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名

作者

webpac 連結

他們在島嶼寫作

王耿瑜編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57564
&Lflag=1

過影 :1992-2011 臺灣電影總論

聞天祥作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50628
&Lflag=1

翻滾吧,台灣電影

小野,陽光衛視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75186
&Lflag=1

台灣電影的聲音 :放映週報 vs 台灣影人

林文淇,王玉燕主編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6254&L
flag=1

那時此刻 金馬 50

王清華等撰稿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29937
&Lflag=1

高雄電影紀事

林美秀採訪撰文 ;鄭德慶總編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76298

電光城市 :看電影遊高雄

藍祖蔚主筆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59872&L
flag=1

愛、理想與淚光 :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上)

李志薔等撰述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20927&
Lflag=1

愛、理想與淚光 :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下)

李志薔等撰述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20927&
Lflag=1

春花夢露 :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

葉龍彥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7431&L
flag=1

電影大師語錄 :全球 121 位電影名人,148 則經典 潔咪.湯普森.史登(Jamie Thompson Stern)編 ;張雅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89234
格言選集
億翻譯
&Lflag=1
台灣電影愛與死 :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

鄭秉泓著

國片電影史話 :跨世紀華語電影創意的先行者

黃仁著

一張全票,靠走道 :青春歐吉桑的電影本事

施昇輝著

語路 :對無法忖測的生命路途進行虔心的叩問,賈
賈樟柯, 趙靜編著
樟柯的青春願夢書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86555&L
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64560&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53980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69325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3558

改變我一生的電影

羅勃.赫夫勒(Robert Hofler)作 ;陳榮彬譯

光影的長河 :影史百大經典華語電影

小野等撰稿 ;何美瑜,陳逸軒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99736
&Lflag=1

穿越幽暗鏡界 :台灣電影百年思考

陳儒修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08195
&Lflag=1

光影言語 :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

白睿文(Michael Berry)著 ;羅祖珍, 劉俊希, 趙曼
如翻譯/整理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9738&L
flag=1

Zoom in 南台湾 :電影導演珍藏的拍片場景

李祐寧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43068&
Lflag=1

煮海時光 :侯孝賢的光影記憶

白睿文編訪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48445
&Lflag=1

蝦蟆的油 :黑澤明尋找黑澤明

黑澤明著 ;陳寶蓮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98433

吳宇森電影講座

卓伯棠主編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59905&
Lflag=1

等雲到 :與黑澤明導演在一起的美好時光

野上照代著 ;吳菲, 李建銓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50624
&Lflag=1

電影 O 影展

吳凡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14107&
Lflag=1

溫德斯的電影旅程 :賽璐珞公路

亞歷山大.葛拉夫(Alexander Graf)著 ;黃煜文譯

電影分鏡概論 :從意念到影像

Steven D. Katz 作 ;井迎兆譯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50626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55313&L
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5992

經典動漫魔力 :零失敗の劇本創作與分鏡設計

趙瑩編著

演員的挑戰

烏塔.哈根(Uta Hagen)著 ;陳佳穗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74556
&Lflag=1

解密電影 :不可不知的 5 個故事

派屈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作 ;李芬芳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3520
&Lflag=1

電影閱讀美學(增訂版)

簡政珍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75529&
Lflag=1

認識電影

路易斯.吉奈堤(Louis Giannetti)著 ;焦雄屏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46699&
Lflag=1

楊凡電影時間

楊凡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10004

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賈樟柯電
賈樟柯著
手記 1996-2008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76045
&Lflag=1

李安的電影世界

勞勃.艾普(Robert Arp),亞當.巴克曼(Adam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90800
Barkman),詹姆斯.麥克雷(James McRae)主編 ;李政
&Lflag=1
賢譯

複眼的映像 :我與黑澤明

橋本忍作 ;張秋明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14067
&Lflag=1

閱讀電影影像

羅宏.朱利耶(Laurent Jullier), 米榭爾.馬利(Michel
Marie)著 ;喬儀蓁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42296&
Lflag=1

鏡頭之後 :電影攝影的張力、敘事與創意

古斯塔夫.莫卡杜(Gustavo Mercado)著 ;楊智捷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89006
&Lflag=1

電影三字經

柳城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40820
&Lflag=1

為了報仇看電影

韓松落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0285
&Lflag=1

打開時空膠囊 :舊時代的電影青春物語

林亮妏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15371

李安 :堅持夢想的大導演

譚立安著 ;南君繪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53318
&Lflag=1

大師運鏡 :解析 100 種電影拍攝技巧

克利斯.肯渥西(Christopher Kenworthy)著 ;吳宗璘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30697
譯
&Lflag=1

大師運鏡 :拍出高張力 X 創意感的好電影! .2 .觸 克利斯.肯沃西(Christopher Kenworthy)著 ;古又羽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45612
動人心的 100 種電影拍攝技巧
譯
&Lflag=1
洞見 :視覺文化與美學

馮品佳, 趙順良主編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6352
&Lflag=1

神行陌路 :葉錦添的新東方主義

葉錦添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15123

最好的時光 :電影本事、分場劇本以及所有關於
電影的 1982-2006

朱天文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56027
&Lflag=1

當電影愛上古典樂

桑慧芬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95251

電影的魔力 :Howard Suber 電影關鍵詞(二版)

霍華. 蘇伯(Howard Suber)著 ;游宜樺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30692
&Lflag=1

電影音樂地圖

朱中愷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4142&
Lflag=1

寫給青年演員們 :以及熱愛表演藝術的你和我

布魯斯坦(Robert Brustein)作 ;劉森堯, 鄧伯宸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17790&
Lflag=1

導演筆記 :導演椅上學到的 130 堂課

法蘭克.豪瑟(Frank Hauser), 羅素.萊克(Russell
Reich)著 ;李淑貞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87319

聲色盒子 :音效大師杜篤之的電影路

張靚蓓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74390&L
flag=1

聲與影 =Film music composers :20 位作曲家談華語
藍祖蔚著
電影音樂創作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8613

離席 :為什麼看電影?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03590
&Lflag=1

黃以曦作

全球電影商業 :全方位剖析全球電影產業的市場 傑森.史奎爾(Jason E. Squire)編 ;俞劍紅,李苒,馬夢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17734
與操作秘訣

妮譯

&Lflag=1

大銀幕後 :好萊塢錢權祕辛

愛德華.傑.艾普斯坦(Edward Jay Epstein)著 ;宋偉
航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73667
&Lflag=1

神思陌路 :葉錦添的創意美學

葉錦添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11285
&Lflag=1

台灣的戲劇、電影與戲院

勁草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3308
&Lflag=1

海埔十七番地 :高雄大舞台戲院

謝一麟,陳坤毅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85901

光影上路 :高雄、電影、故事

藍祖蔚主筆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01566
&Lflag=1

影領風潮 :高雄城市光影紀實

藍祖蔚主筆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20956&
Lflag=1

故事的解剖 :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習說故事的技 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著 ;黃政淵,戴洛棻,蕭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63544
藝,打造獨一無二的內容、結構與風格
少嵫譯
&Lflag=1
超思考

北野武著 ;李漢庭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99027

順風而起

鈴木敏夫著 ;鍾嘉惠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10240
&Lflag=1

先讓英雄救貓咪 :你這輩子唯一需要的電影編劇
指南

布萊克.史奈德(Blake Snyder)作 ;秦續蓉,馮勃翰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86896
&Lflag=1

比台灣電影更陌生 :台灣實驗電影研究

吳俊輝編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06564
&Lflag=1

真實的叩問 :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

郭力昕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38022
&Lflag=1

國片的燦爛時光

鄒欣寧著

小電影學 :電影複像.轉場換景與隙縫偷渡

劉永晧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6291
&Lflag=1

談電影看哲學

梁光耀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06554
&Lflag=1

一種獨立論述

黃建宏著

戰慄恐佈片 :失聲尖叫電影院

Paul Wells 著 ;彭小芬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52253&
Lflag=1

驚悚大師希區考克 :重返驚魂記

史蒂芬.瑞貝羅(Stephen Rebello)著 ;廖彥博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05741
&Lflag=1

電影 O 製片 :平衡藝術與生意的能力

葉如芬, 吳凡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09015&
Lflag=1

電影魔法師 :陳博文的剪輯世界

游惠貞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12299
&Lflag=1

電影美學

傑拉．貝同(G. Betton)著 ;劉俐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98441&
Lflag=1

文學電影的閱讀密碼

陳碧月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82791
&Lflag=1

文學.影像.創意 :華語電影獨立製片面面觀

奚浩等撰述 ;陳秋伶主編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76989
&Lflag=1

穿越電影看心理

胡正文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84281

我也可以當導演!

蔡敬文,辛比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94281
&Lflag=1

影樂.樂影 :電影配樂文錄

劉婉俐著

藝起南方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建實錄

林朝號等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6353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6714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75543&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7343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50763

電影與人生

簡成熙著

時光流影 :高雄市電影圖書館典藏文物 .專輯二

藍祖蔚, 丁祈方撰稿 ;陳逸軒, 齊斌英文翻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38396
&Lflag=1

我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小津安二郎人生
散文

小津安二郎作 ;陳寶蓮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99641
&Lflag=1

作家之路 :從英雄旅程學習說一個好故事

克理斯多夫.佛格勒(Christopher Vogler)著 ;蔡鵑如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02133
譯
&Lflag=1

法國電影新浪潮(全新修訂版)

焦雄屏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59953
&Lflag=1

日本電影十大

鄭樹森,舒明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56048
&Lflag=1

你瘋了 :不正常很正常,「正常人」哪裡出問題?

曼弗烈.呂茲(Manfred Lutz)著 ;廖家絨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5985

行為的藝術 :52 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

凱文.達頓(Kevin Dutton)著 ;陳琇玲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04471
&Lflag=1

失控的正向思考

魯爾夫.杜伯里(Rolf Dobelli)作 ;艾爾.波丘(El
Bocho),西蒙.史泰勒(Simon Stehle)繪 ;方秀芬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79256
&Lflag=1

歡迎光臨人類學

盧克.拉斯特(Luke Eric Lassiter)作 ;郭禎麟等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69285

好電影的法則 :101 堂電影大師受用一生的 UCLA
電影課

尼爾.藍道(Neil Landau)著 ;吳莉君譯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94676
&Lflag=1

天堂沉默半小時 :電影中的信仰尋思

王怡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56306&
Lflag=1

當代電影理論與批評

劉立行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62428

Focus inside :<<乘著光影旅行>>的故事

姜秀瓊, 關本良企劃 ;漫遊者編輯室編撰

折返點 :1997-2008

宮崎駿著 ;黃穎凡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83053
&Lflag=1

雙面好萊塢 :科學科幻大不同

薛尼.波寇維茲(Sidney Perkowitz)著 ;李明芝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13328&
Lflag=1

魔鬼的黑名單 :隱藏在小說文學裡的不死惡靈

王聰霖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89276
&Lflag=1

東亞電影驚奇 :中港日韓

葉月瑜,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著 ;黃慧敏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74251
&Lflag=1

動畫創意現場 :臺灣動畫導演名作大剖析

陳怡菁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14775&
Lflag=1

入鏡|出境 :蔡明亮的影像藝術與跨界實踐

孫松榮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24119
&Lflag=1

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 :廖慶松

張靚蓓作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311263&
Lflag=1

導演視野 :遇見 250 位世界著名導演(上)

Geoff Andrew 著 ;焦雄屏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361

導演視野 :遇見 250 位世界著名導演(下)

Geoff Andrew 著 ;焦雄屏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361

導演的人生筆記 :光影背後的感動與追尋

蕭菊貞著

起毛球了

吳米森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85599&L
flag=1

2000-2010 台灣女導演研究 :她/劇情片/談話錄

陳明珠, 黃勻祺編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49911
&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66040&L
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61854
&Lflag=1

一本書讀懂哥吉拉 :解開跨越半世紀的怪獸之謎 小野俊太郎著 ;王榆琮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99062

末日關鍵求生術 :戰鬥知識與技能

麥克斯.布魯克斯(Max Brooks)著 ;林少予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12281
&Lflag=1

科學怪人 :另一個普羅米修斯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范穎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3655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6471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周沛郁譯

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

N. Katherine Hayles 等著 ;林建光,李育霖主編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275311
&Lflag=1

我是誰? :美國小說中的文化屬性

何文敬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99650
&Lflag=1

史蒂芬. 金談寫作 (三版)

史蒂芬. 金(Stephen King)著 ;蕭芳賢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18143
&Lflag=1

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梅森.柯瑞(Mason Currey)著 ;莊安祺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32276
&Lflag=1

鱷魚街

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著 ;林蔚昀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85925
&Lflag=1

日本電影院

蔡瀾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72648
&Lflag=1

宛如走路的速度 :我的日常、創作與世界

是枝裕和文 ;李文祺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82079
&Lflag=1

光影詩人 :李屏賓

李屏賓作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31643
&Lflag=1

「大路」 =The road :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張贊波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24970
&Lflag=1

&Lflag=1

冰雪紀行 :荷索的慕尼黑-巴黎日記 .1974 年 11 月
韋納. 荷索(Werner Herzog)著 ;錢俊宇譯
23 日至 12 月 14 日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50622
&Lflag=1

2050 科幻大成真 :超能力.心智控制.人造記憶.遺
加來道雄著 ;鄧子衿譯
忘藥丸.奈米機器人 即將改變我們的世界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99022

景框之外 :台灣紀錄片群像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190871
&Lflag=1

林木材著

用鋼筆戰鬥的<<電影筆記>> :楚浮、高達、侯麥等
電影大師的搖籃,探索現代電影藝術的六十年旅 愛蜜莉.畢克頓(Emilie Bickerton)著 ;黃政淵譯
程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06028
&Lflag=1

「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

邱貴芬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13

必要的靜默：世界電影音樂創作談

羅展鳳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36

當代寂寞考

馬欣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807

電影符號：電影作品的隱喻與哲思

鄭錠堅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807

押井守的角色學：從電影學來的工作生存法則

押井守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893

對話伍迪艾倫

艾瑞克‧雷克斯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888

無常素描：追憶奇斯洛夫斯基

羅展鳳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05

侯麥

安東・德貝格, 諾爾・艾柏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61
&Lflag=1

蔡明亮與緩慢電影

藍祖蔚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6001

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

藍祖蔚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6002
&Lflag=1

台灣以左，亞洲以右─實驗電影的亞洲實踐與研
吳俊輝/編著
究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44

全球化時空、身體、記憶：台灣新電影及其影響 張靄珠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40

好的哲學會咬人 來自 11 位哲學家的思想挑釁

艾克哈特．瑪騰斯 麥德文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99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法蘭克‧貝拉迪 林麗雪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57

Star Wars :星際大戰以原力征服全世界,從一個故
事變成一個產業,創造出一個時代!

克里斯‧泰勒 林錦慧 王寶翔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3755

星際效應 :電影幕後的科學事實. 推測與想像

基普．索恩 蔡承志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490662

陶瓷碎片：侯麥短篇小說集

艾力克．侯麥 蔡孟貞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5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