民普遍流傳矮黑人傳說，各族的稱呼不同，不像是古南
島文化的既定成分，暗示著台灣曾經有過矮黑人？台灣南島語言具有
哪些獨特現象，讓它從漢人眼中的啁啾鳥語，進而被公認為舉世無雙
的瑰寶？

這些引人遐思的提問，透過中研院院士李壬癸的精采研究，我們終能
克服「台灣固無史也」的殘念，一同神遊台灣南島民族走過的奇幻旅
程！

《珍惜台灣南島語言》李壬癸著

據研究，台灣最可能是南島語族發源地！

被糟蹋貶抑數百年的「番語」，當今已躍升為國際學界公認的無價瑰
寶，李壬癸院士以淺顯文字，親自講解台灣南島語言的珍貴、研究傳
統、方法論、諸語言的關聯、歌謠及危機⋯⋯

畢生鑽研台灣南島語言的中研院院士李壬癸，正是當前台灣南島語言
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李院士針對台灣南島語言議題，一一提出了權威
性的看法。這些見解都曾以英文發表在國際知名的期刊上，得到國際
學界的高度重視與討論，現經由作者本人親自改寫，以較淺顯易懂的
中文呈現在讀者面前。

NC72／25K／320頁／B區

NC57／25K／360頁／B區



7【台教會策劃三書】

《八八水災口述史》陳儀深編

2009-2010災後重建訪問紀錄

本書是台灣教授協會在2009年八八水災之後，為關懷災區重建、累積
台灣社會對災難的知識，由會長陳儀深親自主持的口述訪談紀錄。

18篇訪談紀錄，涵蓋主要的受災區塊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受訪
者除了代表性的受災戶，還包括社運（社區）工作者、政府官員、巨
型慈善團體（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國際紅十字會）等。

陳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從事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口述史經驗豐
富，已出版多本專輯；逢地震颱風等災難則投入心力做災難口述史，
《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錄》上、下二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01年12月出版）即是一例。歷史學者「走出書齋與普通人交
談」，紀錄災後重建的經過與得失，值得各界注意參考。

《中華民國流亡台灣 60年》台教會編

終戰後台灣國際處境

蔡英文  推薦
對參與這項研討的諸位學者們，我表達個人的敬意，並期盼各界可以
此論文集為參考座標，展開中國性與台灣性之間更積極的對話與協
商，邁向台灣主體性的「重建時代」。

台教會基於對台灣的國際處境及國家定位的關心，以及對戰後台灣歷
史發展研究的重視，特邀請專家、學者舉行「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
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研討會，從國際法、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
乃至人類學等不同學門、方法，以嚴謹而持平的學術態度，發掘過去
一甲子來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土地的印痕，更探討了戰後中國性在台
灣的建構及其對台灣性的具體影響、意義與內涵。

《台灣國家定位論壇》台教會編

論辯台灣獨立的共識與歧異

馬政府上台後，台灣加速靠攏中國，加上獨派陣營內部存在不少歧
見，無法形成有效的抗衡力量，母親台灣正瀕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有
感於此，台灣教授協會乃邀集代表性學者，召開這場「台灣國家定位
論壇」。與會學者均是一時之選，並幾乎涵蓋了台獨言論界的所有光
譜，從主張「台灣已經獨立」，到堅持「台灣尚未獨立」⋯⋯ 

本書收錄了這場精彩對談的完整紀實，及當天發表的十篇書面報告。
此刻的出版問世，除了用來紀念這場重要會議，戮力讓這份重要文
獻永久流傳外，也讓具有台灣心的讀者能一窺當前台獨理論的多樣面
貌，並自行判斷：你究竟是屬於哪一派的台獨份子？

NC73／25K／368頁／B區

NC59／25K／664頁／A區

NC54／25K／336頁／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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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林媽利著

林媽利教授20年專精 轟動作
引爆話題最新暢銷書（7刷）

以血型、基因的科學證據：揭開台灣各族群身世之謎

DNA不會說謊，它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
1.近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的血緣。
2.「唐山公」其實是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
3.平埔族沒有消失，只是溶入「台灣人」之中。
4.高山原住民非同源，阿美族為夏威夷人的母系祖先。

《台灣血統》沈建德著

揭開台灣人身世之謎！

台灣民間有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也就是說，台灣人血統絕大多
數都是「番仔」後代，可是為什麼台灣人都以「漢人」自居，有些
人更認為自己是如假包換的「中原純種」？此乃歷史的無奈兼且台
灣人本身的劣根性有以致之！台灣人依然原就在，只是忘了我是
誰？本書提出25項歷史統計證據，告訴你台灣人真正血統的真相，
替台灣人尋出正確血緣關係，甚至可以具體指出閣下您原來究竟是
平埔族、高山族那一族那一社的後代，別再認賊作父、拜錯祖公！

《南島民族與國家》蔡百銓著

台灣篇．太平洋篇

太平洋島民老祖宗來自台灣，睽違數千年，他們的文化展現不同風
華。數千年前南島民族祖先，究竟為何與如何征服廣袤的太平洋？台
灣原住民來自東南亞嗎？太平洋鼠說不是。平埔族群已從人間蒸發了
嗎？他們被誰出賣了？凱達格蘭族曾是縱橫西太平洋的海盜，經常近
百名武士合力操駕一艘雙連體獨木舟。雅浦帝國石幣，真的能買東西
嗎？吉里巴斯最高處，高出海平面幾公尺？諾魯在磷酸礦採光後，要
如何維生？鼬鼠計畫得到報酬嗎？毛伊神向天神偷火，且為了使人類
永生，卻被女死神夾死在陰道裡。夏威夷人是台灣人雙胞胎？循著本
書指引【YouTube觀賞】的技巧，就可在家裡神遊太平洋。

NC62／25K／248頁／B區

NC69／25K／420頁／B區

NC53／25K／384頁／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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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為台灣做一件事》邱斐顯著

台灣價值訪談錄及心情紀事

本書訪談報導三十多位台灣藝術文化人士。他們以台灣文化為主體，
透過藝術創作或表演、歷史研究、詩文創作⋯⋯等形式，刻劃他們在
台灣各個領域，堅持理念，奮勇向前的身影，展現他們對台灣價值的
認同與堅持。我們希望這本書，能讓更多人來探討「台灣價值」，也
讓台灣年輕一代知道，這些台灣藝文人士，他們的理念，他們的身
影、他們為藝術文化的長期努力。

《台灣的品格》李學圖編

進步國民的素養與智識

65位人生旅程中的先覺，引導您邁出躋身優質「一國之民」的第一
步。本書所收錄的65篇文章與15篇深度導讀，即可幫助您累積正確的
智識。從15個不同的知識領域邀集的65位專家學者，從我們立足的土
地的觀點提供您需要的資訊，幫助您培養出有自主性的思考力、有前
瞻性的視野與有信心的行動力。

莊萬壽 黃文雄 葉治平 范文芳 李敏勇 彭瑞金 李勤岸 曾貴海 蘇振明 
顏綠芬 陳郁秀 黃根深 林昶佐 李應元 高俊明 趙天儀 鄭兒玉 許雪姬 
薛化元 張炎憲 林玉体 林慧瑜 鄭正煜 簡余晏 呂一銘 王景弘 盧世祥 
蔡滄波 鄭昆山 謝清志 謝淑媛 陳春生 許世楷 施正鋒 李酉潭 曹長青 
陳茂雄 李永熾 陳育青 戴正德 蔡丁貴 尤美女 謝若蘭 林琇梨 陳延輝 
卓春英 蕭聖鐵 王塗發 陳博志 龔明鑫 黃天麟 劉斌碩 陳重信 洪慶宜 
紀國鐘 吳岸明 黃界清 廖述宗 莊佳穎 陳錦生 林哲夫 蔡明憲 蘇進強 
賴怡忠 楊黃美幸

《台灣別記》廣瀨 勝著

我與台灣這個國家窩心感念的心靈交會

緣起一個日本中生代青年廣瀨 勝貼心感念的台灣慕情，牽動他非寫這
本《台灣別記》不可的內在動力。因著多次台灣「出張」的實地踏訪
經驗，他一次又一次，他和台灣有著窩心的心靈交會，因此也更熱切
思探關乎台灣的人與人、文化、歷史的風貌。對他來說，台灣，是個
不可思議的，充滿魅力的「國度」！

NC71／25K／576頁／A區

NC68／25K／160頁／B區

NC64／25K／480頁／A區



《締造台灣的日本人》黃文雄著

收錄一百位為台灣奉獻的日本人事蹟

1895~1945這50年日本統治台灣的半個世紀中，不知有多少日本人為台灣
的近代化犧牲奉獻不遺餘力。從上下水道、電氣建設、森林保護、治山治
水、殖產興業、教育文化等角度，本書具體引介了一百多位對台灣現代化
有貢獻的日本人，透過作者井然的敘述，搭配近百張具歷史意義的圖片，
讀者將可一窺日治時期全貌，重新發現那段被反日官方紀綠霧化的記憶。

NC49／25K／288頁／B區

《台灣建國論》姚嘉文著

台灣本國要做「鳥巢」，不要做「牛欄」！ 

本書精要地敘述歷代各國分合的歷史演變，析論近百年來「台灣獨立建國
運動」的各種理論、組織與活動，從日治時代的「六三法案撤廢運動」、
林獻堂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到戰後廖文
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海外的「台灣獨立聯盟」及島內的「民主
進步黨」等，說明這些團體如何在當時的國際情勢及島內生態下進行政治
思考，後續接棒者又如何一步步朝更切合台灣人利益的方向修正改進。

NC67／25K／200頁／B區

《台灣國家之道》張燦鍙著

讓改變成為可能

張燦鍙，人稱永遠的台獨主席，總是單槍匹馬走在獨立建國的最前線，為
台灣的國家之道披荊斬棘，歷四十餘年不改其志。本書所精選的數篇文
章，不僅記錄了台灣邁向國家之道的種種困境與諍言，更見證了這位具備
歷史地位的台灣領導人物的終身志業，讀者在詳讀細思之餘，應也能發出
有為者亦若是的氣魄吧！

NC52／25K／240頁／B區

《台灣人症頭》林毅夫著  
受虐性格的心理分析

本書作者林毅夫先生是在美國開業多年的精神科醫師，以專業的認知，從
stockholm syndrome切入，就二二八傷害，細密分析台灣人「被殖民」（受
虐性格）的種種心理現象和行為表徵，同時超脫二二八時空領域之外，微
觀分析台灣人自我意識成長的歷史與困擾，檢視現實中台灣人的complex，
灸探「台灣人精神史」的心理層面。

作者以分析結果提示國人：台灣人自救的最大障礙在於自己，台灣人需要
澈底的心靈改造──心理治療。至於如何治療，本書有引人入勝，叫人感
動而有所領會的精湛療法。

NC58／25K／240頁／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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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台商一場夢》林野文著

眾台商到中國應讀的一本書

本書以台商王晉杰的20年中國投資為主軸，細述中國設廠經營運作過程危
機四伏，最後前功盡棄，僅以身倖免而亡命回台的實際境遇，可謂血淚斑
斑，表面看雖是滄海之一粟，骨子裏卻是芸芸眾台商普遍遭遇的切身苦
痛，尤其揭露台商與在地中國人過招尚是真小人明槍之戰，而假台灣人吃
台商卻是偽君子暗箭難防，爾虞我詐，人性險惡也不輸中國人，足可讓有
識者引以為鑑。寄語正派經營的台商們，危邦既入，就請善自珍重了。

NC70／25K／224頁／B區

《揭開漢人天界之謎》趙弘雅著

眾神的天界，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台灣人很熱心拜神。不過大部分都只是舉香隨拜，其實不知在拜什麼。神都
住在天頂，台灣人卻非常欠缺對天頂的了解，為天界所迷惑。本書生動的幽
默的為你揭開這謎，請盡情欣賞。

人手雖然也摸不到天，但是從第19世紀起，人可以從天頂傳來的星光等瞭解
其中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宇宙的起源，星星太陽的年齡，地球上生命之演
進，你我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宇宙的未來等。 原來天頂熱鬧滾滾，事
實上天頂若沒發生這些興奮事，你我就不可能站在這裡“談天”了。

NC60／25K／304頁／B區

《西方天界大搜密》趙弘雅著 
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會對天頂的事有興趣！

本書暢談盤古在波斯、埃及、羅馬等地的同業。原來，希臘人很早就注意
到天頂，為了瞭解天神，他們開始對天體進行詳細的觀察，古天文學於焉
開始。接著談改變人類世界觀的歐洲文藝復興和改變人類宇宙觀的天界革
命。原來天頂熱鬧滾滾，經常傳來令人興奮之訊息。

在你的一生中，你若尚未熟悉天頂之事務，就請勿錯過良機。本書用簡單
風趣的文字介紹基本而又有意義的天界知識。讀完本書，你應該會有不虛
此行之感。祝你好運。

NC61／25K／280頁／B區

《耶穌：人類的導師》董芳苑著

從家世、思想、言行，開釋耶穌的導師性格 

本書以「耶穌──人類的導師」為主題，具體介紹耶穌的出身、其宣教的
先驅者及其救世宣言。進而探討耶穌對於政治、法律、道德、女權、孝
道、慈善、命運，以至生命倫理之見解。期望本書能夠啟發台灣國人的心
靈改造，使其成為第一流的世界公民。

NC63／25K／352頁／B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