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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書：
      �007年國家圖書館藝術類相關之書籍出版品及期刊

學位論文：
      藝術教育類及藝術相關之碩博士論文。

計畫報告：
      GRB登錄政府預算作為研究經費之計畫成果報告。

藝術教育重要競賽活動得獎者名錄：
      以全國性或中央政府主辦之藝術教育重要競賽前三名或優等獎者
      為收錄原則。

相關重要之藝術教育資料：
      藝術教育之公民營機構、學校、網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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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  書

2007年藝術類專書

資料來源: 

政府出版品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search_result.jsp

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臺灣舞蹈研究協會、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    

  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趙玉玲

（一）跨領域

太乙廣告（�007）。96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臺北：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邱坤良（�007）。移動觀點：藝術-空間-生活戲劇。臺北市：九歌出版社。

陳志聲 （�007）。綻放藝采-臺中縣傑出團隊大觀。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

陳麗桂、賴美鈴、林磐聳、張曉華（�007）。中小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教學與實務。

　　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懿文（�007）。開始到紐約看百老匯：音樂劇‧舞蹈‧音樂‧歌劇‧露天表演‧看秀指

　　南。臺北市：太雅。

臺北市文化局（�007）。第十一屆臺北文化獎得獎人暨歷屆得主專輯。臺北市：臺北市政

　　府文化局 。

臺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007）。臺新藝術獎．藝評集：新藝見音樂舞蹈篇。臺北市：

　　音樂時代。

劉瑞華 編（�007）。2006臺灣藝術教育年鑑。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羅美蘭 編（�007）。創意‧文化‧關懷－2006全國藝術教育展實錄。臺北市：國立臺灣藝

　　術教育館。

（二）視覺藝術

丁寧（�007）。西方美術史的十五堂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公共藝術獎工作小組（�007）。2007公共藝術獎得獎作品圖錄。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太陽臉（�007）。有趣的臺灣老插畫。臺北市：華人版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方彥翔（�007）。創作論壇《打開－當代：築‧體‧場‧境》。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方美晶、邱麗卿、林葆華（�007）。2007臺北美術獎。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牛小婧、鄒萱（譯）（�007）。布倫•阿特利(Bunlent Atalay)著。數學與蒙娜麗莎。臺北市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王凌莉等（�007）。發現浪漫俄羅斯：柴科夫斯基教你的十一堂課。臺北市：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

王偉光（�007）。教你看懂藝術。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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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鈺琴等（�007）。美感新勢力－2007藝術與教育學生論壇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藝

　　術教育館。

王錫山（�007）。地平線上的影像：建築空間攝影概論。臺北市：左上角企劃顧問有限公

　　司。

王競雄等（�007）。Marvelous	Sparks	of	the	Brush	Painting	&	Calligraphy,	Books	&	　　　　

　　Documents。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王競雄等（�007）。妙筆生花—書畫文獻篇（日文版）。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王耀庭（�007）。故宮書畫圖錄二十六。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王耀庭（�007）。傳移模寫。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9�級學生（�007）。艋舺清水巖傳統建築裝飾藝術調查計劃。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史作檉（�007）。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成寒譯（�007）。John	Lobell著。靜謐與光明：路易‧康的建築精神。臺北市：聯經出版公

　　司。

江淑玲（�007）。榮耀世紀：法國國立塞弗爾瓷窯1740-2008。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

　　博物館。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007）。九十五年公共藝術年鑑。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007）。行政院各部會九十六年度文化藝術補助暨獎助輔導辦法

　　彙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何佩樺（譯）（�007）。法蘭欣•普羅絲(Francine Prose)著。卡拉瓦喬。臺北市：藝術家出

　　版社。

何英傑（�007）。電影素描。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佩瑾等（�007）。天工寶物–八千年歷史長河。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吳宗璘（譯）（�007）。肯•丹席格爾(Ken Dancyger)著。導演思維。臺北市：電腦人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鼎仁（�007）。金門風情畫。金門縣：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璧雍（�007）。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圖書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李宏（�007）。永恆的生命力量─漢代畫像石刻藝術研究。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李俊賢（�007）。超越時光‧跨越大洋—南島當代藝術。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美蓉、傅嘉琿（�007）。妮基的異想世界。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李乾朗(�007)。巨匠神工：透視中國經典古建築。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欽賢(�007)。臺灣美術之旅。臺北市：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沈文訓（譯）（�007）。成美堂出版編集部編。日本名窯陶瓷圖鑑。臺北市：積木文化出

　　版社。

拉黑子工作室（�007）。PALAFANG與我相遇：文建會公共空間藝術再造計畫成果報告書公

　　民美學的另類實踐。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林志明等（�007）。影像研究．藝術思維。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林建華等（譯）（�007）。安藤忠雄等著。建築學的14道醍醐味。臺北市：漫遊者文化事

　　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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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柏亭（�007）。国宝菁華—書画。書文献篇。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林柏亭（�007）。国宝菁華—器物篇。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林曼麗（�007）。國立故宮博物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年報。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林曼麗、林國平（�007）。時尚故宮‧數位生活。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林愛華（�007）。美術館的異想世界。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林磐聳、施國隆（�007）。臺灣師大美術系館典藏品維護與保存合作計畫圖錄。臺南市：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林磐聳等（�007）。臺灣設計季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林錚顗（譯）（�007）。中村好文著。意中的建築（上卷、下卷）。臺北市：左岸文化事

　　業公司。

金門縣文化局（�007）。2006年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

姚忠達（�007）。建築的人文與技術。臺北市：中興工程基金會。

施淑萍（�007）。「第十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樂園重返	臺灣的微型城市。臺中市：國

　　立臺灣美術館。

洪伶慧（�007）。迷離島—臺灣當代藝術視象。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

胡永芬（�007）。後解嚴與後八九—兩岸當代美術對照。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

倪再沁（�007）。臺灣美術論衡。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夏紓著（�007）。7個美好年代．50位偉大建築師。臺北市：高談文化出版社。

徐文琴（�007）。臺灣美術史。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徐明松（�007）。王大閎：永恆的建築詩人。臺北市：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徐裕健（�007）。彰化縣縣定古蹟扇形車庫再利用計畫。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007）。2006第4屆臺灣設計博覽會-優雅生活	體驗美學。臺

　　北市：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鹿江文化藝術基金會（�007）。彰化縣傳統建築修復匠師普查案。彰化縣：彰化

　　縣文化局。

馬曉瑛（�007）。輝煌的俄羅斯公共藝術與建築。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國立臺灣美術館（�007）。透視臺灣當代藝術2000-2005。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007）。小牧童的尋根之旅-尋找黃土水雕塑作品。臺北市：臺北市立美

　　術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007）。時尚故宮˙數位生活。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007）。透視內幕：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007）。工藝有夢－臺灣工藝版圖的過去、現在與展望。南投縣：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007）。臺灣地方陶瓷發展史（一）臺灣陶瓷的領航員－北投陶瓷

　　發展史。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007）。竹工藝數位學習教材。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007）。竹雕工藝製作技術影像教材。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007）。話山話水畫工藝。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美術館（�007）。李石樵百年紀念展。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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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007）。臺藝風華─大學與社會美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007）。分享與交流—博物館館際合作︰2007年博物館館長

　　論壇。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007）。李霞的人物畫研究：李霞的人物畫展覽圖錄。臺北

　　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007）。妮基的異想世界。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007）。亳芒微雕。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007）。藝術家的書─從馬諦斯到當代藝術。臺北市：國立

　　歷史博物館。

婉玲等（�007）。遇見雕刻時光:	三義木雕博物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崔詠雪等（�007）。藝域長流－臺灣美術溯源。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康佳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007）。創意之島－臺灣設計之旅。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

　　育館。

康金若錫（�007）。臺灣古建築裝飾圖鑑。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張文龍等（�007）。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屏東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張育雯、曾思中（�007）。公共藝術好好玩。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張佳雯（譯）（�007）。西田雅嗣，矢崎善太郎編。圖解世界經典建築。臺北市：尖端出

　　版社。

張武恭（�007）。電影鑑賞與創意。臺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家瑀（�007）。凹版與綜合併用版畫之多元媒材創作。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張崑振（�007）。金門縣官祀建築調查研究。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

張清淵等（�007）。美術高雄2006—高雄陶：衍續˙重釋。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張淑君（�007）。彰化縣縣定古蹟社頭清水岩寺調查研究暨修護計畫。彰化縣：彰化縣文

　　化局。

張登文等（�007）。數位藝術教育暨創作推廣計畫。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張雅梅譯（�007）。齋藤英俊文；穗積和夫插畫。桂離宮: 日本建築美學的祕密。臺北市：

　　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雲盛（�007）。金門沙美萬安堂彩繪石雕故事集。金門縣：金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莊育振、陳世良(�007)。英國，這玩藝！：視覺藝術&建築。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連森裕（�007）。重修苗栗縣志卷卅視覺藝術志。苗栗縣：苗栗縣政府。

陳宏勉（�007）。認識篆刻藝術。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陳志誠（�007）。二十世紀台灣雕塑史綱要。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陳春名譯（�007）。青山邦彥、鈴木博之解說。永恆的空間：尋訪24個世界遺產建築。臺

　　北市：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階晉（�007）。物華天寶－Old	is	New	導讀新故宮	Guidebook。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陳葆真（�007）。李後主和他的時代：南唐藝術與歷史論文集。臺北市：石頭出版社。

陳慧娟（�007）。2007兒童圖畫書插畫集。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陳樹升（�007）。林惺嶽與當代美術思潮國際研討會。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1�� 1��1�� 1��

曾子良、劉元立 (�007)。高雄傳統藝術：高雄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

馮明珠（�007）。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黃文浩（�007）。2007第一屆數位藝術評論獎。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黃文浩（�007）。2007第二屆臺北數位藝術節。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黃芳惠、黃孫權（�007）。臺北藝遊--大臺北文化誌。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黃健亮（�007）。明清紫砂藝術：宜興紫砂壺及其裝飾研究。臺北市：盈記唐人工藝出版

　　社。

黃健敏（�007）。都市美感心體驗－公共藝術的多元、跨界、場域。臺北市：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黃婉玲、李孟哲、李翠瑩（�007）。城市心靈聚所：彰化藝術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

黃婉玲、李孟哲、李翠瑩（�007）。重返淘金原鄉：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園區。臺北市：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黃婉玲、李孟哲、李翠瑩（�007）。常民生活重現：臺灣民俗文物館。臺北市：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

黃婉玲、李孟哲、李翠瑩（�007）。盛開編織之美：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織工藝館。臺北

　　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黃婉玲等（�007）。竹塹時空光影：新竹市影像博物館。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黃梅香、劉俊蘭（�007）。一個藝術家的誕生－美思靈動。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楊瑪利、藍麗娟、陳應欽（�007）。新-東京美學經濟：探索一座未來城市和七位大師的設

　　計力。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萬青力等（�007）。世變‧形象‧流風：中國近代繪畫1796-1949。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

　　館。

頑石創意股份有限公司（�007）。故宮e學園數位學習課程之三─中國繪畫的異想世界。臺

　　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廖志中（�007）。嘉義市木構造建築保存方式調查研究。嘉義市：嘉義市政府。

廖瑾瑗等（�007）。區域與時代風格的激盪─臺灣美術主體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

　　：國立臺灣美術館。

漢寶德（�007）。認識建築。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熊鵬翥、熊鵬翥（�007）。公共藝術管理維護手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007）。2006臺灣美術新貌展~立體創作系列。臺中縣：臺中縣立

　　港區藝術中心。

臺北市文化局（�007）。臺北市公共藝術地圖卡。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劉子倩、西澤三紀、韓伯龍（�007）。欲望與消費─海洋堂與御宅族文化。臺北市：臺北

　　市立美術館。

劉永仁（�007）。義大利新藝術風貌。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劉伯樂（�007）。臺灣野鳥生態繪畫。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劉和然（�007）。臺北縣十八條學習路線手冊。臺北縣：臺北縣政府。

劉建國、林玉明（�007）。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目錄2006。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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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致平、李乾朗（�007）。海峽兩岸古建築十六講。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劉潤南（�007）。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全集-馬祖地區。連江縣：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劉豐榮等（�007）。美感與文化第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

潘金定（�007）。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86年至95年誌要。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蔡佩君、王嘉驥（譯）（�007）。強納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y)著。觀察者的技術：論十

　　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臺北市：行人出版社。

蔡毓芬譯(�007)。奧古斯•格里塞巴赫(August Grisebach)著。德國古典主義建築及藝術：一

　　代大師辛克爾的傳記(1781-1841)	。臺北市：地景出版社。

蔡耀慶（�007）。明代印學發展因素及表現之研究。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鄭自隆（�007）。打造「臺灣品牌」：台灣國際政治性廣告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鄧淑慧（�007）。瓦、磚、石回—苗栗陶窯文化之追尋。新竹縣：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

　　文化中心籌備處。

盧瑞珽(�007)。鄭月波：漂泊的畫壇巨擘。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蕭寶玲（�007）。經典繪本導賞：繪本中的童心童畫。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薛燕玲（�007）。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的「地域色彩」展論文集。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薛燕玲（�007）。典藏目錄15。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薛燕玲（�007）。典藏目錄16。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薛燕玲（�007）。典藏目錄17。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薛燕玲（�007）。典藏目錄18。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薛燕玲（�007）。典藏目錄19。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謝明良、王淑津、彭盈真（�007）。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

　　臺灣博物館。

謝東山（�007）。臺灣現代陶藝發展史。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謝玲玉、劉婉君 （�007）。生活創意家	打造南瀛工藝之美。臺南縣：臺南縣政府。

謝婉妮文、劉忠毅圖（�007）。雕塑不見了。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謝鴻均、徐明松（�007）。義大利，這玩藝！：視覺藝術&建築。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鍾心怡等（�007）。新竹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業務執行手冊。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韓伯龍等（�007）。李石樵百歲紀念展 。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

叢智遠等（�007）。時代的印記：藍膜版畫。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顏美麗（�007）。2007澎湖地景藝術節。澎湖縣：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羅潔尹（�007）。臺灣美術與社會脈動2：寶島曼波。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釋聖嚴等（�007）。佛教建築的傳統與創新：法鼓山佛教建築研討會論文集-	2006。臺北市

　　：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鐘有輝（�007）。挑戰浮世繪Contesting UKIYO-E－木刻版畫美感的再生。臺北縣：國立臺

　　灣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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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

王凌莉（�007）。發現浪漫俄羅斯：柴科夫斯基教你的十一堂課。臺北市：中正文化。

王櫻芬（�007）。彰化縣傳統音樂戲曲史料叢刊(4)(5)-踗步近前聽古音：鹿港聚英社林清河							

　　譜本。 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交通部觀光局（�007）。2002-2007阿里山日出印象樂章集錦 。臺北市：交通部。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007）。2007MV大飆客客家音樂MV創作大賽得獎作品專輯光碟　　

　　DVD	。臺北市：行政院。

行政院衛生署（�007）。甜蜜的家庭。臺北市：行政院。

行政院衛生署（�007）。甜蜜的家庭：世界名曲紓壓CD書。臺北市：行政院。

吳榮順（�007）。白石山下的傳說。宜蘭縣：傳藝中心。 

吳榮順、曾毓芬（�007）。我用生命唱歌─布農族的音樂故事。臺北市：內政部。

李志衡等（�007）。真愛高雄20年─黃友棣教授的樂教人生。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李秀琴（�007）。西藏音樂：追尋雪域中神聖與世俗的聲音。臺北市：臺北藝術大學。

李坤城（�007）。再見！禁忌的年代	。高雄市：高雄市政府。

李秋梅、吳智聰、曾智寧（�007）。表演藝術達人秘笈2：看懂音樂的大眼睛。臺北市：中 

　　正文化。

肖復興（�007）。音樂欣賞的十五堂課。臺北市：五南。

林宏宇、陳至芸、楊偉湘（譯）（�007）。Anthony Tommasini著。紐約時報嚴選100張值得

　　珍藏的歌劇專輯。臺北市：商周。

孫大川（�007）。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宜蘭縣：

　　傳藝中心。 

馬永波（譯）（�007）。蕭邦在巴黎：浪漫時期的音樂大師與文化風貌。臺北市：高談文化。

徐麗紗、林良哲（�007）。從日治時期唱片看臺灣歌仔戲。宜蘭縣：傳藝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007）。古今樂談-音緣際會2006學術發表會論文集。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張儷瓊等（�007）。演奏與詮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陳志宇（譯）（�007）。John F. Szwed著。美國爵士樂全攻略。臺北市：左耳文化。

陳怡君（�007）。山歌好韻滋味長：賴碧霞與她的客家民歌天地。桃園縣：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陳曉雰（編）（�007）。2007音樂教育研討會「音樂教育評量─演奏、創造與聆聽」論文

　　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焦元溥（�007）。遊藝黑白。臺北市：聯經。

黃婉玲、李孟哲、李翠瑩（�007）。找尋南島清音：屏東縣族群音樂館 。臺北市：文建會。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007）。2007育藝深遠音樂會。臺北市：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臺灣大學藝文活動推展工作室（�007）。臺灣大學七十八週年校慶特別節目詩奔之夜詩歌

　　朗誦音樂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

劉銳、劉雨生（譯）（�007）。Dietrich Schwanitz 著。教養：關於歷史、文學、藝術、音

　　樂、哲學與世界風俗文化，你必須知道的事。臺北市：商周。

劉瓊淑、葉綠娜、林明慧、楊淑媚等（�007）。第一屆雙鋼琴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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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文等（�007）。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2006年教師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顏綠芬(主編)（�007）。臺灣當代作曲家。臺北市：玉山社。

（四）表演藝術（戲劇）

Perlein, Gilbert、郭藤輝、賴貞儀（�007）。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妮基的異想世

　　界。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上苑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007）。馬樂侯文化管理研討會：表演藝術政策、管理與經營。

　　第六屆。臺北市：文建會。

于善祿（�007）。波瓦軍械庫：預演革命的受壓迫者美學。永和市：黑眼睛文化。

臺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007）。臺新藝術獎．藝評集：新藝見‧戲劇戲曲篇。臺北市

　　：音樂時代。

石光生，王淳美（�007）。屏東布袋戲的流派與藝術。宜蘭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朱之祥主編（�007）。2007亞里斯多芬尼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007）。表演藝術產業調查研究。臺北市：文建會。

余秋雨（�007）。中國戲劇史。臺北市：天下遠見。

李立亨（�007）。戲影萬千：一個藝術家的誕生。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李明華等（�007）。2007臺北兒童藝術節：兒童戲劇創作徵選優良作品選集。臺北市：臺

　　北市政府文化局。

李秋梅、吳智聰、曾智寧（�007）。表演藝術達人秘笈２：看懂音樂的大眼睛。臺北市：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林乃文（�007）。跨界劇場人。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林乃文（譯）（�007）。Charest, R.著。羅伯‧勒帕吉：創作之翼。臺北市：國立中正文化

　　中心。

林永昌（�007）。合興皮影戲團發展紀要暨圖錄研究。高雄縣：高雄縣政府。

林克歡（�007）。消費時代的戲劇。臺北市：書林。

林美璱（�007）。歌仔戲皇帝：楊麗花。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林鋒雄、鄭英珠、藍素婧、張月娥（�007）。蘭陽戲劇叢書16《老歌仔的容顏》導覽手冊

　　。宜蘭縣：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邵玉珍（�007）。戲劇代表我的心：邵玉珍戲劇生涯50年。臺北市：亞太圖書。

邱慧齡、林娟妃（�007）。玖伍看國光。臺北市：國光劇團。

姚坤君（�007）。演員功課：求證的演繹過程。臺北市：書林。

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7）。皮影戲世界。臺北市：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紀慧玲、徐開塵、盧家珍（�007）。精采20－國立中正文化中心20年舞台重現。臺北市：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范楊坤（�007）。重修苗栗縣卷廿九表演藝術志。苗栗縣：苗栗縣政府。

孫福應（�007）。96年雲林文化藝術獎專輯/美術類、表演類。雲林縣：雲林縣政府。

徐開塵、紀慧玲、盧家珍（�007）。bravo精采20：兩廳院二十週年舞臺回顧。臺北市：國

　　立中正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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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麗紗、林良哲（�007）。從日治時期唱片看臺灣歌仔戲。宜蘭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耿一偉（�007）。劇場與科學專題。臺南市：臺南人劇團。

高雄縣政府（�007）。96年全國國民中小學暨社會民眾皮紙影戲表演競賽劇本。高雄縣：

　　高雄縣政府。

財團法人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007）。地藏傳法喜‧掌中戲乾坤：2006臺北縣宗教藝術

　　節。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國立臺灣博物館，捷克國家博物館（�007）。波西米亞偶的家-捷克懸絲偶戲特展專輯。臺

　　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郭吉清（�007）。掌中乾坤─高雄布袋戲春秋。高雄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張文龍（譯）（�007）。Dixon, N.,  Davies, A., & Politano, C著。讀者劇場：建立戲劇與學習

　　的連線舞臺。臺北市：成長基金會。

莊萬枝動作演示口述；洪敏聰整理撰寫（�007）。澎湖的涼傘：澎湖縣傳統表演藝術人才

　　培訓專輯‧96年。澎湖縣：澎湖縣文化局。

陳芳（�007）。花部與雅部。臺北市：國家。

黃美序（�007）。戲劇的味道。臺北市：五南。

黃婉玲、李孟哲、李翠瑩（�007）。搬演戲夢人生：臺東劇團表演藝術館。臺北市：文建

　　會。

溫慧玟、溫偉任、于國華（�007）。表演藝術產業調查研究。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007）。96年臺北市國小、幼稚園及托兒所客語教師戲劇工

　　作坊成果發表會。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劉昶讓（�007）。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術論文輯：優劇場「溯計劃」的理念與實踐之研究

　　。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黎家齊總編輯（�007）。表演藝術年鑑‧2006。臺北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盧志明（�007）。戲曲舞蹈創作理念與作品研析。臺北市：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鍾明德（�007）。OM：泛唱作為藝乘。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鍾明德（�007）。從貧窮劇場到藝乘：薪傳葛羅托斯基。臺北市：書林。

藍劍虹主編（�007）。布雷希特與觀眾專題。臺南市：臺南人劇團。

顧乃春（�007）。現代戲劇論集：發展論、作家作品論、演出論。臺北市：心理。

（五）表演藝術（舞蹈）

朱運來等（�007）。舞蹈風情-九十五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攝影專輯。彰化縣：國立彰化

　　社會教育館  。

林文中（譯）（�007）。Franklin, E.著。舞蹈意象與身體訓練:	各種舞蹈中舞出巔峰的自我

　　訓練法。(Conditioning for Dance：Training for peak performance in all dance forms)。臺

　　北市：藝軒圖書出版社。

林亞婷等（�007）。碧娜．鮑許：為世界起舞。臺北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林懷民（�007）。跟雲門去流浪。臺北市：大塊文化出版社。

陳志宇（譯）（�007）。蘇珊克蘭(Susan B. Klein)著。日本暗黑舞踏：前現化與後現代對闇

　　暗舞蹈的影響(Ankoku	Butoh	:The	Premodern	and	Postmodern	Influences	on	the	D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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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ter	Darkness)。臺北市：左耳文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007）。2007年臺灣舞蹈研究學會夏初研討會---『說文蹈舞：舞蹈的

　　多元風貌Ⅱ』論文集刊。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007）。2007說文蹈舞---『新世紀舞風』跨校舞蹈學術論壇。板橋　

　　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張中煖（�007）。創造性舞蹈寶典：打通九年一貫舞蹈教學之經脈。臺北市：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

蔡麗華（�007）。《臺灣全志‧文化志》撰稿藝術篇第五章舞蹈。臺北市：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

趙玉玲主編（�007）。差異、認同與混雜－全球化、移民、後/殖民情境中的表演藝術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盧玉珍主編（�007）。臺灣舞蹈研究第三期。臺北市：臺灣舞蹈研究學會。

盧志明（�007）。戲曲舞蹈創作理念與作品研析。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六）期刊

 刊    名 刊  期 創刊日期 出版地 出  版  者

美育 雙月刊 1989年3月 臺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PAR表演藝術 月  刊 199�年10月 臺北市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小說與戲劇 年  刊 1989年11月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

文系

中國戲劇集刊 雙年刊 1978年1�月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

系中國戲劇組中國戲

劇學社

中華民國舞蹈教師協會會

刊
季  刊 1989年1�月 臺北市

中華民國舞蹈教師協

會

民俗曲藝 季  刊 1980年11月 臺北市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

文化基金會

民族舞蹈 月  刊 1958年01月 臺北市 民族舞蹈月刊社

地方戲劇 月  刊 1956年03月 臺北市 地方戲劇雜誌社

東海民族音樂學報 不定期 1974年07月 臺中市
東海大學音樂系民族

與教會音樂研究中心

空間設計學報 年  刊 �005年09月 高雄縣
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

會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季  刊 �007年06月 屏東市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故宮學術季刊 季  刊 1983年09月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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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名 刊  期 創刊日期 出版地 出  版  者

盼盼表演藝訊 月  刊 1993年11月 臺北市 欣福出版有限公司

音樂研究 年  刊 199�年06月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

樂學院

音樂藝術學刊 不定期 �001年1�月 臺北市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音樂藝術研究所

師大學報 半年刊 1956年06月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

術類
半年刊 �004年06月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商業設計學報 年  刊 1997年11月 臺中市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

人文藝術類
半年刊 �005年09月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

集刊
年  刊 1994年03月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

研究所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半年刊 �003年05月 臺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教育實踐與研究 半年刊 �007年03月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現代美術學報 半年刊 1998年06月 臺北市 臺北市立美術館

造形藝術學刊 年  刊 �00�年1�月 臺北縣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

形藝術研究所

視覺藝術 年  刊 1998年05月 臺北市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美勞教育學系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 半年刊 �007年06月 新竹市 新竹教育大學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

藝術類
半年刊 �005年1�月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

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
半年刊 �007年05月 臺北市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南科大學報：生活藝術 年  刊 �006年10月 臺南縣 臺南科技大學

臺藝戲劇學刊 年  刊 �005年07月 板橋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

演藝術學院戲劇與劇

場應用學系

臺灣民俗藝術彙刊 年  刊 �004年10月 臺北縣
國立臺北大學            

民俗藝術研究所

臺灣設計 季  刊 �007年04月 臺北市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

臺灣舞蹈研究 年  刊 �004年03月 臺北縣 臺灣舞蹈研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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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名 刊  期 創刊日期 出版地 出  版  者

舞蹈成長雜誌 1989年0�月 臺北市 舞蹈成長雜誌社

舞蹈家 月  刊 1996年05月 臺北市 舞蹈家雜誌社

舞蹈教育 年  刊 1997年1�月 臺中市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學系

劇場事 半年刊 �005年1�月 臺南市 臺南人劇團

樂覽 月  刊 1999年07月 臺中縣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戲劇 年  刊 1993年05月 臺北市 國立藝專戲劇學會

戲劇學刊 半年刊 �005年01月 臺北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

劇學院

藝術欣賞 雙月刊 �005年01月 板橋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研究期刊 年  刊 �005年1�月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

藝術教育研究 半年刊 �001年05月 臺北市
藝術教育研究顧問委

員會

藝術評論 年  刊 1989年10月 臺北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論文集刊 半年刊 �003年1�月 板橋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學報 半年刊 1966年10月 板橋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關渡音樂學刊 半年刊 �004年1�月 臺北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

樂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