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本類型 片名 登錄號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1 六堆客家 2NTAA00DVD00574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2  客家小鎮 2NTAA00DVD00575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3 客家民俗 2NTAA00DVD00576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4 山城客家 2NTAA00DVD00577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5 台灣溫泉 2NTAA00DVD00578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6 北台灣溫泉 2NTAA00DVD00579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7 南台灣溫泉 2NTAA00DVD00580
公播版 【台灣地理風情畫】v.8 東台灣溫泉 2NTAA00DVD00581
公播版 台灣文化之旅 2NTAA00DVD00380
公播版 【四大文明】v.1 美索不達米亞 2NTAA00DVD00295
公播版 【四大文明】v.2 埃及 2NTAA00DVD00296
公播版 【四大文明】v.3 中國 2NTAA00DVD00297
公播版 【四大文明】v.4 印度 2NTAA00DVD00298
公播版 環遊世界八十天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2NTAA00DVD00099
公播版 海底兩萬哩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2NTAA00DVD00119
公播版 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2NTAA00DVD00101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義大利南部 Southern Italy 00DVD00692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澳洲 00DVD00693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西班牙南部 00DVD00694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西班牙北部 00DVD00695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阿姆斯特丹 00DVD00696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芬蘭與波蘭的海諸國 00DVD00697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冰島與格陵蘭 00DVD00698
公播版 極地長征 EIGHT BELOW 00DVD00775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 上海百年風華、黃龍 00DVD00822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 上海百年風華、九寨溝 00DVD00823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 上海百年風華、都江堰 00DVD00824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 上海百年風華、峨嵋山 00DVD00825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5 孔老夫醫生的事蹟、青城山 00DVD00826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6 上海百年風華、大足石刻 00DVD00827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7 上海百年風華、樂山大佛 00DVD00828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8 上海百年風華、三星堆遺址 00DVD00829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9 上海百年風華、承德避暑山莊 00DVD00830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0三國演義文化之旅、避暑山莊周圍寺廟 00DVD00831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1 三國演義文化之旅、長城 00DVD00832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2 三國演義文化之旅、明清皇家陵寢 00DVD00833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3 三國演義文化之旅、麗江古城 00DVD00834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4 三國演義文化之旅、布達拉宮 00DVD00835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5 三國演義文化之旅、布達拉宮 00DVD00836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6 武當山、布達拉宮 00DVD00837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7 長江風雲、長城在熱河 00DVD00838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8 長江在山西、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39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19 長江在山西、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40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0 長江在山西、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41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1 長江在山西、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42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2 長江在山西、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43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3 長江在山西、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44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4 長江在河北、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45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5 走進院南、新疆之旅 00DVD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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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6 走進院南、苗桐之旅 00DVD00847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7 清宮殘夢、雲南之旅 00DVD00848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8 清宮殘夢、龍門石窟 00DVD00849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29 湘西之旅、長江在山西 00DVD00850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0 湘西之旅、長江在山西 00DVD00851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1 湘西之旅、長江在山西 00DVD00852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2 湘西之旅、長江在山西 00DVD00853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3 湘西之旅、長江在山西 00DVD00854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4 湘西之旅、長江在山西 00DVD00855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5 長江在河北、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56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6 長江在河北、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57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7 長江在河北、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58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8 長江在河北、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0859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39 長江風雲、明清皇家陵寢 00DVD00860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0 長江風雲、承德避暑山莊 00DVD00861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1 長江風雲、懷舊之旅 00DVD00862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2 長江風雲、懷舊之旅 00DVD00863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3 湘西之旅、秦始皇陵和兵馬俑 00DVD00864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4 貴州之旅、敦煌莫高窟 00DVD00865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5 明清皇家陵寢、淮河采風 00DVD00866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6 揚州之旅、故宮 00DVD00867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7 湘北之旅、泰山 00DVD00868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8 山東之旅、珠江之旅 00DVD00869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49 長城在山西、布達拉宮 00DVD00870
公播版 【大陸尋奇自然文化遺產】v.50 長城在山西、布達拉宮 00DVD00871
公播版 千里走單騎 Riding Alone for Thousands of Miles 00DVD00940
公播版 單車上路 00DVD01398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挪威 00DVD01399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紐約 00DVD01400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南非.賴索托 00DVD01401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捷克.波瀾南部 00DVD01402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倫敦 00DVD01403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日本 00DVD01404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巴黎 00DVD01405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希臘 00DVD01406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墨西哥西北部 00DVD01407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埃及 00DVD01408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舊金山 00DVD01409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阿拉斯加 00DVD01410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紐西蘭 00DVD01411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夏威夷 00DVD01412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地中海島嶼 00DVD01413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俄羅斯 00DVD01414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越南 00DVD01415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印度北部 00DVD01416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中國西南部 00DVD01417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匈牙利與羅馬尼亞 00DVD01418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美國西南部 00DVD01419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巴里島與蘇拉威西島 00DVD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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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蒙古 00DVD01421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尼泊爾 00DVD01422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馬來西亞與泰國南部 00DVD01423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英格蘭 00DVD01424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摩洛哥 00DVD01425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土耳其 00DVD01426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阿根廷 00DVD01427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祕魯 00DVD01428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愛爾蘭 00DVD01438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牙買加 00DVD01439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美國洛磯山脈 00DVD01440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印度南部 00DVD01441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菲律賓 00DVD01442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西非-迦納與象牙海岸 00DVD01443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墨西哥市 00DVD01444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里約熱內盧 00DVD01445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紐奧良 00DVD01446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雪梨 00DVD01447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加拿大極地 00DVD01448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斯里蘭卡與馬爾地夫 00DVD01449
公播版 【勇闖天涯系列】巴西東北部 00DVD01450
公播版 旅行之歌 GRBAVICA 00DVD01758
公播版 【Discovery】雨林中的傳奇 00DVD01841
公播版 【Discovery】西藏淨土: 莫斯坦 00DVD01842
公播版 【Discovery】尼羅河 00DVD01843
公播版 【Discovery】赤道 00DVD01844
公播版 【Discovery】長江三峽 00DVD01845
公播版 【Discovery】美國國家公園 00DVD01846
公播版 【Discovery】萬里長城 00DVD01847
公播版 【Discovery】落磯山天然奇景 00DVD01848
公播版 【Discovery】世界七大奇觀: 神話之最 v.1 00DVD01849
公播版 【Discovery】世界七大奇觀: 夢幻之都 v.2 00DVD01850
公播版 【Discovery】世界七大奇觀: 東方奇蹟 v.3 00DVD01851
公播版 【Discovery】世界七大奇觀: 絕世奇觀 v.4 00DVD01852
公播版 【Discovery】阿爾卑斯山: 冰河時期遺產 v.1 00DVD01853
公播版 【Discovery】阿爾卑斯山: 生命的巔峰 v.2 00DVD01854
公播版 【Discovery】阿爾卑斯山: 掠奪者復返 v.3 00DVD01855
公播版 【Discovery】私房海灘探祕 00DVD01856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東歐 v.s. 大洋洲檔案 00DVD01935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中亞.西亞 1-4 00DVD01936~1943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東亞.南亞 1-3 00DVD01944~1949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東歐檔案 1-4 00DVD01950~1956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非洲檔案 1-5 00DVD01957~1974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西歐.北歐 1-5 00DVD01975~1984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南歐 1-5 00DVD01985~1994
公播版 【世界遺產名錄】歐洲檔案-德國.法國 1-5 00DVD01995~2004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1-v.2 上海百年風華 黃龍 九寨溝 00DVD02126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3-v.4 上海百年風華 都江堰 峨嵋山 00DVD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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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5-v.6

孔老夫一生的事蹟 青城山 上海百年風華 大足石刻
00DVD02128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7-v.8 上海百年風華 樂山大寺 三星堆遺址 00DVD02129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9-v.10

上海百年風華 承德避暑山莊 三國演義文化 避暑山莊周圍寺廟
00DVD02130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11-v.12 三國演義文化 長城 明清皇家陵寢 00DVD02131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13-v.14 三國演義文化 麗江古誠 布達拉宮 00DVD02132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15-v.16 三國演義文化 布達拉宮 武當山 00DVD02133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17-v.18

長江風雲 長城在熱河 長城在山西 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2134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19-v.20 長城在山西 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2135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21-v.22 長城在山西 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2136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23-v.24

長城在山西 南方絲綢之旅 長城在河北
00DVD02137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25-v.26 走進皖南 新疆之旅 曲侗之旅 00DVD02138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27-v.28 清宮殘夢 雲南之旅 龍門石窟 00DVD02139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29-v.30 湘西之旅 長城在河北 00DVD02140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31-v.32 湘西之旅 長城在河北 00DVD02141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33-v.34 湘西之旅 長城在河北 00DVD02142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35-v.36 長城在河北 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2143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37-v.38 長城在河北 南方絲綢之旅 00DVD02144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39-v.40 長江風雲 明清皇家陵寢 承德山莊 00DVD02145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41-v.42 長江風雲 懷舊之旅 00DVD02146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43-v.44

湘西之旅 秦始皇陵和兵馬俑 貴州之旅 敦煌莫高窟
00DVD02147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45-v.46 明清皇家陵寢 淮河采風 揚州 故宮 00DVD02148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47-v.48 湖北之旅 泰山 山東之旅 珠江之旅 00DVD02149
公播版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v.49-v.50 長城在山西 布達拉宮 00DVD02150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大屯火山群 00DVD02160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金瓜石聚落 00DVD02161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阿里山森林鐵道 00DVD02162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澎湖玄武岩 00DVD02163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棲蘭山原始檜木林 00DVD02164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淡水古蹟與歷史建築 00DVD02165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玉山國家公園 00DVD02166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金門島嶼列嶼 00DVD02167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太魯閣國家公園 00DVD02168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卑南遺址與都蘭山 00DVD02169
公播版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蘭嶼聚落與自然景觀 00DVD02170
公播版 雲端的火車: 阿里山森林鐵路之旅 00DVD02301
公播版 濁水溪畔的汽笛聲: 集集支線鐵路之旅 00DVD02302
公播版 山城記憶: 內灣支線鐵路之旅 00DVD02303
公播版 再會啦!平溪 00DVD02304
公播版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 聖彼得堡/俄羅斯 00DVD02408
公播版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 威尼斯/義大利 00DVD02409
公播版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 維也納/奧地利 00DVD02410
公播版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 阿姆斯特丹/荷蘭 00DVD02411
公播版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 布拉格/捷克 00DVD02412
公播版 【歐洲名城】深度之旅 布魯日/比利時 00DVD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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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播版 單車環島日誌 練習曲 00DVD02414
公播版 天路風雲: 青藏鐵路2007 自然地理探索 v.1-v.3 00DVD02563~2565
公播版 國境邊陲: 1997島嶼上的人類 00DVD02566
公播版 寶島台灣全覽 v.1-v.15 00DVD02567~2581
公播版 世界遺產秘檔 v.1-v.5 00DVD02582~2586
公播版 全球自由行指南 The independent travellers guide 00DVD03176~3191
公播版 全球火車自助旅行 World journey by train 00DVD03192~3210
公播版 頤和園 Summer palace 00DVD03235
公播版 世界自然遺產 Th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00DVD03326~3335
公播版 【世界其實很台灣】v.1 台北古城 00DVD03594
公播版 【世界其實很台灣】v.2 台南古城 00DVD03595
公播版 【世界其實很台灣】v.3 鳳山古城 00DVD03596
公播版 【世界其實很台灣】v.4 恆春古城 00DVD03597
公播版 【伊斯蘭建築】v.1 塞浦路斯 衣索比亞 00DVD03598
公播版 【伊斯蘭建築】v.2 布吉納法索 葉門 新加玻 00DVD03599
公播版 【伊斯蘭建築】v.3 馬來西亞 孟加拉 00DVD03600
公播版 【伊斯蘭建築】v.4 葉門 黎巴嫩 00DVD03601
公播版 八千公里的心靈之旅 A Siemut 00DVD03786
公播版 【台灣五頂峰】阿里山之巔 大塔山(一)-(三) 00DVD03796~3798
公播版 【台灣五頂峰】玉山山脈之巔 玉山(一)-(三) 00DVD03799~3801
公播版 【台灣五頂峰】雪山山脈之巔 雪山(一)-(四) 00DVD03802~3805
公播版 【台灣五頂峰】海岸山脈之巔 新港山(一)-(二) 00DVD03806~3807
公播版 【台灣五頂峰】中央山脈之巔 秀姑巒山(一)-(五) 00DVD03808~3812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1-2 台北市、苗栗、新北市 00DVD03813~3814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 新北市、宜蘭 00DVD03815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 00DVD03816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5 宜蘭、新北市、桃園、苗栗 00DVD03817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6 新北市 00DVD03818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7-19 台北市 00DVD03819~3831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0 基隆市 00DVD03832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1 吃得開老外 00DVD03833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2 御廚料理 00DVD03834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3 頂級海鮮 00DVD03835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4 哈燒異國 00DVD03836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5 素食特輯 00DVD03837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6 稀奇異國 00DVD03838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7 自家漁港 00DVD03839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8 明星的店 00DVD03840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29 吃到飽 00DVD03841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0 水果特輯 00DVD03842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1 創意料理 00DVD03843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2 肉食主義 00DVD03844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3 排毒料理 00DVD03845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4 24小時店 00DVD03846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5 桃園復興 00DVD03847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6 三峽鶯歌 00DVD03848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7 苗栗 00DVD03849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8 南庄 00DVD03850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39 桃園大溪 00DVD0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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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0 后里 00DVD03852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1 后里2 00DVD03853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2 台南1 00DVD03854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3 台南2 00DVD03855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4 台灣之最 00DVD03856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5 台中大坑 00DVD03857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6 石碇鄉 00DVD03858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7 三芝鄉 00DVD03859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8 主題搞怪風 00DVD03860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49 嘉義民雄 00DVD03861
公播版 【台灣玩不完】v.50 嘉義、雲林 00DVD03862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 貴州 00DVD03863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2 廣東 00DVD03864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3 貴州 00DVD03865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4 廣東 00DVD03866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5 貴州 00DVD03867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6 廣東 00DVD03868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7 貴州 00DVD03869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8 廣東 00DVD03870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9 浙江金華 00DVD03871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0 浙江 橫店/義島 00DVD03872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1 浙江 杭州 00DVD03873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2 浙江 紹興 00DVD03874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3 浙江 金華 00DVD03875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4 浙江 龍門/嘉興 00DVD03876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5 東北 哈爾濱 00DVD03877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6 東北 吉林 00DVD03878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7 東北 大連 00DVD03879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8 東北 長白山 00DVD03880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19 東北 瀋陽 00DVD03881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20 東北 長春/丹東 00DVD03882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21-26 絲路 西安 00DVD03883~3888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27-28 湖南 00DVD03889~3890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29-32 四川 00DVD03891~3894
公播版 【中國不一樣】v.33-37 河南 00DVD03895~3899
公播版 帶著夢想去旅行 00DVD03912
公播版 星期六的地圖 A Map for Saturday our year around the world 00DVD04146
公播版 跟著攝影大師去旅行 v.1-v.12 Travels to the Edge with ArtWolfe 00DVD04355~4366
公播版 四國八十八名寺巡禮: 四国八十八ヶ所の旅 00DVD04700
公播版 【台灣百年老街系列】v.1~v.8 00DVD04717~4724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1 破譯巨石陣之謎 00DVD05390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2 秘密之城 佛羅倫斯 00DVD05391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3 透視內幕 國立故宮博物院 00DVD05392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4 神祕的埃及冥世之旅 00DVD05393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5 解密馬丘比丘 00DVD05394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6 納斯卡線迷蹤 00DVD05395
公播版 【探索世界文化遺產】v.7 復活節島探奇 00DVD05396
家用版 【台灣河川風情】 v‧1-v‧4 02DVD00017~20
家用版 【台灣國家步道系列】 v‧1-v‧5 02DVD0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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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版 【台灣之美系列 】v‧1:1-v‧1:4 02DVD00026~29
家用版 【台灣之美系列 】v‧2:1-v‧2:4 02DVD00030~33
家用版 型男飛行日誌 Up In The Air 02DVD00201
家用版 【大陸尋奇】1 金沙江‧長江系列 v‧1~v‧10 02DVD00256~265
家用版 【大陸尋奇】2 人間絲路系列 v‧1~v‧10 02DVD00266~275
家用版 【大陸尋奇】3 民族風情系列 v‧1~v‧10 02DVD00276~285
家用版 【大陸尋奇】5 表演與建築 v‧1~v‧10 02DVD00286~295
家用版 【大陸尋奇】 4 美食與工藝系列 v‧1~v‧10 02DVD00296~305
家用版 【大陸尋奇】 奇幻新疆系列 v‧1~v‧10 02DVD00306~313
家用版 【大陸尋奇】 青海西藏系列 v‧1~v‧10 02DVD00314~325
家用版 中國神祕紀行 v‧1~v‧24 02DVD00679~690
家用版 敦煌Dunhung: 絲綢之路 璀璨再現 v‧1~v‧10 02DVD00719~722
家用版 乘著光影旅行的故事 Let the Wind Carry Me 02DVD01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