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年本校師生著作徵集清單

編號 館藏條碼 題名 著者 索書號 類型

1 C0129223
「重要傳統藝術錫工藝調查研究計畫」報告

書 / 王梅珍計劃主持人 ; 孫淳美協同主持人
王梅珍 968.5 8436-2 TS

2 C0129213 界內界外 : 「我」的藝術之路 / 薛保瑕主編 薛保瑕 907 8697-2 TS

3 C0130379
TAKAO.台客.南方HUE : 李俊賢

=Takao.taike.southern hue : Jiunshyan Lee / 龔卓

軍,許遠達主編

龔卓軍 947.5 8264 TS

4 C0130322
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研究 / 李建緯, 楊

朝傑, 柯光任, 吳盈君著
李建緯 790.3 8477:2-2 TS

5 C0130321
西螺福興宮嘉慶年款翹首供桌研究 / 李建緯,

楊朝傑, 吳盈君著
李建緯 790.3 8477:2 TS

6 C0130320
西螺福興宮太平媽南投陶香爐研究 / 盧泰康,

李建緯著
盧泰康 790.3 8536-2 TS

7 C0126813
眇目傳神 : 金門重要古物「蔡復一畫像」研究

/ 盧泰康, 邵慶旺作
盧泰康 795.7 8536 TS

8 C013016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24屆畫冊 /

造形藝術研究所第24屆著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24屆

902.232 8454 v.24 TS

9 C0126820
五0保典 :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發行五十期紀念

專輯 / 王价巨等作 ; 黃翠梅主編
王价巨 541.27 8474 TS

10 C0126812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 館藏錢幣、陶瓷器

等文物檢測與詮釋計畫 成果報告書 / 盧泰康

計畫主持人

盧泰康 069.5 8536:2 TS

11 C0126740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六部曲 : 進畫論 :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 / 王福

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8 TS

12 C0126736 和樂南鳴 : 生田流日本箏 / 徐宿玶作 徐宿玶 919.931 8535 TS

13 C0126738
文物觀自在 : 恆春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

/ 盧泰康, 李建緯作
790.3 8536 TS

14 C0126810
文保・日常貳參事. 2020 = Conservation &

conversation / 李志上, 盧泰康等文字
李志上 541.2707 8435 TS

15 C0126136 藺編日日學 / 陸佳暉作 陸佳暉 478.81 8466 TS

16 C0127818 古笨港的歷史考古學研究 / 盧泰康, 邱鴻霖著 盧泰康 798.8033 8536-2 TS

17 C0127815

108-109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文物陳列室列冊

追蹤之無機材質文物第二階段調查研究計畫 :

結案報告 正文 /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 ; 邵慶旺協

同主持人 ; 鄒政翰專任研究助理

盧泰康 798.33 8536-3 v.2 TS

18 C0127814

108-109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文物陳列室列冊

追蹤之無機材質文物第二階段調查研究計畫 :

結案報告 正文 /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 ; 邵慶旺協

同主持人 ; 鄒政翰專任研究助理

盧泰康 798.33 8536-3 v.1 TS

19 C0126151
前世今生臺灣玉 / 方建能, 余炳盛, 宋聖榮, 郭

力維, 陳惠芬, 黃翠梅作
方建能 357.89 8577 TS

20 C0126246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五部曲 : 進畫論 :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 / 王福

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7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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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0126497
南方有嘉木 刀筆點成陽 : 茄苳入石柳 陳南陽 /

黃翠梅作
黃翠梅 930.9933 8353 TS

22 C0125918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四部曲 : 進畫論 :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 / 王福

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6 TS

23 C0125916
107-108年臺中市國定古蹟霧峰林家下厝文物

普查計畫結案報告 : 正文 / 盧泰康計畫主持 ;

邵慶旺協同主持

盧泰康 790.71 8536-2 TS

24 C012619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23屆畫

冊 /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23屆

作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23屆

902.232 8454 v.23 TS

25 C0126430 1劇場季刊 = Theatre Quarterly 980 8666 TS

26 C0124446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三部曲 : 進畫論 :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 / 王福

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5 TS

27 C0124459

瀝青 透明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22屆畫冊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

究所第22屆美宣組作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22屆美

宣組

902.232 8454 v.22 TS

28 C0123721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二部曲 : 進畫論 :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 / 王福

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4 TS

29 C0126122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 蔡斐文主編 蔡斐文 541.27026 8496 v.3 TS

30 C0126121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 蔡斐文主編 蔡斐文 541.27026 8496 v.2 TS

31 C0126120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 蔡斐文主編 蔡斐文 541.27026 8496 v.1 TS

32 C012325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21屆畢

業展演畫冊 / 造形藝術研究所美術組作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美術組

902.232 8454 v.21 TS

33 C0123221
臺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首部曲 : 進畫論 : 32

位重量級藝術家的藝術創作與生平推介 / 王福

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3 TS

34 C0123132

臺東縣政府文物陳列室原住民族文物普查登

錄建檔計畫 : 結案成果報告書 / 盧泰康計畫主

持人 ; 邵慶旺協同主持人 ; 陳薇好專任研究助

理

盧泰康 798.33 8536-2 TS

35 C0120839
南藝文學創作獎 得獎作品集 / 董泰錡, 簡巧羽

編輯
董泰錡 863.3 8546 v.4 TS

36 C0130296
臺灣首廟天壇既存古物調查研究與登錄建檔

計畫成果報告. 一 / 黃翠梅計畫主持 ; 莊蕙芷

共同研究

黃翠梅 (藝

術)
798.33 8353 v.1 TS

37 C0124491
回家 : 阮義忠影像回顧展 = On the way home : a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Juan I-Jong's

photography / 吳緯婷等執行編輯 ; 蔣伯欣策展

吳緯婷 (藝

術)
958.33 8877 TS



歷年本校師生著作徵集清單

編號 館藏條碼 題名 著者 索書號 類型

2022/08/18止

38 C0124489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觀林寺文物調查研究與

觀音神像修護計畫 / 盧泰康計畫主持 ; 李建緯

協同主持

盧泰康 790.7333 8536 TS

39 C012324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二十屆

作品集 /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第二十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二十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0 TS

40 C0122850
106年度金門縣「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

研究成果計畫 / 盧泰康計畫主持 ; 邵慶旺協同

主持

盧泰康 790.72 8536 TS

41 C0123224
流轉.發聲 : 鈴鈴、美樂與遠東唱片目錄彙編 /

朱夢慈等作 ; 范揚坤主編
朱夢慈 910.215 8942 TS

42 C0121856
台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 進畫論. 首部曲 / 王

福東著

王福東

1956-
909.933 8437-2 TS

43 C0121933
維物論 : 文物管理維護及保存方式操作手冊 =

Manual for safe keepers of collections / 邱世馨等

著 ; 曾信傑總編輯

邱世馨, 541.27026 8754 TS

44 C0125110
移動的記憶 : 水交社的凝視 / 龔卓軍編輯 ; 臺

南市政府文化局編審
龔卓軍 545.4933 8264 TS

45 C0125070
臺南市321巷石質頭像檢測維護及調查研究案

成果報告書 / 邵慶旺計畫主持 ; 盧泰康協同主

持

邵慶旺 794 8565 TS

46 C0123629
全國文物普查研習作業手冊 / 李建緯, 劉怡蘋,

盧泰康作
李建緯 541.27 8477 TS

47 C012325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九屆

作品集 /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103級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103級研

究生

902.232 8454 v.19 TS

48 C0122851

凝鍊初心. 館藏陶瓷文物篇 : 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典藏專輯 = Collection of the Ceramics :

marriage of earth and fire / 盧泰康撰文 ; 黃麗娟

執行編輯

盧泰康 938 8536:4 TS

49 C0120187
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五府千歲)重要文

物登錄與初步研究 : 成果報告書 / 盧泰康計畫

主持 ; 邵慶旺, 吳盈君協同主持

盧泰康 790.71 8536 TS

50 C0120097
古物管理作業要點及保存修護原則研擬計畫 :

成果報告修正書 / 劉怡蘋計畫主持 ; 蔡斐文協

同主持

劉怡蘋 790.72 8734 TS

51 C0123812
傳遞文物之美 : 古物之賞鑒與維護 / 林春美著 林春美 (博

物館學)
790.72 8746 TS

52 C0123783

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十八屆作品集 /

[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八屆研究

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八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8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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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0123782
臺南市古物文化資產內涵調查研究計畫 : 期末

報告 /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
盧泰康 790.34 8536-2 TS

54 C0120736
大學用了沒?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

及專長培育子計畫 / 蔡慶同等作 ; 蔡慶同主編 蔡慶同 525 8465 TS

55 C0116592

分心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101

級創作集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

101級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101級研

究生

902.232 8454 101 TS

56 C0116582 張清淵作品集 / 張清淵作 張清淵 902 8734-2 TS

57 C0116567 內在視覺 = Inside vision / 張家駒主編 張家駒 960 8764:2-2 TS

58 C0116575 傳統彩繪地仗層 : 施作調查實錄 / 蔡斐文著 蔡斐文 441 8486 TS

59 C0115644
大寫藝 : 台灣當代藝術風神榜 = The artists in

Taiwain / 王福東著
王福東 909.933 8437 TS

60 C0115617
古笨港遺址出土文物整理、修護與研究計畫 /

盧泰康計畫主持 ; 王竹平, 邱鴻霖協同主持
盧泰康 798.33 8536 TS

61 C0115618
臺灣文化資產中的出土文物研究與修護 / 盧泰

康主編
盧泰康 790.7 8536 TS

62 C0114992
應用.物件 : 方柏欽實用陶瓷創作 = Applied

objects : functional ceramics of Po-Ching Fang / 老

高美專業設計印刷, 方柏欽攝影

方柏欽 938 8549-3 TS

63 C0114991
游移的平衡 : 方柏欽實用陶瓷創作 = Wavered

balancing : functional ceramics of Po-Ching Fang /

老高美專業設計印刷, 方柏欽攝影

方柏欽 938 8549-2 TS

64 C0123811

亞洲藝術論壇藝術創作展覽. 2014年 : 東經傾

斜 : 北回與南歸的城影對話 / 國立臺南藝術大

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主辦

亞洲藝術論

壇藝術創作

展覽-東經

傾斜 北回

與南歸的城

影對話 (民

103 : 國立

臺南藝術大

學)

907 8444:7 103 TS

65 C0120844
奇美典藏主題精選 : 基督教繪畫 = Closer look

at Chimei Collection : Christian painting / 于禮本,

蔡敏玲, 徐鈺涵等著

于禮本 244.6 8534 TS

66 C0114389

「影像、偶然、非秩序 : 重探台灣藝術的當代

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3「藝術觀點

ACT」x「當代跨域學術論壇」 / 龔卓軍等主

編

龔卓軍 907 8264-2 2013 TS

67 C0114065

今日我最美之詐領保險金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六屆創作集 /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六屆研究生執行

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六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6 TS

68 C0114052 什麼是建築. 2013 / 王為河主編 王為河 920.7 8424 2013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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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0113004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藏陶瓷文物委託研究

計畫期末報告書 /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
盧泰康 796.6 8336 v.1 TS

70 C0113005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藏陶瓷文物委託研究

計畫期末報告書 / 盧泰康計畫主持人
盧泰康 796.6 8336 v.2 TS

71 C0112951
說書人 : 材質與創作研究展 = Once upon a time

/ 說書人藝術團隊編著

說書人藝術

團隊
987.85 8449 TS

72 C0112726

博物館開放式典藏庫與藏品利用國際研討會

暨工作坊會議手冊 =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open storage and use

of collections of museums / 葉貴玉等講

葉貴玉 069.07 8843 TS

73 C0090821
台北數位藝術節 = digital art festival Taipei / 張

賜福等編輯
張賜福 902.33 8773 2008 TS

74 C0111702
電影動畫工作坊 : 底片.錄像.數位 / 羅比.安格

勒(Robi Engler)作 ; 黃文怡翻譯

安格勒

(Engler,

Robi)

987.4 8346 TS

75 C0110742
17世紀臺灣的外來陶瓷 : 透過陶瓷探討臺灣歷

史 / 盧泰康著

盧泰康

1971-
677.08 8444 v.26 TS

76 C0110743
17世紀臺灣的外來陶瓷 : 透過陶瓷探討臺灣歷

史 / 盧泰康著

盧泰康

1971-
677.08 8444 v.27 TS

77 C0120195

亞洲藝術學術論壇. 2013年 : DELTA : 亞洲生

活手勢III : 手勢作為方法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主辦

亞洲藝術學

術論壇-亞

洲生活手勢

(民102 : 國

立臺南藝術

大學)

907 8444:7 TS

78 C0115621
屏東縣琉球鄉碧雲寺傳世陶瓷古物研究與修

護 / 盧泰康, 王竹平著
盧泰康 796.6 8536:2-4 TS

79 C0109500 博物館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069.07 8366 TS

80 C0109456
雲林縣古笨港遺址範圍與文化內涵先期研究

計畫期末報告 / 盧泰康主持 ; 邱鴻霖共同主持 盧, 泰康 798.8033/123 8536 TS

81 C0109450
辦公環境史初探 = The exploration of office

environment / 鄭正雄著 ; 莊明振審訂
鄭正雄 967 8444 TS

82 C0109629 99 / 王綵慈等編輯 王綵慈 902.232 8492 TS

83 C0109627 什麼是建築 / 王為河主編 王為河 920.7 8424 TS

84 C0109368 自身的建築行動 / 汪文琦著 汪文琦 920.7 8365 TS

85 C0109175

磨合的一致. 第四屆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

創作與設計系系展專刊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第

四屆美術編輯組著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材質

創作與設計

系

960 8454:2-3 TS

86 C0109173

南視角. 第三屆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

與設計系畢業專刊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

創作與設計系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材質

創作與設計

系

960 8454:2-2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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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0109064

戀金.三拾 : 王梅珍個展 = Romance with

Metalsmithing:Three Decades of Golden Harvests-

Solo Exhibition by Mei-Jen Wang / [王梅珍作]
王梅珍 968.5 8436 TS

88 C0108948
2012世界閩南文化節「閩南文化影展暨論

壇」活動手冊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

學院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音

像藝術學院

630.7 8454:2 TS

89 C0109625
大社鎮群島 : 藝術X社區X學院 對話中 / 邱俊

達、王鼎元主編
邱俊達 928.8 8797 TS

90 C0109051

DELTA : 亞洲生活手勢 = Living Gesture in Asia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

班執行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藝術

創作理論研

究所博士班

907 8454:4 TS

91 C0107107
俎豆千古.禮陶樂淑 : 臺南孔廟釋奠禮與禮樂

文物 / 黃翠梅, 李建緯合著
黃翠梅 533.3 8353 TS

92 C0106972
永續校園操作手册 An Operation Manual for

Sustainable Campus eng 曾旭正, 林信易編輯

曾 旭正 編

輯
527.5 8344-2 TS

93 C010695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8
TS

94 C010695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7
TS

95 C010695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6
TS

96 C010695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5
TS

97 C010694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4
TS

98 C010694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7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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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C010694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5 TS

100 C010694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9 TS

101 C010694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8 TS

102 C010694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6 TS

103 C010694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0
TS

104 C010693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3 TS

105 C0106937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2 TS

106 C010694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3
TS

107 C0106947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2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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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C0106946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1
TS

109 C010693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4 TS

110 C0106936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十四屆

創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第

十四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十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4 n.1 TS

111 C0106670
南風習習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師生公共藝術作

品專輯 [曾旭正總編輯]
曾 旭正 920 8344 TS

112 C0105025
2011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 活動手

冊 [井迎瑞主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

院執行]

井 迎瑞 987 8585 TS

113 C0105013

竹溪煙雨活動成果報告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應用音樂系著]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應

用音樂系

著

910 8454 TS

114 C0104980
深山未來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

系第二屆編輯
960 8454:2 TS

115 C0104277
2011藝術史教育扎根計畫 南區教師研習營 于

禮本計畫主持
于 禮本 909 8534 v.1 TS

116 C0104276
2011藝術史教育扎根計畫 南區教師研習營 于

禮本計畫主持
于 禮本 909 8534 v.2 TS

117 C0103708
近身潛獵 : 向歷史投影 = Self stalker : projected

history / 王品驊等策展
王品驊 900 8455 TS

118 C0114858 愛藺工藝獎成果專輯 / 葉文輝總編輯 葉文輝 966.5 8954 v.6 TS

119 C0114943 愛藺工藝獎成果專輯 / 葉文輝總編輯 葉文輝 966.5 8954 v.5 TS

120 C0125091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6 TS

121 C0123252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8 TS

122 C0116668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4 TS

123 C0113030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3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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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C0109525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2 TS

125 C0106974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1 TS

126 C0103411
鋼琴合作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iano literature

symposium / 鄭德淵總編輯

鄭德淵 917.1 8746 2010 TS

127 C0103303
台灣國樂生態與職場現況 翁志文編輯 鄭德淵,

歐光勳主編
翁 志文 542.77 8636 TS

128 C0103227

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申列 世界遺

產細部調查與全民學習計畫 成果報告書 曾旭

正計畫主持 楊曜維, 邱榮漢, 曾惠珠計畫助理
曾 旭正 443 8364 TS

129 C0103362
根與芽的滋長 2○○9五校牽手的故事 臺南藝

術大學、後壁高中、南光中學、新東國小、

菁寮國小 曾旭正, 林信易編輯

曾 旭正 527.51 8364 TS

130 C0103359
「貳伍零零在77」社區的有機藝術實踐 MIGA

eng 李佳蓉, 陳至翔, 蕭佑任執行編輯 李安慈

執行主編

李 佳蓉 920.7 8465 TS

131 C0103694

歐麥嘎王國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

所[編]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博

物館學研究

所

960 8654:2 TS

132 C010342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9 TS

133 C010342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3
TS

134 C010342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4
TS

135 C010342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2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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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C010342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0
TS

137 C010342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5
TS

138 C0103423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1
TS

139 C010341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4 TS

140 C010342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6
TS

141 C010341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3 TS

142 C010342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8 TS

143 C0103413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1 TS

144 C010341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5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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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C0103419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7 TS

146 C010341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6 TS

147 C010341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13屆 [創

作集]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

三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3 n.2 TS

148 C010334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 推動博

物館專業培訓及研究發展中心 99年度成果報

告 陳國寧計畫主持

陳 國寧 069 8754:2 99 TS

149 C0103338
臺灣原住民陶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盧泰康計畫

主持
盧 泰康 799.8 8536 TS

150 C0103235
金屬器鑑賞與科學管理研習會 成果報告書

2010年 陳國寧計畫主持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

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執行

陳 國寧 069.52 8754 TS

151 C0103236
時代的探索 批判理論與影像藝術論集 陳齡慧

主編
陳 齡慧 987.01 8743 TS

152 C0100841

最大靜摩擦力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

設計學系首屆畢業專刊 The maximum value of

static frictional force eng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

創作與設計系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材

質創作與設

計系 編

960 8454 TS

153 C0102095 紀錄.編藺人 陸佳暉作 陸 佳暉 969.7 8466 TS

154 C0100911
烏山頭之愛八田與一 成果報告書 臺南藝術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通

識教育中心

783.18 8953 8454 TS

155 C0100869

Hip Swing 爵士搖滾 成果報告書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應用音樂系第八屆音樂行政組執行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應

用音樂系第

八屆音樂行

政組

912 8654-2 TS

156 C0100867

2010南方搖滾甲如沒有你 成果報告書 國立台

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系第五屆音樂行政組執

行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應

用音樂系第

五屆音樂行

政組

912 8654 TS

157 C0100570

「音樂與健康促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音樂

醫學、音樂療育與遠距健康科技之新趨勢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音

樂表演與創

作研究所

418.986 8393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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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C0100645

2010 Orbit Folks世界軌跡音樂會 成果報告書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系第八屆音樂行

政組執行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應用

音樂系第八

屆音樂行政

組

912 8566 TS

159 C0100568
Paco Wu 吳建南吉他音樂會 成果報告書 吳建

南演出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系第七屆

音樂行政組執行

吳 建南 916.65 8875 TS

160 C0065940 親愛的新前衛 王福東作 王 福東 907 8437-2 TS

161 C0126811
108至109年藏品文化資產價值分析計畫 結案

報告 / 盧泰康專案管理人 ; 廖伯豪協同專案管

理人

盧泰康 541.27 8536 TS

162 C0124490
吳佩珊作品集 = Fiberscapes : 2006-2010 fiber art

by Wu, Pei-Shan / 吳佩珊著

吳佩珊 (美

術)
966 8874-3 TS

163 C0116466
翱翔動漫的幻想世界 : <>原創國際動漫電影之

製作 = The making of "phantom city" / 林巧芳,

邱顯源主編

987.85 8757-2 TS

164 C0107911

法蘭西斯.培根 : 感官感覺的邏輯 /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著 ; 陳蕉譯
德勒茲

(Deleuze,

Gilles),

1925-1995.,

901.1 8564 TS

165 C009741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4
TS

166 C009741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0
TS

167 C009742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20
TS

168 C009742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9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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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009740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7 TS

170 C009741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7
TS

171 C0097419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8
TS

172 C0097409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8 TS

173 C009741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9 TS

174 C009740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4 TS

175 C009740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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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C009740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5 TS

177 C009740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 TS

178 C009741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1
TS

179 C0097413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2
TS

180 C009741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3
TS

181 C009740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3 TS

182 C0097403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2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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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C009741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5
TS

184 C009741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二屆

創作展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二屆研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二屆研究

生 執行編

輯

902.232 8454 v.12

n.16
TS

185 C0097652
建築藝術研究所 創意創作組 周時庸 張豪心

游云旨 貳零零玖 研究生作品集 周時庸, 張豪

心, 游云旨創作

周 時庸 創

作
920 8644 TS

186 C0097654

音樂詮釋與表演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8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 of western music eng 謝斐

紋, 紀珍安, 郭亮吟編輯 周穎瑩, 蔡依倫資料整

理

謝 斐紋 編

輯
901.07 8299 TS

187 C0097330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Soundstage巡迴音樂會-

南藝場次成果報告書 2009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 cappella festival eng 台北市新合

唱文化藝術基金會,台灣合唱音樂中心主辦

台北市新合

唱文化藝術

基金會 主

辦

910.39 8465 TS

188 C0097344
批判理論與影像藝術研討會論文輯 陳逸萱執

行編輯

陳 逸萱 執

行編輯
950.1 8544 v.4 TS

189 C009733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張清淵責任編輯

張 清淵 責

任編輯
525.8232 8734-2 TS

190 C0097664
城鎮 [建築藝術研究所編] 建築藝術研

究所 編
957.6 8794-2 TS

191 C0097667
曠野 [建築藝術研究所編] 建築藝術研

究所 編
957.6 8794 TS

192 C0097656
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 盧泰康, 李匡悌作

盧 泰康 作 798.8233 8536 TS

193 C0097659
97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材培育改進計畫成果

展覽活動專刊 文物詮釋、維護與分級管理公

共藝術 鄭德淵總編輯

鄭 德淵 總

編輯
920.7 8454 TS

194 C0097660
讓藝術貼近社會、走入社區 公共藝術人才培

育計畫 成果冊 曾旭正主編

曾 旭正 主

編
920.7 8364-2 TS

195 C0097662
在社區營造藝術 Public art in the community eng

曾旭正主編

曾 旭正 主

編
920.7 8364 TS

196 C0097806

修護揭密 臺博館暨南藝大修護研究成果專輯

The secret of conservation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conservati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by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nd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蔡斐文等作

蔡 斐文 069.64 8865 TS



歷年本校師生著作徵集清單

編號 館藏條碼 題名 著者 索書號 類型

2022/08/18止

197 C0099095
歷史的聲音與足跡 恆春民謠曲譜 陳俊斌編著

陳 俊斌 913.533 8792 TS

198 C0098674
2009國際電玩遊戲音樂產業發展論壇 2009

International game music seminar eng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應用

音樂學系

919.89 8433 TS

199 C0097251 中國獅舞之藝術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976.27 8456 TS

200 C0097140 琴學鏡影 范李彬著 范 李彬 919.31 8646 v.2 TS

201 C0097139 琴學鏡影 范李彬著 范 李彬 919.31 8646 v.1 TS

202 C0096102
價值的追尋 兩岸傳播與文化論集 陳齡慧主編

陳 齡慧 541.8307 8753 TS

203 C0096362
兩岸當代陶藝論壇 The forum on contemporary

ceramics of cross strait eng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938 8454:2 TS

204 C0096361

玉器鑑賞與科學管理研習會會議手冊 [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博

物館學研究

所

794.4 8454 TS

205 C0096353

2009跨領域表演藝術運用與發展研討會 論文

集與會議手冊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field performing arts conference eng 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印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980.3 8454 2009 TS

206 C0090803
台南藝術大學視學藝術學院 2009 College of

Visual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曾旭正責任編輯

曾 旭正 525.8232 8364 v.3 TS

207 C0090802
台南藝術大學視學藝術學院 2009 College of

Visual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曾旭正責任編輯

曾 旭正 525.8232 8364 v.2 TS

208 C0090801
台南藝術大學視學藝術學院 2009 College of

Visual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曾旭正責任編輯

曾 旭正 525.8232 8364 v.1 TS

209 C0090805
台南藝術大學視學藝術學院 2009 College of

Visual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曾旭正責任編輯

曾 旭正 525.8232 8364 v.5 TS

210 C0090806
台南藝術大學視學藝術學院 2009 College of

Visual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曾旭正責任編輯

曾 旭正 525.8232 8364 v.6 TS

211 C0090804
台南藝術大學視學藝術學院 2009 College of

Visual Arts,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曾旭正責任編輯

曾 旭正 525.8232 8364 v.4 TS

212 C0090798 土溝水水的夢 曾旭正, 李亞樵編輯 曾 旭正 921 8364 TS

213 C0096357
踏實的路途 四校牽手的故事 二 曾旭正, 賴永

祥編輯
曾 旭正 526 8364 v.2 TS

214 C0096355
教室外的學習 後壁高中永續教育嘗試 曾旭正,

張龍吉, 賴永祥編輯
曾 旭正 524.22 8364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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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C0096351

滲入的凝視 從孔隙空間的構成與延續談建築

的隱喻性 Gaze through architectural metaphor on

the composition and extension of crevices eng 蘇

哲甫作

蘇 哲甫 921 8843-2 TS

216 C0096349
併置下的微離 重複的平行思維逸出鏡像水平

的空間節奏 楊哲凱作
楊 哲凱 921 8645-2 TS

217 C0096347

環境下的延存 以側境凝仿的建築思維探索互

為主體的相應寓意 The Architecture of return to

the environment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al

metaphor of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 with mimesis

of abschattungen and external factors eng 王秉晟

作

王 秉晟 921 8494-2 TS

218 C0096345
每個未知領域都隱含著被遺忘的建築, 而誰的

街道與誰的荒野都披著一件... 王為河作
王 為河 957.9 8424:2 TS

219 C0123215
[張清淵]...作品紀錄. 2009 = A record of Ching-

yuan Chang's work 張清淵作

張清淵 (雕

塑, 1960-)
938.1 8734 TS

220 C0116464
話動畫 : 專訪29位年輕動畫導演影音創意 =

Let's animation : the interview of 29 animation

directors / 張育銘總計畫主持 ; 黃國禮總編輯

張育銘 987.85 8736:2 TS

221 C0106930
永續的起點 四校牽手的故事 曾旭正, 張龍吉

編輯
曾 旭正 527.5 8344 TS

222 C0099097
南島樂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music and dance eng 陳怜燕總編輯

陳 怜燕 536.33 8723 2007 TS

223 C0087920
三丰金屬 Three-tree metal works eng 楊承峰作 楊 承峰 (美

術)
935.1 8676 TS

224 C0099096

聽見臺灣的聲音 馬水龍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The sound of Formos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Ma, Shui-Long's compositions

eng 曾能汀等編輯

曾 能汀 等

編輯
910.9933 8374 TS

225 C0090823
南方樂浪 2 隱性時空 成果報告書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應用音樂學系[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應

用音樂學系

902.33 8454 TS

226 C0090814

第三世界影展之非洲電影週 <<注目布吉納法

索>>影展活動手冊 The third world film festival

African film week - eye on Burkina Faso eng 國立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編]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音

像紀錄研究

所

987.96 8654 TS

227 C0090812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彙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性

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

526.2 8454 TS

228 C0090810
總爺國際陶瓷藝術節 2008 Tsung-Yeh

International Ceramics Festival 2008 eng 張清淵

總策劃

張 清淵 938 8734:3-2 2008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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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C009634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一屆

畢業作品集 TNNUA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1th eng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一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造

形藝術研究

所第十一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1 SPC

230 C0090800

「出土(水)陶瓷保存修護國際交流工作坊」

期末報告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the conservation & restoration of

excavated ceramics eng 盧泰康計畫主持 李匡悌

共同主持

盧 泰康 796.6 8536:2-3 TS

231 C0090829
陳耀圻與真實(直接)電影 從＜劉必稼＞到＜

時代變貌＞紀錄片暨社會變遷研討會 Forum

for Yao-chi Chen and Cinema Verite eng

陳 耀圻 987.81 8755:2 TS

232 C0090825

「出土(水)陶瓷保存修護國際交流工作坊」

工作坊學員手冊暨論文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the conservation &

restoration of excavated ceramics eng 盧泰康計畫

主持 李匡悌共同主持

盧 泰康 796.6 8536:2-2 TS

233 C0090794
重探自然 人文傳統與文人生活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119 8676 TS

234 C0090816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張清淵責任編輯
張 清淵 525.8232 8734 TS

235 C0090813 臺灣的蛇窯 鄧淑慧, 盧泰康作 鄧 淑慧 464 8563 TS

236 C0090808

2007民族音樂學在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thnomusicology in Taiwan 2007 the

ethnomusicolog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蔡宗德

主編

蔡 宗德 919.07 8425 2007 TS

237 C0090792
十三窯傳奇 歸仁窯考古與研究成果集 黃翠梅,

李匡悌, 盧泰康作
黃 翠梅 797.85 8353-2 TS

238 C0090827
烏茲別克手鼓 阿巴斯.卡塞姆 Abbos kosimov

Traditional music & exercise for Uzbek frame

drum eng 施德華編著

施 德華 919.1 8456-7 TS

239 C0090818
在地美學實踐社區VS.藝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

立臺南藝術大學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901 8454 TS

240 C0090820

2008第七屆兩岸傳播暨影像藝術學術研討會 兩岸傳播暨

影像藝術學

術研討會 (7

2008 臺南

藝術大學)

890 8765 2008 TS

241 C0125508
裘安.蒲梅爾 = Joan pomero : works / 裘安.蒲梅

爾作

裘安.蒲梅

爾
902.8 8734 TS

242 E0078556
Spin and Anti-Spin in Taiwan : A Study of

Resistance and Complicity from the Perspecrive of

Journalism candidated by Chun-ming Huang

Huang,

Chun-ming.
HM1206 H874 2008 TS

243 C0127816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7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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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C0127812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8 TS

245 C0124462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6 TS

246 C0124461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4 TS

247 C0123784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3 TS

248 C0122852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5 TS

249 C0116532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2 TS

250 C0112865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1 TS

251 C0109440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100 TS

252 C0106532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98 TS

253 C0106534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99 TS

254 C0090796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97 TS

255 C0086977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95 TS

256 C0091759
...年校慶文博學院學生論文集 / 陳麗如執行編

輯
陳麗如 907 8756:3 96 TS

257 C0097570
創作,思考和成長的園地 An oasis for creativity,

thought, and growth eng 杜子樹作 陳齡慧中文編

譯

杜 子樹 作 525.8232 8443 TS

258 C0097571
國際動畫電影導論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studies eng 余為政主編

余 為政 主

編
987.85 8527-2 TS

259 C008792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1 TS

260 C0087933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7 TS

261 C008793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8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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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C008793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9 TS

263 C0087929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3 TS

264 C008793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4 TS

265 C008793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5 TS

266 C008793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6 TS

267 C008792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10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十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十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10 n.2 TS

268 C0087924
亞洲藝術新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6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new trend of

Asian arts a collection of papers eng 顧世勇主編

顧 世勇 901 8256 2006 TS

269 C0087922
批判理論與影像藝術研討會論文輯 Critical

theory and image art collection of papers eng 方佳

南, 陳妤甄執行編輯

方 佳南 950.1 8565 TS

270 C0087869
典藏南瀛校園建築 新校園建築運動在南瀛

The collection of Nan-Ying classic campus

architecture & design eng 王崑源總編輯

王 崑源 527.51 8462 TS

271 C0087826

古物鑑賞與分級研討會 「96年度古物、遺址

管理維護人員進階研習班」 國立臺南藝術大

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編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博

物館學研究

所

790.34 8454 96 TS

272 C0096359
碎.形.記.憶 陸佳暉纖維藝術創作 2006-2007作

品集 Crshed memories works by Chia-Hui Lu

2006-2007 eng 陸佳暉作

陸 佳暉 (美

術)
966.8 846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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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C0087945
「現代思潮」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王振輝主編
王 振輝 119.07 8476 v.8 TS

274 C0083432
有你們真好 曾旭正等文字 廖國雄攝影 曾 旭正 文

字
545.5 8344 TS

275 C0083380
範式轉向 台灣新世代藝術的契機 Paradigm

Shift the Moment of Taiwan New generation Arts

eng 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承辦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

906.6 8454 TS

276 C0083347

台南縣歸仁鄉歸仁窯遺址第二期學術調查與

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計劃主持人: 黃翠梅, 協同

主持人: 李匡悌, 共同研究: 盧泰康 台南藝術大

學藝術史學系執行

黃 翠梅 797.85 8353 TS

277 C0083345

陸陸, 798 臺南藝術大學陶瓷這個夏天到北京

台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陶瓷組
臺南藝術大

學 應用藝

術研究所

陶瓷組

938 8654:4-2 TS

278 C0083341

亞細亞陶藝三角洲 韓國 臺灣 日本 剪刀﹑石

頭﹑布─無關勝與負 Asian Ceramic Delta

Korea, Taiwan, Japan eng じやんけんぽんの考

え方─勝ち負けのない共存 jpn 臺灣臺北縣政

府, 韓國京畿道, 日本岐阜縣政府主辦 [高滿津

子, 康在永, 王怡文策展 郭書瑄翻譯]

高滿 津子

策展
938 8464:4 TS

279 C0083340

Reminiscing About Myself Hwa-Jin Lee Solo

Exhibition 2007 In Taiwan eng [李華瑾(Hwa-Jin

Lee)作 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舘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協辦]

李 華瑾

Hwa-Jin Lee

作

938 8464:3 TS

280 C0083405 台灣的社區營造 曾旭正著 曾 旭正 545.0933 8364 TS

281 C0083337

美術高雄2006 高雄陶衍續.重釋 Art of

Kaohsiung 2006 Kaohsiung ceram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eng [張清淵, 莊秀玲專文撰稿,

蘇盈龍展覽策劃]

張 清淵 專

文撰稿
938 8734:3 TS

282 C0083633 蘭嶼報告1987-2007 關曉榮著 關 曉榮 536.298 8466 TS

283 C0083631
現代繪畫與音樂思維的平行性 The idealistic

parallelism of modern painting and music eng 謝斐

紋著

謝 斐紋 940.1 8299 TS

284 C0082465
小鼓基礎練習 SNSRE DRUM STUDIES 600

EXERCISES Etudes pour Caisse Claire eng 施德

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1 8456-6 TS

285 C0082463
鍵盤擊樂 音階練習 THE Scale for keyboard

percussion I Etudes des Gammes pour Les Claviers

de Percussion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919.2 8454-3 v.1 TS

286 C0082462
鍵盤擊樂 旋律小品 Tuned percussion I 82

studies etudes melodiques pour Les Claviers de

Percussion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919.2 8454-2 TS

287 C0082461
木琴四棒基礎練習 4-MALLET EXERCISE FOR

MARIMBA Etudes pour Les Claviers de

Percussion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2 8454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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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C0082460
爵士鼓基礎練習 Drum set studies 32 exercises

for rock'n'roll & swim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1 8456-5 v.1 TS

289 C0082459
伊朗手鼓 Zarb<dombak> exercisecand traditional

rhythmic of iran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1 8456-4 v.1 TS

290 C0082458
中國擊樂 板鼓練習 BAN-GU CHINESE

PERCUSSION Etudes pour Tambour

Chinois<Bane et Gou>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1 8456-3 TS

291 C0082457
西非手鼓 The djembe exercise and traditional

rhythmic of west africa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1 8456-2 TS

292 C0082456
中亞手鼓 Abbos kosmov doira<daf, childirma>

exercise and traditional ehythmic of uzbekistan eng

施德華[著]

施 德華 著 919.1 8456 TS

293 C0082446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06 Ethnomusicolog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Tainan Natio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ng 鄭德淵總編輯

鄭 德淵 總

編輯
910.7 8454 TS

294 C0082444
影像筆記 The movie image eng 余為政主編 余 為政 主

編
987.07 8927 TS

295 E0076978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the Design of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and Taiwan, 1949-1979

Huang, Yu-

Chin
NX458 H874 2007 TS

296 C0083349
傳統與現代性 : 印尼伊斯蘭宗教音樂文化 =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f Islamic music culture in

Indonesia / 蔡宗德[著]

蔡, 宗德, 258.393 8425 TS

297 C0099098

移動的部落 都市叢林裡的原舞者 順益台灣原

住民博物館2006與部落結合特展 The moving

tribe indigenous dancers in the urban jungle

Shung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tribe-collaborated special exhibition series eng 財

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著

財團法人原

舞者文化藝

術基金會

編著

536.33 8374 TS

298 C0083433

文化資產詮釋人才培育活動第二階段工作計

畫成果專輯 文化景觀與工業遺址之新趨勢 耿

鳳英計畫主持 陳國寧, 孫淳美, 黃心蓉協同主

持

耿 鳳英 計

畫主持
541.27 8758 TS

299 C0083436

2006展示企劃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展示歷史與歷史展示 2006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f exhibition planning &

practice history of exhibition and historical

exhitition eng 張崇山主編

張 崇山 主

編
069.7 8746 TS

300 C0083627
台灣藝術經典大系 工藝設計藝術卷 The

prominent categories of Taiwanese art eng 藝術家

出版社編輯製作

陳 景林 (美

術)
909.232 8476 v.1 TS

301 C0083372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8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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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C008336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14 TS

303 C008336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13 TS

304 C0083376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12 TS

305 C0083377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11 TS

306 C008337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10 TS

307 C008337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2 TS

308 C0083374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9 TS

309 C0083373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7 TS

310 C008337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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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C0083368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5 TS

312 C008337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4 TS

313 C0083369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3 TS

314 C0083365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創

作集 The Works of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lastic Arts 9th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九屆研

究生執行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造形藝

術研究所第

九屆研究生

902.232 8454 v.9 n.1 TS

315 C0083385
顧世勇 咻 Ku, Shih-Yung Shoot [顧世勇, 黃建

宏, 蘇珀琪]
顧 世勇 960 8256-3 TS

316 C0076624

恣手放意.遊戲人間 朱銘彩繪木雕展 The living

world series Ju Ming's painted wood sculptures eng

孫淳美, 賴素鈴撰文 羅雅萱翻譯
朱 銘 933 896-5 TS

317 C0083632
早期聲樂歌曲探究 中世紀到巴洛克 The

stylistic study of early vocal genres from middle

ages to Baroque eng 謝斐紋著

謝 斐紋 913 8299 TS

318 C0083630 台灣現階段箏樂主修教學實務新論 楊佩璇著 楊 佩璇 916.7303 8677 TS

319 C0083629
楊佩璇箏樂作品集 I 台灣歌謠采風篇 楊佩璇

創作.編曲.圖
楊 佩璇 916.73 8677 TS

320 C0083628
幼兒特殊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eng 周俊良等作

周 俊良 (特

殊教育)
529.6 8696 TS

321 C0082431

古物維護研究所文物保存修護論文集 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編著
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 古

物維護研究

所

790.72 8534 TS

322 C0080143
身體部署 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 Dispositions

of body Merleau-Ponty at the limits of

phenomenology eng 龔卓軍著

龔 卓軍 著 143.67 8264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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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E0073670

The frontiers of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 /

edited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Symposium

on New

Frontiers of

Southeast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2nd

: 2005 :

Taipei,

Taiwan)

HN6908.A8 S989 2006 TS

324 C0105886
我在凱達格蘭等你 2004年320-520抗爭紀實 楊

祖珺主編.編撰
楊 祖珺 576.27 8634 TS

325 C0083391
台灣建築 No.133 Taiwan Architecture No.133 eng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編

台灣建築報

導雜誌社

編

923.33 8647 TS

326 C0083343 Connect ←Ching-Yuan [張清淵作] 張 清淵 902 8734 TS

327 C0087919
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 [李欽賢本事撰稿 黃玉珊

電影劇本]

李 欽賢 (美

術)
987.83 8493:2 TS

328 C0082466
難以克服的鄰近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

理論研究所博士生聯展<專輯> 2005

Unconquerable Neighbors eng 薛保瑕策劃主編

薛 保瑕 策

劃主編
960 8697 TS

329 C0082454

敦煌藝術大展 荒漠傳奇. 璀燦再現 From the

Forgotten Deserts Centuries of Dazzling Dunhuang

Art eng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交流研究中心

編輯

臺南藝術大

學 藝術交

流研究中心

編輯

797.9 8534 TS

330 C0083336

大崎六六 "Tachi 66"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應

用藝術研究所陶瓷組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應

用藝術研究

所 陶瓷組

938 8654:4 TS

331 C0082470

鏡像 他者與差異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象文中

心主辦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執

行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藝

象文中心

主辦

902.2 8654:7 TS

332 C007117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5 TS

333 C007117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12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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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C007118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14 TS

335 C0071177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10 TS

336 C007117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11 TS

337 C007118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13 TS

338 C007116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1 TS

339 C0071169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2 TS

340 C0071170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3 TS

341 C007117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4 TS

342 C007117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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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C007117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7 TS

344 C007117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8 TS

345 C0071176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七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七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七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7 n.9 TS

346 C0083386
「浮生百繪」日本浮世繪...特展圖錄 2005 林

佩樺主編

林 佩樺 (繪

畫)
946.148 8364 94 TS

347 C0105885
我在凱達格蘭等你 2004年320-520抗爭紀實 楊

祖珺主持.編撰人
楊 祖珺 576.27 8634-2 TS

348 C010044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第...屆從事兩岸文教交

流績優民間團體甄選」活動 國立台南藝術學

院參加第... 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幾

單位評選, 辦理兩岸民間文教交流活動記錄及

自我評量表與相關資料

541.28 8775 v.5 TS

349 C010044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第...屆從事兩岸文教交

流績優民間團體甄選」活動 國立台南藝術學

院參加第... 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幾

單位評選, 辦理兩岸民間文教交流活動記錄及

自我評量表與相關資料

541.28 8775 v.6 TS

350 C0100491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7 TS

351 C0100490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6 TS

352 C0100489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5 TS

353 C0100488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4 TS

354 C0100487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3 TS

355 C0100486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2 TS

356 C0100485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1 TS

357 C0100484
百年之治.民主的永續 臺灣省諮議會「議政博

物館整體規劃及基本設計」 耿鳳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1 8758 v.8 TS

358 C0070127
新媒體.新藝術 Art and new media eng 余為政,

腓力.佐治主編
余 為政 960 8527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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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C0070092
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論文

彙編(紅廳)
069.07 8386:2-2 TS

360 C0070091
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論文

彙編(藍廳)
069.07 8386:2 TS

361 C0070087 看得見的蒐藏 不只要讓觀眾看見 葉貴玉[作] 葉 貴玉 069.6 8843-2 TS

362 C0069850
噍吧哖事件 1914-1916 鄭順聰主編 鄭 順聰 (歷

史)
673.22108 8656 v.23 TS

363 C0082450
網路行銷 Internet marketing eng 林豪鏘, 曹修源

著
林 豪鏘 著 496 8765 TS

364 C0069840
建築繁殖場 Interbreeding field eng 呂理煌(Li

H.LU)領航 陳嘉琳等翻譯

呂 理煌 編

著
921 8543:2 TS

365 C0070080

博物館與新科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Museum Tea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Museums, november 2004 eng 耿鳳

英計畫主持

耿 鳳英 069.07 8758 TS

366 C0069861

法國考古遺址研究資料彙編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主辦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古物維護研究

所承辦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國

立臺灣博物館協辦

行政院 文

化建設委員

會

790.7342 8254 TS

367 C0069859
法國馬樂侯文化管理研討會會議實錄 93年度

法國考古遺址發掘 林春美計劃主持

林 春美 (博

物館學)
790.7342 8253 TS

368 C0069842 台灣新建築運動 曾旭正著 曾 旭正 著 922.97 8364 TS

369 C0069836

永續建築國際研討會 2004 向南方學習 熱濕氣

候帶建築設計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learning

from south responsive building design in tropical

Asia eng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主辦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441.5207 8654 TS

370 C0070077
生態博物館 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 Ecomuseums

the rise of a cultural movement eng 張譽騰著 張 譽騰 069 8745:2 TS

371 C0070125
動的藝術畫的電影 the art for animators eng 余

為政主編
余 為政 987.85 8527 TS

372 C0070128
兩岸傳播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林念生主

編
林 念生 898.07 8365 93 TS

373 C0070117 台灣近現代藝術11家 蕭瓊瑞著 蕭 瓊瑞 940.988 8675 TS

374 C0114144

那年冬天,我們埋鍋造飯 : 新光士林廠關廠勞

工生命故事及抗爭實錄 = The battle against the

Shin-Kong spinning plant closing : stories of

workers of Shi-Lin factory, winter 1988, and 15

years after / 臺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協會, 新

光關廠抗爭戰友團編

臺北市勞工

教育資訊發

展協會

556.2 8464 TS

375 C0070078
博物館大勢觀察 = Observation on the trends of

museums / 張譽騰著
張譽騰 069 8745:2-2 TS

376 C0082453
電子商務 從ERP, SCM, CRM到協同商務 林豪

鏘作
林 豪鏘 作 490.29 8765-2 TS

377 C0082451 電子商務 Electronic commerce eng 林豪鏘著 林 豪鏘 著 490.29 8765 TS



歷年本校師生著作徵集清單

編號 館藏條碼 題名 著者 索書號 類型

2022/08/18止

378 C0070098

「裝置空間」中的身體﹑符號與情境 顧世勇

創作論述 Body, semiology and situationism in the

"space" of lnstallation art KU Shih-Yung's essay of

creation eng 顧世勇著

顧 世勇 960 8256-2 TS

379 C0070076
「臺南縣歸仁鄕歸仁窯遺址學術調查與研究

計畫」期末報告 黃翠梅計畫主持 李匡悌, 蘇

一志協同主持

黃 翠梅 計

畫主持
797.8532 8353-2 TS

380 C0070074
「臺南縣歸仁鄕歸仁窯遺址學術調查與研究

計畫」期末報告 黃翠梅計畫主持 李匡悌協同

主持

黃 翠梅 計

畫主持
797.8532 8353 TS

381 C0069868
九年一貫課程教學媒體 簡易動畫看聽做研習

會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主辦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教

育學程中心

523.4 8454 TS

382 C0069832
標記的演繹 黃文英作品集 Code series works by

Wen-ying Huang eng 黃文英著
黃 文英 966 8368-2 TS

383 C0071146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5 TS

384 C007115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9 TS

385 C0071151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10 TS

386 C007115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11 TS

387 C0071153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12 TS

388 C0071154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13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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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C0071148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7 TS

390 C0071143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2 TS

391 C0071144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3 TS

392 C0071145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4 TS

393 C007114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1 TS

394 C0071147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6 TS

395 C0071149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六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六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六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6 n.8 TS

396 C0069844
靈光乍現 王福東2003作品集 後古典片段---京

劇再唱 王福東作

王 福東 (美

術)
902.2 8437 TS

397 C0070088
黃金博物館展示規劃研究報告 臺北縣立鶯歌

博物館委託,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

所研究

臺北縣立鶯

歌博物館
069.5 8363:2 TS

398 C0100478
台南縣地方文化館推動小組計畫 期末報告書

張譽騰計劃主持 江冠勳等協同主持
張 譽騰 069.1 8765 v.1 TS

399 C0100481
台南縣地方文化館推動小組計畫 期末報告書

張譽騰計劃主持 江冠勳等協同主持
張 譽騰 069.1 8765 v.2 TS

400 C0070119
另類現代 東方人的異國情調 Other modernity

exoticism of orientals eng 陳綾蕙總監 張冠豪攝

影

陳 綾蕙 總

監
902.2 8725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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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C0070101

驅動城市2000 創意空間連線 穿孔﹑連結﹑生

產 都會沈積岩層間之考掘與閱讀 Spin city

2000 alternative space on line an urban archeology

digging, linking & making eng 蔡美文總編輯

蔡 美文 (美

術)
960 8583 TS

402 C0070100
美麗新世界 臻品十二週年策劃展 The brave

new world 12th 李亞琪執行編輯
李 亞琪 902.2 8654:6 TS

403 C0070086
臺灣自然史博物館應思考的問題 標本文物的

流失 葉貴玉[作]
葉 貴玉 069.6 8843 TS

404 C0069872
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領域創新教學研習

會研習手冊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

主辦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教

育學程中心

523.4 8454-3 TS

405 C0069866
九年一貫課程書法藝術教學研習會研習手冊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主辦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教

育學程中心

942.033 8454 TS

406 C0069853
發展型地域主義與地方經濟空間的社會生產

以高科技園區﹑觀光遊憩區為例 蘇一志著
蘇 一志 552.2832 8823 TS

407 C0069851
烏山頭之愛 深度旅遊手冊 蘇一志總編輯 蘇 一志 總

編輯
733.9/129.6 8823 TS

408 C0069848
台南縣大內鄉頭社公廨週邊公共空間規劃 蘇

一志計畫主持 林蕙玟協同主持

蘇 一志 計

畫主持
926 8823 TS

409 C0069826
心靈圖譜 黃文英作品集 Body atlas works by

Wen-ying Huang eng 黃文英著
黃 文英 966 8368 TS

410 C007114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五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五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五屆研

究生

902.232 8454 v.5 TS

411 C0069834
閱讀金屬 徐玫瑩金屬創作集 Reading metal

Meiing Hsu eng 徐玫瑩作
徐 玫瑩 935 8572 TS

412 C0069820
行雲流水之歌 台灣新寫實繪畫30年 Song of

clouds and waters new realist painting in Taiwan

since 1970s eng 李宜霖, 許遠達, 蔡佩玲編輯

李 宜霖 (繪

畫)
948.5 8437:2 TS

413 C0069814

史評集刊 Journal of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Tainan National College of the Arts eng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藝

術史與藝術

評論研究所

905 8849 v.1 TS

414 C0069816

史評集刊 Journal of art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Tainan National College of the Arts eng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藝

術史與藝術

評論研究所

905 8849 v.2 TS

415 C0069862

壁畫保存修護研習 2002 II 笨港水仙宮壁畫清

潔與加固 Wall painting conservation program

2002 II Surface clean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wall paintings in Shui-Xian Temple eng 國立臺南

藝術學院古物維護研究所編著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古

物維護研究

所

948.91 8454-2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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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C0069863

壁畫修復入門研習 Wall painting conservation

program eng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古物維護研究

所編著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古

物維護研究

所

948.91 8454 TS

417 C0070116 版畫創作藝術 / 張家瑀著 張家瑀 937 8763 TS

418 C0083923
自由與命運 Rollo May作 龔卓軍, 石世明譯 梅 羅洛

(May, Rollo)

著

177.2 830 TS

419 C0083406
大台北空中散步 Above Taipei eng 陳敏明攝影

陳文山, 曾旭正, 詹素娟解讀
陳 敏明 673.23 8795 TS

420 C0087497

全球時代的國際關係 Gillian Youngs作 黃競涓,

郭進成, 黃肇輝譯
楊格斯

(Youngs,

Gillian,

1957-)

578.1 8645 TS

421 C0070097
亞細亞散步 淺井俊裕, 樋口昌樹編集 西澤三

紀, 河野晴子翻譯

淺井 俊裕

編集
906.6 8464:2 v.1 TS

422 C0070096
亞細亞散步 淺井俊裕, 樋口昌樹編集 西澤三

紀, 河野晴子翻譯

淺井 俊裕

編集
906.6 8464:2 v.2 TS

423 C0099169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6 TS

424 C0083924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5 TS

425 C0082434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7 T

426 C0082438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0 TS

427 C0082440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1 TS

428 C0082442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3 TS

429 C0083389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4 TS

430 C0082436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8 TS

431 C0082432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6 T

432 C0069902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5 TS

433 C0069900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4 TS

434 C0069898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3 TS

435 C0069896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2 TS

436 C0069894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1 TS

437 C0069892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0 TS

438 C0069890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9 TS

439 C0069888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8 TS

440 C0069886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7 TS

441 C0069884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6 TS

442 C0069882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5 TS

443 C0069880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4 TS

444 C0069878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3 TS

445 C0069876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2 TS

446 C0069874 南藝教育通訊 彭金燕等編輯 彭 金燕 520 8663:2 v.1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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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C0069870
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研習手冊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主辦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教

育學程中心

523.4 8454-2 TS

448 C0071113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4 TS

449 C0071120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1 TS

450 C0071123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4 TS

451 C0071121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2 TS

452 C0071124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5 TS

453 C0071114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5 TS

454 C0071122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3 TS

455 C0071119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0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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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館藏條碼 題名 著者 索書號 類型

2022/08/18止

456 C0071110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1 TS

457 C0071111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2 TS

458 C0071112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3 TS

459 C0071117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8 TS

460 C0071118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9 TS

461 C0071115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6 TS

462 C0071116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四屆作

品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四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四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4 n.7 TS

463 C0069822

理性與感性 古典油畫技法彰化地區巡迴展

Sense and sensibility travelling exhibition of

classical oil painting techniques in Chunghua area

eng 彰化縣文化局主辦 中華民國藝評人協會

協辦

彰化縣文化

局
948.5 8433:3 TS

464 C0069811
臺灣地區重要陶藝作品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

謝東山計畫主持 莊秀玲、張嘉純研究助理

謝 東山 計

畫主持
938 8266 TS

465 C0070107

輕且重的震撼 台北當代藝術館開館展 The

gravity of the immaterial the inaugural exhibition

of ICA, Taipei eng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 台北

當代藝術館策劃執行

台北市 文

化局 主辦
902.2 845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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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C0070081
當代博物館探索 = Exploring contemporary

museums / 張譽騰著
張譽騰 069.07 8745-2 TS

467 C0083721
夢的智慧 The wisdom of dream eng 史帝芬.賽加

勒(Stephen Segaller), 墨瑞兒.柏勒(Merrill

Berger)作 龔卓軍, 曾廣志, 沈台訓譯

賽加勒

(Segaller,

Stephen)

170.189 8246 TS

468 C0070104
歷史之心裝置藝術大展 document eng 黃海鳴

總編輯

黃 海鳴 總

編輯
960 8486 TS

469 C0070093
私が見つけた奧会津 ふるさと自然暮らし 奧

会津の地域活性化を考える会編著

奧会津の地

域活性化を

考える会

731.716 8954 TS

470 C007007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藝術欣賞研習營 教育部社

教司主辦

教育部 社

教司
909.1 8734 TS

471 C0070070
學校活動紀錄片製作研習會研習手冊 國立臺

南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主辦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教

育學程中心

987.42 8454:2 TS

472 C007108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5 TS

473 C0071087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0 TS

474 C0071088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1 TS

475 C0071089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2 TS

476 C007109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3 TS

477 C0071091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4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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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C007109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5 TS

479 C0071093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6 TS

480 C0071085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8 TS

481 C0071078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1 TS

482 C0071079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2 TS

483 C007108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3 TS

484 C0071081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4 TS

485 C0071083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6 TS

486 C0071084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7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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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C0071086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第三屆創

作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第三

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三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3 n.9 TS

488 C0070108

發光的城市 2000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 A

sparkling city 2000 Taipei county art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 eng 台北縣政府主辦 台北

縣政府文化局承辦

台北縣政府 902.2 8664:3 TS

489 C0069818 台灣當代藝術家評論 張晴文等著 張 晴文 著 909.886 8756 TS

490 C0069828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作品集 國

立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編輯
國立台南藝

術學院 應

用藝術研究

所 編輯

902.2 8654:5 TS

491 C0069830

開物作品集 Kai Wu 2000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應

用藝術研究所金屬工藝創作組作 徐玫瑩策劃

主編

國立台南藝

術學院 應

用藝術研究

所 金屬工

藝創作組

935 8654 TS

492 C0070132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 TS

493 C0070172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1 TS

494 C0070156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3 TS

495 C0070146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8 TS

496 C0070178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4 TS

497 C0070184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7 TS

498 C0070176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3 TS

499 C0070182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6 TS

500 C0070180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5 TS

501 C0070174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2 TS

502 C0070160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5 TS

503 C0070154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2 TS

504 C0070158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4 TS

505 C0070162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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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C0070164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7 TS

507 C0070166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8 TS

508 C0070168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9 TS

509 C0070170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0 TS

510 C0070152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1 TS

511 C0070148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9 TS

512 C0070140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5 TS

513 C0070136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3 TS

514 C0070142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6 TS

515 C0070138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4 TS

516 C0070144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7 TS

517 C0070134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 TS

518 C0070150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10 TS

519 C0070186
藝術觀點 ArTop eng 國立台南藝

術大學
905 8476 v.28 TS

520 C0070114
藝術村研習中心營運方向研究 賴香仱計劃主

持 陳建北協同主持

賴 香仱 計

劃主持
545.09232 8366 TS

521 C0070095 跨世紀彩虹 豔俗藝術 廖雯, 栗憲庭編著 廖 雯 960 857 TS

522 C0069843
風花水月 王福東1999作品集 新古典片斷-京劇

新唱 王福東著

王 福東 (美

術)
948.9 8437 TS

523 C0069810 中國古玉工藝展 吳棠海作 吳 棠海 作 794.4 8882-2 TS

524 C0071058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1 TS

525 C0071057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0 TS



歷年本校師生著作徵集清單

編號 館藏條碼 題名 著者 索書號 類型

2022/08/18止

526 C0071049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2 TS

527 C007105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5 TS

528 C0071053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6 TS

529 C0071054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7 TS

530 C0071055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8 TS

531 C0071056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9 TS

532 C0071062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5 TS

533 C0071048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 TS

534 C0071051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4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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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C007105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3 TS

536 C0071060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3 TS

537 C0071059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2 TS

538 C0071061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展覽

專輯 [第二屆]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

究所[第二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二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2 n.14 TS

539 C0070121
名家書畫大展 1999 The famous painters

exhibition 1999 eng 楊偉中等編輯
楊 偉中 941.6 8664:2 TS

540 C0070102

複數元的視野 台灣當代美術1988-1999 Visions

of pluralism contemporary art in Taiwan, 1988-

1999 eng [財團法人山藝術文教基金會, 中國油

畫學會主辦 藝術家雜誌等協辦]

山藝術文教

基金會
947.5 8685 TS

541 C0069864
木質與紙質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班進階課程研

習成果專輯 林春美計畫主持
林 春美 790.7207 8746 TS

542 C0069807
文物保護技術與材料 Technology and material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eng 奚三彩編著
奚 三彩 790.72 8948 TS

543 C0069805 中國地藏菩薩像初探 潘亮文作 潘 亮文 224.6 8346 TS

544 C0070112 2號公寓紀實錄 陳建北等編輯 陳 建北 962 8776:2 v.1 TS

545 C0070115 2號公寓紀實錄 陳建北等編輯 陳 建北 962 8776:2 v.2 TS

546 C0070099
新台灣「狼」 顧世勇個展 The new Taiwanese

wolfman a solo exhibition of Ku Shih-Yung eng 賴

香伶總編輯

顧 世勇 作 960 8256 TS

547 C0082469 戰後台灣美術中的東方優越論 林伯欣等作 林 伯欣 作 901.5 8769 TS

548 C0070122
向李仲生致敬 一 系譜 李仲生師生展 Homage

to master Li Chun Shan a mentor & his pupils eng

臺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徐 士文 策

劃編輯
948.5 8476 8546 TS

549 C0084883
臺灣藝術家 Artisti di Taiwan eng 謝佩霓總編輯

謝 佩霓 909.88 8275 TS

550 C0070123 世界華人美術名家書畫集 郭翔主編 郭 翔 主編 902.2 843 TS

551 C0070113
藝術村發展方向研究初稿 林昌德計劃主持 陳

建北協同主持

林 昌德 計

劃主持
545.09232 8755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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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C0069838
BA建築藝術 Building Arts 1998 eng 邱博舜, 王

為河, 呂理煌編輯指導
邱 博舜 921 8737:2 TS

553 C0071039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98級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展覽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

第一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一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 n.4 TS

554 C0071036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98級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展覽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

第一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一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 n.1 TS

555 C0071037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98級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展覽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

第一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一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 n.2 TS

556 C0071038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98級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

展覽專輯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

第一屆]研究生編]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造

型藝術研究

所[第一屆]

研究生

902.232 8454 v.1 n.3 TS

557 C0082448 中國陶瓷工藝展 吳棠海作 吳 棠海 作 796.6 8882 TS

558 C0070109

河流 新亞洲藝術. 台北對話 1997台北縣美展

River new Asian art-a dialogue in Taipei eng [台北

縣政府主辦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帝門藝術教育

基金會承辦]

台北縣政府 960 8664 TS

559 C0069812
米蘭藝術學院教授聯展 Artisti di brera fre 謝佩

霓總編輯

謝 佩霓 總

編輯
960 8275:2 TS

560 C0069824
1998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教授作品聯展 屠國威

總編輯

屠 國威 編

輯
902.2 8776:2 87 TS

561 C0105887
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 Tim O'Sullivan等著

楊祖珺譯

歐蘇利文

(O'Sullivan,

Tim, 1952- )

541.83 8787 TS

562 C0070120
名家版畫大展 1997 The graphic arts exhibition

1997 eng [臺灣省立台南社會教育館, 財團法人

臺灣省台南社會教育館社會教育基金會編]

臺灣省立台

南社會教育

館

937 8669:2 TS

563 C0070083
典藏管理組在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定位 葉貴玉[

作]
葉 貴玉 069.4 8843-2 TS

564 C0070090
澄江生物群 寒武紀大爆發的見證 The

Chengjiang biota: a unique window of the

Cambrian explosion eng 陳均遠等作

陳 均遠 359.3235 8747 TS

565 C0069854
善化鎮實質發展計畫 邁向21世紀的科學文化

城 林德福計畫主持 蘇一志、劉昭吟協同主持
林 德福 計

畫主持
545.09232 8753 TS

566 C0070105
台北雙年展 = The taipei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 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輯

臺北市立美

術館展覽組
906.6 8666 1994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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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C0070103
台北雙年展 = The taipei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 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輯

臺北市立美

術館展覽組
906.6 8666 1992 TS

568 C0087496 看見淡水河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957 8745:2 TS

569 C0069855 王福東 [王福東著] 王 福東 著 948.5 8437-2 TS

570 C0070110 台灣史詩大展 平瑩總編輯 平 瑩 909.232 8648 TS

571 C0069845
子不語 王福東1994立體作品集 [王福東著] 簡

丹總編輯
王 福東 933 8437 TS

572 C0070084
博物館學季刊 高慧芬主編 高 慧芬 主

編
069.4 8337 TS

573 C0069856 關於思考王福東1993 王福東總編輯 王 福東 948.5 8437 TS

574 C0069849 台灣新生代美術巡禮 王福東作 王 福東 著 909.886 8437 TS

575 C0105888 玫瑰盛開 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 楊祖珺著 楊 祖珺 573.07 8634-2 TS

576 C0070089
內太空的星星 Stars of the inner spheres eng 程延

年, 葉貴玉[撰] 徐小虎, 張惠蘭編輯
程 延年 369.025 8697 TS

577 C0069847
未來 王福東的陶塑世界 王福東作 鄭明全總編

輯
王 福東 938 8437:2 TS

578 C0069846 王福東 1990-1992 Wang Fu-tung eng 王福東[繪] 王 福東 947.5 8437 TS

579 C0070094 放射蟲 葉貴玉著 葉 貴玉 著 386.1955 8843 TS

580 C0083407
江文也手稿作品集 吳玲宜, 廖興彰, 劉美蓮編

輯

吳 玲宜 編

輯
910.8 8833 TS

581 C0070085
博物館的登錄方法 館藏文物之貯存與管理

Dorothy H. Dudley & Irma B. Wilkinson 原著 葉

貴玉譯

杜德里

(Dudley,

Dorothy H.)

069.6 8455 TS

582 C0070082 登錄室 博物館蒐藏管理的中樞 葉貴玉[作] 葉 貴玉 069.4 8843 TS

583 C0069852 煮字集 做為一個台灣畫家 王福東著 王 福東 著 907 8437 TS

584 C007011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典藏目錄 The catalogue of

collection eng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

國立臺灣藝

術教育館

編

902.82 8444 v.7 TS

585 C0083643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13 TS

586 C0083641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11 TS

587 C0083639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9 TS

588 C0083638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8 TS

589 C0083635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5 TS

590 C0083642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12 TS

591 C0083640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10 TS

592 C0083637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7 TS

593 C0083636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6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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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C0083634
台灣攝影家群象 Aspects & Visions Taiwan

Photographers eng 張照堂主編

張 照堂 主

編
958.232 8745 v.2 TS

595 C0069857
蘇活冥想曲 王福東的詩．畫．報導藝術集 王

福東作
王 福東 909.828 8437 TS

596 C0100477
地方文化館既有輔導點現況調查評析計畫(南

區展示館)期末報告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

國立臺南藝

術學院
541.29232 8454 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