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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  書

（一）視覺藝術

尤可欣（譯）（2008）。威爾 Roberta Weir 著。達文西的墨水瓶：連結創意發想與實做的 30 個提示。臺北市：

商周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巴東等（2008）。當前藝術發展之觀察與省思：美學、經濟與博物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方秀雲（2008）。藝術家的自畫像：從文藝復興的杜勒到當代的鞏立。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方鈞瑋（2008）。重現泰雅：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臺東縣：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王士樵（2008）。視不識－視覺文化教與學。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王大智（2008）。藝術與反藝術―先秦藝術思想的類型學研究。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王素峰（2008）。交併與渾融：臺灣美術現代化的幾個徵象。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王耀庭（2008）。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王耀庭等（2008）。閩習臺風―明清時期臺灣美術之研究。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何佩樺（譯）（2008）。齊莫曼 Michael Kimmelman 著。意外的傑作：一位走出美術館的藝術家，十個在生活中

發現藝術的故事。臺北市：臉譜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何政廣（2008）。臺灣大百科網路精選版。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何傳馨等（2008）。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何維民（2008）。寫給年輕人的西洋美術史套書。臺北市：原點出版社。

余　輝（2008）。畫裡江山猶勝：百年藝術家族之趙宋家族。臺北市：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念凡、許珮嘉 （2008）。囍筵—臺式古典—新餐宴。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吳慧芳編；陳美智、謝明學譯 （2008）。典藏目錄 2006 ～ 2007。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叔同（2008）。李叔同談藝。臺北市：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李乾朗（2008）。續修臺北縣志（卷九藝文志）第二篇美術工藝〈下〉。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李梅齡（2008）。遇見畢沙羅爺爺印象畢沙羅親子導覽手冊。臺北市：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李清志（2008）。天堂美術館。臺北市：晴天出版有限公司。

李普同等（2008）。島嶼風情―日治時期臺灣美術之研究。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李進發等（2008）。美麗新視界―臺灣膠彩畫的歷史與時代意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杜松柏（2008）。電腦時代書道藝術新論。臺北市：學生書局。

邢益玲（2008）。藝術與人生：了解視覺藝術之發展。臺北市：文京圖書有限公司。

阮慶岳（2008）。建築師的關鍵字：東亞都市地景的 30 種閱讀術。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蔡世蓉（譯）（2008）。並木誠士、中川理著。美術館�可能性。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周一彤（2008）。南海劇場復刻版 1957 ～ 2007。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周功鑫（2008）。別冊太陽—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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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茵、洪碧婉（2008）。博物館家族情報誌－北縣 29 座博物館情報大特搜。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林志明、未來博物館專案工作小組 （2008）。未來博物館：導覽手冊。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林育淳（2008）。續修臺北縣志（卷九藝文志）第二篇美術工藝〈上〉。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林佳禾（2008）。高美館 2005 ～ 2007。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林明良（2008）。懶人書法家。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林金榮（2008）。金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金門縣：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柔安（2008）。非分之想 - 陶瓷與異質媒材特展。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林美慧（2008）。北京新建築：全球頂尖建築實驗競技場。臺北市：積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林崇熙（2008）。文化資產的誕生—舊空間再利用調查與評鑑手冊。臺中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

管理處籌備處。

林潔盈（譯）（2008）。波隆涅希 Cecilia Bolognesi、皮亞扎 Matteo Piazza 著。設計之都米蘭：一生一定要去一

次的美感天堂。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磐聳等（2008）。世紀容顏 - 臺灣鐵道藝術。臺中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林憲德（2008）。亞熱帶的綠建築挑戰。臺北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林曉瑜等（2008）。城市雙向道。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林麗真（2008）。養成．形塑－臺師大典藏 vs. 高美館典藏。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

花亦芬（2008）。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市：三民書局。

施植明（2008）。建築省思。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洪伶慧（2008）。迷離島—臺灣當代藝術視象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洪長源（2008）。大家來寫村史 29—東螺渡口：溪州鄉舊眉村。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洪淑苓（2008）。國立臺灣大學 2007 年藝文年鑑。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胡永芬（2008）。100 藝術大師。臺北市：明天國際圖書出版社。

胡懿勳等（2008）。陳其寬—構築意繪。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倪再沁（2008）。公共藝術觸擊。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倪再沁（2008）。百慧藏坤－陳慧坤作品修復與保存合作計畫。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

處籌備處。

倪再沁（2008）。藝術初體驗。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倪美瑗（2008）。大家來寫村史 28—小西行腳 . 街巷尋寶：彰化市小西特色街巷。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夏學理等（2008）。文化藝術與心靈管理。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徐秀菊（2008）。社區文化與藝術教育－創意篇。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08）。鏡頭下的城市記憶—從老照片看高雄的變遷（1945-1970）。高雄市：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戀戀紅毛港－寺廟建築與信仰。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8）。福德皮影戲劇團發展紀要暨圖錄研究。高雄縣：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國立中興大學（2008）。臺中市志 ‧ 藝文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故宮－未來博物館「過去－未來」。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無牆博物館：故宮文物數位典藏工程。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原點時尚—藝術工作者與複合媒材的創意對話。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紙道―境靜敬。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臺灣工藝薪傳錄／傳家寶之螺鈿工藝。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藤繞工藝多媒體教材。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竹雕工藝製作技術教材。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傳承與創新－臺日藍染文化講座研討會論文專輯。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臺灣工藝之家深度報導—精工造藝。南投縣：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2008）。臺灣水彩 100 年。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2008）。四季巧藝。宜蘭縣：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08）。2008 年視覺傳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跨領域的視覺設計整合。臺北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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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08）。亞洲設計新勢力 II。臺北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08）。亞洲視覺設計大觀。臺北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08）。2008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得獎作品有聲電子書。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2008）。十相自在：藏傳佛教藝術唐卡。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2008）。滄海一粟―古今書畫拾穗。臺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2008）。臺灣早期咖啡文化。臺北市：國立歴史博物館。

張友鶴、洪菁珮（2008）。遊歷八里。臺北縣：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張秀芳等（譯）（2008）。薩德奇 Deyan Sudjic 著。建築！建築！誰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 ?。臺北市：漫遊者

文化有限公司。

張國治等（2008）。2007 年設計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臺灣設計教育回顧與展望。臺北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張碧霞（2008）。大家來寫村史 30、31—再現百果山風華 ( 上、下 )。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張樞等（2008）。2008 臺中學研討會－建築文化篇論文集。臺中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張賜福（2008）。2008 第二屆數位藝術評論獎。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張錦華等（2008）。認識廣電多元文化。臺北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張豐吉等（2008）。文房四寶專輯。彰化縣：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曹　翠（2008）。大家來寫村史 22—犁頭厝風華。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鹿港三山國王廟 (13)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鹿港天后宮 (9)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鹿港文武廟 (10)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鹿港地藏王廟 (11)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彰化元清觀 (4) 彰化縣第二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彰化節孝祠 (18)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符宏仁（2008）。彰化縣第三級古蹟導覽叢書彰化南瑤宮。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莊仲黎（譯）（2008）。哲倫特 (Christian Saehrendt)、基托 (Steen T. Kittl) 著。看懂了！超簡單有趣的現代藝術

指南。臺北市：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莊靖（譯）（2008）。伯金斯 David Perkins 著。看藝術學思考。臺北市：原點出版社有限公司。

許牧穀（2008）。推開書法藝術的大門。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許雪姬（2008）。樓臺重起（上編）—林本源家族與庭園的歷史。臺北縣：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連照美（2008）。臺灣新石器時代卑南墓葬層位之分析研究。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郭書瑄、嚴玲娟（譯）（2008）。海布倫 James Heilbrun 著。藝術 ‧ 文化經濟學。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股份

有限公司。

郭肇立（2008）。第十一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臺灣館：黑暗論—臺灣城市文化的思索。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陳仕賢（2008）。大家來寫村史 27—鹿港不見天街傳奇。彰化縣：彰化縣文化局。

陳正雄（2008）。清代宮廷服飾。臺北市：國立史博物館。

陳芳明等撰文（2008）。謝里法與書寫臺灣美術研討會。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陳美貴（2008）。藝術概論。臺北市：文京圖書有限公司。

陳彬彬（2008）。從 0 開始圖解西洋名畫。臺北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陳慧娟（2008）。2008 兒童圖畫書插畫集。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陳樹升（2008）。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沿革與發展之研究（1983 ～ 2006）。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陳樹升（2008）。世紀刻痕－臺灣木刻版畫展（1945-2005）（含附錄）。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

鳥口木子（2008）。前進北京藝術區－藝術旅遊。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曾肅良（2008）。藝術概論。臺北市：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黃文博（2008）。臺南縣民俗及有關文物調查報告書（第二期 / 溪南篇）。臺南縣：臺南縣政府。

黃貞燕（2008）。日韓無形的文化財保護制度。宜蘭縣：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黃崇典等（2008）。空間美學館。臺中市：臺中市政府。

黃翠梅等（2008）。十三窯傳奇－歸仁窯考古與研究成果集。臺南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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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蘭翔（2008）。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 。
新竹市文化局（2008）。新竹市傳統工藝美術鄉土教材「認識欣賞並動手玩傳統工藝」木屬工藝 ‧ 竹屬工藝 ‧

玻璃工藝」。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楊仁江（2008）。金門縣縣定古蹟邱良功古厝調查研究。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

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辦公室（2008）。2007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臺北市：經濟

部工業局。

葉翠玲（2008）。打造藝術地景的思維：淺談藝術介入公共空間規劃策略。臺北市：松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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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創意產業研究發展中心（2008）。漫畫鳳山新城。高雄縣：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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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國、林玉明（2008）。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目錄 2007。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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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2008）。臺灣原住民族撒奇萊雅族樂舞教材。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呂鈺秀、徐玫玲、陳麗琦、溫秋菊、顏綠芬主編。臺灣音樂百科辭書。臺北市：遠流。

呂雅昕（譯）（2008）。高（山鳥）知佐子著。輕鬆愛上古典音樂。臺北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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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戲設系（2008）。劇場視覺設計情報。臺北市：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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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裕民（2008）。京劇劇藝基礎訓練。臺北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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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演藝術 –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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