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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Title 索書號 Call No. 

開拓台語片的女性先驅 490.992/4421 

預備, 開麥拉!：張曾澤的電影私房筆記 782.886/1183b 

胡金銓的世界 782.886/4788 4435

辛奇的傳奇 782.887/0082 4435

袁叢美從影七十年回憶錄：21世紀兩岸三地中國電影史唯一僅存
見證人 782.887/4038 4421

時光流影：高雄市電影圖書館典藏文物專輯二 =Time flow & 
steaming shadow：Kaohsiung film archive reserved books …… 987.067/4434 

不見不散：蔡明亮與李康生 987.07/1154 

新電影之外/後 987.07/4092b 

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 987.07/4092c 

8 1/2 的男與女：電影情節預告的兩性關係 987.07/7544 

論兩岸三地電影 987.092/3330 

繽紛電影四十春：沙榮峰回憶錄 987.092/3992 

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 987.092/4400 

消逝的影像：臺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 987.09232/0087 

2000台灣電影文化地圖 987.09232/1067 

風城影話：新竹市電影、戲院大事圖錄 987.09232/1124 

殖民地下的「銀幕」：臺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987.09232/1348 

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 (1949-1994) 987.09232/2116 

書名 Title 索書號 Call No. 

台灣電影饗宴：百年導覽 987.09232/2321 

灩波留影：南方電影人紀實 987.09232/2665 

台灣電影閱覽 987.09232/4032 

新竹市電影史 987.09232/4400 

台北西門町電影史：1896~1997 987.09232/4400b 

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mov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987.09232/4400c 

春花夢露：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 987.09232/4400d 

「影響」的影響：1970-1979：七○年代臺灣電影史 987.09232/4400e 

八十年代台灣電影史 987.09232/4400f 

臺灣電影百年史話 987.09232/4421/v.1~
2 

寶島大夢：台灣電影的奇幻邊緣 987.09232/4462 

台灣電影、社會與國家 =Taiwanese cinema, society and state 987.09232/7215 

書寫台灣電影 987.09232/7713 

台語片時代 987.0932/6316/v.1 

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 1898-2000 =The chronicle of Taiwan 
cinema 1898-2000 

987.0933/1014/v.1~
3 

台灣電影、社會與歷史 =Taiwanese cinema, society and history 987.2/4018 

獨立製片在臺灣：西部來的人 987.2/4462 

李行：一甲子的輝煌 987.31/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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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Title 索書號 Call No. 

胡金銓的藝術世界 987.31/3328 

蔡明亮 987.31/3463 

李翰祥：台灣電影的開路先鋒 987.31/4043 2047 

永遠的李翰祥紀念專輯 987.31/4043 4421 

白克導演紀念文集暨遺作選輯：台灣電影開拓者 987.31/4435 

楊德昌：臺灣對世界影史的貢獻 987.31/4626 4413 

台灣電影導演藝術 987.31/7513 

光影定格：蔡明亮的心靈場域 987.31/7713 

Focus Inside：《乘著光影旅行》的故事 =Focus inside：the story 
of let the wind carry me 987.4/8021 

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概述 1945-1970 =Cinematography in 
Taiwan 1945-1970：history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987.409232/4420 

歷史的腳蹤：台影五十年 987.62/6316 

改變歷史的五年：國聯電影研究 987.6338/2047 

電影檔案：第三十四屆金馬獎得獎影片 =Cinedossier：the 34th 
Golden Horse award-winnig films 987.718/4187 

千禧曼波：電影原著中英文劇本 =Millennium mambo 987.8/2510 

悲情台語片 987.8/4421 

台灣影評六十年：台灣影評史話 =60 years of film critique in 
Taiwan 987.8/4435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987.8/4626 

花橋榮記：電影劇本與拍攝紀事 987.83/0421 

書名 Title 索書號 Call No. 

去年冬天 =Heartbreak island 987.83/0788 

阿爸的情人：劇本.拍攝紀實 987.83/1024 

盛夏光年 =Eternal summer 987.83/1024b 

飲食男女：電影劇本與拍攝過程 987.83/1041 

夜奔：電影劇本 987.83/1041b 

洞：電影劇本與評論 987.83/2047b 

河流 987.83/2047c 

好男好女：侯孝賢拍片筆記/分場.分鏡劇本 987.83/2510 

極上之夢：<<海上花>>電影全記錄 987.83/2747 

囍宴 987.83/4030b 

三聲有幸：電影創作書 =Doubles 987.83/4051 

看懂李安：第一本從西方觀剖析李安專書 987.83/4114 

戲戀人生：侯孝賢電影研究 =Passionate detachment：films of 
Hou Hsiao-hsien 987.83/4403 

楊德昌電影研究：台灣新電影的知性思辯家 987.83/4413 

愛情萬歲 987.83/4460 

我的美麗與哀愁：拍攝記實 987.83/4483b 

台灣電影精選 =Films：made in Taiwan 987.83/7144 

我的美麗與哀愁 987.83/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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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Title 索書號 Call No. 

孵一顆電影蛋：<<寂寞芳心俱樂部>>電影書 987.83/7713 

我暗戀的桃花源 987.83/7731 

我的一票選總統 987.83/7780 

賽德克。巴萊 987.83/8023/v.5 

黑暗之光 987.83/8448/v.1 

條子：阿不拉 987.83/8448/v.2 

藍色大門 987.83/8448/v.3 

單打雙不打：一部來自金門的百姓電影 987.83/9956 

我愛黃梅調：絲竹中國 古典印象：港台黃梅調電影初探 987.89/7598 

推手：一部電影的誕生 987.92/3193 

當代港台電影：一九八八 - 一九九二 987.92/4434/v.1~2 

當代港台電影. 一九九三 987.92/4434b 

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 987.92/7522 

尋找電影中的台北 =Focus on Taipei through cinema 1950-1990 987.92/7522c 

台灣電影 90新新浪潮 =New new wave of Taiwan cinema 90's 987.9232/2047 

臺灣電影三十年 987.9232/3010 

美麗時光：張作驥及其獨立製片 987.9232/3601 

凝視與對望：端睨九十年代臺灣女性電影原貌 =To gaze and be 
gazed at：rediscovering the true faces of Taiwanese………… 987.9232/3844 

書名 Title 索書號 Call No. 

電光城市：看電影遊高雄 987.9232/4434 

國片的燦爛時光 987.933/2773 

李行八十：電影六十 987.933/4226/98 

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台灣影人 =The voice of Taiwan 
cinema 987.933/4403 

臺灣新電影 987/2047 

最好的時光：電影本事、分場劇本以及所有關於電影的.1982-2006 987/2510 

台北電影院：城市電影空間深度導遊 =Movie theaters in Taipei：
a city tour in films 987/4034 

大陸台灣文化論壇：新電影與現代性 987/6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