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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005.11
1232 2014
1

DO 005.31
2325 2015
2

3

DO 005.32
6058 2007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國父全集》及《國父年譜》全
文檢索系統光碟暨電子書 [電子
資源] = The complete works and
chi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retrieval
system & e-book / 飛資得系統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永不放棄 [錄影資料] : 孫中山北
上與逝世 = Never ever to give up
the struggle:Dr. Sun Yat-sen's heroic
chi
journey to northern China and his
untimely death / 傅季中導演;太乙
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承製
爭鋒 [錄影資料] : 蔣中正的革命
chi 風雲 / 葉飛鴻等撰稿

出版項

6

臺北市 : 國史館 : 國立
國父紀念館, 民
104[2015]

臺北縣新店市 : 國史
館, 2007[民96]

8

v.1
v.2

DO 005.32
6058-2 2005

國史特藏文物 [錄影資料] : 蔣中
正總統 / 台灣夢工廠科技股份有
chi 限公司製作 ; 葉飛鴻等撰稿

臺北縣 : 國史館, 2005[
民94]

DO 005.32
8867 2008

蔣氏父子的台灣歲月 [錄影資料]
= Chiang Kai-Shek and Ching-Kuo
chi in Taiwan / 含鈺國際實業有限公
司製作

台北市 : 含鈺國際,
2008[民97]

尋找蔣經國 [錄影資料] / 威象國
chi 際影視製作 ; 公共電視台監製

台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 采昌國際多媒體
總經銷, 2007[民96]

7
DO 005.33
5267 2007

9
DO 016.5445
10 4952 2014

日本女性史硏究文献目録集 [電
jpn 子資源] : 1868-2002 (CD-ROM版)
/ 女性史総合研究会編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發行, 民104[2015]

4

5

冊次

*請利用瀏覽器的尋找功能(＜Ctrl> + F鍵 )進行本網頁的字串搜尋

初版

東京都 : 東京大学出
版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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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480019356

hs,mh

30600480018895

hs,mh

30910480000458 [1],互動式光碟(PC版)Multimedia Disc (for
PC)--[2],紀錄片Documentary Disc
30910480000466

hs,mh

互動記錄片: 10段互動式歷史影片--歷史
文物室: 60個珍貴文物--人物顯影: 50年中 ndap,mh
30910480000490 國風雲歲月--事件與年表: 300條歷史大事
,hs
記--數位學習
v.1

30610480011485

v.2

30610480011493

v.1

30600480001511

hs

v.2

內容: v.1: 第1集, 紅色蔣經國 ; 第2集, 有!
我是蔣經國 ; 第3集, 鐵血蔣經國--v.2: 第4 hs
30600480001529 集, 雙面蔣經國 ; 第5集, 尋找蔣經國
30600480019364

hs,fsn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023.57
5341 2007
11

12

DO 027 9720
2009

光陰物語 [錄影資料] : 穿梭檔案
國度 = The track of time : railing
through the national archives / 九五
蘋果箱有限公司製作
鑑往知來 [錄影資料] : 探尋國家
寶藏 = Reflecting on the past :
exploring national treasures / 光耀 1版
科技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 檔案管
理局製作
無牆博物館 [錄影資料] : 故宮文
物數位典藏工程 = The museum
without walls : National Palace
初版
Museum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 / 國
立故宮博物院執行 ; 鴻遠影視公
司製作
嘉南學報 [電子資源] : Chia Nan
annual bulletin / [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編]
满洲日报 [電子資源] / 辽宁省图
书馆摄制

臺北市 : 檔案管理局,
民98[2009]

chi

DO 028 8242
2009
chi

DO 051 4441
15
16 DO 059.41
17 3364 198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DO 059.41
3366 1987

出版項
台中市 : 文建會文化
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民96[2007]

chi

14

版本項

拯救紙質文獻 [錄影資料] : 認識
研究機構紙質文物保護的問題 =
Rescuing records : recognizing the
chi problems of preserving documents in 初版
research collections / 史密森研究機
構修護分析實驗室製作 ; 蔡斐文,
丘世馨, 蕭浚垠翻譯

DO 027.933
9925 2010
13

題名/作者

chi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2229

hs,fsn,et
,clp

30610480010073

fsn,hs,m
h,issp
單元一 <<曙光中的臺灣1945>>--單元二
<<臺灣民主政治的開路先鋒>>

30600480015024

mh,hs,is
sp

30910480004161

fsn,hs,is
sp

30910480004104

hs

台北市 : 國立故宮博
物院, 民98[2009]

臺南縣仁德鄉 : 嘉南
藥理科技大學, 2012[
民101][北京市] : 中华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
沈阳 : 辽宁省图书馆,
1988

jpn

满洲日日新闻 [電子資源] / 辽宁
省图书馆摄制

冊次

[北京市] : 中华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
第 2 頁，共 232 頁
沈阳 : 辽宁省图书馆,
1987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

30600480018531
30600480018549
30600480018556
30600480018564
30600480018572
30600480018580
30600480018598
30600480018606
30600480018614
30600480018622
3060048001863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059.41
满洲日日新闻 [電子資源] / 辽宁
27 3366 1987
省图书馆摄制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jpn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O 062.1 3424
追求卓越 [錄影資料] : 中央研究
51 2008
院八十年
chi
52
53
54 DO 062.1 3424
追求卓越 [錄影資料] : 中央研究
55 2008
院八十年
chi
56
57

版本項

出版項
[北京市] : 中华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
沈阳 : 辽宁省图书馆,
1987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2008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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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次

條碼(館藏)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1
v.2
v.3
v.4
v.1
v.2
v.3
v.4

30600480018648
30600480018655
30600480018663
30600480018671
30600480018689
30600480018697
30600480018705
30600480018713
30600480018721
30600480018739
30600480018747
30600480018754
30600480018762
30600480018770
30600480018788
30600480018796
30600480018804
30600480018812
30600480018820
30600480018838
30600480018846
30600480018853
30600480018861
30630480001955
30630480001963
30630480001971
30630480001989
30910480000532
30910480000540
30910480000557
30910480000565

內容註

館藏地

hs

fsn,hs,cl
p,econ,
mh,ls,ea
s
fsn,hs,cl
p,econ,
mh,ls,ea
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062.1 5513

58

59

題名/作者
中央研究院 [錄影資料] =
Academia Sinica / 中央研究院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出版, 2006-

chi

DO 062.1 5513

中央研究院 [錄影資料] =
Academia Sinica / 中央研究院製作

條碼(館藏)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出版, 2008[民97]-

60

2006

30600040000045

2008

30600480019299

2010-2012 30600480019307
chi

61

2012-2014 30660480000111

62

2014-2016 30660480000129

DO 068.21
63 5513 2008

走過八十年 [錄影資料] : 尋訪史
chi 語所足跡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製片
數位博物館專案推廣教育計畫
(數位博物館專案推廣辦公室)第
chi 三年成果報告 [錄影資料] / [吳明
德計畫主持 ; 臺灣大學圖書館執
行]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8[民97]
[臺北市 : 臺灣大學圖
書館, 2001]

DO 069.833
66 4424 2014

夢土上蘭陽博物館[錄影資料] =
chi On the dreamland, Lanyang museum/
太乙媒體事業公司製作

宜蘭縣頭城鎮 : 宜蘭
縣立蘭陽博物館, 2014

DO 069.833
9451 2011

百年物語 [錄影資料] : 追尋臺灣
博物館日治時期硏究者的足跡 /
chi
小坂史子導演 ; 百戲電影製作有
限公司拍攝
故宮奇航 [錄影資料] : 魔幻寫實
的故宮奇幻之旅 = The grand view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公共
chi
電視製作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
物館, 2011[民100]

DO 069.029
64 2662 2001
65

67

DO 069.8703
68 8413 2007

30630480002011

v.1

內容註
2006年內容: 組織介紹 (3分8秒) -- 重要硏
究成果 (10分49秒) -- 展望未來 (4分31
秒)@"2007年內容: 全片播放(18'35 )--組織
介紹(3'8 )--重要研究成果(10'49 )--展望未
來(4'38 )"@"2008年內容: 全片播放--追求
卓越(18'00 )--組織介紹(3'50 )--重要研究成
果(10'39 )--數理科學組(3'29 )--生命科學組
(3'38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3'32 )--開創新
局(3'31 )"
2010-2012年內容: 全片播放(19'00 )--數理
科學組(14'30 )--生命科學組(13'30 )--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15'23 )@"2012-2014年內容:
全片播放(21'24 )--數理科學組(14'03 )--生
命科學組(13'47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4'40
)"@"2014-2016年內容: 全片播放(24'10 )-數理科學組(15'28 )--生命科學組(16'14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4'29 )"

館藏地

fsn,clp,
mh,hs,is
sp,iaa,ea
s

mh,hs,ea
s,fsn,clp
,issp,ls

fsn,hs,ls

30630480002037
hs

v.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7[
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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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30630480002045

30600480019174

hs

30600480015446

hs

內容: v.1,龍的故事;美不勝收-帝后生活;鐘
30600480010454 鼓齊鳴-中國樂器;鬼斧神工-珍玩篇;嬰戲
圖-古代童玩--v.2,琳瑯滿目-玉器的故事;畫
hs
中有詩-繪畫篇;問鼎逐鹿-青銅器的故事;
文采風流-書法之美;陶瓷之美-陶瓷的故
事;創作集錦-舞出故宮

DO 069.8703
故宮奇航 [錄影資料] : 魔幻寫實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8413 2007
的故宮奇幻之旅 = The grand view
化事業基金會, 2007[
索書號(館藏) 語文 of National Palace
題名/作者
Museum / 公共 版本項 民96] 出版項
chi
電視製作
69

70

v.2
DO 073 4421
2008

DO 073 5002
71 2008

72

73

冊次

DO 172 9970
2011

DO 176.16
1022 2011

林雙不演講專集 [錄影資料] : 我
的心情我的路 / [林雙不講]

台北市 : 前衛出版社
出品 : 台語傳播企業
chi
有限公司發行, 2008[
民97]
東方白演講專集 [錄影資料] : 文
台北市 : 前衛出版社 :
chi 學的志業 / [東方白講]
台語傳播企業有限公
司, 2008[民97]
愉快與痛苦 [錄影資料] = Pleasure
Sydney, N.S.W. : BBC
& pain / BBC製作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1[民100]

chi

疼痛的奧秘 [錄影資料] = Secret
world of pain / BBC製作

Sydney, N.S.W. : BBC
Worldwide ; 台北市 :
中文版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1[民100]

內容: v.1,龍的故事;美不勝收-帝后生活;鐘
鼓齊鳴-中國樂器;鬼斧神工-珍玩篇;嬰戲
條碼(館藏) 圖-古代童玩--v.2,琳瑯滿目-玉器的故事;畫
內容註
館藏地
hs
中有詩-繪畫篇;問鼎逐鹿-青銅器的故事;
30600480010462 文采風流-書法之美;陶瓷之美-陶瓷的故
事;創作集錦-舞出故宮

30600480010694

hs

30600480010686

hs

30610480015817

hs

30610480015833

hs

hs

DO 176.51
74 4223 1996

如何製造快樂 [錄影資料] = How
eng to be happy / [BBC Worldwide製作]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996[民85]

30610480012426

DO 176.56
75 3424 2008

寬恕的聲音 [錄音資料] / 魏明德
chi 製片

台北市 : 利氏文化,
2008[民97]

內容: 1,長崎鐘聲--2,制定寬恕節吧!--3,寬
30610480009893 恕的比喻--4,集中營後五十年(寫於1995年) hs

76

DO 198 1462
1999

職場戰爭 [錄影資料] = Workers at
war / [BBC Worldwide製作]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999[民88]

77

v.1
v.2

eng
78

v.3

79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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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v.1, 目標: 什麼方法能夠營造出一個
成功及機動性的工作勞動力--v.2, 解僱: 如
30610480012020 何處理難以令人啟齒的解僱員工作業--v.3,
報復: 當離職員工產生報復心態,企業當如 hs
30610480012038 何預防--v.4, 需求: 聘用新進員工極為重要,
本集將探討各大企業的作法
30610480012046
30610480012012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224.53
2924 v.2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合掌如蓮 [錄音資料] / 徐清原編
曲; 伽耶山基金會製作

台北市 : 伽耶山基金
會, 2010

80

chi

1, 三拜 -- 2, 爐香讚 -- 3, 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 -- 4, 讚佛
偈 -- 5, 白文(悟因長老尼) -- 6, 慈雲懺主淨
30610480018837 土文 -- 7, 三皈依 -- 8, 繫念功德殊勝行 -- hs
9, 三拜 -- 10, 阿彌陀佛聖號 -- 11, 南無觀
世音菩薩聖號

DO 224.53
81 2924 v.7

如是輕喚我心 [錄音資料] / 詹佳
chi 琦編曲; 伽耶山基金會製作

台北市 : 伽耶山基金
會, 2012

1, 浴佛偈 -- 2, 懺悔偈 -- 3, 禮讚五方佛 -30610480018845 4, 四弘誓願 -- 5, 上來現前普回向 -- 6, 出
經文 -- 7, 警眾偈 -- 8, 大回向文

hs

DO 225 2696
82 2013

釋悟因:how long is now[錄影資
chi 料]/伽耶山基金會,香光莊嚴雜誌
社製作;賴勇戎導演;釋悟因顧問

台北市 : 伽耶山基金
會, 2013

30610480018852

hs

兩千年來一曉雲 乞士女中無二人
[錄影資料] / 陳雪麗導演.剪輯 ;
chi
華梵大學真傳映象工作室製作

臺北縣 : 華梵大學教
育影像與批判教學研
究室, 2006[民95]

30910480000417

mh,hs,cl
p

30610480011188

clp,hs

30600010459528

hs

30600480014837

hs

30610480012541

hs

30600480010629

mh,hs

83

84

DO 229.39
2661 2006

DO 234 2743
2009

chi

香港新界太平清醮的道教儀式 [
錄影資料] / 黎志添研究.策劃

DO 244.4 2110
吳勇聖詩詠頌集 [錄音資料]
chi
2000
DO 271.9 4102
野柳神明淨港 [錄影資料] / 太乙
86 2011
chi 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 吳
永欽導演
DO 272.28
王爺祭 [錄影資料] : 鹽鄉信仰的
9056 2009
故事 = The Wangye festival :
87
chi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saltlands / 尖
端攝影綜藝有限公司製作
DO 272.71
北汕尾迎媽祖 [錄影資料] : 鹿耳
88 2400 1994
chi 門天后宮文化季 / 台南市鹿耳門
天后宮文教公益基金會策劃
85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道
教文化研究中心,
2009[民98]
臺北市 : 榮神, 2000[民
89]
[新北市] : 新北市政
府, 2011[民100]
台南縣北門鄉 : 交通
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09[民98]
台南市 : 鹿耳門天后
宮, 民8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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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272.71
5425 2006
89

DO 272.91
90 8347 2014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台灣珍寶 [錄影資料] : 媽祖 =
Treasures of Taiwan : Matsu sea
eng goddess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國際, c2006[民95]

美濃地區‧還神祭儀 [錄影資料]
chi /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監
製; 南努客音像工作室製作
高雄縣內門旗山堪輿風光 [錄影
chi
資料] / 宣易園陳啟銓製作
恆春八景.車城福安宮.石門古戰
chi
場.石觀音堪輿風光 [錄影資料]
台灣瑰寶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監製 ; 五色鳥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攝製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2014

DO 294 7538
2008
DO 294 9586
92
2008
93 DO 300.827
94 8413 2006
95
96
97
98
chi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DO 301.6 0027
唐獎頒獎典禮. 第一屆 [錄影資
106 2014 v.1
料] : 唐獎光輝世界共響音樂會 =
2014 Tang prize award ceremony:
chi
Tang prize concert / 財團法人唐獎
教育基金會主辦; 天下雜誌執行;
107
中國電視公司攝影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DO 301.6 0027
108 2014 v.2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獎教育基金會, 2014

91

唐獎永續發展獎. 第一屆 [錄影資
料] : 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 =
2014 Tang prize in sustainable
chi development: Gro Harlem
Brundtlandt / 財團法人唐獎教育基
金會主辦; 天下雜誌執行; 中國電
視公司攝影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獎教育基金會, 2014

冊次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pt.1

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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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6964

hs

30600480019000

hs

30600480010769

hs

30600480010777

hs

30610480001908 內容: 1,誕生--2,高山--3,潟湖--4,峽谷--5,火
30610480001916 山--6,岩岸--7,珊瑚礁--8,森林--9,遷徒--10,
30610480001924 烏金--11,黑潮--12,溯河--13,紅樹林
30610480001932
30610480001940
30610480001957
hs
30610480001965
30610480001973
30610480001981
30610480001999
30610480002005
30610480002013
30610480002021
Disc1.唐獎頒獎典禮 = 2014 Tang prize
30910480004377 award ceremony--Disc 2.唐獎光輝:世界共響
音樂會 = Tang prize concert
hs
30910480004385
Disc1 --1.唐獎得獎人演講: 永續發展: 畢生
30910480004393 服務之所繫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y
story of Public Service --2.唐獎得獎人專訪 -Disc 2 --唐獎得獎人座談: 永續發展、氣 hs
候與能源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and energy

DO 301.6 0027
2014 v.2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109
DO 301.6 0027
110 2014 v.3

111
DO 301.6 0027
112 2014 v.4
113
DO 301.6 0027
114 2014 v.5
115

唐獎永續發展獎. 第一屆 [錄影資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料] : 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 =
獎教育基金會, 2014
2014 Tang prize
in sustainable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evelopment: Gro Harlem
Brundtlandt / 財團法人唐獎教育基
金會主辦; 天下雜誌執行; 中國電
視公司攝影

唐獎生技醫藥獎. 第一屆 [錄影資
料] : 詹姆斯‧艾利森 & 本庶佑 =
2014 Tang prize in
chi biopharmaceutical science: James P.
Allison & Tasuku Honjo / 財團法人
唐獎教育基金會主辦; 天下雜誌
執行; 中國電視公司攝影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獎教育基金會, 2014

唐獎漢學獎. 第一屆 [錄影資料] :
余英時 = 2014 Tang prize in
chi sinology: Yu Ying-shih / 財團法人
唐獎教育基金會主辦; 天下雜誌
執行; 中國電視公司攝影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獎教育基金會, 2014

唐獎法治獎. 第一屆 [錄影資料] :
奧比‧薩克思 = 2014 Tang prize in
chi rule of law: Albie Sachs / 財團法人
唐獎教育基金會主辦; 天下雜誌
執行; 中國電視公司攝影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獎教育基金會, 2014

116 DO 307 2523
2007
117

冊次

pt.2

pt.1

pt.2

pt.1
pt.2
pt.1
pt.2

科技台灣 [錄影資料] : 新國力 /
國家實驗研究院監製 ;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指導

台北市 : 國家實驗研
究院, 2007[民96]

v.1
v.2

118

v.3
chi

119

公播版

v.4

120

v.5

121

v.6

122

v.7

123

DO 312.76
2423 2012

維基解密 [錄影資料] : 秘密與謊
Sydney, N.S.W. : BBC
言 = Wikileaks : secrets & lies /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BBC製作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2[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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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1 --1.唐獎得獎人演講: 永續發展: 畢生
服務之所繫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y
--2.唐獎得獎人專訪 - 館藏地
條碼(館藏) story of Public Service
內容註
-Disc 2 --唐獎得獎人座談: 永續發展、氣 hs
候與能源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30910480004401 and energy
Disc1 --1. 唐獎得獎人演講 : 癌症醫療: 以
30910480004419 免疫檢查點為目標 = Targeting Immune
checkpoints in cancer therapy --2. 唐獎得獎
人專訪 --Disc 2 --唐獎得獎人座談

hs

30910480004427
Disc1 --1. 唐獎得獎人演講: 中國史研究的
30910480004435 自我反思 = My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2. 唐獎得獎人專訪 --Disc hs
2 --唐獎得獎人座談: 談人文修養 =
30910480004443
Educ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 symposium
Disc1 --1. 唐獎得獎人演講 : 法治-從壓迫
30910480004450 到自由的啟示 = An Emancipatory vision of
the rule of law --2. 唐獎得獎人專訪 --Disc 2 hs
--唐獎得獎人座談
30910480004468
30600480012997 內容: v.1, 防洪減災; 綠色能源; 生態格網;
無網不利--v.2, 奈米新世界; 決戰明天; 傳
30600480013003 統產業高科技化; 傳統產業高價值化--v.3,
數位典藏台灣; U化台灣科技無所不在; 科
30600480013011
技名人堂; 照亮未來--v.4, 基因解密; 農業
30600480013029 生物科技; 生醫科技; 科技農漁業--v.5, 飛 ls,hs
上太空; 我的太空夢; 當傳統產業遇上航太
30600480013037 與國防科技; 與資訊戰略專家對談--v.6, 科
30600480013045 技外交; 女性科學家; 台灣矽島--v.7, 當公
益遇上科技; 科學園區; 精華回顧
30600480013052

30610480015858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O 326.4 3536
空中之眼 [錄影資料] = Eyes in the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124 2002
chi sky / Patrice Andrews, Paul Gaseh製 中文版 國際發行, 2002[民91]
作
DO 328.1 0010
An inconvenient truth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影傑有限公
125
chi
公播版
2007
Davis Guggenheim導演
司發行, 2007[民96]
DO 328.48
調查全球暖化之旅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26 0481 2006
eng Meltdown : a global warming
2006[民95]
journey / [BBC Worldwide製作]
127 DO 328.8 8256
氣候挑戰 [錄影資料] = Climate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28 2011
challenge
100]
129
chi
130
131
132
氣候變遷對臺灣總體安全之衝擊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133 DO 328.807
[錄影資料] / 柯慶明主編 ; 陳泰然
心, 2012[民101]
134 4106 2012
主持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chi

DO 351.1231
1025 2011

149 DO 351.133
150 2302 2007

大地傳奇 [錄影資料] : 金門地質
地形 = Legend of the earth :
chi
geology and landforms of Kinmen /
瑞齊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地理篇 [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chi

冊次

v.1
v.2
v.3
v.4
v.5
v.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金門縣 :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1[民100]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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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館藏地

30630480000700

ls,hs

30600480011452

ls,hs

30610480012525

hs

30610480013408
30610480013416
30610480013424
30610480013432
30610480013440
30610480013457
30600480015958
30600480015966
30600480015974
30600480015982
30600480015990
30600480016006
30600480016014
30600480016022
30600480016030
30600480016048
30600480016055
30600480016063
30600480016071
30600480016089
30600480016097

內容: 1,碳權交易市場 : 京都議定書--2,綠
色黃金 : 免除森林砍伐--3,捕集CO2 : 碳封
存技術--4,節能減碳 : 從家做起--5,環保商
hs
機 : 創造生活契機--6,節能創意 : 對抗全球
暖化

30910480002967
v.1
v.2

內容註

內容: 1,氣候變遷對全球風險環境的形構-2,劇烈氣候變異與臺灣風險環境的形構--3,
氣候變遷對水文環境及國土之衝擊--4,氣
候變遷對經濟產業體系之衝擊--5,氣候變
遷對能源安全之衝擊--6,氣候變遷對公共
衛生之衝擊--7,氣候變遷對自然生態系統
之衝擊--8,氣候變遷對國防安全之衝擊--9,
氣候變遷對臺灣環境脆弱度之風險評估-10,氣候變遷之監測預警機制--11,氣候變遷 hs
與社經發展情境之分析與評估--12,氣候變
遷之調適策略--13,氣候變遷對災害防治衝
擊之調適對策--14,制定氣候安全相關法案
之面向與內容--15,因應氣候變遷國家安全
新思維的建構

內容: 大地傳奇-金門地質地形, 海上桃花
源-烈嶼

hs

30600480000414 內容: 1,台灣的地質(一)--2,台灣的地質
30600480000422 (二)--3,台灣的地形(一)--4,台灣的地形(二)-5,台灣的氣候(一)--6,台灣的氣候(二)--7,台
hs
灣的氣候(三)

DO 351.133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地理篇 [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2302 2007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司, 2007[民96]
151
152
153
154
155

v.3
v.4
v.5
v.6
v.7

chi

DO 351.133
4226 2013
156

157

冊次

DO 351.32
8413 2009

三種美麗同一種感動 [錄影資料]
: 臺灣地質公園的故事 = Geoparks
chi in Taiwan :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the land / 大愛衛星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製作
瀛海水晶宮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視台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13[
民102]

台北市 : 百科網, 2009[
民98]

chi

158

30910480004088

v.1
v.2

159

v.3
DO 351.68
1442 2012

DO 351.85
161 4111 2015 v.1

走向繁華水畔 [錄影資料] : 國家
重要濕地之美 = Walking towards
chi prosperous water edges : light of
Taiwan's wetlands / 社團法人亞熱
帶生態學學會製作
命水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
chi 柯金源, 于立平製作

DO 351.85
162 4111 2015 v.2

chi

160

DO 351.85
163 4111 2015 v.3

水戰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暗流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chi

164 DO 351.9 4432
七大洋的科學研究 [錄影資料] =
165 2013
Science on the seven seas
166
chi
167
168
169

臺北市 :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
2012[民101]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2015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2015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2015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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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台灣的地質(一)--2,台灣的地質
內容註
館藏地
(二)--3,台灣的地形(一)--4,台灣的地形(二)30600480000430 -5,台灣的氣候(一)--6,台灣的氣候(二)--7,台
hs
30600480000448 灣的氣候(三)
30600480000455
30600480000463
30600480000471
條碼(館藏)

v.1
v.2
v.3
v.4
v.5
v.6

hs

內容: v.1: 1, 珊瑚礁魚類的伊甸園 ; 2, 綺麗
的海洋花城:蘭嶼 ; 3, 蘭嶼八代灣 ; 4, 人工
漁礁--v.2: 5, 澎湖之旅 ; 6, 東北角海洋之旅
30910480000755 ; 7, 南台灣的誘惑:南灣 ; 8, 萬里桐海洋之 hs
旅--v.3: 9, 船帆石 ; 10, 東海岸之旅 ; 11, 綠
30910480000763 島的海洋傳奇 ; 12, 雞仔礁
30910480000748

30910480003445

hs

30610480019637

hs

30610480019645

hs

30610480019652

hs

30610480015957
30610480015965
30610480015973
30610480015981
30610480015999
30610480016005

內容: 1,探索矛尾魚-腔棘魚的研究--2,卡德
特海峽的研究--3,海綿動物的研究--4,海洋
開發的研究--5,新海上安全技術的研究--6,
hs
聲學追蹤的研究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DO 351.9 8413
澎湃列島 [錄影資料] : 黑潮與島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170 2008
chi 嶼的對話 /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
園管理處, 2008[民97]
金會承製
DO 354.46
預知地震來臨 [錄影資料] = Why
Sydney, N.S.W. : BBC
1841 2009
can't we predict earthquakes / BBC
Worldwide ; 台北市 :
171
chi
中文版
製作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09[民98]
172 DO 354.49232
台灣站起來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173 8413 2006
視台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chi
174
民95]
175
DO 354.4927
一九九九-九二一大地震竹山災
南投縣竹山鎮 : 南投
5386 2008
情回顧系列 [錄影資料] / 南投縣
縣竹山鎮公所, 2008[
176
chi
竹山鎮公所監製 ; 威達錄影傳播
民97]
製作
DO 356.232
灑落在台灣海峽的美麗珠串 [錄
澎湖縣馬公市 : 交通
3442 2009
影資料] : 澎湖地質的奧秘 / 尖端
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
177
chi
攝影綜藝有限公司製作
景區管理處, 2009[民
98]
DO 362 2243
物種起源 [錄影資料] = There's
臺北市 : 宇勗, 2011[民
178
chi
2011
something about species
100]
DO 362 2243
物種起源 [錄影資料] = There's
臺北市 : 宇勗, 2011[民
179
chi
2011
something about species
100]
180 DO 363 0048
生命密碼 [錄影資料] = The secret
臺北市 : 台視文化,
181 2009
of life / 亮相館製作 ; 行政院國家
2009[民98]
182
科學委員會監製
chi
183
184
185
DO 363 4612
基因工程 [錄影資料] = Genetic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186 2002
chi solutions / Hal Lewis導播 ; CBS
中文版 國際發行, c2002[民91]
News Productions製作
DO 363 4627
基因科學的轉捩點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文采實業發
187
2015
行, 2015
eng Discovery Channel製作
188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3508

hs

30610480015841

hs

30610480003466 內容: 1,長夜的盡頭 : 九二一當夜--2,傾斜
30610480003474 的小鎮--3,消失的澀子坑--4,這些日子
30610480003482
30610480003490

hs

30600480010652

hs

30600480013631

hs

v.1

30610480012897

hs

v.2

30610480012905

hs

v.1
v.2
v.3
v.4
v.5
v.6

30610480013168 內容: 1,按圖索驥DNA(上)--2,按圖索驥
30610480013176 DNA(下)--3,殺手大戰衛兵(上)--4,殺手大戰
30610480013184 衛兵(下)--5,組裝生命(上)--6,組裝生命(下)
hs
30610480013192
30610480013200
30610480013218

v.1
v.2
v.3
v.4

30630480000718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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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ls,hs

v. 1, 全球首例試管嬰兒 (Louise Brown：
first test tube baby) -- v. 2, 全球首例複製羊 hs
30610480018670 (Dolly：the first cloned sheep)
30610480018662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363.019
189 3222 1997

190

DO 363.81
2225 2015

DO 363.81
2727 2016
DO 363.81
191 3246 2003
DO 363.81
192 4612 1998
DO 363.81
4613 2010

DO 363.81
4632 2015
DO 363.81
194 4672 2002
193

DO 363.81
195 5446 2015
196

197

DO 363.81
5746 2015
DO 363.85
8946 2005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複製生物時代的來臨 [錄影資料]
eng = Dawn of the clone age / [BBC
Worldwide製作]
生物科技 [錄影資料] : 基因工程
的商機 = The business of genetic
chi
engineering / Connex-TV Berlin製
作
DNA科學的願景與代價 [錄影資
chi 料] = DNA : the promise and the
price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997[民86]

遺傳基因研究 [錄影資料] =
eng Hopeful monster / [BBC Worldwide
製作]
基因工程嬰兒 [錄影資料] =
eng Designer babies / [BBC Worldwide
製作]
基因研究與醫療科技 [錄影資料]
= High Tech
eng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003[民92]

30610480012368

hs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998[民87]

30610480012350

hs

30610480021518
30610480021526
30610480021534
30610480021542
30610480021559

hs

30610480018688

hs

30610480012343

hs

30610480018704

hs

30610480018746

hs

30610480015866

hs

eng
eng

eng
chi

chi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5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6]

臺北市 : 文采實業發
行, 2010

基因複製新生命的研究 [錄影資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料] / 德國公視製作
2015
基因與生命的關聯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Threads of life / BBC Worldwide製
2002[民91]
作
未來基因科學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Genetic manipulation / 德國公視製
2015
作
探索基因密碼 [錄影資料] = The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hunt for genetic treasure
2015
人類基因組計畫10年後的探討 [
Sydney, N.S.W. : BBC
錄影資料] = Miracle Cure? : A
Worldwide ; 台北市 :
中文版
decade of the human genome / BBC
科技企業總代理,
製作
2005[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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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2517

hs

30610480018696

hs

v.1

30610480021484

v.2

30610480021492

hs

v.1
v.2
v.3
v.4
v.5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364 4827
2015
199 DO 366.27
200 0513 2007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DO 366.27
226 0513-2 2007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198

chi

題名/作者
救命細胞 [錄影資料] : 幹細胞的
最新研究 = Life saving cells
台灣生態顯影 [錄影資料] / 廣播
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監製 ; 群視傳
播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5
台北市 : 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會, 2007[
民96]

chi

台灣的生物世界 [錄影資料] / 廣
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監製 ; 尖端
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會, 2007[
民96]

第 13 頁，共 232 頁

條碼(館藏)

內容註

30610480018738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30610480004738
30610480004746
30610480004753
30610480004761
30610480004779
30610480004787
30610480004795
30610480004803
30610480004811
30610480004829
30610480004837
30610480004845
30610480004852
30610480004860
30610480004878
30610480004886
30610480004894
30610480004902
30610480004910
30610480004928
30610480004936
30610480004944
30610480004951
30610480004969
30610480004977
30610480004985
30610480004993
30610480005008
30610480005016
30610480005024
30610480005032
30610480005040
30610480005057
30610480005065
30610480005073

館藏地
hs

內容: 1,福爾摩沙-看台灣生物世界--2,高海
拔的生物世界--3,中海拔的生物世界--4,低
海拔的生物世界--5,河川的生物世界--6,橫
行溪流的螃蟹--7,潮間帶的生物世界--8,招
潮蟹--9,和尚蟹--10,紅樹林--11,大地野客候鳥--12,漁民--13,大地之愛-談自然生態保
育--14,台灣的生物世界--15,台灣的螃蟹世
界--16,拉氏清溪蟹--17,台灣的昆蟲世界-18,台灣的蝴蝶世界--19,螢火蟲-火金姑來
照路--20,台灣的兩棲動物--21,台灣的爬蟲
動物--22,台灣的五大毒蛇--23,台灣的飛翔
世界--24,黑面琵鷺繫放紀事--25,台灣的哺
乳動物--26,台灣獼猴

內容: 1,海岸的生物--2,海岸邊的鳥類--3,沙
灘上的住客--4,蘭嶼--5,沼澤區的鳥類--6,紅
樹林的奧秘--7,沙丘的草木--8,澎湖--9,海岸
的貝類--10,海岸的甲殼類--11,海岸的生物-12,沿岸的植物--13,珊瑚礁魚類--14,綠林
中的住客--15,山林之鳥--17,奇妙的蝸牛-18,大自然的舞姬--19,稀有植物--20,淡水蝦
蟹的奧秘--21,水生植物知多少--22,淡水魚
蹤--23,蜂類探索--24,水棲昆蟲--25,蛇類的
巡禮--26,平野鳥蹤--27,特有種兩棲類--28,
紫蝶幽谷--29,蜥蜴--30,淡水貝類--31,離島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DO 366.27
8413 2006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chi

台灣特稀有生物 [錄影資料] / 公
共電視台監製 ; 尖端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第 14 頁，共 232 頁
民95]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v.29
v.30
v.31
v.32
v.33
v.34
v.35
v.36
v.37
v.38
v.39
v.40
v.41
v.42
v.43
v.44
v.45
v.46
v.1

條碼(館藏)

中的住客--15,山林之鳥--17,奇妙的蝸牛-18,大自然的舞姬--19,稀有植物--20,淡水蝦
蟹的奧秘--21,水生植物知多少--22,淡水魚
內容註
館藏地
蹤--23,蜂類探索--24,水棲昆蟲--25,蛇類的
巡禮--26,平野鳥蹤--27,特有種兩棲類--28,
紫蝶幽谷--29,蜥蜴--30,淡水貝類--31,離島
的生物--32,寄生、附生與共生植物--33,夜
行性昆蟲--34,鷺科鳥類--35,黃蝶翠谷--36,
澎湖群島的鳥類--37,甲蟲--38,蕨類植物-39,蜘蛛--40,高山野花--41,洞窟裡的生物-42,林下植物--43,有毒植物--44,海藻--45,高
山鳥類--46,情深天地闊

30610480005081
30610480005099
30610480005107
30610480005115
30610480005123
30610480005131
30610480005149
30610480005156
30610480005164
30610480005172
30610480005180
30610480005198
30610480005206
hs
30610480005214
30610480005222
30610480005230
30610480005248
30610480005255
30610480005263
30610480005271
30610480005289
30610480005297
30610480005305
30610480005313
30610480005321
30610480005339
30610480005347
30610480005354
30610480005362
30610480005370
30610480005388
30610480005396
30610480005404
30610480005412
30610480005420
30610480005438
30610480002039 內容: 1,台北樹蛙--2,台灣梅花鹿--3,鉛色水
鶇--4,河烏--5,台灣獼猴--6,翡翠樹蛙--7,褐
樹蛙--8,紫嘯鶇--9,台灣的特有蜥蜴--10,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O 366.27
台灣特稀有生物 [錄影資料] / 公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271 8413 2006
共電視台監製 ; 尖端公司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272
民95]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chi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台灣特稀有生物 [錄影資料] / [公
台北市 : 百科衛星頻
289 DO 366.27
8413 2009
共電視台製作]
道, 2009[民98]
290

冊次

條碼(館藏)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30610480002047
30610480002054
30610480002062
30610480002070
30610480002088
30610480002096
30610480002104
30610480002112
30610480002120
30610480002138
30610480002146
30610480002153
30610480002161
30610480002179
30610480002187
30610480002195
30610480002203
30610480002211

v.1

30910480000698 內容: v.1: 1, 台北樹蛙 ; 2, 台灣梅花鹿 ; 3,
鉛色水鶇 ; 4, 河烏--v.2: 5, 台灣獼猴 ; 6, 翡
30910480000706 翠樹蛙 ; 7, 褐樹蛙 ; 8, 紫嘯鶇--v.3: 9, 台灣
特有蜥蜴 ; 10, 水生植物 ; 11, 黃裳鳳蝶-30910480000714 v.4: 12, 畫眉科鳥類 ; 13, 水筆仔 ; 14, 粟背 hs
林 ; 15, 五色鳥 ; 16, 台灣藍鵲--v.5: 17, 綠
30910480000722
蠵龜 ; 18, 台灣一葉蘭 ; 19, 栗喉蜂虎

chi

291

v.2
v.3

292

v.4

293

v.5

30910480000730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1
v.2

30610480011402
30610480011410
30610480011428
30610480011436
30610480011444
30610480011451
30610480011469
30610480011477
30610480004340
30610480004357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DO 366.9 8413
2010

台灣瑰寶 [錄影資料] : 重回海洋 /
公共電視台監製 ; 五色鳥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攝製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0[
民99]

他山之石 [錄影資料] / 廣播電視
事業發展基金監製 ; 科之藝股份
有限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會, 2007[
民96]
第 15 頁，共 232 頁

chi

DO 367 0513
2007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台北樹蛙--2,台灣梅花鹿--3,鉛色水
鶇--4,河烏--5,台灣獼猴--6,翡翠樹蛙--7,褐
樹蛙--8,紫嘯鶇--9,台灣的特有蜥蜴--10,台
灣特稀有水生植物--11,珠光黃裳鳳蝶--12,
台灣特有的畫眉科鳥類--13,水筆仔--14,粟
背林鴝--15,五色鳥--16,台灣藍鵲--17,綠蠵
龜--18,台灣一葉蘭--19,栗喉蜂虎

hs

內容: 1,面對大海-海洋序曲--2,絕地探索海底火山--3,尋藻紀事-神奇海藻--4,荒漠傳
奇-沙泥底生物--5,穿越繽紛-發現珊瑚--6,
流浪過客-大洋性洄游生物--7,過渡版圖-探
hs
索潮間帶--8,海洋之夢-海洋牧場

內容: 1,誰來拯救地球-生態保育總論--2,大
河之源-萊茵河--3,世界公園-瑞士國家公
園--4,奧地利高山國家公園--5,馬特洪--6,堅
忍的生命--7,日內瓦湖--8,隆河之旅--9,飛越

DO 367 0513
他山之石 [錄影資料] / 廣播電視
台北市 : 廣播電視事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2007
事業發展基金監製 ; 科之藝股份
業發展基金會, 2007[
304
有限公司製作
民96]
305
306
307
chi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DO 367 0513-2
大地餘生紀 [錄影資料] / 廣播電
台北市 : 廣播電視事
316 2007
視事業發展基金監製 ; 理性知識
業發展基金會, 2007[
317
廣告有限公司製作
民96]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chi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冊次

條碼(館藏)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30610480004365
30610480004373
30610480004381
30610480004399
30610480004407
30610480004415
30610480004423
30610480004431
30610480004449
30610480004456
30610480004464
30610480004472
30610480004480
30610480004498
30610480004506
30610480004514
30610480004522
30610480004530
30610480004548
30610480004555
30610480004563
30610480004571
30610480004589
30610480004597
30610480004605
30610480004613
30610480004621
30610480004639
30610480004647
30610480004654
30610480004662
30610480004670
30610480004688
30610480004696
30610480004704
30610480004712
306104800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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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誰來拯救地球-生態保育總論--2,大
內容註
館藏地
河之源-萊茵河--3,世界公園-瑞士國家公
園--4,奧地利高山國家公園--5,馬特洪--6,堅
忍的生命--7,日內瓦湖--8,隆河之旅--9,飛越
阿爾卑斯--10,維也納森林--11,奧地利鹽區-12,艾克力國家公園--13,瑞士少女峰
hs

內容: 1,發現生命--2,探索植物世界--3,走過
台灣欉林--4,深入人間仙境--5,滾滾溪流話
傳奇--6,一條嗚咽的長河--7,國寶魚的重生-8,泥灘地裡的小生命--9,遠方來的黑面訪
客--10,來自遠方的朋友--11,紅樹林事記-12,自然雕琢的海島邊緣--13,走過生態走過
環保--14,蜜蜂的故事--15,雜頭翁的故事-16,螢火蟲的故事--17,蛇族的故事--18,艾氏
樹蛙的故事--19,綠蠵龜的故事--20,大紫蛺
蝶的故事--21,櫻花鉤吻鮭的故事--22,鯨與
海豚的故事--23,台灣獼猴的故事--24,蝙蝠
的故事--25,鳥與人的故事--26,一個說不完
的故事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367 1220
2009
341

342 DO 367 2214
343 2012
344
345
346
347
348
DO 367 3125
2009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DO 367 3322
2012

DO 367 5472
2011

題名/作者

海探 [錄影資料] : 墾丁國家公園
海洋生態之旅 = Ecotourism of
chi ocean : ecotourism at Kenting
National Park / 五色鳥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製作
自然環境變遷的探索 [錄影資料]
= The allure of nature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2]

chi

驚蟄 [錄影資料] : 墾丁國家公園
陸域動物資源生態影片 = The
chi wildlife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監製 ; 視群
傳播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風中旅者 [錄影資料] : 黑面琵鷺
= The passenger in the wind : the
chi
black-faced spoonbill / 梁皆得導演.
攝影
拯救驟變的地球 [錄影資料] = A
changing planet

臺南市 : 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2[民101]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1[民100]

eng

DO 367 7246
2011
chi

有影秀臺灣 [錄影資料] : 2011國
家生態電影節 : 6部首映片 / 劉燕
明等導演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11[
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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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1
v.2
v.3
v.4
v.5
v.6
v.7
v.1
v.2
v.3
v.4
v.5
v.6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910480002280

hs

30610480015882
30610480015890
30610480015908
30610480015916
30610480015924
30610480015932
30610480015940

內容: 1,北極島嶼的探索--2,尋找沙漠中的
水源--3,探索神化身的島嶼--4,探索神秘的
太平洋群島--5,北美壯麗山河的探索--6,南
美冰川國家公園的探索--7,夏威夷火焰之 hs
山的探索

30910480002272

hs

30910480003965

hs

30610480013754
30610480013762
30610480013770
30610480013788
30610480013796
30610480013804
30610480013812
30910480003213
30910480003221
30910480003239
30910480003247
30910480003254
30910480003262

內容: 1,全球氣候正熱的危機--2,全球暖化
的多變與災難--3,綠色替代能源--4,能源危
機 : 最後一滴石油--5,肥料變能源--6,全球
暖化導致土石流日趨嚴重--7,沙塵暴 : 全 hs
球沙漠化的危機

內容: 1,淨土共存-候鳥帶來的福音--2,九九
蜂鷹--3,逐鹿蹤源2 : 生命的脈動--4,世界遺
產-台灣檜木--5,櫻花樹上的紅寶石-霧社血
hs,ls
斑天牛--6,飛鼠樂園-頂笨仔聚落飛鼠保育
全記錄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64

DO 367 8413
2005

DO 367 8413
2010
DO 367.2227
366
7724 2000
367 DO 367.28
368 2572 2011
369
370
DO 367.34
2441
371
365

題名/作者

台灣生態探索 [錄影資料] =
Typhoon island / 公共電視, 英國
chi
BBC, Science Vision, 德國WDR, 奧
地利ORF共同製作
Bye Bye 莫拉克 [錄影資料] / 公共
chi
電視製作
臺灣生態之美 [錄影資料] / 民生
chi
報製作
科技防災尖兵 [錄影資料]
eng

chi
372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 台北
縣中和市 : 金革唱片,
2005[民94]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臺北市 : 民生報], 民
89[2000]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1[民100]

生存殺戮系列 [錄影資料]. 一 : 團
隊殺手 = Killing for a living. Series
1 : the company of killers / 英國廣
播公司製作

三重市 : 得利影視,
2012[民101]

生存殺戮系列 [錄影資料]. 三 : 鯊
魚!鯊魚! = Killing for a living.
Series 3 : Shark!Shark! / 英國廣播
公司製作

三重市 : 得利影視,
2012[民101]

DO 367.4 1441
環境荷爾蒙危機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chi
2011
Environmental hormone crisis
100]
DO 367.4 4123
地球的汙染與過度開發問題 [錄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374 1982
eng 影資料] = The state of the planet /
1982[民71]
[BBC Worldwide製作]
375 DO 367.4 8413
綠色地球 [錄影資料] = The
台北市 : 公共電視發
376 2003
people's planet / Hiromu Kokubun導
行, 2003
377
演
chi
公播版
378
379
380
DO 367.4 8413
下課花路米 [錄影資料] : 德國環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2008
保之旅 = Follow me! / [公共電視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製作]
民97]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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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7269

hs

30610480012947

hs

30600010457308

hs

v.1
v.2
v.3
v.4

30610480013697 內容: 1,偵探地殼活動災難--2,偵探火災災
30610480013705 難--3,偵探風暴災難--4,偵探水患災難
hs
30610480013713
30610480013721

v.1

30630480000833
hs

v.3

373

chi

條碼(館藏)

v.1
v.2
v.3
v.4
v.5
v.6

v.1

30630480000841

30610480014109

hs,ls

30610480012533

hs

30600480010397 內容: 1,消費熱--2,改造城市--3,餵養九十億
30600480010405 人--4,自然何寶貴--5,太陽能源競賽--6,尋求
30600480010413 全球正義
ls,hs
30600480010421
30600480010439
30600480010447
內容: v.1, 第一集, 35KM.自行車.沼澤傳說
; 第二集, 回歸自然迎向新生的未來生態農
30600480010371 村 ; 第三集, 人與車的新體驗-福斯汽車城
; 第四集, 24小時德國生活大體驗(上) ; 第
五集, 24小時德國生活大體驗(下)--v.2, 第
六集, 低耗能、低污染的柯貝生態城 ; 第 hs
七集, 柏林.玻璃.綠建築巡禮 ; 第八集, 加
了氫再上路 ; 第九集, 綠色交通,低碳行得

2008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保之旅 = Follow me! / [公共電視
製作]
題名/作者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382

v.2

DO 367.7 0925
愛在馬太鞍溼地 [錄影資料] =
383 2009
chi Fata'an paradise / 敦煌傳播有限公
司製作
384 DO 367.7 2302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自然篇 [
385 2007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chi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DO 367.7 4462
生態台灣系列影集 [錄影資料] /
404
2010
大麥影像傳播工作室製作
chi
405

南投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9[民98]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DO 367.8 7338
關渡之美 [錄影資料]
406 2008
chi

台北市 : 台北市七星
生態保育基金會,
2008[民97]

南投縣集集鎮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
2010[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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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1
v.2

; 第二集, 回歸自然迎向新生的未來生態農
村 ; 第三集, 人與車的新體驗-福斯汽車城
; 第四集, 24小時德國生活大體驗(上) ; 第
條碼(館藏) 五集, 24小時德國生活大體驗(下)--v.2,
內容註
第 館藏地
六集, 低耗能、低污染的柯貝生態城 ; 第 hs
七集, 柏林.玻璃.綠建築巡禮 ; 第八集, 加
30600480010389 了氫再上路 ; 第九集, 綠色交通,低碳行得
通 ; 第十集, 休閒.解壓.市民農園
內容: 1,水源豐沛物質豐富--2,蝴蝶保育--3,
30600480014571 苦花魚復育--4,蔗工的厝--5,Illisin來跳舞-6,巴拉告
30600480000711 內容: 1,低海拔山地生態--2,中海拔生態--3,
30600480000729 高海拔生態--4,高山寒原生態--5,潮間帶生
30600480000737 態--6,海岸林--7,熱帶雨林--8,溪流--9,河口-30600480000745 10,紅樹林--11,湖泊--12,水田--13,海洋保育30600480000752 -14,珍貴植物保護區--15,野生動物保護區-30600480000760 16,野生鳥類保護區--17,自然景觀保護區-30600480000778 18,我們的國家公園--19,生態研究和種源庫
30600480000786 保存--20,自然和保育
hs
30600480000794
30600480000802
30600480000810
30600480000828
30600480000836
30600480000844
30600480000851
30600480000869
30600480000877
30600480000885
30600480000893
30600480000901
內容: 1, 1-9集--2, 10-13集
30910480002330
hs
30910480002348
30600480010637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368 4622
407 2000

題名/作者

基因作物安全嗎? [錄影資料] /
chi BBC Worldwide製作

DO 368.4 4612
基因工程農作物 [錄影資料] /
408 2000
chi BBC Worldwild製作

409

DO 379.6 4061
2001

臺灣的藻類 [錄影資料] = The
algae of Taiwan / 教育部指導 ; 李
chi
曼玲著 ; 蔣雅莉, 何純瑩執行製
作.
野生動物特輯 [錄影資料]. 1 : 鱷
魚 = Wildlife specials : crocodile /
chi
英國廣播公司製作

410 DO 380 6222
411
412
413
DO
臺北市立動物園百年簡史 [電子
414 380.690933
chi 資源] = Brief history of Taipei zoo:
2812 2014
1914-2014 / 徐聖凱撰述
DO 387.7 5043
蟲相逢 [錄影資料] : 陽明山國家
2011
公園的昆蟲 = Encounter with the
415
chi
insects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 瑞齊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DO 387.785
戀戀火金姑 [錄影資料] = Fall in
416 1148 2010
chi love with fireflies / 張博鈞導演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監製
DO 387.785
櫻花樹上的紅寶石 [錄影資料] :
4365 2011
霧社血斑天牛 = Rubies in cherry
417
chi trees : Whushe blood-spotted
longhorned beetle / 台灣昆蟲協會
製作 ; 梁皆得導演
餘生共游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
418 DO 388.591
4183 2014
chi 演
419
DO 388.8 2591
山中精靈 [錄影資料] = Fairies of
420 2013
chi the mountain / 尖端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北市 : 科技企業總
公播版,
代理, 2000[民89]
中文版

30610480012392

ls,hs

臺北市 : 科技企業,
公播版,
2000[民89]
中文版

30610480012400

ls,hs

30600010459544

hs

30630480000791
30630480000809
30630480000817
30630480000825

hs

30600480019018

hs

30910480003858

hs,ls

30600480014639

hs

30910480002892

hs

臺北市 : 科博館, 民
90[2001]

三重市 : 得利影視,
2012[民101]

v.1
v.2
v.3
v.4

臺北市 : 北市動物園,
2014
臺北市 : 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 2011[民
100]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10[
民99]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11[
民100]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
台聖多媒體總代理,
2014
嘉義縣番路鄉 : 阿里
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發行, 2013[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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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30610480019660

v.2

30610480019678
30910480004252

hs

ls,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421

422

DO 388.8231
0304 2000

DO 388.8231
0304 2000

423 DO 388.8232
424 8413 2006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DO 388.833
440 0054 2015
DO 388.833
0054 2015
441

DO 388.833
442 7069 2009

題名/作者
島嶼飛翔 [錄影資料] : 馬祖

chi
島嶼飛翔 [錄影資料] : 馬祖
chi
福爾摩沙大地 [錄影資料] : 鳥類
的世界 / 公共電視台監製 ; 田野
文化事業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福建省連江縣 : 交通
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2000[民
89]
福建省連江縣 : 交通
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2000[民
89]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chi

夏日追風 [錄影資料] : 栗喉蜂虎
chi 生態紀實精華版 / 廖東坤導演;
雕刻時光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夏日追風 [錄影資料] : 栗喉蜂虎
生態紀實 = Flights of Summer-The
chi Blue-railed Bee-eaters / 廖東坤導
演; 雕刻時光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金門縣 :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5

黑色舞影 [錄影資料] : 鸕鶿生態
chi 紀實 = The cormorants / 雕刻時光
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010459502

hs

30630480000874

hs

30610480003862
30610480003870
30610480003888
30610480003896
30610480003904
30610480003912
30610480003920
30610480003938
30610480003946
30610480003953
30610480003961
30610480003979
30610480003987
30610480003995
30610480004001
30610480004019
30610480004027

內容: 1,黑面琵鷺--2,小燕鷗--3,小鷿虒鳥-4,烏頭翁、白頭翁--5,綠繡眼--6,五色鳥--7,
鳥人、鳥趣--8,台灣山水五十鳥(鳥類的
MTV)--9,鳥影尋蹤(台灣鷹)鳳頭蒼鷹--10,
澎湖燕鷗--11,鳩鴿科鳥類--12,鶯科鳥類-13,鶲科鳥類--14,鴉科鳥類--15,山雀科及雀
科鳥類--16,雉科鳥類--17,台灣特有種鳥類
hs

30600480019034

hs

30910480004260

hs

30600480014589

hs

金門縣 :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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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388.833
443 7069-2 2012

444

445

DO 388.892
2348 2011

DO 388.892
4348 2011

DO 388.892
446 9081 2008

chi

chi

chi

chi

DO 388.894
1117 2010
447

448

chi

DO 388.895
3125 2012

chi

DO 389.818
0830 2015

題名/作者

chi

DO 389.818
450 8413 2013

搶救石虎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chi 台製作

451

出版項

冊次

南遷北返 [錄影資料] : 金門鳥類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生態 = Birds of Kinmen / 雕刻時光
國家公園管理處,
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2012[民101]
九九蜂鷹 [錄影資料] = The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oriental honey buzzards of ninety委員會林務局, 2011[
家用版
nine peaks / 李偉傑導演.攝影 ; 台
民100]
灣猛禽研究會製作
山林魅影 [錄影資料] : 林鵰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
Phantom of the forest : the black
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家用版
eagle / 社團法人臺灣猛禽硏究會
2011[民100]
製作
風中之翼 [錄影資料] : 灰面鵟鷹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
的故事 = The story of gray-faced
國家公園管理處,
buzzard / 尖端公司製作
2008[民97]
翡翠 [錄影資料] : 金門翡翠科鳥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類生態紀實 = Kingfisher : a report
國家公園管理處,
on the ecology of kingfishers of
2010[民99]
Kinmen / 瑞齊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 梁皆得導演.攝影.編劇
大雪山王者 [錄影資料] : 黑長尾
臺中市豐原區 : 行政
雉 = Emperor of Daxueshan :
院農委會林務局東勢
Mikado Pheasants / 視群傳播事業
林區管理處, 2012[民
有限公司製作
101]
大地的孩子 [錄影資料] : 小石虎
南投縣集集鎮 : 行政
返家之路 = Children of the earth: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the leopard cat cubs' journey home /
物研究保育中心, 2015
許鴻龍導演;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
公司製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監製

449

DO 389.887
1442 2011

版本項

逐鹿山林 [錄影資料] : 玉山國家
公園南二段曁新康山區水鹿生態
chi
調查記實 / 亞熱帶生態學學會製
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民102]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1[民100]
第 22 頁，共 232 頁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910480003791

hs

30910480002876

hs,ls

30910480003841

hs,ls

30910480002298

hs

30910480002561

hs

30910480003411

hs

30910480004328

hs

30610480017854

hs

30910480002710

hs,l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452 DO 391.5 2226
從生物眼中看人類的發展史 [錄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453 2002
影資料] = Lifesense / [BBC
2002[民91]
454
Worldwide製作]
eng
455
456
457
DO 394.91
大腦謎思 [錄影資料] = Discovery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458 4706 2002
chi magazine I : brain stormers / Eric
中文版 國際發行, c2002
Stange製作.導演
DO 396.19
探討臍帶血 [錄影資料] = Life
台北市士林區 : 科技
公播版,
459 5074 2002
chi blood / BBC Worldwild製作
企業, 2002[民91]
中文版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DO 397.1 4605
2005

人體科學系列套裝 [錄影資料]. 1
= Human series. Vol. 1 / 英國廣播
公司(BBC)製作

台北市 : 得利影視總
代理, 2005[民94]

eng

DO 397.1
4605-2 2005

人體科學系列套裝 [錄影資料]. 2
= Human series. Vol. 2 / 英國廣播
公司(BBC)製作
eng

DO 397.18
476 5037 2003

探討瀕臨死亡經驗 [錄影資料] /
chi BBC Worldwide製作

DO 398.882
477 7156 2000

卵子捐贈倫理探討 [錄影資料] =
eng The price of eggs / [BBC Worldwide
製作]
新世紀能源觀 [錄影資料] : 綠能
趨勢 = The Prometheus principle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eng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478 DO 400.15
479 5425 2011
480

台北市 : 得利影視總
代理, 2005[民94]

v.1
v.2
v.3
v.4
v.5
v.6

v.1 pt.1
v.1 pt.2
v.1 pt.3
v.1 pt.4
v.2 pt.1
v.2 pt.2
v.2 pt.3
v.3 pt.1
v.3 pt.2
v.1 pt.1
v.1 pt.2
v.1 pt.3
v.2
v.3 pt.1
v.3 pt.2
v.4

台北市 : 科技企業總
中文版,
代理, 2003
公播版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000[民89]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c2011[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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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2285 內容: 1,家居生活--2,生命的種籽--3,營生的
30610480012293 夥伴--4,生命和性靈--5,人類的生命--6,生命
30610480012301 的平衡關係
hs
30610480012319
30610480012327
30610480012335
30630480000692

ls,hs

30610480012376

ls,hs

30610480015494
30610480015502
30610480015510
30610480015528
30610480015536
30610480015544
30610480015551
30610480015569
30610480015577
30610480015585
30610480015593
30610480015601
30610480015619
30610480015627
30610480015635
30610480015643

內容: 1,人體世界--2,超級人類--3,複製新人
類

hs

內容: 1,腦海漫遊--2,人類心智--3,人類本
能--4,人類感官
hs

30610480012459

ls,hs

30610480012384

hs

30610480013564 內容: 1,煤炭.石油.天然氣--2,風力發電--3,
30610480013572 核能發電--4,水力發電--5,生質能源--6,太陽
30610480013580 能--7,未來的能源
hs

DO 400.15
新世紀能源觀 [錄影資料] : 綠能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5425 2011
趨勢 = The Prometheus principle /
c2011[民100]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eng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481
482
483
484
DO 400.15
大契機 [錄影資料] : 21世紀綠能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5425 2011
新經濟力 = Earth : the sequel / 探
2011[民100]
485
eng
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DO 400.15
預約未來替代能源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8413 2010
跟我們一起找尋人類未來的方向
化事業基金會, 2010[
486
/ 公共電視製作
民99]

冊次
v.4
v.5
v.6
v.7

30610480013747

v.1

chi
487

v.2

488 DO 406 4443
489
DO 410.1619
2571 2013
490

DO 410.1619
491 4405 2013

工研院技術創新軌跡系列紀錄片
chi [錄影資料] / 蘇志宗導演 ; 雙影創
藝有限公司, 知行合一文化創意
有限公司影片製作
生與死 [錄影資料] : 醫療與道德
間的爭議案例紀實 = Life and
eng death : medical ethics of the Schiavo
case / [Films for the Humanities &
Sciences製作]
從戲劇探討的醫學倫理 [錄影資
料] / 越坂康史導演
chi

[新竹縣竹東鎮] : 工業
技術研究院, 2013-2015

v.1-2
v.3

New York, N.Y. : Films
for the Humanities &
Sciences ; 台北市 : 梓
歌文化, 2014[民103]
日本 : art médical ; 臺
北市 : 金名圖書總經
中文版 銷, 2013[民102]

492
493 DO 412.2 5224
找出生存之道 [錄影資料] : 全球
494 2011
衛生挑戰 = Rx for survival : a
495
global health challenge
chi
496
497
498

內容: 1,煤炭.石油.天然氣--2,風力發電--3,
核能發電--4,水力發電--5,生質能源--6,太陽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能--7,未來的能源
hs
30610480013598
30610480013606
30610480013614
30610480013622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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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內容: Disc 1: 第一集, 總論-面對能源的真
相 ; 第二集, 風能-2050捕風計畫 ; 第三集,
30610480018274
太陽能: 能量的誕生-追日(上) ; 第四集, 太
陽能: 太陽能不能?-追日(下)--Disc 2: 第五
hs
集, 生質能-生存與能源的戰爭 ; 第六集,
氫能與燃料電池-尋找"氫"鳥 ; 第七集, 新
30610480018282 興替代能源: 閃電之後-尋找富蘭克林 ; 第
八集, 綠建築-幸福綠建築
30600480018242 內容: 序曲˙工研院--第一集 積體電路篇-第二集 個人電腦篇--第三集 精密工具機 hs
30600480019125 篇

30610480017946

hs

v.2

Disc 1: 案例1, 放在心裡 -- 案例2, 拒絕 -30610480017961 案例3, 哥哥的同意書 -- 案例4, 不必告知 -Disc 2: 案例5, 一朵插花 -- 案例6, 春天的約 hs,fsn
定 -- 案例7, 自我管理 -- 案例8, 暫時觀察
30610480017979

v.1
v.2
v.3
v.4
v.5
v.6

30610480014240 1,防疫戰士--2,超級病毒的崛起--3,醫療物
30610480014257 資運送--4,致命的使者--5,基本防疫--6,我們
30610480014265 有多安全?
hs
30610480014273
30610480014281
30610480014299

v.1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DO 412.4 1810
MMR三合一疫苗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公播版,
499 2002
chi MMR : every parent's choice / BBC
2002[民91]
中文版
Worldwide製作
DO 413.07
臺灣中醫藥成果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行政院衛生
4357 2009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署中醫藥委員會,
500
chi
medicine in Taiwan / 傳愛家族傳
2009[民98]
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DO 415 4613
基因研究與醫療科技 [錄影資料]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 Deutsche Welle, Trans Tel製作
2009[民98]
501 2015

v.1

30610480018753

502

v.2

30610480018761

v.3

30610480018779

504

v.4

30610480018787

505

v.5

30610480018795

503

chi

DO 415.237
3534 2011
DO 415.238
507 2301 1995

eng

DO 415.2773
508 3302 1997

eng

DO 415.463
509 1517 2003

chi

DO 415.766
510 2612 2006

chi

506

chi

流感浩劫 [錄影資料] = FLU time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公播版
bomb
100]
愛滋病研究的最新進展 [錄影資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料] = AIDS : behind close doors /
1995[民84]
[BBC Worldwide製作]
被遺忘的傳染病 [錄影資料] : 結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核病 = TB : the forgotten plague /
1997[民86]
[BBC Worldwide製作]
非典型肺炎 [錄影資料] : 真相大
臺北市 : 科技企業總
公播版,
公開 = SARS : the true story / BBC
代理, 2003
中文版
Worldwide製作
月亮的小孩 [視聽資料] = Moon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children / 吳乙峰作 ; 全景映像工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作室製作
民95]
第 25 頁，共 232 頁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2491

ls,hs

30600480013458

hs
disk 1, 1.脂肪組織的警訊 ; 2.藥品開發的研
究 ; 3.大腦研究 ; 4.基因學者對抗瘧疾 ; 5.
磁刺激對抗憂鬱症--disk 2, 1.義肢新科技
研究 ; 2.完美鐳射矯正手術 ; 3.腸子與大腦
的連結 ; 4.大腦的決策機制研究 ; 5.醫院內
感染控制研究 --disk 3, 1.對抗流感的研究 ;
2.神奇手術線的研究 ; 3.基因裡的文化研
究 ; 4.侵略性的演化研究 ; 5.藥物基因學的
hs
研究 ; 6.癌症新療法 --disk 4, 1.人口移動與
傳染病的研究 ; 2.耳鳴的音療法研究 ; 3.愛
滋病電腦療法 ; 4.核子醫學應用的研究 ; 5.
睡夢學習法 ; 6.老化基因-尋找青春的來源
--disk 5, 1.人工肩膀的研究 ; 2.手術模擬器
; 3.老年人腦細胞的研究 ; 4.神經細胞的新
療法 ; 5.笑的科學研究

30610480014091

hs,ls

30610480012483

hs

30610480012475

hs

30610480012442

ls,hs

30610480007194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511

DO 415.95
8784 2011

DO 415.95
8784-2 2006
DO 415.95
513 8784-3 2008
512

chi

chi
chi

DO 415.95
514 8784-4 2009

chi

DO 415.95
515 8784-5 2010

chi

DO 415.95
516 8784-6 2012

chi

DO 415.95
517 8784-7 2013

518

DO 415.9517
8413 2004

519 DO 415.988
520 8131 2011
521
DO 415.988
522 8413 2004
523 DO 415.99
524 2238 2011
525

chi

chi

題名/作者

版本項

診斷與統計手冊 [錄影資料] : 精
神病學最要命的騙局 = Diagnostic
& statistical manual / 公民人權委
員會出品
精神病學 [錄影資料] : 死亡工業 /
公民人權委員會出品
狠狠撈一筆 [錄影資料] : 精神科
毒害的秘辛 / 公民人權委員會出
品
精神失常的行銷術 [錄影資料] :
我們都瘋了嗎? / 公民人權委員會
出品
致命的錯誤 [錄影資料] : 精神科
藥物可能會害死你的小孩 / 公民
人權委員會出品
恐懼的年代 [錄影資料] : 精神病
學的恐怖魔爪 : 一窺內幕 / 公民
人權委員會出品
隱藏的敵人 [錄影資料] : 揭開精
神病學祕密計畫的面紗 / 公民人
權委員會出品
注意力失調與過動兒 [錄影資料]
=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 Ếliette
公播版
Aubin導演 ; ICOTOP Inc.製作

美麗心靈 [錄影資料] : 雨人和天
chi 才之間 = Beautiful minds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11[民100]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6450

hs

30610480016468

hs

30610480016476

hs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09[民98]

30610480016484

hs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10[民99]

30610480016492

hs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12[民101]

30610480016500

hs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13[民102]

30610480016518

hs

30610480007301

ls,hs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06[民95]
臺北市 : 公民人權協
會, 2008[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04[民93]

臺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禁錮的靈魂 [錄影資料] : 自閉症
台北市 : 公共電視發
chi = Autism / Lucie Lachapelle導演 ; 公播版 行, 2004[民93]
ICOTOP Inc.製作
生物心智 [錄影資料] : 談焦慮與
臺北市 : 宇勗, 2011[民
chi 壓力 = The biological min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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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1
v.2
v.3

30610480012863 內容: 1,記憶大師--2,愛因斯坦效應--3,男女
hs
30610480012871 大不同
30610480012889
30610480007293

ls,hs

30610480012830 內容: 1,焦慮與恐慌--2,憂鬱--3,重度壓力
30610480012848
30610480012855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526

527

528

DO 415.991
8413 2004

DO 415.994
8413 2004

DO 418 0833
2014

DO 418.214
529 1261 1998
DO 418.614
8130 2012

DO 418.88
530 4427 2008
531 DO 419.652
532 8204 2011
533
534
DO 419.78
535 0424 2017
DO 419.78
536 2685 2017
DO 419.78
537 2685-2 2003

chi

chi

chi

eng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身不由己 [錄影資料] : 強迫症 =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
Lucie Lachapelle導演; 公共電視製
作
無法承受之痛 [錄影資料] : 創後
失調症 =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Lucie Lachapelle導演; 公
共電視製作
台灣古早味糕餅之美 [錄影資料]
= The Culinary Arts of Taiwanese
Traditional Pastry / 施良達導演; 楊
昭景總策劃
現代最可怕的安眠藥 [錄影資料]
= Thalidomide : a necessary evil /
[BBC Worldwide製作]
分子治療 [錄影資料] : 追蹤新藥
研發過程 = Healing with molecules
/ Udo Tschimmel撰稿.導演 ;
Mathey Film製作
油症 [錄影資料] : 與毒共存 =
Surviving evil = 毒との共存 / 蔡崇
隆導演 ; 台北市文化局製作
前線護士 [錄影資料] = Nurses on
the front line

媽媽的臉 [錄影資料] = Swiling
chi face / 謝偉導演
生命的樂章 [錄影資料] : 人生四
chi 季之歌 / 魏銘甫導演 ; 安寧照顧
基金會[製作]
生命的樂章 [錄影資料] : 人生賞
chi 味期 / 魏銘甫導演 ; 安寧照顧基
金會[製作]

版本項

公播版

公播版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4[民93]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4[民93]

高雄市 : 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 2014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998[民87]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公開播 [2012]
映版
台北市 : 同喜文化,
2008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台灣)安寧照
顧基金會, [2017]
臺北市 : 安寧照顧基
金會, [2017]
台北市 : 財團法人中
第一版 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
會, 2003

第 27 頁，共 232 頁

v.1
v.2
v.3
v.4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7285

ls,hs

30610480007277

ls,hs

30600480018911

hs

30610480012434

hs

30610480021476

ls,hs

30610480011394

hs,fsn

30610480013325 內容: 1,印尼--2,尚比亞--3,玻利維亞--4,莫
30610480013333 三比克
30610480013341
30610480013358

hs

30610480020049

hs

內容: 春 : 生命是什麼--夏 : 死亡是什麼-30610480020007 秋 : 如何說再見--冬 : 臨終關懷安寧療護

hs

30610480020015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419.78
538 3363 2017

539

DO 419.78
3363-2 2015

DO 419.78
3363-3 2017
540

DO 419.78
541 6070 2017
DO 419.78
7171 2016
543 DO 427.38
544 4684 2009
545
DO 427.41
5425 2006
546
542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生命的樂章 [錄影資料] : 個案紀
chi 實篇 / 安寧照顧基金會[製作]

台北市 : 安寧照顧基
金會, [2017]

送你一份愛的禮物 [錄影資料]=
Love gift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chi
灣)安寧照顧基金會監製 ; 微光影
像製作
愛你這麼多 [錄影資料] : 居家安
寧的選擇 = Forever love, endless
chi care : home hospice care /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監製 ; 微光影像製作
向晚有情天 [錄影資料] : 安寧療
chi 護宣導影片 / 呂學斌導演

新北市淡水區 : 安寧
照顧基金會, 2013

與面臨死亡的人交談 [錄影資料]
/ 安寧照顧基金會編譯
東西麵麵觀 [錄影資料] = Noodle
chi road / 韓國公共電視臺(KBS)製作
chi

冊次

台灣珍寶 [錄影資料] : 茶 =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Treasures of Taiwan : tea / 探索傳
國際, c2006[民95]
eng
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DO 431.25
穗月之拓 [錄影資料] : 台灣農業
臺北市 : 台灣農業推
4353 2004
推廣口述歷史 / 台灣農業推廣學
廣學會, 民93[2004]
547
chi
會策劃監製 ; 高遠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製作
DO 431.9 9825
糧食的未來 [錄影資料] = Future
Sydney, N.S.W. : BBC
548
2011
of food / BBC製作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科技企業總代理,
549
2011[民100]

550

DO 434.111
5425 2006

台灣珍寶 [錄影資料] : 米 =
Treasures of Taiwan : rice / 探索傳
eng
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國際, c2006[民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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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勇者之歌 : 張阿姨的故事--2,少年
30610480019991 的祈禱 : 長青的故事--3,小天使舞曲 : 郁庭 hs
的故事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台灣)安寧照
顧基金會, [2017]

台北縣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台灣)安寧照
顧基金會, [2017]
新北市 : 安寧照顧基
金會, 2016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9[民98]

條碼(館藏)

v.1
v.2
v.3

v.1

30610480020056

hs

30610480020064

hs

30610480020023

hs

30610480020031

hs

30610480016096 內容: 1,奇妙的飲食/木乃伊的晚餐--2,麵條
30610480016104 之旅程/連接亞洲--3,人類最早的速食/世界 hs
30610480016112 的麵條
30610480006949

hs

30610480000777

hs

30610480015767
hs

v.2

30610480015775

3061048000695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551

DO 435.43
2175 2010

DO 436.13232
2816 2011
552

DO 437.315
553 4207 2001

554

555

DO 438.2 1263
2012

DO 440.4 8106
2012

台灣原生秋海棠 [錄影資料] =
Taiwan begonia / 行政院農業委員
chi
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監製 ;
大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世界遺產 [錄影資料] : 台灣檜木
= Cypress forest in Taiwan / 徐建國
chi 導演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監製
狂牛病與英國農夫 [錄影資料] /
chi BBC Worldwide製作
那一年, 我們一起追的魚 [錄影資
料] : 2012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
chi
/ 聚山影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eng

DO 441.415
5425 2007
556

eng

DO 441.479
5425 2006
557

eng

DO 441.8 5425
2006
558

題名/作者

eng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南投縣集集鎮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
2010[民99]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11[
民100]

台北市 : 科技企業總
公播版,
代理, 2001
中文版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觀光傳播處, 2012[民
101]

全球商品的標準制度 [錄影資料]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 Standard practice : the world
2012[民101]
公播版
according to DIN / Urban Film
produktion製作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沖繩水族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館 = Man made marvels : Okinawa
2007[民96]
aquarium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浩大工程 [錄影資料] : 北極天然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氣廠 = Kings of construction :
2006[民95]
Snovhit-Arctic gas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浩大工程 [錄影資料] : 華府威爾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遜大橋 = Kings of Construction :
2006[民95]
the Woodrow Wilson Bridge,
Washington DC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第 29 頁，共 232 頁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910480002777

hs

30910480002900

hs

30610480012467

ls,hs

30910480003817

hs

30610480014919

hs,ls

30610480011766

hs

30610480006923

hs

30610480006899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441.8
5425-2 2007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杭州灣跨
海大橋 = Man made marvels :
559
eng Hangzhou bay bridge / 探索傳播公
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製作
DO 441.9 5425
浩大工程 [錄影資料] : 瑞士哥達
2006
基線隧道 = Kings of Construction :
Gotthard Base tunnel in Switzerland
560
eng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DO 441.9
5425-2 2007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台灣雪山
隧道 = Man made marvels :
561
eng Taiwan's Hsueh-shan Tunnel / 探索
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DO 442.8 5425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青藏鐵路
2007
= Man made marvels : the world's
highest railway / 探索傳播公司
562
eng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DO 442.83
5425 2007
563

版本項

出版項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9042

hs

30610480006907

hs

30610480015486

hs

30610480011774

hs

30610480011758

hs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6[民95]

台北市 : 采昌總代理,
2007[民96]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臺灣燈塔 [錄影資料] : 地上最美
的星星 = Taiwan lighthouse

臺北市 : 豪客唱片,
[2013?]

566
567

條碼(館藏)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南韓高速
鐵路 = Man made marvels : Korean
express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eng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564 DO 443.4 4394
2013
565

冊次

v.1
v.2
v.3

chi

v.4

568

v.5
第 30 頁，共 232 頁

30600480019851 Disc1: 台灣的燈塔--認識燈塔及構造--富貴
角燈塔--白沙岬燈塔--Disc2: 高美燈塔--芳
30600480019869 苑燈塔--高雄燈塔--鵝鑾鼻燈塔--Disc3: 綠
30600480019877 島燈塔--蘭嶼燈塔--三貂角燈塔--奇萊鼻燈
塔--Disc4: 鼻頭角燈塔--野柳燈塔--基隆燈 hs
30600480019885
塔--基隆嶼燈塔--Disc5: 琉球嶼燈塔--七美
30600480019893 燈塔--目斗嶼燈塔--漁翁島燈塔--Disc6: 東
吉嶼燈塔--花嶼燈塔--東引燈塔--東莒燈塔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6

30600480019901

569
DO 443.62
570 7740 2011

日出萬年溪 [錄影資料] / 邱才彥
chi 導演 ; 徐芬春總企劃

DO 443.64
5425 2006
571

eng

DO 445 2212
572

chi

DO 445 2212
573

chi
DO 445 2212

574

chi

浩大工程 [錄影資料] : 墨西哥卡
洪水壩 = Kings of Construction : El
Cajon Dam, Mexico / 探索傳播公
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製作
藍色星球上的難民 [錄影資料] =
The refugees of the blue planet / 海
倫・休奎特(Hélène Choquette) &
尚菲力浦・杜瓦(Jean-Philippe
Duval)導演
大探險家 [錄影資料] : 北極 = The
great adventure / 尚・勒米(Jean
Lemire)導演
沿江而上 [錄影資料] = Up the
Yangtze / 張橋勇導演

屏東縣 : 屏東縣政府,
2011[民100]

島燈塔--蘭嶼燈塔--三貂角燈塔--奇萊鼻燈
塔--Disc4: 鼻頭角燈塔--野柳燈塔--基隆燈 hs
塔--基隆嶼燈塔--Disc5: 琉球嶼燈塔--七美
內容註
燈塔--目斗嶼燈塔--漁翁島燈塔--Disc6:
東 館藏地
吉嶼燈塔--花嶼燈塔--東引燈塔--東莒燈塔

30600480015081

hs

30610480006915

hs

v.4

30600480015123

hs

臺北市 : 智慧藏代理
發行, 2009[民98]

v.5

30600480015131

hs

臺北市 : 智慧藏代理
發行, 2009[民98]

v.6

30600480015149

hs

30610480012731

hs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6[民95]

臺北市 : 智慧藏代理
發行, 2009[民98]

DO 445.4 1100
看河III [錄影資料] : 消失的生命
575 2010
chi 之河 / 天下雜誌製作

台北市 : 天下雜誌,
2010[民99]

576 DO 445.9 0513
環保札記 [錄影資料] / 廣播電視
577 2007
事業發展基金公共電視節目製播
578
組製作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chi
585
586
587
588

台北市 : 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 2007[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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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30610480004167
30610480004175
30610480004183
30610480004191
30610480004209
30610480004217
30610480004225
30610480004233
30610480004241
30610480004258
30610480004266
30610480004274
30610480004282

內容: 1,生命的呢喃--2,自然保育區--3,溼地
的嘆息--4,海角的呻吟--5,森林的低語--6,陽
光、水和土--7,變色的長河--8,穹蒼的哀愁-9,寧靜的沉思--10,無毒的家園--11,田園的
省思--12,大地的傷痕--13,再生的祝福--14,
看不見的輻射--15,森林的都市--16,環保捍
衛者--17,企業與環保--18,台灣環保全觀
hs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hs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4
v.15
v.16
v.17
v.18

30610480004290
30610480004308
30610480004316
30610480004324
30610480004332

v.1

v.3

30610480014786 內容: 1,危機邊緣 : 環境不公與國安威脅-2,關鍵熱區 : 環境變遷與傳染疾病--3,遼闊
30610480014794
草原 : 環境壓力與草原存續--4,未來條件 : hs
30610480014802 毒物污染與地球健康

v.4

30610480014810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DO 445.9 4128
2012
595
596

地球的美麗與哀愁 [錄影資料] =
Journey to plant earth

台北市 : 宇勗, 2012[民
101]

eng

597
DO 445.9 4480
淨湖人 [錄影資料] = Lake598 2007
chi cleaning people / 黃美文作品

香港 : 采風電影 ; 臺北
市 : 亞柏文化代理,
2007[民96]
台北市 : 宇勗, 2012[民
101]
臺北市 : 臺灣環境保
護聯盟, 2007

DO 445.9 8218
氣候正義 [錄影資料] : 氣候正義,
chi
2012
現在就要! = Climate justice
DO 445.9906
捍衛台灣鄉土紀事 [錄影資料] :
600 4032 2007
chi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0年 / 李泳泉,
陳麗貴導演
DO 446.945
浩大工程 [錄影資料] : 香港昂坪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5425 2006
纜車 = Kings of construction : Tung
2006[民95]
601
eng Chung-Hong Kong's new cable car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DO 447.1 8535
智慧汽車 [錄影資料] = Future of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2002
the car : information highways / 探
國際, 2002[民91]
602
chi
中文版
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DO 447.961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HII-A太空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5425 2007
火箭 = Man made marvels : HII-A
2007[民96]
603
eng space rocket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604 DO 449.68
核風暴 [錄影資料] : 能否控制的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605 4076 2012
風險 = Nuclear power : a
2012[民101]
606
controllable risk?
eng
607
599

v.2

第 32 頁，共 232 頁

v.1
v.2
v.3
v.4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6120

hs

30610480014778

hs

30610480019074

hs

30610480006881

hs

30630480000726

hs

30610480011816

hs

30610480014828
30610480014836
30610480014844
30610480014851

內容: 1, 冷戰鬥士的裁核運動--2, 車諾比
的禁區生活--3, 高科技高風險的核能謬論-4, 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任務--5, 原子彈的產
hs
物--6, 拆除核電廠的致命考驗

DO 449.68
4076 2012

核風暴 [錄影資料] : 能否控制的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風險 = Nuclear power : a
2012[民101]
controllable risk?
eng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608
609
610 DO 449.8 8413
我們的島. 反核風雲十年系列 [錄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611 2006
影資料] / 公共電視台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612
民95]
chi
613
614
615
616
DO 449.83
福島事件 [錄影資料] : 核能發電
Sydney, N.S.W. : BBC
3252 2012
是否安全 = Fukushima : is nuclear
Worldwide ; 台北市 :
617
chi
中文版
power safe? / BBC製作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2[民101]
台灣礦業軌跡 [錄影資料] / 公共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618 DO 450.933
8413 2008
電視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619
民97]

v.5
v.6
v.1
v.2
v.3
v.4
v.5
v.6
v.7

條碼(館藏)

內容: 1, 冷戰鬥士的裁核運動--2, 車諾比
的禁區生活--3, 高科技高風險的核能謬論-4, 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任務--5, 原子彈的產
hs
內容註
館藏地
物--6, 拆除核電廠的致命考驗

30610480014869
30610480014877
30610480001213 內容: 1,核處是魚家--2,給我一座核四廠--3,
30610480001221 核家平安--4-5,反核生活家群相(上 、下)-30610480001239 6,核苦!何苦?--7,非核大地
hs
30610480001247
30610480001254
30610480001262
30610480001270
30610480015825

hs

621

v.7

30600480001859 內容: 1,綿延的礦山--2,煤礦(上):昔日的黑
金--3,煤礦(下):螞蟻洞的天地--4,銅礦:永遠
30600480001867 的陰陽海--5,大地之土:粘土礦與窯業--6,重
30600480001875 尋來時路:礦坑運輸專用鐵路--7,礦工的一 hs
天:下坑採礦與收工--8,礦業文化:礦工作家
30600480001883 與畫家

622

v.8

30600480001891

v.5

chi

620

DO 479.76
4432 2009

623

624

v.1

DO 484.67
5045 2012

DO 484.67058
625 3013

黃塗山 [錄影資料] : 經緯歷史 有
節人生 : 2008國家工藝成就獎得
獎者黃塗山先生紀錄片 = A life
intertwined with bamboo weaving &
chi moral restraint : documentary of Mr.
Huang Tu-Shan - the winner of
2008 National Crafts Achievement
Awards / 東雲企業有限公司製作

v.6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台灣工藝研究所,
2009[民98]

史蒂夫賈伯斯 [錄影資料] : 億萬
Sydney, N.S.W. : BBC
元的嬉皮士 = Steve Jobs : Billion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dollar hippy / BBC製作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2[民101]
數位內容產業年鑑 [電子資源]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
chi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n Taiwan /
局, 2013[民102]資訊工業策進會編選

2012

第 33 頁，共 232 頁

30910480002066

hs

30610480015874

hs

3091048000409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487.7 7087
閱讀無限 [錄影資料] : 臺灣的出
chi
2008
版業和書店 = Pages of free minds
DO 488.9 4662
穿在中途島 [錄影資料] : 六件衣
627 2009
服的故事 = Wandering island / 賀
照緹, 黃信堯, 萬蓓琪導演 ; 賀照
chi 緹製作
628
626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光華傳播,
c2008[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9[民98]

冠軍企業CEO [錄影資料] =
Business champions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2[民101]

內容註

館藏地
hs

v.3

內容: v.1: 第一集, 胸罩 : 夢想的曲線 ; 第
30610480014885 二集, 洋裝 : 我們衣服從哪裡來--v.2: 第三
集, 秋裝上市 : 尋找下一個台灣服裝設計
30610480014893 師 ; 第四集, 牛仔褲 : 細節的迷戀--v.3: 第 hs
五集, 鞋子 : 遊牧的製鞋人 ; 第六集, 薩爾
瓦多日記
30610480014901

v.1

30610480014927

v.1

633

v.4

內容: 1,印度: 藥局之王; 德國: SAP軟體公
司經理人--2,瑞士: Swatch集團之父; 中國:
時裝設計師; 德國: 創普集團的女總裁--3,
30610480014935 義大利: 名車藍寶堅尼之後; 德國: 頂級家
電用品大亨; 中國: 入口網站阿里巴巴創始
30610480014943 者--4,瑞士: 雀巢食品大亨; 德國: 奧迪汽車 hs
霸主; 印度: 國際連鎖旅館龍頭--5,波蘭: 國
30610480014950 際級的公車製造商; 瑞士: 峰力聽力集團

634

v.5

30610480014968

v.1
v.2
v.3

30610480014042 內容: 1,少數快樂的德國女性老闆--2,法國
30610480014059 企業的高階女性主管--3,波蘭的女總裁們 hs
30610480014067

630

DO 490.99
3383 2012

30910480000524

v.2

629

條碼(館藏)

631
632

635 DO 490.994
636 0424 2011
637
DO 494 7147
2007
638

639 DO 496.14
4262 2012
640
641

v.2
eng

新世代女性觀 [錄影資料] : 歐洲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eng 頂尖女企業家 = At the top :
c2011[民100]
Business women in Europe
企業人格診斷書 [錄影資料] : The
臺北市 : 台灣蠻野心
corporation / 馬克.阿克巴(Mark
足生態協會代理發行
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
eng Achbar), 珍妮佛.阿伯特(Jennifer
Abbott), 喬爾.巴肯(Bakan Bakan)
總經銷, 2007
導演製作
超級品牌的秘密 [錄影資料] =
Sydney, N.S.W. : BBC
Secrets of the superbrands / BBC製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作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2[民101]

流行觀察專家 [錄影資料] =
642 DO 496.3 3243
2004
Coolhunters / BBC製作
chi
643
644

v.3

Sydney, N.S.W. : BBC
Worldwide ; 台北市 :
中文版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04[民93]
第 34 頁，共 232 頁

30610480019900

hs

v.2

30610480015684 內容: 1, 科技品牌--2, 時尚品牌--3, 餐飲品
牌
hs
30610480015692

v.3

30610480015700

v.1
v.2

30610480015718 內容: 1, 彪馬運動商品--2, 李維牛仔褲--3,
異國食品
hs
30610480015726

v.3

30610480015734

v.1

索書號(館藏) 語文

645

646

DO 496.34
3542 2003

DO 496.34
6231 2002

647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消費者行為大調查 [錄影資料] =
Sydney, N.S.W. : BBC
Shoppers in the wild / Ruth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Whippman導演 ; BBC製作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03[民92]
購物心理學 [錄影資料] =
Sydney, N.S.W. : BBC
Shopology / BBC製作
Worldwide ; 台北市 :
chi
中文版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02[民91]

648

DO 514.33/127
臺南市統計要覽. 民國35-99年 [電
chi
4401 2014
子資源] / 臺南市政府編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
民103[2014]

649

DO 515.232
4010

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 [電子資
源] = Demographic fact book,
chi Republic of China / 內政部編

臺北市 : 內政部, 民
96[2007]-

教育機會均等 [電子資源] =
chi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rtunity /
溫明麗主編 ; 翁福元等編著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
究院, 2016

650
DO 520 4048
651 2016
DO 520 6340
2011

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 [錄影
資料] : 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
652
chi
故事 : 教育桃花源 / 國家教育硏
究院[監製]
DO 520.5 4084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電子資源].
2012
101 = The Republic of China
653
chi
education yearbook 2012 / 張鈿富
總編輯
DO 520.933
老師好 [錄影資料] : 向教師英雄
654 1007 2011
chi 致敬 / 三立新聞台製作
DO 520.933
4082
DO 521.539
656 2761 2002
655

冊次

chi

如何打造孩子的競爭實力 [錄影
資料] / 天下雜誌製作

chi

e-Learning標準概論 [電子資源] /
鄒景平主講

初版

條碼(館藏)

內容註

30610480015650

v.1

30610480015668

v.2

30610480015676

館藏地

hs
內容: 1, 採購--2, 銷售
hs

30600480019331
2013

30600480019257

2014

30600480019265

[新北市三峽區 : 國家
教育硏究院], 2011[民
100]
新北市三峽區 : 國家
敎育研究院, 2013[民
102]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基
金會, 2011[民100]
臺北市 : 台視文化,
2008[民97]
台北市 : 資訊工業策
進會教育訓練處教材
組, 2002[民91]

第 35 頁，共 232 頁

v.1

hs

mh,econ
,eas,hs

30600480019950

hs

30910480003395

hs

30910480004153

hs

30910480003478

mh,fsn,h
s,issp

30610480015361

hs

30910480004195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21.539
657 2761-2 2003
DO 521.539
658 3833 2002
DO 522 4643
1998
DO 523.827
660
4037 2005
DO
524.833/109
661 2638 2015
659

DO 525 7757
2011
DO 525.82
663 1413 2010
662

題名/作者

數位學習最佳指引 [電子資源]. I :
chi
概論 / 鄒景平, 陳旻萃主講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e-Learning標準 [電子資源] :
SCORM / 游寶達主講
畢業紀念冊 = High school
yearbook [錄影資料] / 楊力州作
走過 [錄影資料] : 木柵國小百年
記憶 / 史威等攝製
夢中的故鄉 [錄影資料] : 豐榮會
綠丘南女中 = National Taiwan
Girl'sSenior high school / 吳宏翔導
演; 風車電影有限公司企劃製作;
豐榮會綠丘南女中監製
學院或學店 [錄影資料] = College,
Inc.
西南政法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纪
念光盘 [錄影資料] = The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西南政法大学制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資訊工業策
進會教育訓練處教材
組, 2003[民92]
臺北市 : 資訊工業策
進會教育訓練處教材
組, 2002[民91]
臺北市 : 全景傳播基
金會, [1998]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5[民94]
[臺南市] : 豐榮會綠丘
南女中, 2015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重慶市] : 西南政法大
学, 2010[民99]

666

內容註

館藏地

30910480004211

hs

30910480004203

hs

30610480000074

hs

30600480012278

hs

30600480019026

hs

30610480014166

hs

內容: 1, 庆祝大会暨第五届中囯法学家论
30660480000087 坛开幕式--2, 庆祝晚会暨 中华诵 2010经典
诵读晚会[中秋篇]
hs

664

665

v.1

條碼(館藏)

v.2
DO 525.831
5147 2002

雄飛 [電子資源] : 拓殖大学創立
百周年記念 = 100th anniversary of
jpn the foundation / 拓殖大学写真集制
作小委員会[編]

[東京] : 拓殖大学,
[2002]

DO 525.831
5147:2 2001

国境を越えて、世紀を越えて年
[錄影資料] : 拓殖大学創立百周 =
100 years' history Takushoku
jpn University since 1900 / 拓殖大学百
年史編纂公開研究会[編]

[東京] : 拓殖大学,
2001

第 36 頁，共 232 頁

30660480000095

30600480019778

hs

3060048001978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25.833/101
4108 2014
667

題名/作者
臺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系列活
動紀錄片 [錄影資料] / 天冷科技
有限公司承製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4

DO 526.32
668 6040 2010

chi

672

674

DO 528.97
2212 2010

675
676 DO 528.972
8413 2008

西螺七崁 [錄影資料] : 西螺、二
崙、崙背地區武術發展與衍變 =
chi Xilou Qikan / 我們工作室有限公
司製作
太極拳健康運動系列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製作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縣政府, 2010[民99]

館藏地

30600480014738

hs

30600480014746

hs

30910480003759

hs

v.3

內容: v.1: 第一集, [開學]新學期,新故事 ;
第二集, [新生](上)誰的學校不見了 ; 第三
30610480007335
集, [新生](下)我的學校變新了 ; 第四集, [
空間]蓋了一間好教室--v.2: 第五集, [關係]
去聽教室們唱歌 ; 第六集, [學習]陪你長大
; 第七集, [風格]玩到學校去 ; 第八集, [社
30610480007343 區](上)有你真好-- v.3: 第九集, [社區](下) hs
所有人的學校 ; 第十集, [綠色]第一堂自然
課教室 ; 第十一集, [美育]我的學校真美麗
; 第十二集, [態度]新學校,新態度
30610480007350

v.1

30600480014761

v.1

v.2

673

內容註

系列活動一：2012/10/09臺北高等學校新
書暨歷史紀錄片發表會; 系列活動二：
2012/10/11臺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文物
資料展; 系列活動三：2012/10/11臺北高等
學校創立90週年學術研討會(第一日); 系
30600480018994
hs
列活動四：2012/10/12臺北高等學校創立
90週年學術研討會(第二日); 系列活動
五：2012/10/13臺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
紀念大會; 系列活動六：2012/10/13自由之
鐘啟用典禮

chi

臺灣教育的舵手 [錄影資料] : 歷
臺北市 : 國立教育資
chi 任教育部長簡介 / 國立教育資料 增訂版 料館, 2010[民99]
館製作
DO 526.32
教育的舵手 [錄影資料] : 歷任教
臺北市 : 國立教育資
669 6040-2 2010
chi 育部長影片 / 國立教育資料館製 精華版 料館, 2010[民99]
作
DO 526.8933
教育讓夢想起飛 [錄影資料] : 九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硏
670 6340 2012
chi 年國教風雲榜 / 教育部指導 ; 國
究院, 2012[民101]
家教育硏究院製作
DO 527.5 3425
學校進行式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4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 寶花
2004[民93]
671
傳播製作

條碼(館藏)

內容: 1,宣導片--2,紀錄片
hs

v.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v.1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第 37 頁，共 232 頁
民97]

30600480014779
30610480011246 內容: 1, 簡易太極拳--2, 初極太極拳基本
十三式(一)--3, 初極太極拳基本十三式
(二)--4, 初極太極拳基本十三式(三)--5, 中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O 528.972
太極拳健康運動系列 [錄影資料]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677 8413 2008
/ 公共電視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678
民97]
679
680
681
chi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DO 528.982
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 [錄影資料]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
689 0040 2009
= The world games 2009 Kaohsiung
財團法人2009世界運
chi /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精華版 動會組織委員會基金
會, 2009[民98]
690
691 DO 528.982
0040-2 2009
692

冊次

條碼(館藏)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30610480011253
30610480011261
30610480011279
30610480011287
30610480011295
30610480011303
30610480011311
30610480011329
30610480011337
30610480011345
30610480011352
30610480011360

v.1

內容: 1,開幕式:2009.7.16--2,閉幕
30660480000038 式:2009.7.26
hs

高雄2009世界運動會 [錄影資料]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chi = The world games 2009 Kaohsiung 紀錄版 新聞處, 2009[民98]

v.2

30660480000046

v.1

30660480000053 內容: 1,榮耀世運・台灣驕傲--2,世運之路
・台灣之光
hs
30660480000061

v.2

DO 529.9 3147
南方有嘉木 [錄影資料] : 知識份
chi
2011
子與社會實踐 / 江志康導演
DO 532.26
墓碑洗骨斷訣實況錄影 [錄影資
694
chi
3484 2008
料] / 洪義雄, 黃聖能主講
DO 533.3 4101
臺北市孔廟100年春祭典禮特輯 [
695 2011
chi 錄影資料] / 嵩誼活動創意廣告有
限公司製作
中華民國...年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696 DO 533.433
8106
chi 員會工作成果報告[電子資源] /
69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
學, 2011[民100]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臺北市 : 臺北市孔廟
管理委員會, 2011[民
100]
臺北市 : 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 民
99[2010]-

DO 534.932
698 3322 2006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6[民95]

693

安祖厝 [錄影資料] : 金門宗祠奠
chi 安慶典 / 梁皆得製作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 簡易太極拳--2, 初極太極拳基本
十三式(一)--3, 初極太極拳基本十三式
(二)--4, 初極太極拳基本十三式(三)--5, 中
極太極拳基本六十四式(一)--6, 中極太極
拳基本六十四式(二)--7, 中極太極拳基本
六十四式(三)--8, 中極太極拳基本六十四
式(四)--9, 中極太極拳基本六十四式(五)-- hs
10, 太極推手鬆身五法--11, 太極推手(一)-12, 太極推手(二)--13, 太極推手(三)

30600480015545

hs

30600480010751

hs

30910480002884

hs

2013

30610480018464

2014

30610480018878

econ,hs

第 38 頁，共 232 頁

30600480013532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35.07
5513 2015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層巒疊翠一甲子 [電子資源] : 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同仁自選
集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60
周年所慶籌備委員會主編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2015

1版

30910480004344
第 39 頁，共 232 頁

館藏地

和諧與超越的身體實踐 : 中國傳統氣與內
在修練文化的的個人觀察 /李亦園 -Beyond Maslow's culture-bound linear theory :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of the double-Y model
of basic human needs / 楊國樞 -- Engendering
social suffering : a Chinese diasporiccommunity in northern Thailand / 黃樹民 -文化真實與展演 : 賽夏、排灣經驗 / 胡台
麗 --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 : the Dajia
pilgrimage in Taiwan / 張珣 -- 華人孝道雙
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 葉光輝 -- 弱者
的抵抗、現世的幸福與來世的救贖 : 兩個
阿美族聚落早期接受基督宗教的初步比較
/ 黃宣衛 -- 越南媽媽.臺灣囡仔 : 臺越跨國
婚姻家庭幼兒社會化之初探 / 馮涵棣 -- 夫
妻間衝突因應策略之類型變遷及其長期影
響 / 周玉慧 -- 身體感與雲南藏族居家生活
的日常現代性 / 余舜德 -- 靈驗的顯現 : 由
象徵結構到社會結盟,一個關於漢人民間
信仰文化邏輯的理論性初探 / 丁仁傑 -From being to becoming : nüshu and
sentiments in a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 劉
斐玟 --

699

chi

內容註

et,fsn,iss
p,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700

chi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人文諮商」做為臨床本土化的實踐路
線 : 遠去,是為了歸來 / 余安邦 -- 墓葬與襲
名 : 排灣族的兩個記憶機制 / 蔣斌 -- 人群
互動與族群的構成 : 卑南族karuma(H)an研
究的意義 / 陳文德 -- What a story tells and
what it doesn't : myths around the silenced life
of ruth and Oscar Lewis and the resounding
tales they've being telling! / 丘延亮 -- 喪葬儀
禮與人觀 : 雲南景頗、載瓦的個案 / 何翠
萍 -- 協商貨幣 : 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
的動態貨幣界面 / 郭佩宜 -- Animation : the
new performance? / 司黛蕊 -- 從部落社會到
國家化的族群 : 噶瑪蘭人qataban(獵首祭/ et,fsn,iss
30910480004344
豐年節)的認同想像與展演 / 劉璧榛 -- 我 p,hs
的涼山兄弟 : 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 劉
紹華 -- Imagining the state : an ethnographic
study / 楊淑媛 -- Performativity of difference
: mapping public soundscapes and performing
nostalgia among Burmese Chinese in central
Rangoon / 呂心純 -- 臨床田野 : 遇見異已
者、把「人」找回來 / 彭仁郁 -- 現代性下
愛的實踐與情感主體 : 以魯凱人為例 / 鄭
瑋寧 --

1版

第 40 頁，共 232 頁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館藏地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ntecostal-style protestantism in China / 高晨
揚 -- Colonial encounter and inculturation :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enrikyo in Taiwan /
黃約伯 -- Reciting the words as doing the rite
: language ideology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in the Hmong's qhuab
kev(showing the way) / 黃淑莉 -- On the
flexibility of the automatic us-them divide / 張
仁和 -- 台灣的日本觀解析(1987-) : 族群與
歷史交錯下的複雜系統現象 / 黃智慧 -- 儀
禮喪服篇所表現的親屬結構 / 石磊 -- 臺灣
之法教 / 劉枝萬 -- 試論客家學的建構族群
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 / 莊英章 --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徐正光 -- An
impunitive culture reactions of the Amis to
Rosenzweig's picture-frustration test? / 許木柱
-- 蘭嶼雅美族以同易同式交換的經濟實用
性 / 余光弘 -- 跨文化民俗書寫的角色變化
: 佐倉孫三《閩風雜記》與《臺風雜記》
的比較 / 林美容 -- 博物館與慶典 : 人類學
文化再現的類型與政治 / 陳茂泰 -- 神明標
準化 : 媽祖信仰在香港與臺灣 / 葉春榮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內容註

DO 536.211
2134 2015

六堆好祭節 : 客家民俗祭儀數位
典藏計畫 [錄影資料] / 盧定楠導
chi 演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家
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發行, 2015

DO 536.211
2302 1997

鄉親鄉情精華選輯 [錄影資料] /
chi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 台灣省政府
新聞處監製
台灣客家 [錄影資料] = Taiwan's
chi Hakka people / 懷寧傳播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1997[民86]

DO 536.211
710 2333 2000

台北市 : 光華傳播事
業總公司, 2000[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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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3
v.4
v.6

30600480019067
30600480019075
30600480019083
30600480019091
30600480019109
30600480010587
30600480010595
30600480010603
30600480014118

[1],新丁祈福--[2],掛紙追遠--[3],度孤祈安-[4],忠勇祭儀--[5],還福酬神

issp,hs,f
sn

內容: 3,客庄行腳篇-桃園新竹地區--4,客庄
行腳篇-新竹苗栗地區--6,客庄行腳篇-中部 hs
地區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711

DO 536.211
4132 2014

712
DO 536.211
6430 2010
DO 536.211
714 6830 2011
713

715

716

DO 536.211
6830-2 2013
DO 536.211
7333 2010

717 DO 536.211
718 8413 2006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好客作客 [錄影資料] : 享受新北
好時客: 新北市29區客家文化巡
chi
禮 / 太乙媒體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新北市 : 新北市客家
事務局, 2014

品藏客庄 [錄影資料] / 日創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悅.讀客庄 [錄影資料] = Hakka /
chi 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
鍾萬梅總策劃
憶.見客庄 [錄影資料] / 日創社文
chi
化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興寧客家過新年 [錄影資料] : 風
景秀麗話興寧・興寧風情 客家過
chi
大年 / [台北市廣東興寧同鄉會
製]
發現客家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監製 ; 弘益傳播公司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10[民99]
臺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11[民100]

chi

冊次

條碼(館藏)

v.1

30910480004302

臺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13[民102]
台北市 : 台北市廣東
興寧同鄉會, 2010[民
99]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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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內容:1,中文,客語版--2,English,日語版
hs

v.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內容註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30910480004310
30600480014530

hs

30600480015511

hs

30600480018457

hs

30600480014126

hs

30610480001395
30610480001403
30610480001411
30610480001429
30610480001437
30610480001445
30610480001452
30610480001460
30610480001478
30610480001486
30610480001494
30610480001502
30610480001510
30610480001528
30610480001536
30610480001544
30610480001551
30610480001569
30610480001577
30610480001585
30610480001593
30610480001601

內容: 1,柿事如意--2,順天擇地北埔情--3,生
命之雕--4,歷史的山城--5,菸樓重生--6,戀戀
芎蕉坑--7,筊心頭份--8,烙印台北--9,心情的
那一方平原--11,記得老頭擺--12,黑金藏寶
圖--13,歡喜生活九讚頭--14,藝文滿洄瀾-15,大霸山下,客泰情融--16,作客天地間--17,
山城木馬小上海--18,大隘北埔客家情--19,
他鄉異客--20,戀戀六家庄--21,茶香醉月遊
峨眉--22,東勢山城客--23,永久靖平是客家-24,日出南國--25,走尋噶瑪蘭的客家--26,
翻越重山原是客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DO 536.211
8413 2006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客家論壇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監製 ; 錦禾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客家風土誌 [視聽資料] / 公共電
視台監製 ; 懷寧傳播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冊次

條碼(館藏)

v.24
v.25
v.2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

30610480001619
30610480001627
30610480001635
30610480001775
30610480001783
30610480001791
30610480001809
30610480001817
30610480001825
30610480001833
30610480001841
30610480001858
30610480001866
30610480001874
30610480001882
30610480001890
30610480003508
30610480003516
30610480003524
30610480003532
30610480003540
30610480003557
30610480003565
30610480003573
30610480003581
30610480003599
30610480014612
30610480014620
30610480014638
30610480014646
30610480014653
30610480014661
30610480014679
30610480014687
30610480014695
30610480014703
30600480014001

chi

DO 536.211
8413 2006

chi

DO 536.21107
8133 2003

200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實錄 [錄
影資料] = 2003 World Hakka
Culture Conference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03][民92]

chi

DO 536.21107
8133 2009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 [錄影資料] :
心惜客家傳揚世界 = 2009 World
Hakka Culture Conference / 艾力得

台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09[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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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客家音樂的沒落與重生--2,粉墨登
場(客家戲劇)--3,客家產業的再生--4,客家
母語的傳承--5,新時代新管理(客家企業)-6,老人擾人?--7,我家也有大女人--8,客家聚
落的開發--9,老街的新衣服--10,惜福生態
大家作--11,九腔十八調的山歌--12,震後見
hs
真情--13,後山客

內容: 1,銅鑼圈的故事--2,回首大嵙崁--3,走
訪土牛溝--4,走過楊梅--5,美麗庄鹹菜甕--6,
芎林舊事--7,現代桃花源--8,金廣福搜尋--9,
賽夏駙馬--10,內山風雲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O 536.21107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行政院客家
776 8133 2009
心惜客家傳揚世界 = 2009 World
委員會, 2009[民98]
777
Hakka Culture Conference / 艾力得
778
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779
chi
780
781
782
783
784
DO 536.29
台灣原住民生活影像系列. 梗概
台北市 : 林迺翁文教
4438
篇 [錄影資料] / 林迺翁文教基金
基金會附設順益台灣
785
chi
會附設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原住民博物館, [民
86(1997)?]
DO 536.29
台灣原住民生活影像系列. 木雕
台北市 : 林迺翁文教
4438
篇 [錄影資料] / 林迺翁文教基金
基金會附設順益台灣
786
chi
會附設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原住民博物館, [民
86(1997)?]
DO 536.29
台灣原住民生活影像系列. 陶器
台北市 : 林迺翁文教
4438
篇 [錄影資料] / 林迺翁文教基金
基金會附設順益台灣
787
chi
會附設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原住民博物館, [民
86(1997)?]
DO 536.29
台灣原住民生活影像系列. 紡織
台北市 : 林迺翁文教
4438
篇 [錄影資料] / 林迺翁文教基金
基金會附設順益台灣
788
chi
會附設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原住民博物館, [民
86(1997)?]
789 DO 536.29
永遠的部落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790 8413 2006
視台監製 ; 多面向藝術工作室製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791
作
民95]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chi

冊次

條碼(館藏)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30600480014019
30600480014027
30600480014035
30600480014043
30600480014050
30600480014068
30600480014076
30600480014084
30600480014092

v.1

30630000009918

hs

v.3

30630000009959

hs

v.4

30630000009926

hs

v.5

30630000009934

hs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30610480003607
30610480003615
30610480003623
30610480003631
30610480003649
30610480003656
30610480003664
30610480003672
30610480003680
30610480003698
30610480003706
3061048000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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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hs

內容: 1,不要讓我在祖先的土地上跌倒--2,
庫巴的呼喚--3,最後的獵人--4,雲豹的故鄉-5,波峰與波谷之間--6,讓我的孩子更賽夏-7,重塑祖先的榮耀--8,找回發音的喉嚨--9,
讓我的同胞健康--10,阿能的願望--11,祖先
的花環--12,走吧,回家!--13,霧中風景--14,用
雙手打造--15,開卡車的黑帶巴彥--16,當傳
統遇到現代--17,你好嗎?--18,井人的比與
海--19,賽德克的女兒--20,讓夢想高飛--21,
留住這片山--22,Lifok的故事--23,守望大霸
尖山--24,卡瓦拉與杜古--25,山美村的人,山
美村的故事--26,祖母的叮嚀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30610480003722
30610480003730
30610480003748
30610480003755
30610480003763
30610480003771
30610480003789
30610480003797
30610480003805
30610480003813
30610480003821
30610480003839
30610480003847
30610480003854

v.1

內容: 1,布農族・魯凱族・鄒族・排灣族
30600480013268 ・卑南族--2,賽夏族・泰雅族・賽德克族
・阿美族・水社化蕃--3,漢人音樂・黑澤
隆朝談話

v.2

30600480013276

v.3

30600480013284

chi

DO 536.29/5
815 6374 2008

816

戰時臺灣的聲音1943 [錄音資料]
: 黑澤隆朝《高砂族の音樂》復
刻--暨漢人音樂 = Sounds from
wartime Taiwan 1943 : Kurosawa
and Masu's recordings of Taiwan
chi
aboriginal and Han Chinese music /
黑澤隆朝監修・解說 ; 王櫻芬,
劉麟玉製作校訂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 2008

817

818

819

820

DO 536.33
1163 1997

DO 536.33
3710 2012

DO 536.33
4462 2014

chi

雪霸國家公園泰雅族賽夏族文化
[錄影資料]

祖靈 [錄影資料] = Lkawtas / 社團
法人台灣原住民國際藝文產經交
chi
流協會, 長歌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聯合製作
花蓮縣豐濱鄉部落訪談紀實 [錄
影資料] : 阿美族, 噶瑪蘭族, 撒奇
chi
萊雅族 / 創藝門國際有限公司製
作

海--19,賽德克的女兒--20,讓夢想高飛--21,
留住這片山--22,Lifok的故事--23,守望大霸
尖山--24,卡瓦拉與杜古--25,山美村的人,山
內容註
館藏地
美村的故事--26,祖母的叮嚀

台中縣東勢鎮 : 內政
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發行, 1997[
民86]
苗栗縣大湖鄉 : 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2[民101]
花蓮縣豐濱鄉 : 花蓮
縣豐濱鄉鄉公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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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fsn,hs,et

30600480010678

hs

30600480017103

hs

3060048001896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36.33
4462-2 2014
821

822

823

chi

DO 536.33
4462-3 2014

DO 536.33
8413 2006

chi

chi

DO 536.3311
824 4328 2009

chi

DO 536.332
825 4721 2010

chi

826

DO 536.332
4731 2011

827

828

829

DO 536.333
1263 2010

DO 536.335
7626 2011

DO 536.3361
830 4721 2010

chi

題名/作者
花蓮縣豐濱鄉原住民部落文化創
意動漫短片 [錄影資料] : 阿美族,
噶瑪蘭族, 撒奇萊雅族 / 陳幸均
導演 ; 王湘雯編劇 ; 創藝門國際
有限公司製作
花蓮縣豐濱鄉祭儀影像紀錄 [錄
影資料] : 阿美族, 噶瑪蘭族, 撒奇
萊雅族 / 創藝門國際有限公司製
作
請問貴姓 [錄影資料] = What's
your real name / 公共電視文化事
業基金會監製 ; 綠光全傳播公司
製作
走過千年 [錄影資料] = The
moment run through / 靜宜大學南
島民族研究中心製作
矮人祭之歌 [錄影資料] = Songs
of Pasta'ay / 胡台麗、李道明導演
; 胡台麗製片
巴斯達隘 [錄影資料] : 1936年的
賽夏祭典 = PAS-TA'AI the Saisiyat
Ceremony in 1936 / 胡家瑜製作.編
輯

玉山山腳下的布農之歌 [錄影資
料] /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監製 ;
chi
台灣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
攝製
Kanakanavu的守候 [錄影資料] =
Kanakanavu await / 馬躍比吼
chi
(Mayaw Biho)導演 ; 龍男以撒克
凡亞思監製
神祖之靈歸來 [錄影資料] : 排灣
chi 族五年祭 = The return of Gods and
Ancestors / 胡台麗導演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花蓮縣豐濱鄉 : 花蓮
縣豐濱鄉鄉公所, 2014

花蓮縣豐濱鄉 : 花蓮
縣豐濱鄉鄉公所, 2014

台北市: 公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2006[民
95]
苗栗縣大湖鄉 : 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2010[
民99]
臺北市 : 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 2011[民100]

新北市 : 天馬行空數
位公司, [2011]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2010[
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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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30600480018986

hs

內容: 1,請問貴姓--2,一直變大又變小的名
字--3,不願與你同姓-當歐蜜羅遇上葉莉茱30610480007111
hs
-4,道島哇徠-百家姓外的大姓

v.1

30600480013862

hs

30630480000528

hs

30600480015305

內容: 1,本片--2,簡介幻燈片
hs

v.2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民99]

30600480018978

30600480015313

30600480014969

hs

30610480019082

hs

3063048000053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536.338
831 4721 1993

蘭嶼觀點 [錄影資料] = Voice of
chi Orchid Island / 胡台麗導演

DO 536.339
832 1571 2004

2004西拉雅平埔會親活動成果專
chi 輯 [錄影資料] / 台南縣政府主辦

DO 536.339
4731 2011

收藏的平埔記憶 [錄影資料] : 再
現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聲影 =
Collected Ping-pu memories : on
chi
representing Kavalan and Ketagalan
voices and images / 胡家瑜製作 ;
潘朝成(木枝.籠爻)導演
發現南島 [錄影資料] / 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 公共電視台監製 ;
漢笙股份有限公司, 頤倫影視製
作有限公司製作

833

DO 536.36
834 8413 2003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1993[
民82]
台南縣新營市 : 台南
縣政府, 2004[民94]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 2011[民
100]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3[
民92]

835

v.1

v.2

chi

836

v.3

837

v.4

838

v.5
DO 538.44
2170

839

中國傳統婚禮音樂. 台灣地方婚
禮音樂 [錄音資料]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製作 ; 中華民國作曲
chi
家協會, 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
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協
辦

台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發行,
2008[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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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3730

hs

30630480000338

hs

30600480015321

hs

內容: v.1: 第一集, 南島語族 : 征服海洋的
30610480005610 農業民族 ; 第二集, 達悟與托拉查 : 船與生
命的航程--v.2: 第三集, 加里曼丹 : 大河、
貿易與長屋 ; 第四集, 巴塔克族 : 北蘇門答
30610480005628 臘的君王與社會--v.3: 第五集, 布吉人與峇
里島 : 商業擴張與文明濃縮 ; 第六集, 索羅
門群島 : 美拉尼西亞的寶藏--v.4: 第七集,
30610480005636 斐濟與毛利 : 玻里尼西亞的殖民與觀光 ; hs
第八集, 帛琉與雅浦 : 密克羅尼西亞的石
錢貿易圈--v.5: 第九集, 馬達加斯加 : 當南
30610480005644 島遇見非洲 ; 第十集, 復活節島 : 逝去的榮
耀與毛伊的凝視
30610480005651
內容: v.2,現代國樂式/董榕森作曲--北管式
/邱火榮編曲

v.2

3060048001132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840

DO 538.511
5425 2006

841 DO 538.59
842 8413 2008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DO 538.596
2638 2012
853

854 DO 538.782
855 2922 2012
856
857
858
859
860
DO 538.7827
861 0829 2010
DO 538.8232
862 3322 2005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台灣珍寶 [錄影資料] : 年 =
Treasures of Taiwan : Lunar New
eng
Year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臺灣民俗十二月令篇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製作

chi

出版項

冊次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國際, c2006[民95]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公播版

義保利民 [錄影資料] : 擺接義塚
大墓公中元祭典 : 土城大墓公口
chi 述歷史影像紀錄專輯 / 吳永欽導
演 ;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製作
舌尖上的中國 [錄影資料] = A
bite of China

863 DO 539.1 4037
864
865
chi

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 = The music
of the aborigines on Taiwan Island /
音樂中國出版社製作 ; 許常惠音
樂顧問 ; 吳榮順製作

內容註

30610480006931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30600480001735
30600480001743
30600480001750
30600480001768
30600480001776
30600480001784
30600480001792
30600480001800
30600480001818
30600480001826
30600480001834
30600480001842

館藏地

hs
1, 立春雨水迎端月 -- 2, 驚蟄春分迎花月
-- 3, 清明穀雨迎桐月 -- 4, 立夏小滿迎梅
月 -- 5, 芒種夏至迎莆月 -- 6, 大暑小暑
迎荔月 -- 7, 立秋處暑迎巧月 -- 8, 白鷺
秋分迎桂月 -- 9, 寒露霜降迎菊月 -- 10,
立冬小雪迎陽月 -- 11, 大雪冬至迎葭月 -hs,ls
12, 大寒小寒迎臘月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發行, 民101[2012]
30600480016980

台北市 : 宇勗企業,
2012[民101]

chi

品味台灣 [錄影資料] = Savor the
chi flavors of Taiwan / 許秋煌製作監
督
合境平安 [錄影資料] : 金門的民
chi 俗慶典 / 梁皆得製作

條碼(館藏)

v.1
v.2
v.3
v.4
v.5
v.6
v.7

臺北市 : 光華傳播,
2010[民99]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5[民94]
臺北縣新店市 : 風潮
有聲, 1992-1995[民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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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n,hs

30610480015064 內容: 1,自然的饋贈--2,主食的故事--3,轉化
30610480015072 的靈感--4,時間的味道--5,廚房的秘密--6,五
30610480015080 味的調和--7,我們的田野
hs
30610480015098
30610480015106
30610480015114
30610480015122
30910480002769

hs,eas

內容: 1,宗祠祭祖--2,宮廟聖誕--3,迎城隍-30600480013540 4,風獅爺--5,愛國將軍廟--6,七月流火
hs
v.1
v.2
v.3

30630000009967 內容: 1,布農族之歌--2,阿美族的複音音樂30630000009975 -3,雅美族之歌--4,卑南族之歌--5,泰雅族之
30630000009983 歌--6,Pasu-Tsou阿里山鄒族之歌--7,排灣族
的音樂--8,魯凱族的音樂

hs

DO 539.1 4037

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 = The music
臺北縣新店市 : 風潮
of the aborigines on Taiwan Island /
有聲, 1992-1995[民81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音樂中國出版社製作 ; 許常惠音
84]
866
樂顧問 ; 吳榮順製作
chi
867
868
869
870
DO 539.1266
追尋圖博之歌DVD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同喜文化代
871 5540 2015 v.1 tib Tibet in song / 阿旺曲培(Ngwang
理發行, 2015
Choephel)導演, 製作
DO 539.1266
追尋圖博之歌原聲帶 [錄音資料]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5540 2015 v.2
= Tibet in song / 阿旺曲培
版工作室代理發行,
(Ngqwang Choephel)製作
2015
872

冊次
v.4
v.5
v.6
v.7
v.8

30610480019942

呦呦臺灣 [錄音資料] : 臺語歌謠 /
劉福助等演唱錄音 ; 十方樂集編
錄製作

873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
備處, 臺灣音樂中心,
2011[民100]

v.1

chi

874

v.2

DO 539.2 4121
875 2010
876
877

DO 539.42
0014 2008

大武山亙古的文學詩頌 [錄音資
料] : 聆聽傳說中平和 萬安部落
chi 吟詠 = Tjagaraus sitjavulungan a
parutavak kata ljayuz / 鍾興華監製

屏東縣瑪家鄉 :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
化園區管理局, 2010[
民99]

廖瓊枝的歌仔戲 [錄音資料] : 梁
山伯與祝英台 / 廖瓊枝劇本整理
chi ; 金宏影視錄音有限公司錄音

台北市 : 中華民俗藝
術基金會, 2008[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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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內容:1, 屋頂之歌--2, 自九世紀流傳的傳統
歌謠--3, 東昇之星--4, 慈愛的父母--5, 因果
債--6, 在拉薩的金剛岩上--7, 圖博人永不
放棄--8, 團結之淚--9, 圖博戲獨唱曲--10,
30610480019959
hs
滿月--11, 三種裝飾--12, 祈禱之歌--13, 雅
魯藏布--14, 拉薩街頭音樂家--15, 飲酒歌-16, 百馬降生--17, 兄弟姊妹--18, 猜疑

chi

DO 539.133
7237 2011

內容: 1,布農族之歌--2,阿美族的複音音樂-3,雅美族之歌--4,卑南族之歌--5,泰雅族之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歌--6,Pasu-Tsou阿里山鄒族之歌--7,排灣族
30630000009991 的音樂--8,魯凱族的音樂
hs
30630000010007
30630000010015
30630000010023
30630000010031

內容: 1, 觀音菩薩來保庇(目睭坱沙、目睭
皮掣、落水咒)--2, 殺生咒(殺生咒、雞仔
鴨你麥怪)--3, 搖子歌(收涎、搖啊搖、獵
30600480015040 鷂)--4, 童玩(點仔點水缸、圓仔花、咚咚
嗟)--5, 大人愛賺錢囝仔愛過年--6, 姑嫂鬥-7, 挨囉挨--8, 一陣鳥仔白溜溜--9, 你要食
濁也要食清--10, 阿草--11, 外來留學生(留 hs
學生、眦目忠仔)--12, 匏仔水.嫁皇帝--13,
阿婆仔來這坐.龍眼花.暗埔蟬--14, 阿嬤住
30600480015057 永靖--15, 十二生肖--16, 媽祖宮牽電火--17,
培墓--18, 猴繃親母--19, 食食你著留住址

內容: 1,平和部落--2,萬安部落
v.1

30600480014944
hs

v.2

30600480014951

v.1

30600480011825
hs

878

DO 539.42
廖瓊枝的歌仔戲 [錄音資料] : 梁
台北市 : 中華民俗藝
索書號(館藏)
語文 山伯與祝英台
題名/作者
出版項
0014
2008
/ 廖瓊枝劇本整理 版本項 術基金會,
2008[民97]
chi ; 金宏影視錄音有限公司錄音

DO 539.42
879 0895 2008
DO 539.42
5472 2008
DO 539.42
881 8797 2008
880

882 DO 539.4261
883 2114 2012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DO 539.427
0895 2008

陳達與恆春調說唱 [錄音資料] /
chi 許常惠編輯 ;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
會,民俗音樂研究中心企劃
崑曲精華. (一) [錄音資料] / 中華
chi
民俗藝術基金會企劃
鄭榮興的嗩吶 [錄音資料] / 鄭榮
chi 興編輯 ;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企
劃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 [錄影資料] =
Uighur twelve muqam

冊次

條碼(館藏)

v.2

30600480011833

台北縣三重市 : 第一
唱片廠有限公司,
2008[民97]
台北市 : 中華民俗藝
術基金會, 2008[民97]
台北市 : 中華民俗藝
術基金會, 2008[民97]

30600480011866

台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出版,
2008[民97]

891

v.1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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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內容: A,亭會--詠花--三醉--佳期--B,罵曹-hs
酒樓--下山--掃秦
內容: A,糶酒--清晨早--大開門--B,老一中
30600480011874 姑--綉鳳欄杆--大五對折--九腔十八調
hs

v.1

多采多姿的民俗音樂 [錄音資料]
/ 許常惠編

館藏地
hs

30600480011882

[烏魯木齊] : 新疆音像
出版社, 2012[民101]

uig

內容註

30650480004502 內容: 1,拉克--3,斯尕--4,恰哈尔尕--5,潘吉
30650480004510 尕--6,乌孜哈勒--7,艾介姆--9,巴雅特--11,木
30650480004528 夏吾莱克--12,依拉克
30650480004536
hs
30650480004544
30650480004551
30650480004569
30650480004577
30650480004585
內容: 1,單音民歌:雅美族搖籃歌--2,複音民
歌:阿美族老人相聚歡樂歌--3,和聲民歌:布
農族祭人頭之歌--4,福佬系民歌:土蚓仔歌-5,客家系民歌:老山歌--6,恒春2調說唱:阿
30600480011841 遠與阿發--7,蘇州彈詞:林沖夜奔--8,梨花大
鼓:繞口令--9,北管戲:送京娘--10,南管戲:陳
三五娘--11,歌仔戲:英台拜墓--12,車鼓戲:
桃花過渡--13,三腳採茶:賣茶郎回家--14,泰
雅族口簧獨奏--15,布農族弓琴獨奏--16,邵
族樂杵合奏--17,鑼鼓樂:獅鼓--18,鼓吹樂: hs
北管牌子 風人松 --19,絲竹樂:南管譜 梅花
操 --20,歌舞小戲:牛犁陣--21,阿美族豐年
祭老人們開幕歌舞--22,泰雅族口簧舞--23,
雅美族甩髮舞--24,道教音樂:天師正乙派
三清偈 --25,佛教音樂:佛光山晚課--26,布
農族:祈禱小米豐收儀式--27,雅美族:大船
下水典禮中驅鬼靈儀式--28,阿美族:祈禱降
雨儀式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chi

892

v.2

DO 539.427
2125 2010
DO 539.427
894
4372 2007

八音佳族 [錄影資料] / 冬雨傳播
有限公司製作
台灣原住民族噶瑪蘭族樂舞教材
教學影帶 [錄影資料] / 國立臺北
chi 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執行製作

[屏東縣] : 屏東縣政
府, 2010[民99]
屏東縣瑪家鄉 :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
化園區管理局, 2007[
民96]

臺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樂舞教材
教學影帶 [錄影資料] / 帖喇尤道
chi (Teyra Yudaw)等製作

屏東縣瑪家鄉 :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
化園區管理局, 2008[
民97]

DO 539.927
3347 2008
DO 540 6040
899
2009
DO 541.32
1080 2001
900

台灣諺語 [錄影資料] / 河洛有限
公司製作
教育頻道 [錄影資料] : 社會領域.
chi
III / 國立教育資料館製作
文化干擾 [錄影資料] = Culture
Jam / Jill Sharpe導演
eng

DO 541.45
901 2669 2010

粉墨登場 [錄影資料] = Creat
chi something / 吳星螢導演 ; 蔡崇隆
監製
生命科學的未來職業 [錄影資料]
= Careers in the life sciences /
eng
[Cambridge Educational製作]

台北市 : 河洛有限公
司, 2008[民97]
臺北市 : 國立教育資
料館, 2009[民98]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 臺灣媒體
觀察教育基金會發行,
2001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2010

893

895
896

DO 539.427
4643 2008

897
898

902

DO 541.49
2827 2014

chi

chi

Lawrenceville, N.J. :
Cambridge Educational ;
台北市 : 梓歌文化,
2014[民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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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繞口令--9,北管戲:送京娘--10,南管戲:陳
三五娘--11,歌仔戲:英台拜墓--12,車鼓戲:
桃花過渡--13,三腳採茶:賣茶郎回家--14,泰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雅族口簧獨奏--15,布農族弓琴獨奏--16,邵
族樂杵合奏--17,鑼鼓樂:獅鼓--18,鼓吹樂: hs
北管牌子 風人松 --19,絲竹樂:南管譜 梅花
操 --20,歌舞小戲:牛犁陣--21,阿美族豐年
祭老人們開幕歌舞--22,泰雅族口簧舞--23,
30600480011858 雅美族甩髮舞--24,道教音樂:天師正乙派
三清偈 --25,佛教音樂:佛光山晚課--26,布
農族:祈禱小米豐收儀式--27,雅美族:大船
下水典禮中驅鬼靈儀式--28,阿美族:祈禱降
雨儀式
30600480014670

v.1

30600480013573

v.2

30600480013581

v.1

30600480013557

hs

hs

hs
v.2

30600480013565
30600480010744
30910480001803

hs
內容: 1,大航海時代--2,全球思維 在地行
動--3,全球暖化--4,饑餓與貧窮

hs

30610480019777

hs

30610480019918

hs

30610480017953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42.132
903 5628 1994

eng

DO 542.264
904 2624 2014

chi

DO 544.3 7182
chi
2014
DO 544.8 2612
2006
906
chi
905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DO 545 8022
2011

DO 545.0931
4447 2010

DO 545.0931
4447-2 2009

DO 545.0933
1587 2011

DO 545.0933
1587-2 2011

chi

jpn

題名/作者
中國的人口政策 [錄影資料] =
Women of the yellow earth / [BBC
Worldwide製作]
蘆葦之歌 [錄影資料] : 前台籍慰
安婦阿嬤最動人的生命樂章 / 吳
秀菁導演
失婚記 [錄影資料] = Out /
Marriage / 阮金紅導演
陳才根的鄰居們 [錄影資料] =
Chen Tsi-gen and his neighbors / 吳
乙峰紀錄報告 ; 全景映像工作室
製作
全新的我們 [錄影資料] : 歐洲生
態村與生態社區 / Stefan Wolf導
演.編劇.攝影 ; L.O.V.E.-Production
製作
地域が学校.地元が先生 [錄影資
料] : ムラの笑い.マチの笑顏 / 公
立大学法人山口県立大学製作 ;
安渓遊地企画 ; 西山正啓監督

地域が学校.地元が先生 [錄影資
料] / 公立大学法人山口県立大学
jpn
製作 ; 安渓遊地企画 ; 西山正啓
監督
南埔的陽光與蛻變 [錄影資料] =
Nanpu's sunshine and transformation
chi
/ 碩泰公關顧問有限公司製作

美麗的黃金水鄉 [錄影資料] : 新
竹南埔 = Home of golden waters :
chi
Nanpu village, Hsinchu / 碩泰公關
顧問有限公司製作
DO 545.1 5425
未來生態城市 [錄影資料] =
2011
Ecopolis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eng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1994[民83]

30610480012418

hs

[臺北市] : 婦女救援基
金會, 2014

30610480018829

hs

30610480019785

hs

30610480007186

hs

30610480014141

hs

30600480019968

hs

30600480019976

hs

30600480015065

hs

30600480015073

hs

30610480013507 內容: 1,都市的糧食問題--2,都市的交通問
30610480013515 題--3,都市的垃圾問題--4,都市的建築問題30610480013523 -5,都市的能源問題--6,未來的都市型態
30610480013531

hs
hs
hs
hs

臺北市 : 同喜文化,
[2014]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台中市 : 充電趣, 2011[
民100]

山口市 : 公立大学法
人山口県立大学, 2010

山口市 : 公立大学法
人山口県立大学, 2009

南投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11[民100]
南投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11[民100]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c2011[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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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DO 545.1 5425
2011

未來生態城市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Ecopolis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2011[民100]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eng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5
v.6

30610480013549
30610480013556

hs
hs

30610480013739

hs

30600480018275

hs

916
917
DO 545.12
918 5425 2011
919

DO 546.81933
0328 2013
DO 547.16
3883 2011

永續城市 [錄影資料] = City 2.0 /
eng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中華民國童軍100年 [錄影資料] /
chi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製作]
社會企業家 [錄影資料] = Social
entrepreneurs

內容: 1,都市的糧食問題--2,都市的交通問
題--3,都市的垃圾問題--4,都市的建築問題-5,都市的能源問題--6,未來的都市型態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1[民100]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童
軍總會, 民102[2013]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c2011[民100]

920

v.1

eng

92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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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Disc1: 1, 達維謝蒂 : 印度最知名的心
臟外科醫師; 2, 尼克穆恩 : 肯亞的開拓企
業家; 3, 瑪瑟拉班尼特茲 : 阻止阿根廷鄉
村人口外移; 4, 畢昂辛佐 : 建造托兒所的
德國律師; 5, 萊拉伊斯卡達 : 埃及的社會
30610480014018 企業典範; 6, 尤尼歐斯坎納維諾聶托 : 深
入亞馬遜盆地的醫師--Disc2: 7, 凱爾辛默 :
曾獲2006年美國社會企業家殊榮; 8, 維克
蘭亞古拉 : 印度的微型金融企業家; 9, 安
得列穆丘里 : 幫助義大利的戒毒者; 10, 梅
爾楊 : 無家者的足球; 11, 米伽凡拉法雅 :
泰國的保險套王; 12, 莫塔法沙瑞 : 阻止土 hs
耳其帆湖的濫捕--Disc3: 13, 哈維爾供薩羅
: 終結哥倫比亞文盲; 14, 哈里斯韓德 : 印
度村落的一盞明燈; 15, 羅絲馮茲舒密特 :
親手幫助德國新手媽媽; 16, 阿爾畢娜路易
30610480014026 絲 : 秘魯市的清潔工; 17, 塔菲艾德勒 : 南
非安全又經濟的租屋; 18, 阿爾瓦羅達維拉
: 與哥倫比亞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47.16
3883 2011

922

題名/作者
社會企業家 [錄影資料] = Social
entrepreneurs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c2011[民100]

eng

DO 547.4 5137
中研社區 [錄影資料]
chi
1998
924 DO 547.99
世紀新英雄 [錄影資料] : 社會企
925 4204 2011
業家 = The new heroes
chi
926
927
928 DO 548.1 3888
社會公益新思維 [錄影資料] =
929 2011
Acting today for a better tomorrow
930
eng
931
932
933
923

版本項

v.3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1998[民87]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1[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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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內容: Disc1: 1, 達維謝蒂 : 印度最知名的心
臟外科醫師; 2, 尼克穆恩 : 肯亞的開拓企
業家; 3, 瑪瑟拉班尼特茲 : 阻止阿根廷鄉
村人口外移; 4, 畢昂辛佐 : 建造托兒所的
德國律師; 5, 萊拉伊斯卡達 : 埃及的社會
企業典範; 6, 尤尼歐斯坎納維諾聶托 : 深
入亞馬遜盆地的醫師--Disc2: 7, 凱爾辛默 :
曾獲2006年美國社會企業家殊榮; 8, 維克
蘭亞古拉 : 印度的微型金融企業家; 9, 安
得列穆丘里 : 幫助義大利的戒毒者; 10, 梅
爾楊 : 無家者的足球; 11, 米伽凡拉法雅 :
30610480014034 泰國的保險套王; 12, 莫塔法沙瑞 : 阻止土 hs
耳其帆湖的濫捕--Disc3: 13, 哈維爾供薩羅
: 終結哥倫比亞文盲; 14, 哈里斯韓德 : 印
度村落的一盞明燈; 15, 羅絲馮茲舒密特 :
親手幫助德國新手媽媽; 16, 阿爾畢娜路易
絲 : 秘魯市的清潔工; 17, 塔菲艾德勒 : 南
非安全又經濟的租屋; 18, 阿爾瓦羅達維拉
: 與哥倫比亞

30600480011932
v.1
v.2
v.3
v.4
v.1
v.2
v.3
v.4
v.5
v.6

館藏地

30610480014208
30610480014216
30610480014224
30610480014232
30610480013820
30610480013838
30610480013846
30610480013853
30610480013861
30610480013879

hs
內容: 1,庇護所的夢想--2,自由的科技--3,企
業的力量--4,知識的力量

hs

內容: 1,社會企業家的創新思維--2,新思維
影響未來--3,永續道德投資--4,自立救濟救
工廠保工作--5,危機中轉型的底特律-hs
6,100美元的未來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48.15
934 0784 2006
DO 548.15
5464 2008
936 DO 548.21
937 8272 2011
938
939
940 DO 548.315
2174 2012
941
935

942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尋找失智老人 [錄影資料] / 郭笑
chi 芸記錄報告者
chi

chi

有尊嚴的銀髮歲月 [錄影資料] /
青蘋果有限公司製作
前線醫生 [錄影資料] = Doctors on
the front line

莫拉克風災重建紀錄短片專輯 [
錄影資料] /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
chi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優格魯數位
影音工作室製作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台北市 : 民主進步黨
中央黨部, 2008[民97]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高雄市 : 行政院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 2012[民101]

943
944

DO 548.315
2174-2 2012

945

946

947

948

DO 548.315
2174-3 2013

DO 548.315
8731 2012
DO 548.317
0784

DO 548.317
949 2612
DO 548.317
950 2612-2

重建紀錄短片集 [錄影資料] / 行
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
chi 員會, 優格魯數位影音工作室製
作

高雄市 : 行政院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 2012[民101]

再生平埔新小林 [錄影資料] / 行
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
chi
員會, 優格魯數位影音工作室製
作
古茶布安 [錄影資料] =
chi
Kochapongan / 鄭富璁導演
梅子的滋味 [錄影資料] = A test of
plum / 郭笑芸作・剪輯 ; 林立翔,
chi
公播版
楊重鳴攝影 ; 林錦慧執行製作

高雄市 : 行政院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 2013[民102]
臺北市 : 文化部, 2012[
民101]
臺北市 : 全景傳播基
金會, 2004[民93]

生命 [錄影資料] / 吳乙峰作 ; 楊
臺北市 : 全景傳播基
jpn 重鳴攝影 ; 林錦慧執行製作・剪 公播版 金會, 2004[民93]
輯
天下第一家 [錄影資料] = The
臺北市 : 全景傳播基
chi home masters / 吳乙峰作 ; 郭笑
公播版 金會, 2004[民93]
芸, 楊重鳴攝影 ; 陳博文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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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7103

hs

30600480010736

hs

v.3

30610480013366 內容: 1,海地--2,蘇丹--3,宏都拉斯--4,索馬
30610480013374 利亞
hs
30610480013382
30610480013390
30600480017020 內容: 1,安居新故鄉--2,打造新家園--3,古謠
傳唱新泰武國小--4,產業重建新里佳
30600480017038
hs
30600480017046

v.4

30600480017053

v.1

30600480017061

v.1
v.2

內容: 1,嘉蘭新家園--2,再現達娜伊谷
hs

v.2

30600480017079

30600480017087

hs

30610480015254

hs

30600010429844

hs

30600010419548

hs

30600010429851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48.317
951 4414 2017
DO 548.39
952 0352 2016

題名/作者

版本項

相馬看花 [錄影資料] : 消失的福
jpn 島 = Fukushima Memories of the
lost Landscape / 松林要樹導演
商業把戲的探索 [錄影資料] =
Tricks of the Trade

出版項

冊次

新北市 : 天馬行空,
2017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6

30610480019736
v.1

953

v.2

954

v.3
eng

955

v.4

956

v.5

957

v.6

958

v.7
揭露商業不能說的秘密 [錄影資
料] = Tricks of the trade. I

臺北市 : 文采實業,
2016

內容註

館藏地
hs

內容: 1: 感官刺激 - 消費者如何受到操縱
30610480018886 (Assault on the senses : how consumers are
manipulated) -- 2: 保存期限長的代價 - 包裝
30610480018894 帶來的健康風險 (The price of a long shelf
life : the health risk of packaging) -- 3: 時髦卻
有害 - 衣物裡的毒素 (Hip but harmful :
30610480018902
toxins in clothing) -- 4: 拋棄式社會 - 用不久
的電器用品 (Throwaway society : electrical
30610480018910 equipment that simply don't last) -- 5: 使用不 hs
再有期限 - 令人質疑的食品保存法 (No
30610480018928 more use-by date : questionable food
conservation methods) -- 6: 健康還是危險? 30610480018936 合成維生素 (Healthy or dangerous? :
synthetic vitamins) -- 7: 隱形風險 - 玩具中
的化學物質 (Posing an invisible risk :
30610480018944
chemicals in toys)

v.1

30610480018951

v.2

30610480018969

v.3

30610480018977

962

v.4

30610480018985

963

v.5

30610480018993

964

v.6

30610480019009

內容: 1: 美麗迷思 - 化妝品不為人知的一
面 (The beauty myth: the cons of cosmetics) -2: 香蕉價格之戰 (Bargain bananas: cheap at
any price?) -- 3: 自助式服務大解密 (Selfservice: putting the customer to work) -- 4: 真
相大公開 - 殺蟲劑的使用 (Pesticides in tea: hs
a bitter aftertaste) -- 5: 實際價格大公開
(What does a t-shirt cost?: the true price of a
product) -- 6: 甜食的致命誘惑 (Sweet
seduction: the sugar drug)

30600480015255

hs

30610480014117

hs

959

DO 548.39
5103 2016

條碼(館藏)

960
961
eng

DO 548.544
4543 2011
DO 548.545
966
6083 2011
965

chi
chi

力挽狂瀾 [錄影資料] / [正覺教育
2版
基金會編製]
黑錢 [錄影資料] = Black money

台北市 : 正覺教育基
金會, 2011[民100]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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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48.8427
3633 2011
967

968 DO 549.42
5060 2012
969

題名/作者

決戰澎湖灣 [錄影資料] : 站在澎
湖博奕公投火線上 = Battle at
chi Penghu Bay : standing in the line of
fire at the Penghu gambling
referendum / 施云導演
中國 [錄影資料] : 成功與動盪 =
China : triumph & turmoil / BBC製
chi
作

970
971

DO 551.9 1096
2013

972

西方榮景不再 [錄影資料] =
Party's over : how the West went
chi
bust / BBC製作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輝洪開發總
代理 ; 台中市 : 充電趣
電影文化發行, 2011[
民100]
Sydney, N.S.W. : BBC
Worldwide ; 台北市 :
中文版
科技企業總代理,
2012[民101]

Sydney, N.S.W. : BBC
Worldwide ; 台北市 :
科技企業總代理,
中文版
2013[民102]
印度、中國大國創新 [錄影資料]
臺北市 : 台視文化,
/ 天下雜誌製作
2008[民97]

DO 551.98
8136

973

版本項

中文版

30610480014729

30610480015809

v.1

30610480015742
hs

v.2

30610480015759

30610480013887

975

v.2

30610480013895

976

v.3

30610480013903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c2011[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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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v.3

v.1

德國公視全球化探索 [錄影資料]
= Global.ized

館藏地

v.2

30610480015353

DO 552.1 2683
2011

內容註

30610480015783 內容: 1, 帝國體制--2, 毛澤東體制--3, 超級
大國
hs
30610480015791

v.1

v.1

974

chi

條碼(館藏)

內容: [1], 新北京大躍進系列(1) : 北京,還
是北京嗎?--[2], 新北京大躍進系列(2) :老
北京翻新迎向世界夢--[3], 新北京大躍進
系列(3) : 翻轉集體意識,北京新文明運動
起跑--[4], 新北京大躍進系列(4) : 走出紫 hs
禁城,讓世界看見北京--[5], 青藏鐵路: 孫中
山創造,共產黨製造--[6], 澳門傳奇,小漁村
賭成亞洲首富--[7], 農友,為印度脫貧--[8],
印度,貧窮中創新
1,他國違法漁船危害獅子山的漁民生計;
越南養殖漁業的傾銷策略; 搶救文盲的哥
倫比亞企業家; 從種植鴉片到咖啡的金三
角--2,世界最大的期貨市場-芝加哥; 非洲
賴索托王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日本東京
改善暖化的措施; 全球不景氣下的英格蘭
港口; 讓坦尚尼亞鄉村復甦的銀行家; 辨
識、解讀東方人臉譜的軟體--3,未來全球
的趨勢-慢食運動; 墨西哥瓶裝水的市場變
化; 印度企業家改善農村生活; 幫助非洲改
善瘧疾的傳染--4,孟買貧民窟的重整計畫;
衣索比亞野生咖啡樹的危機; 秘魯成功的
資源回收公司; 非洲南部波札那的鑽石開
採--5,難民的新希望 : 歐盟的希臘; 繁榮的
代價-加拿大採油熱; 用國際貿易阻止摩洛
哥鄉村的人力流失; 軍火交易市場-阿布達
比的國際防務展--6,衣索比亞提升教育邁

索書號(館藏) 語文

冊次

條碼(館藏)

977

v.4

30610480013911

978

v.5

30610480013929

979

v.6

30610480013937

v.7

30610480013945

981

v.8

30610480013952

982

v.9

30610480013960

983

v.10

30610480013978

984

v.11

30610480013986

985

v.12

30610480013994

980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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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慢食運動; 墨西哥瓶裝水的市場變
化; 印度企業家改善農村生活; 幫助非洲改
善瘧疾的傳染--4,孟買貧民窟的重整計畫;
內容註
衣索比亞野生咖啡樹的危機;
秘魯成功的 館藏地
資源回收公司; 非洲南部波札那的鑽石開
採--5,難民的新希望 : 歐盟的希臘; 繁榮的
代價-加拿大採油熱; 用國際貿易阻止摩洛
哥鄉村的人力流失; 軍火交易市場-阿布達
比的國際防務展--6,衣索比亞提升教育邁
向國際市場; 氣候暖化影響了北海的候鳥;
水資源的再利用-約旦是世界各國的先驅;
墨西哥貧童的營養補助計畫; 需要更多微
笑的俄羅斯人--7,難民在德國得以棲息的
家人; 仿藥是印度的重要工業之一; 摩洛哥
的傳統建築手法不再; 希臘與國際競爭的
棉花危機; 照顧德國移民醫療的企業家--8,
待修復的世界遺產遺跡-吳哥窟; 寮國啟發
的想法,拓展應用到非洲; 耐用又能賺錢巴西劍麻的改變; 坦尚尼亞為了提升教育 hs
和扶養,尋求生育率下降--9,南非的鮑魚成
為亞洲的食物; 東北亞摩天大樓最多的城
市-首爾; 打造波士尼亞幫助遠離昔日悲
傷; 巴西愛滋防治計劃與專利製藥產業對
抗--10,印度警衛型管理式社區的趨勢; 巴
西有人協助將違建變成合法; 德國致力讓
年輕人根留家鄉; 尼加拉瓜的咖啡農面對
全球咖啡市場的衝擊--11,希臘無人權的佩
托拉難民營; 土耳其企業家提昇婦女的人
生; 馬利是遏止非洲移民的歐洲移民中心;
巴西中產階級的拍賣風潮--12,美國銀行家
如何從他們造成的危機獲利; 墨西哥的低
價房子和公共建設; 衣索比亞一人一筆電
的教育計劃; 在坦尚尼亞訓練老鼠來尋找
地雷; 德國反對基因改造為大自然而戰-13,德國柏林街童重返社會的新希望; 越南
上升的海平面帶來嚴重的問題; 巴西的企
業家打破數位時代的種族隔離; 澳洲正面
臨歷史性的乾旱問題

臨歷史性的乾旱問題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3

30610480014000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
v.2
v.3
v.4
v.1
v.2

30610480014976
30610480014984
30610480014992
30610480015007
30610480015015
30610480015023
30610480015031
30610480015049
30610480015056
30610480012244
30610480012251
30610480012269
30610480012277
30610480000603
30610480000611

2011

30610480018456

v.1
v.2
v.3
v.4
v.5
v.6

30610480013630
30610480013648
30610480013655
30610480013663
30610480013671
30610480013689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DO 552.1 6701
2012

國際商務系列 [錄影資料] =
Berger's business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2[民101]

DO 552.1 8123
2003

全球經濟軼聞 [錄影資料] = Tales
from the global economy / [BBC
eng
Worldwide製作]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003[民92]

DO 552.2879
2635
DO 552.33
0002

台灣競爭力的故事 [錄影資料] :
獻給全台灣工作中的人 / 吳迎春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總報告 =
Industry, commerce and service
chi
census [電子資源] / 行政院主計處
[製作]
全球水資源 [錄影資料] : 乾渴的
星球 = Thirsty planet / 探索傳播公
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eng
製作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出
版年不詳]
臺北市 : 行政院主計
處, 民87-[1998-]

太陽的威力 [錄影資料] = The
chi power of the sun

[臺北市] : 吳健雄學術
基金會, 2005[民94]

看不見的石棉危機 [錄影資料] :
石綿職業病紀錄片/ 周麗鈞導演 ;
chi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承辦 ; 台
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勞動檢查處, 2017

eng

1003 DO 554.61
1004 5425 2011
1005
1006
1007
1008
DO 554.68
1009 4725 2005

1010

DO 555.56
7718 2017

chi

台北市 : 文采實業,
2011[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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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日本 : 傳統與現代之間--2,巴西 :
拉丁美洲的新希望--3,德國(I) : 歐洲巨人
的動搖--4,中國 : 亞洲經濟強國--5,芬蘭 :
歐洲的典範--6,法國 : 革新與停滯之間--7,
波蘭 : 發展中的國家--8,美國 : 驅動全球經 hs
濟--9,德國(II) : 回到基礎

內容: 1,全球咖啡市場--2,美國銀行利率--3,
基金投資剖析--4,耶誕季節商機

內容: 第1張, 1,拓疆四海--2,變形蟲運動-第2張, 3,老樹新生--4,紮根台灣

hs

hs

econ,hs
內容: 1,灌溉用水的環保化--2,大城市用水
的問題--3,水資源的未來極限--4,水資源的
利益衝突--5,跨國界的水權衝突--6,保護水
hs
資源的遠景

1,太陽的威力(60分鐘)--2,矽太陽電池的科 hs,clp,m
30610480010008 學原理(22分鐘)
h,econ,is
sp
3061048002150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56.54
4145 2010
1011

1012

chi

DO 556.56
4036 2003
DO 556.733
0761 2011

1013

1014

1015

1016

chi

chi

DO 556.733
0761-2 2011

DO 556.933
4239 2009 v.1

DO 556.933
4239 2009 v.2

chi

chi

chi

DO 556.933
1017 4239 2009 v.3

chi

DO 556.933
1018 4239 2009 v.4

chi

1019

DO 556.933
4239 2009 v.5

chi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她們的故事 [錄影資料] = The lost
[高雄市 : 高雄市人民
youth : women and industrial work
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
in Taiwan / 柯妧青導演 ; [高雄市
會], 2010[民99]
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製
作]
離鄉背井去打工 [錄影資料] / 李
[臺北市 : 同喜文化,
道明導演
2003]
環亞罷工90小時 [錄影資料] : 環
台北市 : 台北市勞工
亞飯店罷工紀錄片 / 郭明珠導演.
教育資訊發展協會,
剪接 ; 台北市環亞飯店產業工會,
2011[民100]
台北市勞工教育資訊發展協會製
作
天線寶寶之停車暫借問 [錄影資
臺北市 : 臺北市勞工
料] = workers against privatisation :
教育資訊發展協會
公播版
Teletubbies in Taipei / 郭明珠導演
(ICLE)出版 : 同喜文化
發行, 2011
勞動者英雄 [錄影資料] : 碼頭英
高雄縣 : 高雄縣政府
雄與家庭英雄 / 高雄縣政府勞工
勞工局, 2009[民98]
局監製 ; 南風影視傳播有限公司
製作
平凡中傳奇 [錄影資料] : 勞動工
高雄縣 : 高雄縣政府
人的城市交響曲 / 高雄縣政府勞
勞工局, 2009[民98]
工局監製 ; 南風影視傳播有限公
司製作
秤頭 [錄影資料] : 勞運與勞資平
高雄縣 : 高雄縣政府
衡桿 / 高雄縣政府勞工局監製 ;
勞工局, 2009[民98]
高苑科技大學製作
女工菜籽命 [錄影資料] / 高雄縣
高雄縣 : 高雄縣政府
政府勞工局監製 ; 立承多媒體傳
勞工局, 2009[民98]
播有限公司製作
汗水顔容 [錄影資料] : 李敏慧.蕭
高雄縣 : 高雄縣政府
進國紀事 / 高雄縣政府勞工局監
勞工局, 2009[民98]
製 ; 立承多媒體傳播有限公司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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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2764

hs

30610480019850

hs

內容: 環亞罷工90小時-2006年環亞工會罷
工紀實--2003無戰事-環亞工會罷工前傳-30610480016138 殘念.懸念-環亞工會罷工後記
hs

30610480019702

hs

30610480012566

hs

30610480012574

hs

30610480012582

hs

30610480012590

hs

30610480012608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020

DO 556.933
4239 2009 v.6

1021 DO 557 3571
1022 2011
1023
1024
1025
1026
DO 557.259
5283 2009
1027

1028

1029

DO 557.3833
3120 2014

DO 557.987
7967 2008

頭路與田水 [錄影資料] : 高高屏
勞工劇場 / 李哲宇, 鍾喬編劇 ; 郭
chi
舒導演 ; 七霞電影有限公司製作
運輸與環保 [錄影資料] =
Transport

東綫鐵道風華再現 [錄影資料] =
Revisiting the golden age of the east
chi coast line / 鍾永男建築師事務所,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chi

chi

DO 558.5 8127
1031 2005
eng

1032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高雄縣 : 高雄縣政府
勞工局, 2009[民98]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chi

DO 558.5 8127
1030 2005
eng

DO 559.9 4347
2007

題名/作者

chi

1033 DO 561.7 8124
1034 2011
chi
1035
1036

遷.變.新 [錄影資料] : 國道1號五
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文史記
錄影輯 / 三熹映畫, 林同棪工程
顧問公司製作
長榮集團三十年 [錄影資料] =
Evergreen group 30th anniversary /
長榮國際文化事業本部攝影課製
作
全球化貿易的負面效應 [錄影資
料] = A dollar a day dress / [BBC
Worldwide製作]
全球化貿易的負面效應 [錄影資
料] = A dollar a day dress / [BBC
Worldwide製作]
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 [錄影資
料] = Valery S. de Beausset and
U.S. aid to Taiwan /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監製 ; 光啓社製作
金融危機 [錄影資料] = Financial
Crisis

條碼(館藏)

30610480012616
v.1
v.2
v.3
v.4
v.5
v.6

內容註

館藏地

hs

30610480014307 內容: 1,倫敦 : 交通的代價--2,巴黎 : 公共
30610480014315 自行車--3,食物里程--4,首爾 : 清溪川的重
30610480014323 整--5,波特蘭 : 地方意識--6,擁擠的天空
hs
30610480014331
30610480014349
30610480014356

花蓮縣花蓮市 : 花蓮
縣政府文化局, 2009[
民98]

30600480013615

臺北市 : 交通部臺灣
區國道興建工程局, 民
103[2014]

1, 開工影片 -- 2, 紀錄片-遷 -- 3, 紀錄片-變
-- 4, 紀錄片-新 -- 5, 優先路段通車影片 -30600480019273
hs
6, 全線通車影片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hs

30600480012252

hs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005[民94]

30610480012509

hs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005[民94]

30610480015247

hs

30600480011379

hs

台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圖書館, 2007[民96]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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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30610480014364 內容: [1],警訊--2,銀行破產--3,崩盤內幕--4,
30610480014372 十兆美元赤字--5,馬多夫詐騙案
hs
30610480014380
30610480014398

DO 561.7 8124
2011

金融危機 [錄影資料] = Financial
Crisis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1037
1038 DO 561.8 4681
世界金融史觀 [錄影資料] =
1039 2009
Ascent of money / [BBC Worldwide
1040
製作]
eng
1041
1042
1043
DO 562.933
臺灣金融發展史話 [錄影資料] /
1044 4381 2005
chi 台灣金融研訓院製作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DO 563.146
卡債風暴 [錄影資料] = The card
chi
2276 2011
game
DO 571.7 0243
台灣魂 [錄影資料] : 五一九鎮暴
2008
部隊前的喪禮 / 文化台灣影像工
chi
作室, 自由時代週刊社, 新台灣社
運視聽工作室製作
DO 571.7 2343
愛與非暴力 [錄影資料] : 一〇〇
2008
chi 行動紀實與省思 / 台灣報導工作
室製作
DO 572.353
台北新象行動派黃大洲 [錄影資
chi
2102 2008
料]
DO 572.397
2007年雲林縣「反賄選、斷黑
2142 2008
金」宣導活動 [錄影資料] : 反賄
chi 選斷黑金大家逗陣來 / 佳聯有線
電視錄製 ; 雲林地檢署監製

DO 572.397
1051 2343 1993
DO 572.62
8751
DO 572.62
1053
8751-2 1992
DO 573.07
1054 0014 2014
1052

豬狗升天記 [錄影資料] : 反賄選
chi 新劇 / 張晉城, 呂秀蓮監製 ; 台灣
報導影像工作室製作
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 [錄影資料]
chi
/ 公民投票促進會主辦
公民投票長跑 [錄影資料] / 公民
chi
投票促進會主辦
末代叛亂犯 [錄影資料] = The last
chi insurrection / 廖建華導演; 陳虹羽
執行; 楊鎮源攝影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版本項

出版項

內容: [1],警訊--2,銀行破產--3,崩盤內幕--4,
十兆美元赤字--5,馬多夫詐騙案
冊次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009[民98]

v.5
v.1
v.2
v.3
v.4
v.5
v.6

台北市 : 台灣金融研
訓院 : 台視文化, 2005[
民94]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台北市 : [出版者不
詳], 2008[民97]

[出版地不詳] : 一〇〇
行動聯盟發行, 2008[
民97]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雲林縣 : 雲林地檢署,
2008[民97]

台北市 : 民主人同盟 :
新女性聯合會, 1993[
民82]
[台北市] : 公民投票雜
誌社, [出版年不詳]
[台北市] : 公民投票促
進會, [1992]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唐
獎教育基金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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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hs
館藏地

30610480014406
30610480012053 內容: 1,信用與債務--2,債券市場--3,股票市
30610480012061 場--4,保險事業--5,房貸市場--6,中美經濟聯
30610480012079 姻
30610480012087
30610480012095
30610480012103

hs
hs
hs
hs
hs
hs

30610480015395

econ,hs

30610480014125

hs

30600480010843

hs

30600480010850

hs

30600480010884

hs

v.1

內容: v.1, 法務部長施茂林, 八合一宣導短
30660480000012 片, 反賄選記者會, 新聞短片--v.2, 北港朝
天宮宣導活動
hs

v.2

30660480000020

30600480010835

hs

30600480014381

hs

30600480014357

hs

第一章 老賊修憲-- 第二章 白色恐怖再起 30610480018803 -第三章 無力者哀歌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73.07
5464 2008
DO 573.07
1056
6024 1993
DO 573.07
1057 7144 2010
1055

DO 573.07
7356
DO 573.09
1059 0433 2008
1058

DO 573.18
1060 7062 2010

1061
DO 573.29
1062 4108 2011
DO
1063 573.331/111.3
0863 2014
DO
1064 573.331/125.3
4863 2014
DO 573.552
1065 7227 2012

1066

DO 573.57
2174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清廉對歪哥 [錄影資料] / 陳芳明
監製 ; 青蘋果有限公司製作
台灣 [錄影資料] = The unknown
chi
Taiwan / 呂秀蓮製作
總統與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
chi 視訊會議 [錄影資料] / [馬英九主
持]
反對中國併吞台灣 [錄影資料]
chi

台北市 : 民主進步黨
中央黨部, 2008[民97]
桃園市 : 呂秀蓮, 1993[
民82]
[臺北市] : [總統府],
2010[民99]

529立法院內外大決戰 [錄影資
chi 料] / 新台灣社運視聽工作室製作

[台北市 : 新台灣社運
視聽工作室], 2008[民
97]

chi

冊次

民主路上的中華民國 [錄影資料]
= Towards Democrary :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 China / 國史館策劃 ; 林滿紅總策
劃 ; 中天電視公司, 長天傳播製
作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簡介 [錄
chi 影資料] /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製作]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新竹縣選舉工
chi 作實錄. 103年 [電子資源] / 新竹 初版
縣選舉委員會編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選舉實
chi 錄. 103年 [電子資源]. 103年 / 嘉 第一版
義縣選舉委員會編
馬總統與啓英靑年有約, 姐妹守
chi 信媒體報導集錦 錄影資料 / [啓
英高級中學製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年年報
[電子資源] = Mainland affairs
chi
初版
council ... annual report / 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編

v.1

v.2
臺北市 : 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 2011[民
100]
新竹縣竹北市 : 竹縣
選委會, 民103[2014]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0868

hs

30600480010827

hs

30910480002264

hs

30600480014365

hs

30600480010876

hs

Disc 1,時代思潮・共和肇建1911-1912--民
30600480014696 主嘗試・南北分立1912-1928--訓政建國・
約法之治1928-1945--憲政起步・非常體制
1945-1949-- Disc 2,追憲政・殖民反抗1895- mh,hs
1945--威權體制・自由星火1945-1971--複
30600480014704 合危機・體制修補1971-1987--憲政改革・
民主鞏固1987-2008
30660480000103

hs

30600480019281

hs

嘉義縣 : 嘉義縣選舉
委員會, 2015

30600480019166

hs

[桃園縣 : 啓英高級中
學], 2012[民101]

30610480014711

hs

30910480004336

fsn,issp,
eas,h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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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73.57
1067 2223 2008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以自然為名 [錄影資料] : 一日林
chi 務人 終身林務人 / 大麥影像傳播
工作室製作
監察院國際事務工作紀要暨出國
chi 報告 [電子資源]. 2011-2013 / 監察
院國際事務小組編
人民的聲音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視台監製 ; 多面向藝術工作室製
chi
作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08[
民97]
臺北市 : 監察院, 民
103[2014]

歷史與政治的對話 [錄影資料] :
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
chi
黨創立80週年 / 蔣渭水文化基金
會,台灣研究基金會主辦
DO
577.2
1148
天下華人 [錄影資料]
1074
2012
1075
chi
1076

臺北市 : 蔣渭水文化
基金會, [2007]

DO 573.82
1068 7376
1069 DO 573.97
1070 8413 2006
1071
1072
DO 576.33
7571 2007
1073

冊次

台北市 : 宇勗, 2012[民
101]

1080

DO 578.193
2222 2015

DO 579.27
3410 2014
1081

v.1
v.2
v.3
v.4

[台北市] : 總統府人權
諮詢委員會, 2014[民
103?]

30610480001049 內容: 1,民主路上--2,做工仔--3,我們只有一
30610480001056 個台灣--4,高砂族.山胞.原住民
hs
30610480001064
30610480001072

v.4
v.1

30600480018283

v.2

30600480018291

臺北市 : 外交部, 2015
30910480004278

3061048001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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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hs

30610480014737 內容: 1,開路 : 一頁華人移工辛酸血淚史-2,奮鬥 : 第二代華人在異國土地的奮鬥與
30610480014745 榮耀--3,根脈 : 彰顯海外華人內心深處的
hs
30610480014752 華夏特質--4,家國與天下 : 家國天下是一
體, 天下大同為目標
30610480014760

v.1

v.3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錄影資料]
: 中華民國初次國家人權報告紀
chi 錄短片 = The video of ROC's initial
report under the ICCPR and ICESCR
/ 法務部承辦 ; 總統府人權諮詢
委員會主辦

hs,issp

30600480013706

v.2

[緬甸仰光市] : 旅緬永
定會館, 2009[民98]

館藏地
hs

2011-2013 30600480019208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1919-2009慶祝旅緬永定會館成立
chi 九十週年紀念 [錄影資料] / [旅緬
永定會館製作]
我們的島嶼 [錄影資料] : 釣魚臺
列嶼 : 釣魚臺列嶼主權屬於中華
chi 民國教育版文宣影片/ 華視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製作

內容註

30600480013656

1077
1078 DO 577.2381
0233 2009
1079

條碼(館藏)

hs
1,史料篇--2,國際法理篇--3,甲午戰爭篇--4,
開羅宣言篇--5,主權篇--6,東海和平倡議篇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579.27
3410-2 2014
1082

DO 579.27
1083 8440 2005
DO 579.27
1084 8440 2005
DO 579.27
9221 2017

1085

題名/作者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錄影資料]
: 中華民國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紀錄短片 = The video of review
chi
meeting of the ROC's initial report
under the ICCPR and ICESCR / 法
務部承辦 ;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會主辦
床前明月光 [錄影資料] : 一群人
chi 權受難者的故事 / 財團法人人權
教育基金會製作
床前明月光 [錄影資料] : 一群人
chi 權受難者的故事 / 財團法人人權
教育基金會製作
火線任務 [錄影資料] : 台灣政治
犯救援錄 =. A Burning Mission ;
Rescue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of
Taiwan=. 最前線の任務 ; 台湾政
治犯の救援記錄 / 財團法人陳文
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北市] : 總統府人權
諮詢委員會, 2014[民
103?]
30610480018480

hs

[臺北市] : 人權教育基
金會, 民94[2005]

30600010417104

hs,mh

[臺北市] : 人權教育基
金會, 民94[2005]

30610480000785

hs,mh

臺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
總管理處籌備處,
[2017]
v.1

chi

第 65 頁，共 232 頁

內容: disc 1,:臺灣戒嚴時期,政府對外聲稱
「臺灣沒有政治犯」-實則是無所不在的
白色恐怖,讓島內噤聲;海外臺灣人與來自
世界各國的人權工作者,把政治犯的處境
公諸於世,鬆動恐怖的桎梏。1970年1月彭
30610480019975 明敏逃亡瑞典、12月臺灣政治犯名單首次
向世界公布、1972年謝聰敏被捕消息曝
光、1979年美麗島事件與1980年初林家血
案等等,事件相關當事人的經歷,救援與被
救援、自由與不自由、感念與激憤...。紀
錄片「火線任務」訪談多位當事人,重述
驚險緊張宛若間諜片的救援任務,佐以珍 hs
貴史料、畫面,是認識白色恐怖歷史中不
可或缺的影片,亦是感動人心的影像作
品。
disc 2,:是特別為小學四年級到國中一年級
的學生所拍攝的影片。如何和孩子談論
「人權」?如何告訴孩子,他們的長輩曾經
走過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劇情/紀錄
片引人入勝,是好看又具有教育意義的教
材,更能豐富國內人權教育所缺乏的面
向。影片分為四段:和平宣言的精神:楊逵
與和平宣言;媽媽不見了:白色恐怖時代、
柯旗化的故事;你是自由的守護者:柏楊的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chi

1086

1087

v.2

DO 579.27061
3475 2009

1088 DO 581.16
4380
1089

綠島的一天 [錄影資料] : 台灣白
色恐怖受難者與綠島人口述影像
chi
紀錄 / 洪隆邦導演 ; 台灣游藝設
計工程有限公司監製
關鍵抉擇 [錄影資料] : 修憲系列
辯論會 / 臺灣智庫主辦 ; 公共電
chi
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協辦

台東縣 : 國立台東生
活美學館, 2009[民98]

30910480001829

臺北市 : 臺灣智庫,
2005[民94]

v.1
v.2

1090
DO 585.32058
1091 3100

向世界公布、1972年謝聰敏被捕消息曝
光、1979年美麗島事件與1980年初林家血
案等等,事件相關當事人的經歷,救援與被
條碼(館藏) 救援、自由與不自由、感念與激憤...。紀
內容註
館藏地
錄片「火線任務」訪談多位當事人,重述
驚險緊張宛若間諜片的救援任務,佐以珍 hs
貴史料、畫面,是認識白色恐怖歷史中不
可或缺的影片,亦是感動人心的影像作
品。
disc 2,:是特別為小學四年級到國中一年級
的學生所拍攝的影片。如何和孩子談論
30610480019983
「人權」?如何告訴孩子,他們的長輩曾經
走過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劇情/紀錄
片引人入勝,是好看又具有教育意義的教
材,更能豐富國內人權教育所缺乏的面
向。影片分為四段:和平宣言的精神:楊逵
與和平宣言;媽媽不見了:白色恐怖時代、
柯旗化的故事;你是自由的守護者:柏楊的

v.3

hs

30600010432632 修憲系列辯論會共三場,第一場,公投入憲
與廢除國大--第二場,國會減半與選制改
hs,mh,is
30600010459460 革--第三場,2005修憲案:贊成或反對
sp
30600010459478

經濟犯罪防制工作年報 [電子資
源] = The prevention and
chi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 crime
yearbook / 法務部調查局編

新北市新店區 : 法務
部調查局, 2014[民
103]-

DO 589.52058
1093 3100

中華民國...廉政工作年報 [電子
chi 資源] = Anti-corruption annual
report / 法務部調查局編輯

新北市新店區 : 法務
部調查局廉政處,
2014[民103]-

30610480018514

hs

DO 592.9286
1094 4314 2009

古寧頭大戰 [錄影資料] =
chi Guningtou battle / 新汎亞國際多媒
體有限公司製作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30600480013805

hs

1092

2013

30610480018522
h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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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8860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27.86
8063 2015
1095

題名/作者

破曉時分 [錄影資料] : 抗戰勝利
與受降 = The dawn of peace:
chi victory over Japan and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f 1945 / 余明涂導演;
非也傳播有限公司承製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30600480018887

百年民國 [錄影資料] : 民主的歷
臺北縣新店市 : 國史
程 = Towards democracy : the first
館, 2009[民98]
家庭播
1096
chi hundred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映版
China / 國史館策劃 ; 林滿紅[總策
劃] ; 中天電視製作
DO 628.5 2256
我的抗戰 [錄影資料] / 崔永元总
北京 : 北影录音录像
1097
2011
策划 ; 曾海若总导演 ; 五星传奇.
公司, 2011[民100]
读库出品
1098

30600480014829

v.1

30610480014489

v.2

30610480014497

1099

v.3

30610480014505

1100

v.4

30610480014513

1101

v.5

30610480014521

v.6

30610480014539

1103

v.7

30610480014547

1104

v.8

30610480014554

1105

v.9

30610480014562

1106

v.10

30610480014570

1107

v.11

30610480014588

chi

1108

DO 628.5 6344
2010

日军在华史实 [錄影資料] =
Unnecessarily judgment / 孔笙、侯
鸿亮导演 ; 李宜超主演

館藏地

臺北市 : 國史館, 民
104[2015]

DO 628 1876
2009

1102

內容註

[濟南市] : 山东文化音
像出版社, 2010[民99]

chi
第 67 頁，共 232 頁

v.1

hs,mh

段落選擇(內含): 時代思潮・共和肇建
1911-1912 -- 民主嘗試・南北分立 19121928 -- 訓政建國・約法之治 1928-1945 -- hs,mh
憲政起步・非常體制 1945-1949 -- 歷史地
圖 -- 歷史年表
內容: v.1: 第一集, 卢沟晓月; 第二集, 八百
孤军; 第三集, 伏击--v.2: 第四集, 长城谣;
第五集, 白山黑水; 第六集, 第五战区--v.3:
第七集, 八千里路; 第八集, 黄河吟; 第九
集, 在延安长大--v.4: 第十集, 潜伏; 第十一
集, 雾都茫茫; 第十二集, 反扫荡--v.5: 第十
三集, 敌后武工队; 第十四集, 永远的微笑;
第十五集, 拔据点--v.6: 第十六集, 钢筋铁
骨; 第十七集, 飞虎飞虎; 第十八集, 生命
线--v.7: 第十九集, 松山之战; 第二十集, 到
敌人后方去; 第二十一集, 将军之死--v.8: hs
第二十二集, 壮志凌云; 第二十三集, 天使;
第二十四集, 战火红颜--v.9: 第二十五集,
背影; 第二十六集, 百团大战; 第二十七集,
红烛--v.10: 第二十八集, 击毙; 第二十九集,
战俘; 第三十集, 伪军--v.11: 第三十一集,
活下去; 第三十二集, 胜利了; 特别收录, 制
作特辑

內容: v.1: 1, 历史的回眸; 2, 神秘的外务省
报告书; 3, 花冈诉讼; 4, 山东农民刘连仁;
30610480011212
5, 福冈胜诉; 6, 被追问的良心; 7, 裴凤基的
故事--v.2: 8, 一个罪恶的诞生; 9, 日本鬼子;
10,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11, 大森典子律师;
12, 来自民间的审判; 13, 明妮魏特琳; 14, hs
为了被忘却的记忆--v.3: 15, 在历史的黑暗
中; 16, 细菌战作战; 17, 罪恶的交易; 18, 一

DO 628.5 6344
2010

日军在华史实 [錄影資料] =
[濟南市] : 山东文化音
Unnecessarily judgment / 孔笙、侯
像出版社, 2010[民99]
鸿亮导演
;
李宜超主演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chi

1109

v.2

1110

v.3

1111 DO 628.525
1112 4044 2008
1113
1114
1115
1116
DO 628.525
1117 4047

1937南京真相 [錄影資料] / 沙鷗
國際多媒體製作

台北市 : 沙鷗國際多
媒體, 2008[民97]

chi

南京大屠杀 [錄影資料] =
chi Massacre in Nanjing / 出品人: 张戈

[濟南] : 山东文化音像
出版社, [出版年不詳]

DO 628.525
7422 2009

南京!南京! [錄影資料] = Lu
Chuan's city of life and death / 陆川
chi
导演、编剧 ; 刘烨等主演

DO 628.621
1119 5687 2008

大决战. 第一部. 辽沈战役 [錄影
資料] = The great decisive war : the
chi Liaoshen military campaign / 中囯
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 李俊总导演

[北京市] : 中影音像出
版社出版 ; 广州 : 飛仕
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发
行, 2009[民98]
[北京市] : 中囯三环音
像社, 2008[民97]

1118

1120
DO 628.622
1121 5687 2008
1122
DO 628.623
1123 5687 2008
1124

v.1
v.2
v.3
v.4
v.5
v.6

內容: v.1: 1, 历史的回眸; 2, 神秘的外务省
报告书; 3, 花冈诉讼; 4, 山东农民刘连仁;
7, 裴凤基的 館藏地
條碼(館藏) 5, 福冈胜诉; 6, 被追问的良心;
內容註
故事--v.2: 8, 一个罪恶的诞生; 9, 日本鬼子;
10,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11, 大森典子律师;
30610480011220 12, 来自民间的审判; 13, 明妮魏特琳; 14, hs
为了被忘却的记忆--v.3: 15, 在历史的黑暗
中; 16, 细菌战作战; 17, 罪恶的交易; 18, 一
个女人和一场诉讼; 19, 平顶山惨案; 20, 共
30610480011238 同的斗争; 21,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30610480009836 內容: v.1, 古都淪陷--v.2, 血海金陵--v.3, 國
30610480009844 際救援--v.4, 屍山記錄--v.5, 正義之劍--v.6,
30610480009851 為了和平
hs
30610480009869
30610480009877
30610480009885
地獄六周--冤魂30萬--屠城血証--一部日寇
30610480011204 侵華酷刑罪証
mh,hs

30610480010131

v.1

hs

30610480008986
hs

大决战. 第二部. 淮海战役 [錄影
資料] = The great decisive war : the
chi Huahai military campaign / 中囯人
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
李俊总导演

[北京市] : 中囯三环音
像社, 2008[民97]

大决战. 第三部. 平津战役 [錄影
資料] = The great decisive war : the
chi Pingjin military campaign / 中囯人
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
李俊总导演

[北京市] : 中囯三环音
像社, 2008[民97]

v.2

30610480008994

v.1

30610480009000
hs

v.2

30610480009018

v.1

30610480009026
hs

v.2

第 68 頁，共 232 頁

30610480009034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中华人民共和囯成立六十周年大
北京 : 中囯囯际电视
1125 DO 628.7 5513
2009
阅兵 [錄影資料] = 60th anniversary
总公司, 2009[民98]
chi
收藏版
1126
of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ational day military
1127
parade
& mass
pageant celebrations
方志中国
[錄影資料]
: 十集大型 /
[北京市 : 中央电视台,
1128 DO 670 0456
2010
电视纪录片
=
Chinese
local
2010]
1129
chronicles : 10-episode television
chi
1130
documentary /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1131
组办公室, 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
1132
DO 672.35/239
來去大陳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公
1133
4447 2001
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chi 臺監製 ; 綠光全傳播有限公司製
作
會, 2001[民90]
1134

v.1

1135 DO
673.19/205.4
1136
0287 2009
1137

v.1

文化金門全紀錄 [錄影資料]. II /
新汎亞國際多媒體有限公司製作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2009[民98]

v.2
v.3
v.1
v.2
v.3
v.4
v.5
v.1
v.2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0107 1,中华人民共和囯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2,
中华人民共和囯成立60周年联欢晚会--3,
hs,mh
30610480010115 历次囯庆大阅兵(原名《囯庆纪事》
30610480010123
30600480017111 內容: v.1: 第一集, 文化瑰寶 ; 第二集, 源遠
30600480017129 流長--v.2: 第三集, 一統國志 ; 第四集, 郡
城繁華--v.3: 第五集, 輿地風物 ; 第六集,
30600480017137 千年流布--v.4: 第七集, 志在四方 ; 第八集, hs
30600480017145 志學有成--v.5: 第九集, 功在當代 ; 第十集,
30600480017152 千秋大業
內容:第一集:來去大陳之來--第二集:來去
30610480019090
大陳之去
mh,hs
30610480019108

1141

v.7

1142

v.8

1143

v.9

30600480013888 內容: 1,靜默的守候:村落守護神-風獅爺傳
奇--2,靜默的守候:生活守護神-趨吉避凶辟
30600480013896
邪物--3,安定的家園:大地瑰寶-世界遺產閩
30600480013904 南古厝--4,安定的家園:光宗耀祖-中西合璧
30600480013912 洋樓建築--5,安定的家園:敬祖尊天-庇祐村
民的宗祠寺廟之美--6,前人的足跡:海濱鄒
30600480013920
魯-出類拔萃歷代先賢--7,前人的足跡:見證 hs
30600480013938 風華-歷史文物遺蹟采風--8,生命的歷程:先
30600480013946 人智慧-閩南遺風的歲時節慶(上)--9,生命
的歷程:先人智慧-閩南遺風的歲時節慶
30600480013953 (下)--10,生命的歷程:繁衍傳承-代代相守的
30600480013961 生命禮俗

1144

v.10

30600480013979

v.1
v.2
v.3
v.1
v.2
v.3
v.1
v.2
v.3

30910480003361
30910480003379
30910480003387
30910480003999
30910480004005
30910480004013
30600480001677
30600480001685
30600480001693

v.3

1138

v.4

1139

v.5

chi

1140

1145
1146
1147
1148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v.2

DO
673.19/205.4
0316 2011
DO
673.19/205.4
0316 2012
DO 673.21
8413 2008

v.6

金門出洋客 [錄影資料] / 新汎亞
chi 國際多媒體有限公司製作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2011[民100]

金門出洋客 [錄影資料] / 新汎亞
chi 國際多媒體有限公司製作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
縣文化局, 2012[民101]

台灣地方誌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視製作
chi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第 69 頁，共 232 頁

內容: 1, 新加坡的出洋客--2, 馬來西亞的
出洋客--3, 印尼的出洋客

hs

內容: 1, 菲律賓的出洋客--2, 砂勞越的出
洋客--3, 汶萊的出洋客

hs

內容: 1,外傘頂洲的故事--2,山腳下的四庄
番(上)-追尋--3,山腳下的四庄番(下)-重建-4,我們為土地而戰--5,記憶現場--6,腳印行
hs
動

1154
1155
1156

DO 673.21
台灣地方誌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8413 2008
視製作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chi

DO 673.227
牡丹風雲 [錄影資料] / 陳宗洲
chi
7533 2011
編、導、攝
1158 DO 676.66
神山聖湖夢幻鄉 [錄影資料] / [大
chi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製作]
1159 4567 2003
1160
1161 DO 677.2 2302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歷史篇 [
1162 2007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1163
1164
1165
1166
1167
1168
1169
chi
1170
1171
115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版本項
出版項
民97]

冊次
v.4
v.5
v.6

[台中縣太平市] : 黃豊
昌, 2011[民100]
台北市 : 大中國際多
媒體公司, [2003]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第 70 頁，共 232 頁

內容: 1,外傘頂洲的故事--2,山腳下的四庄
番(上)-追尋--3,山腳下的四庄番(下)-重建-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4,我們為土地而戰--5,記憶現場--6,腳印行
hs
30600480001701 動
30600480001719
30600480001727
30600480014845

v.1
v.2
v.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30610480000041
30610480000058
30610480000066
30600480000521
30600480000539
30600480000547
30600480000554
30600480000562
30600480000570
30600480000588
30600480000596
30600480000604
30600480000612
30600480000620

hs
內容: 第1集,發現西藏--第2集,體驗西藏-第3集,驚艷西藏

hs

內容: 1,史前文化(一)舊石器時代--2,史前
文化(二)新石器時代--3,史前文化(三)鐵器
時代--4,台灣的原住民(一)台灣原住民的源
流--5,台灣的原住民(二)台灣平埔族--6,台
灣的原住民(三)高山九族一--7,台灣的原住
民(四)高山九族二--8,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
(一)總論--9,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二)南-10,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三)南--11,漢族移
民與土地開發(四)北--12,漢族移民與土地
開發(五)北--13,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六) hs
中--14,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七)中--15,漢
族移民與土地開發(八)東--16,台灣史上的
政權(一)--17,台灣史上的政權(二)--18,台灣
史上的政權(三)--19,台灣史上的政權(四)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
1182
1183
1184
1185
1186
1187
1188
1189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1195
1196
1197

DO 677.2 4313
2007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台灣的故事 [錄影資料] : Story
Taiwan /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台視文化,
2007[民96]

台灣開發史 [錄影資料] / 謝敏聰,
宋肅懿撰稿

台北市 : 新仁教材行,
2008[民97]

DO 677.2 4458
發現台灣 [錄影資料] : 原鄉尋根 /
1198 1999
chi 葛林威智藝術空間有限公司錄影

南投縣南投市 : 臺灣
省政資料館, 1999[民
88]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7[
民96]

chi

DO 677.2 4371
2008
chi

1199 DO 677.2 8413
1200 2007
1201

chi

打拚 [錄影資料] : 台灣人民的歷
史 = Taiwan : a people's history / 公
共電視台製作

冊次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
v.2
v.3
v.4
v.5

30600480010728
v.1
v.2
v.3

1202

v.4

1203

v.5

1204 DO 677.2
8413-2 2007
chi

打拚 [錄影資料] : 台灣人民的歷
史 = Taiwan : a people's history / 公
共電視製作

加值版

10,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三)南--11,漢族移
民與土地開發(四)北--12,漢族移民與土地
開發(五)北--13,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六) hs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中--14,漢族移民與土地開發(七)中--15,漢
30600480000638 族移民與土地開發(八)東--16,台灣史上的
30600480000646 政權(一)--17,台灣史上的政權(二)--18,台灣
30600480000653 史上的政權(三)--19,台灣史上的政權(四)
30600480000661
30600480000679
30600480000687
30600480000695
30600480000703
30600480001388 內容: 1,台灣第一--2,榮耀台灣--3,挑戰不可
30600480001396 能--4,榮耀與新生--5,台灣嘉年華--6,行遍台
30600480001404 灣--7,台灣新視界--8,台灣搶流行--9,節慶看
30600480001412 台灣--10,再回到從前--11,台灣蒐奇--12,時
30600480001420 代的軌跡--13,民生大事紀
30600480001438
hs
30600480001446
30600480001453
30600480001461
30600480001479
30600480001487
30600480001495
30600480001503
30600480010488 內容: 1,史前-17世紀--2,荷、西佔台-清中
30600480010496 期--3,清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4,日本殖民
thr,hs
30600480010504 統治時期--5,中華民國在台灣
30600480010512
30600480010520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v.1
化事業基金會, 2007[
民96] 第 71 頁，共 232 頁

hs

30600480000364 內容: v.1: 第一集, 島嶼黎明 ; 第二集, 福爾
30600480000372 摩沙--v.2: 第三集, 帝國邊陲 ; 第四集, 外
海挑戰--v.3: 第五集, 烈日殖民 ; 第六集,
30600480000380 覺醒時代--v.4: 第七集, 悲劇未央 ; 第八集, hs
30600480000398 航向民主--v.5, 幕後紀實
30600480000406
30600480001628 內容: v.1: 第一集, 島嶼黎明 ; 第二集, 福爾
摩沙--v.2: 第三集, 帝國邊陲 ; 第四集, 外
海挑戰--v.3: 第五集, 烈日殖民 ; 第六集,
hs
覺醒時代--v.4: 第七集, 悲劇未央 ; 第八集,

索書號(館藏)
語文 打拚 [錄影資料]
題名/作者
DO
677.2
: 台灣人民的歷 版本項 台北市 :出版項
公共電視文
8413-2
2007
史
=
Taiwan
:
a
people's
history
/
公
化事業基金會,
2007[
1205
共電視製作
民96]
chi
加值版
1206

冊次

第 72 頁，共 232 頁

v.2
v.3

條碼(館藏)

內容: v.1: 第一集, 內容註
島嶼黎明 ; 第二集, 福爾 館藏地
30600480001636 摩沙--v.2: 第三集, 帝國邊陲 ; 第四集, 外
海挑戰--v.3: 第五集, 烈日殖民 ; 第六集,
30600480001644 覺醒時代--v.4: 第七集, 悲劇未央 ; 第八集, hs
航向民主--v.5: 幕後紀實

DO 677.2
8413-2 2007

打拚 [錄影資料] : 台灣人民的歷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史 = Taiwan : a people's history / 公
化事業基金會, 2007[
共電視製作
民96] 出版項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chi
加值版

冊次

1207

v.4

1208
1209 DO 677.21
1210 3150 2008
1211
1212
DO 677.25
4375 2001
1213

v.5
v.1
v.2
v.3
v.4

DO 677.2857
1214 4746 2008

歷史的臺灣 [錄影資料] = Historic
Taiwan / 連震東文教基金會監製 ;
chi
連惠心製作

chi

jpn

DO 677.2867
1000 2009
1215

1216

chi

DO 677.29
1169

chi

1217
DO 677.2913
1185 2006
DO 677.2913
1219
4102 2001
DO 677.2913
1220
4311
DO 677.292
4071 2009
1221
1218

台灣 荷蘭 鄭家軍 [錄影資料] : 荷
蘭時期台灣圖像紀錄片 / 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瀨川孝吉氏所藏朝日新聞映画ニ
ュース霧社蕃害事件 [錄影資料]
/ 大阪朝日新聞社攝映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 [錄影資料]
: 台灣左翼紀事 = If I Have to Die
1000 Times : The Story of
Taiwanese Left-Wing / 王育麟導演
;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製
作
一同走過從前 [錄影資料] : 攜手
台灣四十年 / 張照堂編導 ; 孫曼
蘋, 李瑟策畫撰稿

傷痕二二八 [錄影資料] / 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會, 公共電視製作
和平228 [錄音資料] / 台北音樂教
chi
學會製作
台灣二二八事件50週年追悼大會
chi
[錄影資料]
存亡關頭 [錄影資料] : 一九四九
年的中華民國 = A year of crisis :
家庭播
chi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 國史
映版
館策劃 ; 林滿紅[總策劃] ; 中天電
視製作
chi

台北市 : 華暘傳播,
2008[民97]

台北市 : 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籌備處 : 公
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會, 2001[民90]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內容: v.1: 第一集, 島嶼黎明 ; 第二集, 福爾
摩沙--v.2: 第三集, 帝國邊陲 ; 第四集, 外
烈日殖民 ; 第六集,
條碼(館藏) 海挑戰--v.3: 第五集,
內容註
館藏地
hs
覺醒時代--v.4: 第七集, 悲劇未央 ; 第八集,
30600480001651 航向民主--v.5: 幕後紀實
30600480001669
30600480001537 內容: 1, 壹.荷蘭篇--2, 貳.移民篇--3, 參.日
30600480001545 據篇--4, 肆.民國篇
hs
30600480001552
30600480001560
30610480007129

hs

30600480010801

hs

30610480009828

hs

台北市 : 台視文化,
c2009[民98]

台北市 : 天下雜誌,
[199?]

v.1
v.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6[民95]
台北市 : 台北音樂教
學會, 民90[2001]
[出版地不詳 : 國際錄
影, 出版年不詳]
臺北縣新店市 : 國史
館, 2009[民98]

第 73 頁，共 232 頁

內容: 第1張, 1,耕耘的年代(民國34-44年)-2,砥礪的歲月(民國45-53年)--第2張, 3,起飛
的時刻(民國54-63年)--4,多元的挑戰(民國 hs
30610480000595 64-77年)
30610480000587

30610480007152

hs,mh

30600010459536

hs

30600480014373

hs

段落選擇(內含): 三度下野・桂系爭權 -劃江謀和・退而不隱 -- 政府南遷・來台
30600480014803 籌謀 -- 風雨飄搖・復行視事 -- 歷史地圖 - mh,hs
- 歷史年表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677.2931
1222 7526 2012

1223

歷史的見證者 [錄影資料] : 鳳山
chi 招待所 / 港都有限電視公司製作
;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監製
DO 677.3 4462
繽紛台灣再發現 [錄影資料] / 大
2007
麥影像傳播工作室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高雄市 : 高雄市立歷
史博物館, [2012[民
101]]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07[
民96]

條碼(館藏)

30910480002165

1224

v.2

30910480002173

1225

v.3

30910480002181

1226

v.4

30910480002199

1227

v.5

30910480002207

1228

v.6

30910480002215

v.1
v.2
v.3
v.4
v.5
v.6
v.7

30610480001288
30610480001296
30610480001304
30610480001312
30610480001320
30610480001338
30610480001346

chi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第 74 頁，共 232 頁

館藏地

歷史的見證者: 鳳山招待所(精華版 08'00 )clp,eas,h
30610480015148 -歷史的見證者: 鳳山招待所(30'00 )
s

v.1

1229 DO 677.3 8413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01 / 公共
1230 2001
電視台製作
1231
1232
1233
chi
1234
1235

內容註

v.1: 1.南方之嶽-北大武山(一) ; 2.南方之
嶽-北大武山(二) ; 3.阿里山之巔-大塔山 ;
4.清涼一夏-松羅、新寮瀑布步道 ; 5.阿里
山-台灣一葉蘭自然保留區--v.2: 6.台灣地
景奇峰-九九峰、火炎山 ; 7.山巔水湄舊路
行-桶後越嶺道 ; 8.牛犁、龍田社區林業 ;
9.上下在五指之間-五指山步道 ; 10.走利嘉
林道-探橙腹樹蛙--v.3: 11.山光水色之路翠峰湖、山毛櫸步道 ; 12.來自冰河的驕
客-阿里山山椒魚 ; 13.嘉明湖國家步道(一)
; 14.嘉明湖國家步道(二) ; 15.海鳥天堂島澎湖貓嶼海鳥保護區 ; 16.魔法小宇宙-瑞
岩溪真菌世界--v.4: 17.浸水營國家步道
(一) ; 18.浸水營國家步道(二) ; 19.筏灣泰 hs
武步道 ; 20.能高越嶺道-西段 ; 21.能高越
嶺道-東段 ;22.奮瑞古道行--v.5: 23.瑞太古
道行 ; 24.萬古長青一奇木-台灣油杉 ; 25.
朝聖之路-聖母登山步道 ; 26.菱角鳥的家官田水雉復育 ; 27.秋意行-稍來小雪山步
道--v.6: 28.希望的種子-採樹種、育苗 ; 29.
種下一棵綠色奇蹟 ; 30.三足鼎立-嘉南雲
峰步道 ; 31.打火英雄-國家森林救火隊 ;
32.飛閱臺灣-航空測量

內容: 1,台灣人自求多福--2,棲蘭森林運動-3,油海風暴--4,霧林中的探索--5,春雨來臨
之前--6,海底秘密花園--7,烽火燎原--8,撤
退--9,理想國--10,變色的光環(上)--11,變色
的光環(下)
hs

退--9,理想國--10,變色的光環(上)--11,變色
的光環(下)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236
1237
1238
1239
1240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1246
1247
1248
1249
1250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1256
1257
1258
1259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1267
1268
1269
1270
1271
1272

DO 677.3 8413
2003

題名/作者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03 / 公共
電視台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8
v.9
v.10
v.11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30610480001353
30610480001361
30610480001379
30610480001387
30610480002229
30610480002237
30610480002245
30610480002252
30610480002260
30610480002278
30610480002286
30610480002294
30610480002302
30610480002310
30610480002328
30610480002336
30610480002344
30610480002351
30610480002369
30610480002377
30610480002385
30610480002393
30610480002401
30610480002419
30610480002427
30610480002435
30610480002443
30610480002450
30610480002468
30610480002476
30610480002484
30610480002492
30610480002500
30610480002518
30610480002526
30610480002534
3061048000254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chi

DO 677.3 8413
2004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04 / 公共
電視台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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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hs
館藏地

內容: 1,大海的翅膀--2,征戰之後--3,尋找小
丑魚--4,後山路--5,焚化台灣--6,公園革命-7,富爸爸.窮爸爸--8,台灣竹三部曲--9,環評
與公投特別節目--10,廁所三部曲--11,飄移
的國土--12,農業新世紀--13,做個好主人-14,深海探祕--15,誰來保寶山--16,重返黃金
城--17,限塑的迷思--18,建築節能策略--19,
塑膠寄居蟹(影展版)--20,農業新文明--21,
台灣毒蛇傳奇
hs

內容: 1,紫蝶謎情--2,工業區大進擊--3,野地
裡的恩賜--4,濕地三部曲--5,企業綠色秘技-6,光碟回收總動員--7,愛河--8,工業遺毒--9,
水的代價--10,追尋雲豹的腳蹤--11,大樹的
秘密--12,還原生態工法--13,關門之後--14,
二妹的眼淚--15,急急如律令--16,體檢生態
工法--17,生態工作-假期--18,再造美好家
園--19,鹿林一號--20,阿石伯的蓮花田--21,
台灣米出國去--22,農藥、山下? 阿寶的心
願--23,流浪到台灣、東山風雲--24,新十大
建設?--25,繩索的另一端--26,遇見曼波魚-27,還我生存權、纜車的問號--28,風起的日
子--29,錢災氾濫、居危思安、水災的教
訓--30,花農之夢--31,野生動物救援系列--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1273
1274
1275
1276
1277
1278
chi
1279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1286
1287
1288
1289
1290
1291
1292
1293
1294
1295
1296
1297 DO 677.3 8413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05 / 公共
1298 2005
電視台製作
1299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v.29
v.30
v.31
v.32
v.33
v.34
v.35
v.3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30610480002559
30610480002567
30610480002575
30610480002583
30610480002591
30610480002609
30610480002617
30610480002625
30610480002633
30610480002641
30610480002658
30610480002666
30610480002674
30610480002682
30610480002690
30610480002708
30610480002716
30610480002724
30610480002732
30610480002740
30610480002757
30610480002765
30610480002773
30610480002781
30610480002799
30610480002807
30610480002815
30610480002823
30610480002831
30610480002849
30610480002856
30610480002864
30610480002872
30610480002880
30610480002898
30610480002906
30610480002914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第 76 頁，共 232 頁

台灣米出國去--22,農藥、山下? 阿寶的心
願--23,流浪到台灣、東山風雲--24,新十大
建設?--25,繩索的另一端--26,遇見曼波魚-內容註
館藏地
27,還我生存權、纜車的問號--28,風起的日
子--29,錢災氾濫、居危思安、水災的教
訓--30,花農之夢--31,野生動物救援系列-32,出租吉貝--33,澎湖後花園--34,開路的正
義--35,海島上的殿堂--36,尋找金門的靈魂
hs

內容: 1,綠色生活地圖--2,熱泉、怪蟹、課
堂之後--3,源鄉、溼地悲喜劇、風雲再起-4,溼地之春、新世紀蘭花夢--5,無尾港失樂
園、香港--6,蘭嶼,另一種注視--7,鯨豚救援
實錄--8,守護生命之河--9,再會吧!九二一-10,世界動物日特集--11,雨林絕響、水水天
母--12,天外飄來的酸雨--13,丹大狩獵紀事-14,以環境為名-德國再生能源之旅--15,以
環境為名-德國生態建築之旅--16,台灣咖
啡的前世今生--17,台灣蜘蛛人--18,守護台
灣--19,尋找農業的春天--20,海鳥進行曲-21,東黨之夢--22,2005環境事件簿--23,吉貝
的願望--24,搶救未來(上)--25,搶救未來
(下)--26,修補生命的翅膀--27,大道之行政-28,古厝風華--29,最後鍊金師--30,淪陷中的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1310
1311
1312
1313
1314
chi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1326
1327
1328
1329
1330
1331
1332
1333 DO 677.3 8413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06 / 公共
1334 2006
電視台製作
1335
1336
1337
1338
chi
1339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1345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v.29
v.30
v.31
v.32
v.33
v.34
v.35
v.3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30610480002922
30610480002930
30610480002948
30610480002955
30610480002963
30610480002971
30610480002989
30610480002997
30610480003003
30610480003011
30610480003029
30610480003037
30610480003045
30610480003052
30610480003060
30610480003078
30610480003086
30610480003094
30610480003102
30610480003110
30610480003128
30610480003136
30610480003144
30610480003151
30610480003169
30610480003177
30610480003185
30610480003193
30610480003201
30610480003219
30610480003227
30610480003235
30610480003243
30610480003250
30610480003268
30610480003276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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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的前世今生--17,台灣蜘蛛人--18,守護台
灣--19,尋找農業的春天--20,海鳥進行曲-21,東黨之夢--22,2005環境事件簿--23,吉貝
內容註
館藏地
的願望--24,搶救未來(上)--25,搶救未來
(下)--26,修補生命的翅膀--27,大道之行政-28,古厝風華--29,最後鍊金師--30,淪陷中的
家園--31,解放前衛--32,海市蜃樓宇--33,環
保包裝變身--34,毒蛋風暴--35,挑戰3021-36,捍衛家園
hs

內容: 1,為健康把關--2,媽祖.漢口不見了-3,原鄉之路--4,農場裡的動物朋友--5,漂流
之島--6-7,為健康把關--8,家具整型全紀錄-9,紙裡乾坤--10,地下金門--11,體驗人工濕
地--12,綠色學校系列-生機大學--13,築夢、
藍金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冊次

條碼(館藏)

v.1

30910480000623

1347

v.2

30910480000631

1348

v.3

30910480000649

v.4

30910480000656

1350

v.5

30910480000664

1351

v.6

30910480000672

1352

v.7

30910480000680

1346

DO 677.3 8413
2009

1349

題名/作者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台北市 : 百科衛星頻
道, 2009[民98]

chi

DO 677.3
1353 8413-2 2009

鄉遊札記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製作]

台北市 : 百科網, 2009[
民98]

v.1

1354

v.2

1355

v.3

1356

v.4

1357

v.5

1358

chi

v.6

1359

v.7

1360

v.8

1361

v.9

1362

v.10
第 78 頁，共 232 頁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v.1: 1, 台灣島的母親:雪山(上) ; 2, 台
灣島的母親:雪山(下)--v.2: 3, 人間痛土(上)
; 4, 人間痛土(下)--v.3: 5, 到不了的桃花源 ;
6, 留住荒野--v.4: 7, 國家共匪:美麗的錯誤 ;
8, 入侵猴山:變臉 --v.5: 9, 獼猴失樂園 ; 10,
猴祭--v.6: 11, 土地的告白 ; 12, 尋找生命的
發祥地 ; 13, 飄洋過海到台灣 ; 14, 落入人 hs
間的梅花鹿--v.7: 15, 變色的珍珠項鍊 ; 16,
WTO來囉! ; 17, 屋頂不見了 ; 18, 綠色黃金
的昨日與今日 ; 19, 當水離家愈來愈遠

v.1: 1, 平溪山水情 ; 2, 學甲飛天賽 ; 3, 田
30910480000771 尾花之頌 ; 4, 蘭嶼飛魚汛 ; 5, 口湖尋蚵田-v.2: 6, 姑婆嶼採紫菜 ; 7, 竹山竹之宴 ; 8,
30910480000789 北門鹽田行 ; 9, 美濃黃蝶戀 ; 10, 阿美野餐
會--v.3: 11, 墾丁牧野之歌 ; 12, 大湖農之旅
; 13, 九份憶舊情 ; 14, 東海岸嘉年華 ; 15,
30910480000797
新化鬥蟋蟀--v.4: 16, 集集清心遊 ; 17, 大埔
水之湄 ; 18, 玉井芒果季 ; 19, 大溪陀螺會 ;
30910480000805 20, 水里賞梅行--v.5: 21, 澎湖遊漁樂(上) ;
22, 澎湖遊漁樂(下) ; 23, 豐山綠山林 ; 24,
30910480000813 北港訪牛墟 ; 25, 西螺田園之旅--v.6: 26, 白
沙扮漁夫 ; 27, 新埔柿餅季 ; 28, 石棹山居
樂 ; 29, 東港海滋味 ; 30, 官田採紅菱--v.7:
30910480000821 31, 萬巒淳樸風 ; 32, 橋頭嚐甜頭 ; 33, 蘇澳 hs
天然港 ; 34, 埔里清淨水 ; 35, 馬太鞍之旅-30910480000839 v.8: 36, 白荷賞蓮記 ; 37, 復興攬山色 ; 38,
望安離島行 ; 39, 卑南縱谷情 ; 40, 中屯海
天遊--v.9: 41, 茂林古婚禮 ; 42, 豐濱海之祭
30910480000847
; 43, 鹿谷訪茶香 ; 44,恆春思想起 ; 45, 獅
潭話蠶桑--v.10: 46, 雙春沿海行 ; 47, 橫山
30910480000854 內灣線 ; 48, 七股踏溼地--v.11: 49, 三義木
雕鄉 ; 50, 香山尋蟹將 ; 51, 基隆逍遙遊
30910480000862

內灣線 ; 48, 七股踏溼地--v.11: 49, 三義木
雕鄉 ; 50, 香山尋蟹將 ; 51, 基隆逍遙遊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1

30910480000870

1363

1364

1365

DO 677.33
0222 2009

DO 677.33
1924 2011

DO 677.33
1366 4112 2009
1367
1368
1369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1375
1376
1377
1378

讓我們看山去 [錄影資料] : 玉山
國家公園簡介 / 全球整合傳播有
chi
限公司攝製 ;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監製
雲煙山林 畫太平 [錄影資料] / 大
麥影像傳播工作室製作
chi
朝聖玉山的人 [錄影資料] / 大麥
chi 影像傳播工作室製作

DO 677.38
8413 2008

古街聚落鄉土情 [錄影資料] / 公
共電視製作

宜蘭縣羅東鎮 : 行政
院農委會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 2011[民
100]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chi

DO 677.4 2302
2007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錄影資
料] : 台灣的發展 / 台視文化公司
chi
製作

DO 677.4 4391
臺灣的歲時節俗. 臺灣史前文化1379 2008
chi 卑南文化 [錄影資料] / 臺灣省政
資料館製作
1380 DO 677.4 6021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
chi 所96學年活動實錄 [錄影資料] / [
1381 2008
1382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
DO
677.4
8413
流離島影 [視聽資料] / 公共電視
1383
2006
台製作
1384
1385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民98]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1
v.2
v.3
v.4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台北市 : 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
所, 2008[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chi

v.1
v.2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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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30910480001944

hs

30910480003106

hs

30910480001936

hs

30600480010298
30600480010306
30600480010314
30600480010322
30600480010330
30600480010348
30600480010355
30600480010363
30600480000489
30600480000497
30600480000505
30600480000513
30600480011486

v.1
v.2
v.3

內容註

內容: 1,台北縣貢寮鄉卯澳村--2,三峽老街-3,台北迪化街--4,台東蘭嶼鄉野銀村--5,彰
化縣鹿港鎮--6,澎湖西嶼鄉二崁村--7,台北
瑞芳鎮九份村--8,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

hs

內容: 1,空中藝術學苑課程導論(一)--2,空
中藝術學苑課程導論(二)--3,大眾傳播(一)hs
-4,大眾傳播(二)

hs

30600480013078 內容: 1, 第四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 文
30600480013086 化演講(一); 作詞家葉俊麟與台灣歌謠發 hs
30600480013094 展研討會--3, 文化演講(二)
30610480003417 內容: 1,我的綠島/噤聲三角(北方三島)--2,
浮球-海上旅館漂流記事(小琉球)/鄉愁對
30610480003425 話錄(龜山島)--3,基隆嶼的青春紀事(基隆
30610480003433 嶼)/鄉愁對話錄(龜山島)--4,清文不在家(蘭 hs
嶼)/南之島之男之島(東沙)--5,馬祖舞影(馬
祖)/噤聲三角(北方三島)

DO 677.4 8413
2006

流離島影 [視聽資料] / 公共電視
台製作

1386

v.4

內容: 1,我的綠島/噤聲三角(北方三島)--2,
浮球-海上旅館漂流記事(小琉球)/鄉愁對
話錄(龜山島)--3,基隆嶼的青春紀事(基隆
條碼(館藏) 嶼)/鄉愁對話錄(龜山島)--4,清文不在家(蘭
內容註
館藏地
hs
嶼)/南之島之男之島(東沙)--5,馬祖舞影(馬
30610480003441 祖)/噤聲三角(北方三島)

1387

v.5

30610480003458

v.1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1388 DO 677.4 8413
1389 2009

題名/作者

福爾摩沙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百科網, 2009[
民98]

1398

v.11

1399

v.12

1400

v.13

1401

v.14

30910480000888 內容: v.1: 1, 鵝鑾鼻之旅 ; 2, 花蓮港之旅-30910480000896 v.2: 3, 魚路之旅 ; 4, 卑南之旅--v.3: 5, 惡地
之旅 ; 6, 太武山之旅--v.4: 7, 煤鄉之旅 ; 8,
30910480000904 噶瑪蘭之旅--v.5: 9, 賽夏之旅 ; 10, 樟腦之
30910480000912 旅--v.6: 11, 南北之旅 ; 12, 基督之旅--v.7:
30910480000920 13, 尋找小鯨號 ; 14, 淡水河之旅--v.8: 15,
30910480000938 前進噶瑪蘭 ; 16, 東海岸之旅--v.9: 17, 狩獵
之旅 ; 18, 內山之旅--v.10: 19, 東台灣之旅 ;
30910480000946
20, 森林之旅--v.11: 21, 後山鳥類紀行 ; 22,
30910480000953 蕃地之旅--v.12: 23, 佈道之旅 ; 24, 龜山島
30910480000961 之旅--v.13: 25, 澎湖踏查 ; 26, 花東縱谷之
30910480000979 旅--v.14: 27, 宜蘭紀行 ; 28, 古城奇遇--v.15: hs
29, 西北內山之旅 ; 30, 恆春半島之旅-30910480000987
v.16: 31, 新店溪之旅 ; 32, 紅頭嶼之旅-30910480000995 v.17: 33, 採硫之旅 ; 34, 南下之旅--v.18: 35,
30910480001001 歷險萬斗籠(六龜與茂林) ; 36, 蘇澳灣之
30910480001514 旅--v.19: 37, 海船南巡

1402

v.15

30910480001522

1403

v.16

30910480001530

1404

v.17

30910480001548

1405

v.18

30910480001555

v.19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30910480001563
30600480001107
30600480001115
30600480001123
30600480001131
30600480001149
30600480001156
30600480001164
30600480001172
30600480001180
30600480001198

v.2

1390

v.3

1391

v.4

1392

v.5

1393

v.6

1394

v.7

1395

v.8

1396

v.9

1397

1406
1407 DO 677.48
1408 2302 2007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1415
1416

chi

v.10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藝術篇 [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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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南管欣賞一--2,南管欣賞二--3,北管
欣賞一--4,北管欣賞二--5,偶戲欣賞一--6,偶
戲欣賞二--7,客家山歌欣賞一--8,客家山歌
欣賞二--9,邵族文化與藝術一--10,邵族文
化與藝術二--11,鄒族文化與藝術一--12,鄒
族文化與藝術二--13,雅美(達悟)族文化與
藝術一--14,雅美(達悟)族文化與藝術二-15,阿美族文化與藝術一--16,阿美族文化與
藝術二--17,泰雅族文化與藝術一--18,泰雅
族文化與藝術二--19,排灣族文化與藝術
一--20,排灣族文化與藝術二--21,賽夏族文
化與藝術一--22,賽夏族文化與藝術二--23,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417
1418
1419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1431
1432
1433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30600480001206
30600480001214
30600480001222
30600480001230
30600480001248
30600480001255
30600480001263
30600480001271
30600480001289
30600480001297
30600480001305
30600480001321
30600480001339
30600480001347
30600480001354
30600480001362
30600480001370

chi

DO 677.6 4484
吾鄉吾土旅遊攝影歌謠之旅 [錄
台中市 : 台灣省旅遊
chi
2005
影資料] / 黃美莉等作
攝影學會, 2005[民89]
DO 677.6 9056
台灣主題旅遊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交通部觀光
1435 2010
chi Taiwan themed tours / 尖端攝影綜
局, 2010[民99]
藝有限公司製作
DO 677.64
秋濕翩翩 [錄影資料] : 龍鑾潭 =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
0819 2012
Autumn on the wing - LongLuan
國家公園管理處,
1436
chi
lake : the seasons in a wetland / 許
2012[民101]
晉榮製作
DO 677.7 1193
轉角的風華 [錄影資料] : 打造
台北市 : 大康出版 : 臺
2008
Formosa tea的陶德 / 國史館策劃 ;
北縣新店市 : 國史館
1437
chi
公播版
張炎憲總策劃 ; 天冷科技有限公
發行, 2008[民97]
司製作
DO 677.7
光影歲月 [錄影資料] : 台灣電影
台北市 : 大康 ; 臺北縣
1193-2 2008
奠基者 高松豐次郎 / 國史館策劃
新店市 : 國史館發行,
1438
chi
公播版
; 張炎憲總策劃 ; 天冷科技有限
2008[民97]
公司作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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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一--14,雅美(達悟)族文化與藝術二-15,阿美族文化與藝術一--16,阿美族文化與
藝術二--17,泰雅族文化與藝術一--18,泰雅
內容註
館藏地
族文化與藝術二--19,排灣族文化與藝術
一--20,排灣族文化與藝術二--21,賽夏族文
化與藝術一--22,賽夏族文化與藝術二--23,
布農族文化與藝術一--24,布農族文化與藝
術二--25,卑南族文化與藝術一--26,卑南族 hs
文化與藝術二--27,魯凱族文化與藝術一-28,魯凱族文化與藝術二

30600010459510

hs

30910480002322

hs

30910480003494

hs

30600480013714

hs,mh

30600480013722

hs,mh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內容註

館藏地

DO 677.7 6826
2010
1439

異人的足跡 I: 異人的足跡系列紀
錄片精選輯 [錄影資料] : 遇見斯
文豪、轉角的風華、平行線・
chi
家庭版
247哩、光影歲月 / 國史館策劃 ;
林滿紅[總策劃] ; 天冷科技有限
公司製作
DO 677.7 8413
大禾埕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台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2006
監製 ; 躲貓貓動畫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條碼(館藏)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1445
chi
1446
1447
1448
1449
1450
1451
1452
1453 DO 677.8 8226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堅強系
1454 2007
列 [錄影資料] / TVBS無線衛星電
1455
視台, 聯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製
1456
作
1457
1458
1459
1460
1461
1462
1463
1464
1465
chi
1466
1467
1468
1469
1470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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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480014811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30610480001643
30610480001650
30610480001668
30610480001676
30610480001684
30610480001692
30610480001700
30610480001718
30610480001726
30610480001734
30610480001742
30610480001759
30610480001767
30610480005669
30610480005677
30610480005685
30610480005693
30610480005701
30610480005719
30610480005727
30610480005735
30610480005743
30610480005750
30610480005768
30610480005776
30610480005784
30610480005792
30610480005800
30610480005818
30610480005826
30610480005834

mh,hs

內容: 1,龍潭三坑仔/陳永淘/茶山情歌--2,
苗栗公館/顏志文/賴碧霞--3,苗栗南庄/翁
美珍--4,北埔/廖禮光/林森祥--5,花蓮瑞穗/
李一凡/蔡孟甫--6,苗栗縣公館/彭鈺明/劉
興來--7,花蓮竹山/邱晨/李秋霞--8,花蓮吉
安鄉/劉平芳/戴文聲--9,新竹湖口/羅烈師/
三腳採茶戲--10,屏東縣萬巒鄉/游兆祺/曾 hs
明珠--11,屏東縣六堆地區/邱玉蘭/林捷富-12,苗栗三義/姜雲玉--13,高雄美濃/吳榮順/
黃淑媛

內容: 1,華西街古早味甜湯, 淡水餛飩三十
年, 老店翻新大作戰, 頭城芋冰大翻新--2,
大屯溪畔放自然, 茶葉周的有機人生, 台灣
第一家有機店, 電機博士鹹蛋糕--3,說台灣
故事的人, 尋找失落的聲音, 老唱片新音樂
會, 四四南村老滷味--4,泡泡龍凱文, 我女
兒是泡泡龍, 我家有個罕病兒, 後龍手工剉
冰--5,漁村少年拳王夢, 邱教練的跆拳之
家, 叛逆少年的金牌路, 你閱讀我請客--6,
家有越南媳婦,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大台北
異國地圖, 埔里越南小吃--7,嘉義綠手指之
夢, 親手打造夢中屋, 花蓮綠色革命, 桂花
巷湯圓--8,新人類與老火車, 多良站最後星
hs
期天, 鐵道旅行無限延伸, 福隆月台便當-9,我們是棒球小子, 棒球小子要出國, 阿拉
斯加取經記, 台東飛魚卵香腸--10,布袋戲
尪仔達人, 阿多仔的偶戲館, 棒球小子得冠
軍, 老畫師與廟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30610480005842
30610480005859
30610480005867
30610480005875
30610480005883
30610480005891
30610480005909
30610480005917

1471
1472
1473
1474
1475
1476
1477
1478
DO 677.9276/4
2011我愛南港 [錄影資料] : 台灣
1479 7713 2011
chi 包種茶的原鄉再現 / 邱天祿導演
; 佳音視聽影音製作
1480 DO 678.1 8413
台北新故鄉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1481 2008
視製作
1482
1483
1484
1485
1486
1487
1488
1489
1490
1491
chi
1492
1493
1494
1495
1496
1497
1498
1499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臺北市 : 臺北市南港
區農會, 2011[民100]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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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9,我們是棒球小子, 棒球小子要出國, 阿拉
斯加取經記, 台東飛魚卵香腸--10,布袋戲
尪仔達人, 阿多仔的偶戲館, 棒球小子得冠
內容註
館藏地
軍, 老畫師與廟

30910480003098

hs

30600480001909
30600480001917
30600480001925
30600480001933
30600480001941
30600480001958
30600480001966
30600480001974
30600480001982
30600480001990
30600480002006
30600480010157
30600480010165
30600480010173
30600480010181
30600480010199
30600480010207
30600480010215
30600480010223
30600480010231
30600480010249
30600480010256
30600480010264
30600480010272
30600480010280

內容: 1,豬屠口的春天--2,大龍峒的天空--3,
蛻變中的萬華--4,走過樟山到茶山--5,失落
的茶香-大稻埕--6,台北客家庄-通化街--7,
飲水思源柳公圳--8,為什麼不是新故鄉--9,
被遺忘的庄名-唭哩岸--10,重回北投溫泉
鄉--11,走過士林夜市--12,被遺忘的故鄉-13,台北是我的故鄉--14,包種茶原鄉:南港-15,去看國王企鵝吧--16,最後的穀倉:關渡-17,坪頂水噹噹--18,內溝溪畔水潺潺--19,日
久他鄉是故鄉--20,住商兩樣情:五分埔--21,
都市的節拍器:東區--22,夜市緣起:饒河街-23,圓山風情--24,西門市場百年滄桑--25,山
hs
河美景城--26,不再克難:南機場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78.2/2
1505 0740 2012
DO 678.2/4
4154 2012
DO 678.23/2
1507 7463 2009
1506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市民城市・臺北 [錄影資料] =
Taipei : a city for everyone / 臺北市
都市更新處監製
臺北技藝.記憶臺北 [錄影資料] /
唐鼎製作有限公司製作
走過亭仔腳回首剝皮寮 [錄影資
料] / 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有限公司
製作
細數草山再望行館 [錄影資料] /
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有限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臺北市 : 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 2012[民101]

hs

30910480001811

hs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0[民99]

30600480014712

hs

30600480010645

hs

30600010459551

hs

30910480001977
30910480001985
30910480001993
30910480002009
30910480002017
30910480002025

內容: 1,清代與日治時期彰化縣城的官方
建設篇--2,彰化縣城的人群廟篇--3,鹿港發
展篇--4,鹿港移民篇--5,彰化信仰篇--6,彰化
hs
文教篇

30600480010611

hs

30600480010793

hs

戀戀中港 [錄影資料] : 咱的故鄉
chi 咱的厝 / 張致遠文化工作室製作

苗栗縣 : 苗栗縣政府,
1997[民86]

2003臺中縣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
化節 [錄音資料] / 江亦帆製作
探索生活印記 [錄影資料] : 彰化
古蹟深度之旅 / 公共電視文化事
業基金會製作

臺中縣清水鎮 : 臺中
縣文化局, 2003[民92]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
局, 民98[2009]

DO 678.651/2
1518 2188 1995
DO 678.703/1
7618 2008
1519

chi

台灣人誕生的所在 [錄影資料] :
chi 鹿耳門 / 第六感傳播有限公司製
作
樸仔腳的身世 [錄影資料] / 樸仔
chi 腳文化工作陣監製 ; 鄉下人節目
製作
鳳邑飛翔風華再起 [錄影資料] :
鳳山建城220週年專輯影片 =
Reviving FongShan, inspiring hearts
chi : the video edition of 220 anniversary
Fongshan city / 高雄縣政府新聞處
監製 ; 視覺運動公司製作

館藏地

30600480016956

臺北市 : 臺北市文獻
委員會, 2012[民101]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09[民98]

DO 678.47/4
1509 1130 1997

chi

內容註

hs

chi

DO 678.527/4
3104 2003
1511 DO 678.57/6
1512 8413 2009
1513
1514
1515
1516
DO 678.61/4
1517 8052 1994

條碼(館藏)
30910480003874

DO 678.292/6
1508 7463 2010

1510

冊次

[出版地不詳] : 開台聖
王廟宇金蘭聯誼會,
1994[民83]
嘉義縣朴子市 : 樸仔
腳文化工作陣, 1995[
民84]
[高雄縣鳳山市] : 高雄
縣政府, 2008[民97]

v.1
v.2
v.3
v.4
v.5
v.6

內容: 1,典藏鳳山城--2,城慶系列活動全記
錄
306004800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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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78.78/4
1520 9280 2010

chi

DO 678.91
1521 2463 2012

chi

1522

DO 681.6 5425
2006

eng

DO 690 4567
1523 2001 v.1

chi

DO 690 4567
1524 2001 v.10

chi

DO 690 4567
1525 2001 v.11

chi

DO 690 4567
1526 2001 v.12

chi

DO 690 4567
1527 2001 v.13

chi

DO 690 4567
1528 2001 v.14

chi

DO 690 4567
1529 2001 v.15

chi

DO 690 4567
1530 2001 v.16

chi

DO 690 4567
1531 2001 v.17

chi

題名/作者
水礱堆的歲月 [錄影資料] : 蕭家
農莊故事 / 炘禾創意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製作
島嶼烽煙 [錄影資料] : 震洋特攻
隊的歲月足跡 / 崗華影視傳播有
限公司製作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萬里長城
= Man made marvels : the Great
Wall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大黃河. 一. 青海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萬里長江. 二. 雲南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四川(一). 三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製作,
周志敏,劉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四. 四川(二)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五. 湖北湖南(一) [錄影
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
志敏, 劉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六. 湖北湖南(二) [錄影
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
志敏, 劉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七. 江西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八. 安徽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萬里長江. 九. 江蘇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2010[民99]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4654

hs

30600480015941

hs

30610480006873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082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73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民90]

30610480000181

mh,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99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07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15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23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31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49

hs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012[民101]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6[民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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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90 4567
1532 2001 v.18

chi

DO 690 4567
1533 2001 v.19

chi

DO 690 4567
1534 2001 v.2

chi

DO 690 4567
1535 2001 v.20

chi

DO 690 4567
1536 2001 v.21

chi

DO 690 4567
1537 2001 v.22

chi

DO 690 4567
1538 2001 v.23

chi

DO 690 4567
1539 2001 v.24

chi

DO 690 4567
1540 2001 v.25

chi

DO 690 4567
1541 2001 v.26

chi

DO 690 4567
1542 2001 v.27

chi

DO 690 4567
1543 2001 v.28

chi

題名/作者
京杭大運河. 一. 北京到天津 [錄
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二. 天津到河北東光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大黃河. 二. 甘肅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三. 山東德州到梁山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四. 山東濟寧到江蘇
沛縣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
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江蘇徐州到洪澤湖.
五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
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六. 江蘇淮陰到江都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江蘇揚州到無鍚. 七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京杭大運河. 八. 江蘇蘇州到杭州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絲綢之路. 一. 前進河西走廊(一) [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絲綢之路. 二. 前進河西走廊(二) [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絲綢之路. 三. 前進河西走廊(三) [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56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64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090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72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280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民90]

30610480000298

mh,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06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民90]

30610480000314

mh,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22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30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48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55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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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90 4567
1544 2001 v.29

chi

DO 690 4567
1545 2001 v.3

chi

DO 690 4567
1546 2001 v.30

chi

DO 690 4567
1547 2001 v.31

chi

DO 690 4567
1548 2001 v.32

chi

DO 690 4567
1549 2001 v.33

chi

DO 690 4567
1550 2001 v.34

chi

DO 690 4567
1551 2001 v.35

chi

DO 690 4567
1552 2001 v.36

chi

DO 690 4567
1553 2001 v.37

chi

DO 690 4567
1554 2001 v.38

chi

DO 690 4567
1555 2001 v.39

chi

題名/作者
絲綢之路. 東疆到北疆(一). 四 [錄
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大黃河. 三. 寧夏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絲綢之路. 五. 東疆到北疆(二) [錄
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絲綢之路. 六. 南疆行(一)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絲綢之路. 七. 南疆行(二)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絲綢之路. 八. 南疆行(三)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民族風情. 一. 苗族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民族風情. 二. 傣族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民族風情. 三. 彝族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民族風情. 四. 白族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民族風情. 五. 景頗族、栗僳族 [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民族風情. 六. 革家族、摩梭族 [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臺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民90]

30610480000363

mh,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08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71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89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397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05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13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21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39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47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54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62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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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90 4567
1556 2001 v.4

chi

DO 690 4567
1557 2001 v.40

chi

DO 690 4567
1558 2001 v.41

chi

DO 690 4567
1567 2001 v.5

館藏地

30610480000470

mh,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88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496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04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12

hs

30610480000520

hs

文物古蹟. 一. 長城 [錄影資料] /
chi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文物古蹟. 二. 少林寺 [錄影資料]
chi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文物古蹟. 三. 清朝皇陵 [錄影資
chi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文物古蹟. 四. 帝王之都--北京 [錄
chi 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大黃河. 五. 山西 [錄影資料] / 大
chi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38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46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53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61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24

hs

chi

DO 690 4567
1566 2001 v.49

內容註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民90]

DO 690 4567
1561 2001 v.44

DO 690 4567
1565 2001 v.48

條碼(館藏)

hs

chi

DO 690 4567
1564 2001 v.47

冊次

30610480000116

DO 690 4567
1560 2001 v.43

DO 690 4567
1563 2001 v.46

出版項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chi

1562

版本項

大黃河. 四. 綏遠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雪域西藏. 拉薩(一). 一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雪域西藏. 二. 拉薩(二)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湖光山色. 一. 桂江、灕江 [錄影
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
志敏, 劉建良製作
湖光山色. 二. 九寨溝、張家界 [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
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名山峻嶺. 一. 黃山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名山峻嶺. 二. 峨嵋山、九華山、
雞足山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
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良製作

DO 690 4567
1559 2001 v.42

DO 690 4567
2001 v.45

題名/作者

chi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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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690 4567
1568 2001 v.50

chi

DO 690 4567
1569 2001 v.6

chi

DO 690 4567
1570 2001 v.7

chi

DO 690 4567
1571 2001 v.8

chi

DO 690 4567
1572 2001 v.9

chi

題名/作者
文物古蹟. 五. 漫遊山西 [錄影資
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
敏, 劉建良製作
大黃河. 六. 陜西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大黃河. 七. 河南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大黃河. 八. 山東 [錄影資料] / 大
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建
良製作
萬里長江. 一. 青海 [錄影資料] /
大中國際多媒體公司, 周志敏, 劉
建良製作
改變歷史的轉捩點 [錄影資料] =
History's turning points / [Discovery
製作]

1573 DO 711 1275
1574 2010
1575
1576
1577
chi
1578
1579
1580
1581
1582
大囯崛起 [錄影資料] : 十二集大
1583 DO 712.4 5324
2006
型电视纪录片 / 中视传媒股份有
1584
限公司, 北京三多堂影视广告有
限公司承制
1585
chi
1586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579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32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40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57

hs

台北市 : 中國電視公
司, 2001

30610480000165

hs

30610480011543
30610480011550
30610480011568
30610480011576
30610480011584
30610480011592
30610480011600
30610480011618
30610480011626
30610480011634

內容: 1, 沙勒米斯戰役 ; 秦始皇與萬里長
城--2, 埃及豔后 ; 征服西班牙--3, 黑死病的
橫行 ; 圍困君士坦丁堡--4, 征服印加帝國 ;
無敵艦隊--5, 風中奇緣 ; 法國大革命--6, 放
逐拿破崙 ; 祖魯戰爭--7, 對馬海峽戰役 ;
hs
第一次大戰的導火線--8, 俄國大革命 ; 英
倫保衛戰--9, 暗殺希特勒 ; 原子彈在廣島-10, 韓戰危機 ; 殺戮戰場

台北市 : 百合文化,
2010[民99]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1587

30610480007038 內容: v.1: 第一集, 海洋時代 ; 第二集, 小國
大業--v.2: 第三集, 走向現代 ; 第四集, 工
30610480007046 業先聲--v.3: 第五集, 激情歲月 ; 第六集,
30610480007053 帝國春秋--v.4: 第七集, 百年維新 ; 第八集,
尋道圖強--v.5: 第九集, 風雲新途 ; 第十集, hs,issp
30610480007061
新國新夢--v.6: 第十一集, 危局新政 ; 第十
30610480007079 二集, 大道行思

1588

30610480007087

1589 DO 713 4442
1590 2001
1591

北京 : 中囯囯际电视
总公司, 2006[民95]

v.1

大英博物館 [錄影資料]. 1 : 人類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v.1
文明的開始 / NHK日本放送協會,
國際, 2001[民90]
v.2
MICO Media International
v.3
chi
中文版
Corporation製作
第 89 頁，共 232 頁

30630480000635
30630480000643
30630480000650

hs

DO 713 4442
大英博物館 [錄影資料]. 1 : 人類
2001
文明的開始 / NHK日本放送協會,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MICO Media International
chi
中文版
1592
Corporation製作
1593
1594
DO 713.1 4605
消失的古文明 [錄影資料] = Lost
1595 2007
eng cities of the ancients / 英國廣播公
司(BBC)製作
DO 713.1 6732
叩問永生 [錄影資料] / [讀者文摘
1596
chi
2010
製作]
DO 730 3347
全球化下的亞洲 [錄影資料] : 二
1597 2010
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現況與展
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 Globalization
in Asia :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chi for the second decade of 21st century
1598
/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製作]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國際, 2001[民90]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4
v.5
v.6

30630480000668
30630480000676
30630480000684

台北市 : 得利影視,
2007[民96]
[臺北市] : 讀者文摘,
2010[民99]
[新北市淡水區 : 淡江
大學亞洲硏究所,
2010]

1599
1600 DO 730.9 1724
1996
1601
1602

亞歷山大大帝的天下 [錄影資料]
=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eng Great / 麥可・伍德(Michael Wood)
主持 ; BBC Worldwide製作

台北市 : 科技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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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 2009
1606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613
1614
1615
1616
1617
1618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09 / 公共
電視台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9[
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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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hs

30610480009059

hs

30910480003809

hs

v.1

30600480014993

v.2

30600480015008

v.3

30600480015016

v.1

30610480009083

v.2

30610480009091

v.3

30610480009109

v.4

30610480009117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30610480016567
30610480016575
30610480016583
30610480016591
30610480016609
30610480016617
30610480016625
30610480016633
30610480016641
30610480016658
30610480016666
30610480016674
30610480016682
30610480016690
30610480016708

hs

hs

1, 再生的爭議(農村的生存遊戲)--2, 灣寶
西瓜保衛戰--3, 金門的離島心願--4, 火電
之島(邁向能源轉換)--5, 搶救雙溪實錄--6,
三輕的未來--7, 中科四期.風暴從這裡開
始--8, 台灣麥田記事--9, 遷村的欲走還留-10, 城市變形記--11, 有毒塑膠--12, 上善若
水又如何?--13, 淪陷水中央--14, 崩山.惡水.
土石流--15, 生活綠行動--16, 十年.九二一-17, 相思寮,救命!--18, 新屋素人攝影師--19,
玩糖造新城--20, 玉山里的故事--21, 廢水
往哪裡去!--22, 貓熊來台灣/圓柏千年--23,
危機.鐵馬道/社區.自行車道/綠洲出汙泥-24, 追緝絕色美聲-白腰鵲鴝/獵人變身/東
吉島的老朋友--25, 跟蹤孫悟空/替樹作戶
口調查/枯泣高屏溪--26, 迷霧追蜂/汗水下
的甜蜜/寂靜穀災--27, 雲旭樓.留不留?/玉
山旅社傻子股/海參浩劫--28, 擁擠的樂園-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619
1620
1621
1622
1623
1624
1625
1626
1627
1628
1629
1630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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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
1636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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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DO 733 8413
164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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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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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10 / 公共
電視台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0[
民99]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v.29
v.30
v.31
v.32
v.33
v.34
v.35
v.36
v.37
v.1
v.2
v.3

1644

v.4

1645

v.5

1646

v.6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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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v.8

1649

v.9

1650

v.10

1651

v.11

1652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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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危機.鐵馬道/社區.自行車道/綠洲出汙泥-24, 追緝絕色美聲-白腰鵲鴝/獵人變身/東
吉島的老朋友--25, 跟蹤孫悟空/替樹作戶
內容註
館藏地
口調查/枯泣高屏溪--26, 迷霧追蜂/汗水下
的甜蜜/寂靜穀災--27, 雲旭樓.留不留?/玉
山旅社傻子股/海參浩劫--28, 擁擠的樂園高美溼地/缺水的濕地樂園-無尾港濕地/櫻
鮭的歸鄉路--29, 土地公尋奇/找回澎湖老 hs
記憶/游泳在樹海--30, 博奕門前-邁向金銀
島?/博奕門前-水土的代價/阿斌的有機夢-31, 遇火重生-台灣瓦窯曙光再現/大地之屋
/虎尾眷村的舊日時光--32, 再見!蝴蝶/賞蝶
趣/消失中的天堂-哭泣的百合--33, 高山投
機農業/小梨的快樂農場--34, 八八重建-那
瑪夏的山上山下/八八重建-阿禮部落的微
光願望--35, 活著的力氣/農村的生存遊戲再生的爭議--36, 急水.擠水/平溪之水天上
來--37, 筆筒樹死亡謎題/桃園紅海汙染事
件

30610480016716
30610480016724
30610480016732
30610480016740
30610480016757
30610480016765
30610480016773
30610480016781
30610480016799
30610480016807
30610480016815
30610480016823
30610480016831
30610480016849
30610480016856
30610480016864
30610480016872
30610480016880
30610480016898
30610480016906
30610480016914
30610480016922
30610480016930 1, 流浪動物之死.誰之過?--2, 黎明溝的未
30610480016948 來--3, 點土成金--4, 他們為何反水庫--5, 留
住這片綠肺--6, 災區重生有機夢--7, 樹木
30610480016955
不保?--8, 莫拉克後的返家路--9, 彰雲水難
30610480016963 題(上)/峰迴圳轉/彰雲水難題(下)--10, 地質
30610480016971 風雲/九二一.大雁的未完樂章/山上的果核
30610480016989 夢--11, 寂寞溪塘/減碳的石化夢/象鼻河岸
小水系踏查--12, 山海心願-濕地的重生夢/
30610480016997
種田的故鄉學/穿梭芝山岩--13, 大埔農地
30610480017003 受難記/灣寶農民戰役--14, 守護白魚/霄裡
30610480017011 溪風暴--15, 聆聽岩語-遇見台灣地質/地質
30610480017029 景觀的生與滅--16, 曾文水庫SOS/嘉南平原
生命之水--17, 山與海之間的移動教室/見
30610480017037
樹不見林/希望森林--18, 南部水荒.與水共
30610480017045 舞/節水新生活--19, 大河高屏溪.養不起高
屏人/高屏溪.想要呼吸--20, 醉夢.文創園區/
野火.文化社區/野孩子的大地遊戲--21, 兩

索書號(館藏) 語文

冊次

條碼(館藏)

1653

v.13

30610480017052

1654

v.14

30610480017060

1655

v.15

30610480017078

1656

v.16

30610480017086

v.17

30610480017094

v.18

30610480017102

1659

v.19

30610480017110

1660

v.20

30610480017128

1661

v.21

30610480017136

1662

v.22

30610480017144

1663

v.23

30610480017151

1664

v.24

30610480017169

1665

v.25

30610480017177

1666

v.26

30610480017185

1667

v.27

30610480017193

1668

v.28

30610480017201

1669

v.29

30610480017219

1670

v.30

30610480017227

1671

v.31

30610480017235

1672

v.32

30610480017243

1673

v.33

30610480017250

1674

v.34

30610480017268

v.1

30610480017276 1, 萬里築壩記/誰的日月潭/魚塭里的農村
30610480017284 新價值--2, 追討程序正義〈一~五〉--3, 開
薑闢土/不一樣的自然課/愛戀彰化海岸--4,
30610480017292 保種救國/小米回家了/老樟樹下的閱讀樹
30610480017300 屋--5, 沉默的黑網--6, 大壩上的思考/搶救
30610480017318 下一滴水--7, 東山聖戰, 十年滄桑--8, 鋁渣
30610480017326 風暴/自然好時光/豬事煩惱--9, 追著毒物
跑/廢棄物變形記/留離田間--10, 透明的恐
30610480017334
懼-福島真相/輻射進餐桌/核災後的健康影
響--11, 信託顧自然/田邊一朵雲/布農生活
信託--12, 蝦猴的蹤影/蛙族.新移民/手作的
海洋記憶--14, 歷坵小農復耕/爐渣風暴

1657
1658

1675 DO 733 8413
1676 2011
1677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景觀的生與滅--16, 曾文水庫SOS/嘉南平原
生命之水--17, 山與海之間的移動教室/見
樹不見林/希望森林--18, 南部水荒.與水共
內容註
館藏地
舞/節水新生活--19, 大河高屏溪.養不起高
屏人/高屏溪.想要呼吸--20, 醉夢.文創園區/
野火.文化社區/野孩子的大地遊戲--21, 兩
溪之水那裡去/3952到0, 我的故鄉高屏溪-22, 被污染的土地/爐渣何處去/來去公園
玩--23, 有山則靈,佔山則贏?/大甲溪的化石
世界/還我一條溪--24, 歷史建築拆拆樂/汐
止三湖紀事/水稻渠成-南埔百年水圳--25, hs
廬山夢/留住大肚山的綠/一棵都不能少-搶
救老樹大作戰--26, 火燒台塑王國/漁村變
奏曲/八八風災短片-消失的星空--27, 故鄉
的守護-來自日本的經驗/台東蘇鐵的三角
習題--28, 雨林之淚/水水八煙/八八風災週
年短片-雲豹的脫困之路--29, 家在山坡上/
漂流的愛/八八風災週年短片-風的答案-30, 凡那比的隨堂考/水的賭局/災區72小
時--31, 好山好水的背後/藥去哪裡/山區小
校的真實價值--32, 冰河退去我留下-山椒
魚紀事/人工淡水/野溪整治大危機--33, 派
出所進公園/海風.日頭.鹽田樂/守護環境鐵
山角--34, 濕地與航空城/2010環境倒數計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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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1[
民100]

v.2
v.3

1678

v.4

1679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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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

1681

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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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次

條碼(館藏)

1682

v.8

30610480017342

1683

v.9

30610480017359

1684

v.10

30610480017367

1685

v.11

30610480017375

1686

v.12

30610480017383

v.14

30610480017433

1688

v.15

30610480017441

1689

v.16

30610480017458

1690

v.17

30610480017466

1691

v.18

30610480017474

1692

v.19

30610480017482

1693

v.20

30610480017490

v.21

30610480017508

v.23

30610480020361

v.24

30610480020379

v.25

30610480020387

v.26

30610480020395

v.27

30610480020403

v.1

30610480017516 1, 麗水里的汙染悲歌/街頭的救贖/流浪動
30610480017524 物119--2, 野蠻遊戲--3, 落入人間的生靈/活
化活盆地?/挽救五溝水溼地--4, 與工業區
30610480017532
作鄰居--5, 海洋危機總動員--6, 搶救藻礁
30610480017540 大作戰--7, 汪菊的願望/青菜裡的秘密/護
30610480017557 專生的農園夢--8, 共耕守原鄉/在安居與安
30610480017565 葬之間/苗栗的生死關卡--9, 蘇花改的難題
/士文水庫有危機/學術.風險?--10, 大雨的
30610480017573
試煉/給明天的警示/大雨大雨一直下--11,
30610480017581 廬山劫/圍城/自主防災正起步--12, 農殤/果
30610480017599 傷土殤心慌慌/清流湧泉-保護最後的生物
30610480017607 諾亞方舟--13, 好房子的退燒指南/梨山居/
封收--14, 圍堤, 危堤?/馬祖博奕-博奕賭未
30610480017615
來/馬祖博奕-青年救故鄉--15, 變調高山青/
槲櫟的等待/黑色土石流--16, 呼吸的風險
PM2.5--17, 311的習題/核電廠補考記/變形
之島--18, 龜途/大坪頂的公民願景/為牛請 hs

1687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屋--5, 沉默的黑網--6, 大壩上的思考/搶救
下一滴水--7, 東山聖戰, 十年滄桑--8, 鋁渣
風暴/自然好時光/豬事煩惱--9, 追著毒物
跑/廢棄物變形記/留離田間--10,
透明的恐 館藏地
內容註
懼-福島真相/輻射進餐桌/核災後的健康影
響--11, 信託顧自然/田邊一朵雲/布農生活
信託--12, 蝦猴的蹤影/蛙族.新移民/手作的
海洋記憶--14, 歷坵小農復耕/爐渣風暴
(上)/爐渣風暴(下)--15, 樹木天堂?樹木墳
場?/搶救拉庫拉庫溪/老樹之聲--16, 搶救自
然野溪/成龍濕地的美麗容顏/浮洲啟動-17, 清境奇蹟/三芝之戰/西拉雅的家園保衛 hs
戰--18, 核四 你好嗎?/綠電起義--19, 國家
濕地 正名之戰/城市農夫/祕境丹大--20, 塑
化之島/海岸的習題/運動詩人--21, 莫拉克.
失根的漂浮生活/小農對土地的友善力量/
造窯救文化--23,大學生的公民課/給一條路
/老建築新生命--24,水梯田的生與死/貢寮
米的里山願景/水梯田的生與死/海稻米的
溼地藝術/廢水擂台--25.中興新村三部曲揭開中興新村序幕/誰是中興新村新住民/
打造中興新村再生夢--26,松菸大巨蛋-風
暴再起/東部發展請慢行/東部發展條例-即
將出軌--27,大嵙崁溪的憂傷/真假貓天堂/
哈凱的禱告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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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 DO 733 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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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劫/圍城/自主防災正起步--12, 農殤/果
傷土殤心慌慌/清流湧泉-保護最後的生物
諾亞方舟--13, 好房子的退燒指南/梨山居/
封收--14, 圍堤, 危堤?/馬祖博奕-博奕賭未
內容註
館藏地
來/馬祖博奕-青年救故鄉--15, 變調高山青/
槲櫟的等待/黑色土石流--16, 呼吸的風險
PM2.5--17, 311的習題/核電廠補考記/變形
之島--18, 龜途/大坪頂的公民願景/為牛請 hs
命--19, 雙綠產業爭奪戰/八八風災三年後/
守護美軍宿舍--20, 高屏大湖 水土不服/井
水犯河水/為美麗灣留白21,吃一顆好蛋/老
芒果樹 何去何從/穿越斷層帶--22,揚葉飛
滿天/國家級的難題--23,大崎農學情/讓樹
醫樹/義起築個夢--24,蔬菜向前衝/留住八
卦驛站/守護都蘭鼻--25,歷史老屋的生死悲
歡/HOLA祕魯-來自產地的消息--26,穿城之
水/最後的南屯溪/Hola祕魯-手作一片天
/HOLA祕魯-傳統作物新航路

冊次

條碼(館藏)

v.12

30610480017623

v.13

30610480017631

v.14

30610480017649

1709

v.15

30610480017656

1710

v.16

30610480017664

1711

v.17

30610480017672

1712

v.18

30610480017680

1713

v.19

30610480017698

v.20

30610480017706

v.21

30610480020411

v.22

30610480020429

v.23

30610480020437

v.24

30610480020445

v.25

30610480020452

v.26

30610480020460

v.1

30610480017714 內容: 1, 非核不可/309廢核遊行實錄--2, 紅
蟹的黎明/椰子蟹的Party--3, 野調好幫手~
30610480017722
公民科學家/酸甜回春土滋味/失守的金門
30610480017730 海岸線--4, 文化資產乾硬化/B咖教授的實
30610480017748 驗餐廳--5, 源水污染地圖/自然好滋味/珍
30610480017755 重埤塘--6, 最後一芝蛙/救鯨人生/請魚來
種菜--7, 微型電廠時代/社區節能秘笈/電
30610480017763 動機車的明天--8, 集水區大崩壞/誰的水沙
30610480017771 連--9, 龜鄉/管管溫泉/農民起意--10, 老茄
30610480017789 冬與三十億/雲端探險-紐西蘭步道解密-11,彰化農地污染記/守護外澳海岸線/被遺
30610480017797
忘的台西村--12,梨山願/陷落海岸線/變幻
30610480017805 冷戰島--13,地熱之島/重建場所精神/鋪一
30610480020478 條路回家--14,向日葵少女的人生挑戰 /有
草為伴/污染農地的希望--15,永續治水,永
30610480020486
續工程?/里山.美濃/棕櫚渡假村大開發--16,
30610480020494 變色花蓮溪/替世界滅一盞燈/日月光啟示
30610480020502 錄--17,搶救台灣千年歷史/馬武窟溪大危機
/樂生願--18,我的水草世界/愛憎淡江橋/紅
樹林悲喜--19,進擊!外來蜥蜴<宣戰>/進擊!

1706
1707
1708

chi

1714
1715 DO 733 8413
2013
1716
1717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13 / 公共
電視台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民102]

v.2
v.3

1718

v.4

1719

v.5

1720

v.6

1721

v.7

1722

v.8

1723

v.9
v.10
v.11
v.12
v.13
v.14
第 94 頁，共 232 頁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5

30610480020510

v.16

30610480020528

v.17

30610480020536

v.18

30610480020544

v.19

30610480020551

v.20

30610480020569

v.21

30610480020577

v.22

30610480020585

v.23

30610480020593

v.24

30610480020601

v.25

30610480020619

v.26

30610480020627

v.27

30610480020635

v.28

30610480020643

v.29

30610480020650

v.30

30610480020668

v.31

30610480020676

v.32

30610480020684

v.33

30610480020692

v.34

30610480020700

v.35

30610480020718

v.36

30610480020726

v.37

30610480020734

v.38

30610480020742

v.39

30610480020759

v.40

30610480020767

v.1

30610480020775 內容: 1,重返扁柏神殿/把樹還給山林--2,當
路遇見樹/真假產品/台中砌媽祖--3,田毒/
30610480020783
檜木餘生/佳暮部落的共耕希望--4,植物工
廠大挑戰/縴拉著船/柚子,加油--5,龜去何
處/後山人的生活意見/搶救日新老醫院--6,

chi

1724
DO 733 8413
2014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14 / 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草為伴/污染農地的希望--15,永續治水,永
續工程?/里山.美濃/棕櫚渡假村大開發--16,
變色花蓮溪/替世界滅一盞燈/日月光啟示
內容註
館藏地
錄--17,搶救台灣千年歷史/馬武窟溪大危機
/樂生願--18,我的水草世界/愛憎淡江橋/紅
樹林悲喜--19,進擊!外來蜥蜴<宣戰>/進擊!
外來蜥蜴<眾志>/疫牆--20,新莊的挑戰-副
都心爭綠地/新莊的挑戰-老街區的繁華/誰
的東清七號地--21,核能?不 謝謝!/綠能城市
~齊斯特市/丹麥的承諾與挑戰--22,搶救南
崁綠光影/當魚不再來-失魚之海/當魚不再
來-守護一片海--23,田荒農慌上凱道/彩虹
hs
農場/食物廢物一線間--24,走讀塔塔加/冬
日之春/小島.大金門--25,國道「欺」號/野
草死亡紀事/紅豆的滋味--26,一年之際/民
間自力救老屋/與樹共棲--27,HOLA祕魯特
輯--28,台南鐵路Don't移/當古蹟遇上都更/
風能神話--29,鶯歌不見窯/土地公的本事/
當華光散盡--30,草、木、人 尋和諧/垃圾
山大改造/黑琵新家要開路--31,陪著耕牛作
藝術/觀新藻礁--32,守護老淡海/淡海新夢
幻/甜蜜鳳梨學程--33,搶救彰化流浪古蹟群
/填海/再利用的真相--34,大埔四戶救家園~
五星的滋味/大埔四戶救家園~風暴再起-35,行義之路/在森林中造林/惡路‧投89-36,大埔風暴/回家吧！養蝦--37,融冰之島/
氣候懸崖上的台灣--38,開發巨輪下的芝山
願景/梨農怨/紅蟹消失記--39,桶裝廢液到
我家/秋紅/桶裝廢液該誰清--40,戀域~紐西
蘭環境信託/死亡陷阱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4
第 95 頁，共 232 頁

v.2

DO 733 8413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14 / 公共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2014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化事業基金會,
出版項 2014

冊次

條碼(館藏)

v.3

30610480020791

v.4

30610480020809

v.5

30610480020817

v.6

30610480020825

v.7

30610480020833

v.8

30610480020841

v.9

30610480020858

v.10

30610480020866

v.11

30610480020874

v.12

30610480020882

v.13

30610480020890

v.14

30610480020908

v.15

30610480020916

v.16

30610480020924

v.17

30610480020932

v.18

30610480020940

v.19

30610480020957

v.20

30610480020965

v.21

30610480020973

v.22

30610480020981

v.23

30610480020999

v.24

30610480021005

v.25

30610480021013

v.26

30610480021021

v.27

30610480021039

v.28

30610480021047

v.29

30610480021054

v.30

30610480021062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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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重返扁柏神殿/把樹還給山林--2,當
路遇見樹/真假產品/台中砌媽祖--3,田毒/
內容註
館藏地
檜木餘生/佳暮部落的共耕希望--4,植物工
廠大挑戰/縴拉著船/柚子,加油--5,龜去何
處/後山人的生活意見/搶救日新老醫院--6,
不能回收的足跡 /中國水解金門渴?--7,松
鼠大軍「偷渡」金門/「古」道「新」契
機/灶腳好食光--8,非基改戰「豆」/保護區
戰爭/石蚵計畫--9,貴仙師傅的緩慢農法/檳
榔園的第二春/廢油肥皂劇--10,選一場寧靜
革命/轉角遇到鹿/烏來尋綠金--11,港邊惜
別老倉庫/記憶舊市場/千甲農場圓夢記-12,進口五金救經濟?/香山農地找出路/揪
團買菜去--13,仙草煉黑金/藍鵲茶革命/買
辦觀光--14,請樹搬家/圖書館戰爭/二戰遺
跡保存戰--15,香山農民的徵收人生/手感的
溫柔/走訪地質公園--16,猛禽出任務/裡山
塾的里山經營學/迷失小熊救家園--17,農青
下鄉/我的非塑人生/淨灘狂想曲--18.雨林
咖啡的滋味/咖啡爺爺--19,老屋的困局-拆
除普安堂/老屋的困局-都更來襲/餐飲的綠
hs
色革命--20,北宜直鐵通不通?/藻礁的選擇
題/斷黑--21,死刑犬的下一站/航空城大徵
收-悲傷家園/航空城大徵收-抗爭之路--22,
綠農的社運農業/竹藏碳/雪谷的挑戰--23,
埔里水筍田的綠保計畫/旅讀布袋/九孔招
親記--24,蘭嶼特區大開發/出租沙灘/t2014
環境短片 : 石化‧實話 --25,成龍濕地的里
海行動/t2014環境短片 : 歹水傷農/彰南糧
倉大危機 --26,2014環境短片 : 化肥肥害/湧
泉裡的幸福/盜賣農地 --27,節能大未來/省
下一座核電廠--28,大為失「蒜」 ;客雅溪
油污劫 --29,鍍出明天/農地呷毒--30,搶救
神岡歷史浮圳/愛上西螺/草草了事--31,步
道心革命/縣道143/豬價捶心肝--32,倆佰甲
的農村運動/走訪地質公園-玄武之島/堀仔
頭的水水夢

的農村運動/走訪地質公園-玄武之島/堀仔
頭的水水夢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33 8413
2015

題名/作者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15 / 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31

30610480021070

v.32

30610480021088

v.1

v.24

30610480021096 內容: 1,簡樸生活14天/鄉村發電夢/走味的
油煙--2,水不落田/蔬菜朵朵開/與電鍍廠為
30610480021104
鄰--3,沒水怎麼活?/旱水哪來?/水為什麼留
30610480021112 不住--4,捍山/滲眉埤悲歌--5,達達的馬蹄聲
30610480021120 /阿河死去之後/大商港與小漁村--6,埤塘保
30610480021138 命水/再見紅火蟻/大撲殺--7,部落的山海劇
場/分動物吃一口/蚵仔去哪裡?--8,撞到月
30610480021146 亮的樹--9,飛雁新村大搶救/麥向何方/蟻
30610480021153 潮--10,焚化爐吃不消/中國垃圾 台灣買單/
30610480021161 我的非塑人生--11,孩子的故鄉里山學/父親
留下的那棟老房子/候鳥捎來的死亡訊息-30610480021179
12,紅葉部落的災後開發/守護五十二甲濕
30610480021187 地/日月潭水難題--13,救援/呼吸在高雄-30610480021195 14,格陵蘭的夏天--15,蜜月灣的最後答案/
檜木鄰--16,陳永陵的手作森林/黎明新村的
30610480021203
挑戰--17,煙燻的健康/高雄的天空--18,雙河
30610480021211 之島/伴魚/綠隧道有危機--19,飲食革命的
30610480021229 最後一里路/高屏水荒荒--2/0,守護竹東老
30610480021237 宿舍/樹倒/濁水啟示--21,拿回我的一度電/
消失中的季節限定--22,新社不賣田/高山瀑
30610480021245
布奇觀/小琉球垃圾的旅程--23,能源時代
30610480021252 (重製短版)-德國廢核之路/德國再生的希
30610480021260 望/德國節能向錢衝--24,為老旅社轉個彎/
你聽過省府宿舍嗎?--25,清水農地大開發/
30610480021278
我家門前有遊客--26,人蚊大戰/公園 是誰
30610480021286 的家/改土地的名--27,黑夜裡的綠精靈/吉
30610480021294 哈拉艾的里山時光--28,掩埋馬頭山/買水人
生/水肥不滲--29,一條道路,兩種環評?/雉在
30610480021302
官田/登革熱的下一站--30,生命中的土土
30610480021310 土--31,溫泉鄉的開發潮/智取福壽螺/王國
30610480021328 的挑戰

v.25

30610480021336

v.26

30610480021344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5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chi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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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hs

土--31,溫泉鄉的開發潮/智取福壽螺/王國
的挑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33 8413
2016

題名/作者

我們的島 [錄影資料]. 2016 / 公共
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27

30610480021351

v.28

30610480021369

v.29

30610480021377

v.30

30610480021385

v.31

30610480021393

v.1

v.4

30610480021401 內容: 1,後勁!末竟之路!/大林蒲悲歌--2.在
福島與輻島之間--3,處陷不驚/我的房子安
30610480021419
全嗎?--4,台灣屋脊上的玉山圓柏-那些我
30610480021427 們曾拜訪的樹--5,蝶舞茂林/百年水道頭/美
30610480021435 濃的芝麻心願--6,野菜新勢力/野溪整型記

v.5

30610480021443

v.6

30610480021450

v.1

30910480003825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6

v.3

chi

1725

DO 733.2 4204
2012

1726
1727

DO 733.2913
4036 2009

1728
1729

DO 733.3 2064
2014

1730

1731

1732

DO 733.331
7069 2010

DO 733.331
7069 2010

v.2

橫渡黑潮拜訪臺灣 [錄影資料] =
Crossing the Kuroshio to visit
chi Taiwan / 財團法人蘭嶼部落文化
基金會製作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2[民101]

還原・尋找二二八 [錄影資料] :
揭開歷史迷霧中的事件真相 / 南
chi 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臺北市 : 台視文化,
[2009]

看見台灣 [錄影資料] =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 齊柏
chi 林導演 ; 侯孝賢監製 ; 何國杰配
樂

台北市 : 東暉國際公
播代理 : 台灣阿布電
影出品發行, [2014]

雲海上的島嶼 [錄影資料] : 玉山
國家公園高山生態影片 / 雕刻時
chi
光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 廖東坤導
演
雲海上的島嶼 [錄影資料] : 玉山
國家公園高山生態影片 / 雕刻時
chi
光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 廖東坤導
演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民99]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民99]

第 98 頁，共 232 頁

v.2

30910480003833

v.1

30610480012814

v.2

30610480012822

v.1

30610480018076

內容註

內容: 1, 17分鐘造舟版; 15分鐘簡介版--2,
55分鐘完整版

內容: 1,還原二二八--2,尋找二二八的沈默
母親林江邁

館藏地

hs

hs

hs

hs
v.2

30610480018084

30910480002512

hs,ls

30910480003353

hs,l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33.48
2302 2007

1733

題名/作者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藝術篇 [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chi

DO 733.6 4302
2011

僑委會邀您看台灣 [錄影資料].
第七集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1734
chi
華僑通訊社監製 ; 華視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DO 733.6 4462
魅力台灣樂活誌 [錄影資料] / 大
2010
麥影像傳播工作室製作

v.22

五語版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僑
(國.台. 務委員會, 2011[民100]
客.粵.
英)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10[
民99]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南管欣賞一--2,南管欣賞二--3,北管
欣賞一--4,北管欣賞二--5,偶戲欣賞一--6,偶
戲欣賞二--7,客家山歌欣賞一--8,客家山歌
欣賞二--9,邵族文化與藝術一--10,邵族文
化與藝術二--11,鄒族文化與藝術一--12,鄒
族文化與藝術二--13,雅美(達悟)族文化與
藝術一--14,雅美(達悟)族文化與藝術二-15,阿美族文化與藝術一--16,阿美族文化與
30600480001313 藝術二--17,泰雅族文化與藝術一--18,泰雅 hs
族文化與藝術二--19,排灣族文化與藝術
一--20,排灣族文化與藝術二--21,賽夏族文
化與藝術一--22,賽夏族文化與藝術二--23,
布農族文化與藝術一--24,布農族文化與藝
術二--25,卑南族文化與藝術一--26,卑南族
文化與藝術二--27,魯凱族文化與藝術一-28,魯凱族文化與藝術二
內容: 文化饗宴在台灣/藝文篇--吃遍福爾
摩沙/美食篇--映象台灣--特別收錄: 2010海
30600480015222
hs
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1735

v.1

1736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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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v.1: 第1集, 一場風雨過後 漂流木何去何從
; 第2集, 漂流木 再生之美 ; 第3集, 踏浪 賞
鯨 遊漁村 宜蘭樂活篇 ; 第4集, 指北針在
森林裡轉啊轉 森林越野 定向台灣 ; 第5集,
30910480002793
踏浪 賞鯨 遊漁村 花蓮樂活篇 ; 第6集, 萬
古長青一奇樹 搶救台東蘇鐵--v.2: 第7集,
歷史迴光 生生不息 重現林業舊時情 ; 第8
集, 山林過客 中途驛站 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 第9集, 林中取材 適材適用 森林產物光澤
再現 ; 第10集, 竹之風華 竹產業魅力生機 ;
第11集, 林業走出去 特色社區照過來 ; 第
12集, 保衛台灣山林 LNT無痕山林 開始-30910480002801
v.3: 第13集, 綠色造林起飛 展望 平地森林
遊樂區 ; 第14集, 台灣最大蝙蝠 台灣狐蝠
蹤跡再現 ; 第15集, 休閒林業新趨勢 森林
生態旅遊 ; 第16集, 守護一溪一樹 守住好
山好水好家園 ; 第17集, 移除外來種 搶救
台灣原生種 ; 第18集, 返還林地 復舊造林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1737

v.3

chi

1738

v.4

1739

v.5

1740

v.6

第 100 頁，共 232 頁

v.3: 第13集, 綠色造林起飛 展望 平地森林
遊樂區 ; 第14集, 台灣最大蝙蝠 台灣狐蝠
蹤跡再現 ; 第15集, 休閒林業新趨勢 森林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生態旅遊 ; 第16集, 守護一溪一樹 守住好
山好水好家園 ; 第17集, 移除外來種 搶救
台灣原生種 ; 第18集, 返還林地 復舊造林
重現蓊鬱福爾摩沙 ; 第19集, 踏浪 賞鯨 遊
漁村 台東樂活篇--v.4: 第20集, 綠色造林
30910480002819
綠色財富 尋找種樹達人 ; 第21集, 踏勘台
灣山林 海岸山脈大縱走 ; 第22集, 走覽台
灣十大人氣瀑布(一) ; 第23集, 走覽台灣十
大人氣瀑布(二) ; 第24集, 森林學堂 快樂
hs
學習 師法自然的自然教育中心 ; 第25集,
打造生態文化藝術村 蛻變中的成龍溼地 ;
第26集, 自然界可敬的耆老 台灣老樹巡禮-v.5: 第27集, 有空來部落坐坐 霧頭山下 魯
30910480002827 凱阿禮 ; 第28集, 水族海底樂園 海洋人工
漁礁 ; 第29集, 林野巡視 守護台灣 深山巡
護特遣隊 ; 第30集, 踏勘台灣山林 阿里山
山脈大縱走 ; 第31集, 守護山林 樂山樂水
國家森林志工 ; 第32集, 台灣山林總體檢
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 ; 第33集, 島嶼
綠色奇蹟 澎湖離島造林--v.6: 第34集, 煙雨
砌石 梯田 竹子山下 遺世八煙 ; 第35集, 此
30910480002835 路是我鋪 步道工作假期 ; 第36集, 雨過天
青 阿里山 風華再現 ; 第37集, 台灣海岸最
前鋒 海岸保安林 ; 第38集, 雲霧森林 神秘
瑰寶 觀霧山椒魚 ; 第39集, 雲霧之上的驚
豔 大雪山生態景觀道路 ; 第40集, 魅力台
灣 森林之美

30910480002843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33.9/103.9/14
1.2 3177 2014

題名/作者
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 [電子資源]. 第三
屆 = Symposium on Tamsui studies
and the Sino-French War

1741

chi

DO
733.9/103.9/14
1742
5.4 2638 2015

千帆泊肆 古剎弄藝 [錄影資料] :
口述歷史話新莊老街‧影像紀錄
chi
專輯 / 吳永欽導演; 太乙媒體事
業有限公司製作
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出版品電
子檔案 [電子資源] / [鹿港地政事
chi 務所編]

DO
733.9/121.9/14
1743 3.4 0341 2014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淡江大學歷
史系, 2004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民104[2015]

彰化縣鹿港鎮 : 鹿港
地政事務所, 民
1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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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清法戰爭對台灣的影響 / 許雪姬--從影像
圖片觀察淡水市容的演進 / 馮文星--「淡
水地域」研究計画之展望-「国際性」の
視点 / 藤波潔--淡水生活志－解讀鏡頭下
的淡水起居空間與在地生活 / 周澤南、徐
韶君--蓬萊老祖與淡水八月「年例」祭典
/ 簡有慶--北台首座媽祖廟關渡宮之起源
與角色 / 黃富三、方素娥-- 淡水河岸移民
宗族組織與原鄉比較－以西亭陳為例 / 王
志文-- 清法戰役法國封鎖台灣之探討 / 羅
運治-- 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巡洋艦、砲艦
和杆雷艇 / 紀榮松-- 清法戰爭基隆之役 /
30600480019315 葉振輝-- 清法戰爭與淡水砲台的再考證 / hs
楊蓮福、林于昉-- 江頭礮臺－中法戰爭後
被遺忘的礮臺 /周宗賢-- 清法戰爭在澎湖 /
林文鎮-- 從戰艦上看福爾摩沙－法國海軍
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 / Sylvie PASQUET-清法戰爭前後的北台灣（1875~1895）─
以1892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
/ 許毓良--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
學、史實與集體記憶 / 許文堂-- 「焚而不
燬」(Nec tamen consumebatur)－清法戰爭
時期的馬偕牧師與「耶穌聖教」/ 林昌華-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 /
傅錫壬-- 誤解麻瘋(麻風)院－以淡水河域
新莊樂生院之文化資產保存為例 / 紀榮
30600480019059

hs

001.漫步二鹿風華淺談鹿港天后宮--002.黑
瓦與白牆木造建築之美─話談鹿港街長宿
30600480019323 舍--003.戀棧鹿港古都風韻光陰的故事-不 hs
見天傳奇--004.從洋樓與古厝看見歷史交
融─鹿港民俗文物館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33.9/127.6
3125 2011
1744

1745 DO 733.9/131
1746 6204 2014
1747
1748
DO
1749 733.9/135.9/16
5.1 8716 2014
DO 739.327
1750
7536 2016
DO 739.327
1751
7536-2 2016
DO 752.9 4028
1752
2012
DO 752.9 4124
1753 2012

江海詩地 婆娑生態 [錄影資料] :
九十九年度台江國家公園簡介3D
立體影片 = Taijiang : vibrant
wetland sanctuary: 2010 introductory
chi
video to Taijiang national park
(filmed in 3D) / 視群傳播事業有
限公司製作 ;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
處監製
影像高雄 [錄影資料]. 2014 : 消失
與重生系列紀錄片 = The image of
chi
Kaohsiung : disappearance and
rebirth
鹽埔鄉志 [電子資源] / 鄭瑞明總
chi 編纂 ; 屏東縣鹽埔鄉公所編製
ind
ind
chi
chi

DO 752.9 8632
1754 2012
chi
DO 781.08
1755 4605 2003
1756 DO 782.18
1757 4824 2004
1758
1759
1760
1761
1762

題名/作者

殺人一舉 [錄影資料] = The act of
killing / Joshua Oppenheimer[導演]
沉默一瞬 [錄影資料] = The look
of silence
大峽谷 [錄影資料] = Grand
Canyon : the hidden secrets
黃石仙境 [錄影資料] =
Yellowstone : everything else is just
a movie
錫安山 [錄影資料] : 神之寶庫 =
Zion Canyon : treasure of the Gods

拜倫 [錄影資料] = Byron / 英國廣
eng 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製作
華人縱橫天下 [錄影資料] = A
world for Chinese / 張克榮監製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內容註

館藏地

台南市 : 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1[民100]

高雄市 : 高雄市電影
館, 2014

v.1
v.2
v.3
v.4

屏東縣鹽埔鄉 : 屏東
縣鹽埔鄉公所, 民
103[2014]
台北市 : 美昇國際影
業, 2016
台北市 : 美昇國際影
業, 2016
台北市 : 方妮多媒體
總代理, 2012[民101]
台北市 : 方妮多媒體
總代理, 2012[民101]
台北縣新店市 : 方妮
多媒體總代理, 2012[
民101]
台北市 : 得利影視總
代理, 2003[民92]
台北市 : 映像唱片總
代理 ; 汐止市 : 智軒文
化發行, 2004[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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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條碼(館藏)

v.1
v.2
v.3
v.4
v.5
v.6
v.7

30910480002785

hs

30600480019216 Disc1: 蕉農古德福--Disc2: 再見.黃埔-30600480019224 Disc3: 獅子--Disc4: 鬥瓶子
30600480019232
30600480019240

hs

30600480019794

hs

30610480019272

hs

30610480019280

hs

30630480000742

hs

30630480000759

hs

30630480000734

hs

30610480009075

hs

30610480011832
30610480011840
30610480011857
30610480011865
30610480011873
30610480011881
30610480011899

v.1, 建築. 設計 / 貝聿銘, 林同炎--v.2, 建築.
設計 / 胡冰--v.3, 建築. 設計 / 林瓔--v.4, 文
化. 藝術 / 李安, 吳宇森--v.5, 文化. 藝術 /
李連杰--v.6, 文化. 藝術 / 譚盾--v.7, 文化.
藝術 / 方美梅--v.8, 文化. 藝術 / 王己千, 丁
紹光--v.9, 文化. 藝術 / 黃英, 陳露--v.10, 文
化. 藝術 / 虞琳敏, 盧燕--v.11, 政. 法 / 李昌
鈺--v.12, 政. 法 / 莫虎, 鄺傑靈--v.13, 科學.
教育 / 田長霖--v.14, 科學. 教育 / 何大一--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763
1764
1765
1766
1767
1768
1769
1770
1771
1772
1773
1774 DO 782.18
1775 8413 2008
DO 782.18
1776 8867 2008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chi

chi

將相浮沉錄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視製作]
民國人物在台灣的歲月 [錄影資
料] / 含鈺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台北市 : 含鈺國際,
2008[民97]

冊次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
v.2
v.1

chi
1777

v.2

DO 782.18
1778 8867-2 2008

民國人物在台灣的歲月 [錄影資
料]. (二) / 含鈺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chi 製作

台北市 : 含鈺國際,
2008[民97]

1779
1780

v.1
v.2

DO 782.67
0570 2001

二十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 [錄影
資料] / 望春風文化事業製作

1781
1782

台北市 : 望春風出版
社發行, 2001[民90]

v.1
v.2

chi

v.3

1783

v.4

1784

v.5

1785 DO 782.8 8413
1786 v.1
1787

台灣百年人物誌 [錄影資料] / 公
共電視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pt.7
化基金會, 2002-2003[
pt.4
民91-92]
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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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李連杰--v.6, 文化. 藝術 / 譚盾--v.7, 文化.
藝術 / 方美梅--v.8, 文化. 藝術 / 王己千, 丁
紹光--v.9, 文化. 藝術 / 黃英, 陳露--v.10, 文
內容註
館藏地
化. 藝術 / 虞琳敏, 盧燕--v.11, 政. 法 / 李昌
鈺--v.12, 政. 法 / 莫虎, 鄺傑靈--v.13, 科學.
教育 / 田長霖--v.14, 科學. 教育 / 何大一-hs
v.15, 科學. 教育 / 焦立中--v.16, 科學. 教育
/ 朱棣文--v.17, 科學. 教育 / 楊振寧, 李建
業--v.18, 財經 / 王嘉廉, 方李邦琴

30610480011907
30610480011915
30610480011923
30610480011931
30610480011949
30610480011956
30610480011964
30610480011972
30610480011980
30610480011998
30610480012004
30600480011395 內容: 1,毛澤東--2,鄧小平
hs
30600480011403
內容: v.1: 第一集, 蔣介石的左右手-陳立
30610480011501 夫、陳果夫 ; 第二集, 國府小諸葛-白崇禧-v.2: 第三集, 受降將軍-何應欽 ; 第四集,
hs
永遠的監察院長-于右任 ; 第五集, 黃埔軍
30610480011519
系-胡宗南
內容: v.1: 第一集, 山西王的最後餘生-閻錫
30610480011527 山 ; 第二集, 現代張良-吳稚暉 ; 第三集, 孫
中山之子-孫科--v.2: 第四集, 文人總統-嚴 hs
家淦 ; 第五集, 伴君如伴虎的蔣介石副手30610480011535
陳誠
內容: 1,科學家這一行(李遠哲:回台工作
2001夜;林聖賢:一個50年代留學生的自述)-2,師生相輝映(彭明敏:自由的滋味;李鴻
30600480001586 禧:浪漫迂迴在憲法的世界)--3,台南人之光
(高俊明:牧者之路;林宗義:新世紀的展望)-30600480001594 4,藝術家的獨白(蕭泰然:台灣音樂與我;謝 hs
里法:一個藝術工作者的自述)--5,民主運動
30600480001602 先鋒(李喬:我的童年與文學;林俊義:人與
環境的對談)
30600480001610
30600480001578

30600480014217 內容 : [v.1],夾縫中的民族主義者-林獻堂-30600480014225 [v.2],熱血男兒-蔣渭水--[v.3],不斷再生的醫
30610480005446 學博士-馬偕--[v.4],殖民者的推手-後藤新
平--[v.5],帝國的足跡-伊能嘉矩--[v.6],台灣
醫學之父-杜聰明--[v.7],征戰長夜的孤星-

DO 782.8 8413
台灣百年人物誌 [錄影資料] / 公
v.1
共電視製作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1788
1789
1790
1791
1792
1793
1794
1795
1796
1797
1798
1799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基金會, 2002-2003[
版本項
出版項
民91-92]

chi

DO 782.8 8413
1800 v.2

臺灣百年人物誌. 第貳季 [錄影資
料] / 公共電視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基金會, 2003-2004[
民92-93]

1801

冊次

條碼(館藏)

pt.2
pt.3
pt.4
pt.5
pt.6
pt.7
pt.8
pt.9
pt.10
pt.11
pt.12
pt.13

30610480005453
30610480005461
30610480005479
30610480005487
30610480005495
30610480005503
30610480005511
30610480005529
30610480005537
30610480005545
30610480005552
30610480005560

pt.1
pt.2

chi
1802

pt.3

1803

pt.4

1804

1805

1806

1807

DO 782.88
4442
DO 782.88
5425 2006

DO 782.88
5425-2 2006

DO 782.88
5425-3 2006

台灣百年人物誌 [錄影資料]. 21,
林茂生 / [公共電視製作]
台灣人物誌 [錄影資料] : 李昌鈺
= Portait Taiwan : Dr. Henry Lee /
eng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台灣人物誌 [錄影資料] : 林懷民
= Portraits Taiwan : Lin Hwai Min /
eng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台灣人物誌 [錄影資料] : 陳文郁
= Portraits Taiwan : Chen Wun Yu /
eng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chi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民
93]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c2006[民95]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c2006[民95]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c2006[民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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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v.1],夾縫中的民族主義者-林獻堂-[v.2],熱血男兒-蔣渭水--[v.3],不斷再生的醫
內容註
館藏地
學博士-馬偕--[v.4],殖民者的推手-後藤新
平--[v.5],帝國的足跡-伊能嘉矩--[v.6],台灣
醫學之父-杜聰明--[v.7],征戰長夜的孤星黃土水--[v.8],人間大愛-施乾--[v.9],台灣新
文學之父-賴和--[v.10],血染的油彩-陳澄
波--[v.11],高山船長-高一生--[v.12],荒原之 mh,hs
泉-八田與一--[v.13],尋找孤兒的原鄉-吳濁
流

1,可貴者膽 所要者魂-雷震的道路(上)(下),
30610480005578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2,台灣經濟沙皇-尹仲
容, 追尋桃源的書生-林茂生, 傅斯年斯人
30610480005586 斯事--3,踩不死的野花-謝雪紅, 硬骨頭-楊
逵, 沉默的雷聲-吳三連(上)(下)--4,書寫史 mh,hs,fs
n
30610480005594 地的疾行者-林朝棨, 民主的長征-許世賢,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廖文毅, 燃盡方休的熱
情-王育德
30610480005602
30600010404102

hs

30610480006980

hs

30610480006998

hs

30610480007004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1808

DO 782.88
5425-4 2006

DO 782.88
5425-5 2006
1809

DO 782.88
1810 7395 2000
DO 782.88
1811 8326 4102
2012
DO 782.88
8413 2003
1812
DO 782.8828
4431 2005
1813

1814

1815

DO 782.886
2110
DO 782.886
2232 2007

DO 782.886
1816 2613 2002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台灣人物誌 [錄影資料] : 劉金標
= Portraits Taiwan : King Liu / 探索
eng
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台灣人物誌 [錄影資料] : 證嚴法
師 = Portraits Taiwan : Dharma
eng Master Cheng Yen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黃信介 [錄影資料] : 民主老仙覺 /
chi 民主進步黨政策會製作
初版
儒學大師錢穆先生紀錄影片 [錄
chi 影資料] /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世紀宋美齡 [錄影資料] = Mme.
Chiang Kai-shek : a legend across
chi
three centuries / 公共電視臺製作 ;
林蔭庭撰稿
追念民主鬥士與文化先鋒蔣渭水
[錄影資料] : 蔣渭水台灣大眾葬
葬儀紀錄片 = Democracy fighter
chi and cultural pioneer Jiang Wei-Shui's
public funeral : a documentary / 雅
凱電腦語音有限公司製作
回家 [錄影資料] : 盧雲逝世五週
年紀念視像光碟
幽幽清泉夢 [錄影資料] : 張學良
溫泉幽禁歲月1946-1958年 / 新竹
chi
縣文化局監製 ; 漢興傳播有限公
司製作
跨世紀个人格者 [錄影資料] : 三
chi 連仙个一生 / [吳三連著] ; 張炎
憲主編
chi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c2006[民95]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7012

hs

30610480007020

hs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c2006[民95]

台北市 : 民主進步黨
黃信介紀念文集小組,
2000[民89]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2[民101]

1,歷史的脚步--2,民主老仙覺--3,懷念信介
30600480011478 仙--4,時代的先知--5,政治的道路--6,信介仙 mh,hs
年表
30910480003783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公
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會, 2003[民92]

30600480011338

hs
1,東方與西方--2,奮起與挫敗--3,老幹與新
枝

mh,hs

台北市 : 台北市文化
局, 2005[民94]

香港 : 基道, [出版年不
詳]
新竹縣 : 新竹縣政府,
2007

台北市 : 財團法人吳
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02[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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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30910480001738

hs

30610480000637

hs

30600480013060

mh,hs,fs
n,clp,iss
p

30600480011783

mh,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82.886
1817 2613 2002
DO 782.886
1818 2613 2002
DO 782.886
2621 2014

1819

1820

1821

DO 782.886
4019 2006

DO 782.886
4414 2010

DO 782.886
1822 5513 1999
1823
DO 782.886
1824 5513 1999

題名/作者

跨世紀个人格者 [錄影資料] : 三
chi 連仙个一生 / [吳三連著] ; 張炎
憲主編
跨世紀个人格者 [錄影資料] : 三
chi 連仙个一生 / [吳三連著] ; 張炎
憲主編
驀然回首臺北人 [錄影資料] : 第
卅三屆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白先
勇先生紀錄片暨事蹟手冊 = The
sudden recollection of Taipei people
chi : the 33th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of
R.O.C. (Taiwan) laureate Pai HsienYung's Documentary film & booklet
/ 吳耀東導演 ; 創藝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公共電視製作
李登輝 [錄影資料] : 紀錄台灣民
主改革的關鍵年代 / 林樂群導演
chi
臺灣心文獻情 [錄影資料] : 王世
慶先生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專輯 /
chi
莊麗華, 朱麗雲導演 ; 茱莉亞廣
告傳播有限公司製作
現代化之路-李國鼎與台灣經驗 [
錄影資料] : 李國鼎先生九秩華誕
chi 紀念光碟 / 中央研究院製作小組
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台北市 : 財團法人吳
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02[民91]
台北市 : 財團法人吳
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02[民91]

v.2

30600480011791

mh,hs

v.3

30600480011809

mh,hs

30600480018473

hs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
采昌國際多媒體總經
銷, 2006[民95]
[臺北縣板橋市] : 臺北
縣政府, 2010[民99]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88[1999]

30610480007202

DO 782.886
7503 6058
1827 2007

驟變1949 [錄影資料] : 關鍵年代
chi 的陳誠 / 葉飛鴻等撰稿

臺北縣新店市 : 國史
館, 2007[民96]

1828 DO 782.886
8413 2006

台灣生命記憶 [錄影資料] / 公共
電視台監製 ; 尖端公司製作

內容註

內容: 1,農業專家1923-1990--2,民主先生
1990-1996--3,台獨領袖1996-迄今

館藏地

hs

30600480014555

hs

1,第一篇: 略傳--第二篇: 大事年表--第三
30600480011528 篇: 照片集錦--第四篇: 財經大事紀--第五
篇: 檔案目錄--2,附錄: 人物專訪
30600480011536

mh,hs

mh,hs

v.2

1,第一篇: 略傳--第二篇: 大事年表--第三
30600480011544 篇: 照片集錦--第四篇: 財經大事紀--第五
篇: 檔案目錄--2,附錄: 人物專訪
30600480011551

v.1

30910480000474

v.2

30910480000482

v.1
v.2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88[1999]

1826

條碼(館藏)

臺北市 : 文化部, 2014

現代化之路-李國鼎與台灣經驗 [
錄影資料] : 李國鼎先生九秩華誕
chi 紀念光碟 / 中央研究院製作小組
製作

1825

冊次

v.1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v.1
化事業基金會,
2006[232 頁
第 106 頁，共
民95]

[1],互動式光碟(PC版)Multimedia Disc (for
PC)--[2],紀錄片Documentary Disc

30610480004035 內容: 1,雕之神: 李松林--2,亂彈滄桑: 王金
鳳--3,唱念皮影: 許福能--4,引線人: 林讚成-5,蘭陽大木傳奇: 陳合元--6,編織歲月: 柯

mh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O 782.886
台灣生命記憶 [錄影資料] / 公共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1829 8413 2006
電視台監製 ; 尖端公司製作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1830
民95]
1831
1832
1833
chi
1834
1835
1836
1837
1838
1839
1840
DO 782.886
鄭南榕 1947-1989 [錄影資料]
臺北市 : 鄭南榕基金
1841
chi
8744 2005
會, 民94[2005]
DO 782.887
孫立人三部曲 [錄影資料] / 金點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公
1208 8413
傳播公司製作 ; 公共電視臺監製
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1842
chi
2001
會, 2001[民90]

1843

1844

DO 783.31
3501 2013

DO 783.31
3501-2 2008

台湾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 [錄影
資料] / 酒井充子監督 ; 高菊花等
jpn
出演

jpn

台灣遠見 [錄影資料] : 新台灣之
chi 光.看見台灣進步 / 天下遠見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1847 DO 783.38
1848 2326 2000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作家身影 [錄影資料] : 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 / 春暉國際製作

chi

條碼(館藏)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30610480004043
30610480004050
30610480004068
30610480004076
30610480004084
30610480004092
30610480004100
30610480004118
30610480004126
30610480004134
30610480004142
30610480004159

30610480017870

[東京都] : 株式会社マ
クザム, 2008[民97]

臺北市 : 台視文化 ,
[2012]
臺北市 : 春暉國際,
2000

傳家收
藏版
第 107 頁，共 232 頁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雕之神: 李松林--2,亂彈滄桑: 王金
鳳--3,唱念皮影: 許福能--4,引線人: 林讚成-5,蘭陽大木傳奇: 陳合元--6,編織歲月: 柯
莊屘--7,洪爐鍛鍊: 陳萬能--8,掌上風華: 許
王--9,人間彩虹: 李漢卿--10,北管滄桑: 林
水金--11,大手乾坤: 林再興--12,漆之彩: 陳
hs
火慶--13,台灣北管見證者: 葉美景

30600010435015

[東京都] : マクザム/
太秦, 2013[民102]

台湾人生 / 酒井充子監督 ; 協映
制作

1845 DO 783.32
1136 2012
1846

冊次

hs,clp
第一集:常勝將軍--第二集:悲劇將軍--第三
集:再見將軍

mh,hs

30610480018290

hs

30610480018308

hs

v.1

30610480015205 內容: 1,新台灣之光--2,看見台灣進步

v.2

3061048001521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30610480019116
30610480019124
30610480019132
30610480019140
30610480019157
30610480019165
30610480019173
30610480019181

內容: 1,賴和: 臺灣新文學之父 -- 2,楊逵:
壓不扁的玫瑰 -- 3,呂赫若: 冷峻的人道關
懷者 -- 4,龍瑛宗: 文學赤子的美麗與哀愁 - 5,吳濁流: 鐵血詩人 -- 6,鍾理和: 人性的
凱歌 -- 7,葉石濤: 臺灣文學香火的傳承者 - 8,鍾肇政: 傳火炬的長跑者 -- 9,白先勇:
永遠的<<臺北人>> -- 10,李喬: 站在大河交
界處 -- 11,鄭清文: 冰山底的沉靜與騷動 -12,王禎和: 笑嘲人生的悲喜 -- 13,王文興:
推巨石的人

hs

hs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傳家收
藏版
版本項

出版項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冊次
v.9
v.10
v.11
v.12
v.13

DO 783.38
4249 v.1
DO 783.3886
3422 2612
1861
2016

凱歌 -- 7,葉石濤: 臺灣文學香火的傳承者 - 8,鍾肇政: 傳火炬的長跑者 -- 9,白先勇:
hs
永遠的<<臺北人>> -- 10,李喬: 站在大河交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界處 -- 11,鄭清文: 冰山底的沉靜與騷動 -30610480019199 12,王禎和: 笑嘲人生的悲喜 -- 13,王文興:
30610480019207 推巨石的人
30610480019215
30610480019223
30610480019231

暗暝月光 [錄影資料] : 蔡瑞月 /
公共電視台發行
秋香 [錄影資料] = Chiu-Hsiang /
吳乙峰作 ; 陳雅芳總策劃 ; 陳雅
chi
芳, 葉淑汶, 吳乙峰製作 ; 吳耀東
攝影
指間.竹夢 [錄影資料] : 2013工藝
成就獎得獎者李榮烈先生紀錄 =
Dream of bamboo. between the
chi fingers : Documentary of Li, Rong
Lie the winner of 2013 Crafts
Achivement Awards / 李孔穎導演 ;
郭哲旭製作
一個台灣人總統的誕生 [錄影資
料] : 李登輝總統口述訪談菁華 / 家庭播
chi 國史館製作
映版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04
臺北市 : 晨光影像發
展協會, 2016

DO 783.3886
1865 4027 7739
2014

李魁賢 [錄影資料] : 土地詩人 /
chi 周家榮導演 ; 廖淑敏製作人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30600480018903

hs

DO 783.3886
1866 7015 2015

革命進行式 [錄影資料] : 史明 =
chi Su Beng, the revolutionist / 陳麗貴
導演

台北市 : 威視電影,
2015

30610480019058

hs

自由時代 [錄影資料] : 鄭南榕
1947-1989與他的時代 = Freedom
chi era : Nylon Cheng (1947-1989) and
his era / 鄭南榕基金會監製 ; 蔡崇
隆製作

臺北市 : 鄭南榕基金
會, 2013[民102]
30610480018258

hs

1860

DO 783.3886
4012 2014
1862

1863
1864

DO 783.3886
4019 1243
2008

DO 783.3886
8744 2013
1867

chi

30610480019249

hs

30610480018712

hs

30600480018879

hs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 2014

臺北縣新店市 : 國史
館, 2008[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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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30600480013755

v.2

30600480013763

Disc 1: 1,殖民地的台灣囝仔--2,跨越時代的
滄桑--3,從農經專家到政壇新星--Disc 2: 4,
mh,hs
邁向民主之路--5,阿輝伯的十字架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83.3886
8744-2 2013
1868

DO 783.868
1869 4431 4314
2014
1870 DO 784.58
3012 2004
1871
DO 785.21
1872 2780 2008

1873

DO 785.21
2780 2008

DO 785.21
1874 2780 2008
DO 785.21
1875 2780 2008

1876

1877

DO 785.21
2780 2008

DO 785.21
2780 2008

1878 DO 785.28
8413 2008
1879

題名/作者

焚 [錄影資料] : 紀念鄭南榕殉道
20週年 = Immolation :
chi commemo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rtyrdom of Nylon Cheng /
鄭南榕基金會監製 ; 陳麗貴編劇.
導演
族魂林连玉先生纪念特辑 [錄影
chi 資料] / 林连玉基金出品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臺北市 : 鄭南榕基金
會, 2013[民102]

[马来西亚] : 林连玉基
金, 2014[民103]

達文西傳 [錄影資料] = Leonardo /
臺北市 : 科技企業代
chi BBC Worldwide製作
中文版 理發行, 2004[民93]
名人誌. [13] [錄影資料] : 華爾街
eng 皇帝-皮爾龐特摩根 = Bio. [13] :
J.P. Morgan-Emperor of Wall Street
名人誌. [1] [錄影資料] : 政壇黑
馬-歐巴馬 = Bio. [1] : Barack
eng
Obama-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名人誌. [2] [錄影資料] : 微軟教
eng 父-比爾蓋茲 = Bio. [2] : Bill GatesSultan of software
名人誌. [10] [錄影資料] : 亞馬遜
eng 網路商城-傑夫貝佐斯 = Bio. [10]
: Jeff Bezos-Boy billionaire
名人誌. [5] [錄影資料] : 華爾街
魔法數字-道瓊指數 = Bio. [5] :
eng
Dow & Jones-Wizards of Wall Street

台北縣中和市 : 南強
國際影視傳播, 2008[
民97]
台北縣中和市 : 南強
國際影視傳播, 2008[
民97]

名人誌. [8] [錄影資料] : 搜尋引
擎王國-佩吉和布林 = Bio. [8] :
eng
The Google boys-Larry Page &
Sergey Brin
沉默的英雄馬歇爾將軍 鐵面悍將
麥克阿瑟將軍 [錄影資料] =
chi Marshall Macarthur / [公共電視製
作]

台北縣中和市 : 南強
國際影視傳播, 2008[
民97]

台北縣中和市 : 南強
國際影視傳播, 2008[
民97]
台北縣中和市 : 南強
國際影視傳播, 2008[
民97]
台北縣中和市 : 南強
國際影視傳播, 2008[
民97]

30610480018266

hs

30600480018374

hs

v.1

30610480015429 內容: 1, 博學之士--2, 涉入危險私約

v.2

30610480015437

v.13

30610480009067

hs

v.1

30610480011683

hs

v.2

30610480011691

hs

v.10

30610480011709

hs

v.5

30610480011717

hs

v.8

30610480011725

hs

v.1

30600480011346 內容: v.1, 馬歇爾將軍全一集--v.2, 麥克阿
瑟將軍第一集: 天命使然 ; 第二集: 我必歸
30600480011353 來--v.3, 麥克阿瑟將軍第三集: 戰爭政治 ; hs
第四集: 揮別天之驕子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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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hs

DO 785.28
沉默的英雄馬歇爾將軍 鐵面悍將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8413 2008
麥克阿瑟將軍 [錄影資料] =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chi Marshall Macarthur
/ [公共電視製
民97]
作]
1880
DO 789.2 1013
2011
1881

世紀容顔 [錄影資料] : 山坪劉氏
北台歷史光影 / 夏聖禮編導 ; 祭
祀公業劉毅齋, 劉秉盛, 劉利記管
chi 理委員會監製

DO 797.07
2021 2010

皇帝的玩具箱 [錄影資料] = Les
Coffrets à Trésors de L'empereur de
1882
chi
Chine = The emperor's treasure
chests / 公共電視, ARTE合製
DO 797.787
永遠的家 : 卑南遺址與卑南文化
4358-2
4D虛擬動畫 = Home forever : Peinan site and Pei-nan culture 4D
1883
chi virtual animation [錄影資料] / 國立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中央研究院計畫中心策劃 ; 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監製
DO 798.8 4630
美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失落的帝
2009
國
1884

[新北市新店區] : 祭祀
公業劉毅齋, 劉秉盛,
劉利記管理委員會, 街
頭巷尾文史工作室夏
聖禮出版 : 台北縣文
史學會發行, 2011[民
100]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1885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世紀城堡

1886
chi

v.3

30600480015289

hs

30610480013085

hs

30600010432657

hs,clp

臺東市 : 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 2004[
民93]

chi

DO 798.8 4630
2009

冊次

內容: v.1, 馬歇爾將軍全一集--v.2, 麥克阿
瑟將軍第一集: 天命使然 ; 第二集: 我必歸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來--v.3, 麥克阿瑟將軍第三集: 戰爭政治 ; hs
30600480011361 第四集: 揮別天之驕子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美洲檔案-7 中南美洲> : 1, 科
班-瑪雅文化中心 <洪都拉斯> ; 2, 庫斯科v.1 pt.1 30610480009125 考古之都 <祕魯> ; 3, 馬丘比丘-失落之城
<祕魯> ; 4, 喀他赫納-無數彈孔的城牆 <哥
倫比亞>--pt.2 <美洲檔案-4 墨西哥> : 1, 帕
hs
倫克-瑪雅古城遺址 ; 2, 奇琴・伊察-瑪雅
衰落的奧秘 ; 3, 普艾布拉-教堂與甲蟲之城
v.1 pt.2 30610480009133 ; 4, 墨西哥之城 ; 5, 蒙特阿班-神廟和商貿
區

內容: pt.1 <西歐檔案-4 法國> : 1, 阿爾斯古羅馬石城和梵谷的畫 ; 2, 卡爾卡松-城堡
v.2 pt.1 30610480009141 傳奇 ; 3, 斯特拉斯堡老城區 ; 4, 南錫-斯坦
尼斯拉斯廣場 ; 5, 尚博堡-空氣中的堡壘-pt.2 <西歐檔案-5 德國> : 1, 無憂宮-波茨坦
hs
的宮殿和花園 ; 2, 符茲堡官邸-維爾茨堡主
教官邸 ; 3, 魏斯瑪與斯特拉爾松 ; 4, 瓦特
勃格城堡 ; 5, 蔡赤商業同盟-從媒到文化
第 110 頁，共 232 頁

2009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版本項
出版項

1887

DO 798.8 4630
2009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愛琴海源
起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南歐檔案-4 希臘> : 1, 雅典衛
城 ; 2, 埃佩多羅斯-古城聖地和治療中心 ;
v.3 pt.1 30610480009166 3, 克蕾格-米特拉修道院 ; 4, 得洛斯-天國
之光--pt.2 <南歐檔案-5 希臘> : 1, 特爾斐權利神使 <希臘> ; 2, 羅得斯-騎士的要塞 hs
<希臘> ; 3, 米斯特拉-拜占庭古城遺址 <希
臘> ; 4, 布特林特-被佔領的修養地 <阿爾
v.3 pt.2 30610480009174 巴尼亞>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輝煌年代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西歐檔案-8 德國> : 1, 特里爾德國最古老的城市 ; 2, 克維德林堡 ; 3, 艾
v.4 pt.1 30610480009182
斯雷本和維騰伯格-路德故居 ; 4, 柏林博物
館--pt.2 <西歐檔案-3 法國> : 1, 盧瓦爾河
hs
河谷-幸福與苦難 ; 2, 米迪運河 ; 3, 加爾高
架渠-尼姆古羅馬引水渠遺跡 ; 4, 豐特萊v.4 pt.2 30610480009190 清貧修道院

美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鬼斧神工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美洲檔案-1 美國> : 1, 費城獨
立廳-自由之聲 ; 2, 約賽米蒂國家公園-四
v.5 pt.1 30610480009208
季的奇蹟 ; 3, 自由女神像-自由的象徵 ; 4,
米桑佛得角-阿納桑齊的精神--pt.2 <美洲
hs
檔案-2 美國> : 1, 蒙蒂塞洛-真實的烏托邦
; 2, 陶氏普埃布洛族-格蘭德河土著文化 ;
v.5 pt.2 30610480009216 3, 大峽谷-歲月的橫切面 ; 4, 佛州大沼澤

美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重返藝術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1888
chi
1889

1890

DO 798.8 4630
2009
chi

1891

1892

DO 798.8 4630
2009
chi

1893
DO 798.8 4630
2009
1894
chi

古羅馬石城和梵谷的畫 ; 2, 卡爾卡松-城堡
傳奇 ; 3, 斯特拉斯堡老城區 ; 4, 南錫-斯坦
尼斯拉斯廣場 ; 5, 尚博堡-空氣中的堡壘-冊次
條碼(館藏) pt.2 <西歐檔案-5 德國>
內容註: 1, 無憂宮-波茨坦 館藏地
hs
的宮殿和花園 ; 2, 符茲堡官邸-維爾茨堡主
教官邸 ; 3, 魏斯瑪與斯特拉爾松 ; 4, 瓦特
v.2 pt.2 30610480009158 勃格城堡 ; 5, 蔡赤商業同盟-從媒到文化

內容: pt.1 <美洲檔案-3 加拿大> : 1, 加拿
大洛磯山脈-重返冰期之旅 ; 2, 安東尼島v.6 pt.1 30610480009224 海達人的家園 ; 3, 美洲野牛澗地帶 ; 4, 盧
奈堡古城-圈地的見證--pt.2 <美洲檔案-9
中南美洲> : 1, 加拉加斯大學-建築的夢想 hs
<委內瑞拉> ; 2, 巴西利亞-現代的先鋒建
築 <巴西> ; 3, 黑金之城 <巴西> ; 4, 奧林
第 111 頁，共 232 頁
達-僧侶之城 <巴西>

DO 798.8 4630
2009

美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重返藝術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版本項 2009[民98]
出版項

1895

DO 798.8 4630
2009

美洲檔案 [錄影資料] : 發現知旅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美洲檔案-5 中南美洲> : 1, 聖
多明哥-克里斯托夫・哥倫布之城 <多明
v.7 pt.1 30610480009240 尼加> ; 2, 威廉斯塔德 <荷屬安地列斯群
島> ; 3, 波多黎各的聖胡安-西班牙的壁壘
<波多黎各> ; 4, 蒂卡爾-瑪雅遺城 <瓜地馬
hs
拉>--pt.2 <美洲檔案-6 古巴> : 1, 特立尼達
「甘蔗山谷」 ; 2, 維那勒斯山谷-哈瓦那之
v.7 pt.2 30610480009257 鄉 ; 3, 聖地牙哥-加勒比之都 ; 4, 哈瓦那古
城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音樂之都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西、北歐檔案-1 奧地利> : 1,
香伯倫宮-維也納的宮殿和花園 ; 2, 瓦豪文
v.8 pt.1 30610480009265 化遺址-微笑的地區 ; 3, 格拉茨古城-寧靜
祥和之地 ; 4, 維也納-死亡之城--pt.2 <西、
北歐檔案-2 奧地利> : 1, 直線建築師之家- hs
維也納 ; 2, 薩爾斯堡 ; 3, 塞莫瑞恩-山峰上
v.8 pt.2 30610480009273 的神奇鐵路 ; 4, 哈爾西塔特-3000年採鹽史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西西里風
情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內容: pt.1 <南歐檔案-3 義大利> : 1, 峭壁
與海水間的故鄉 ; 2, 蒙特城堡-阿普里亞的
v.9 pt.1 30610480009281
石冠 ; 3, 聖彼得教堂和羅馬梵蒂岡 ; 4, 羅
馬古城 ; 5, 佛羅倫薩-藝術之城--pt.2 <南歐
檔案-1 義大利> : 1, 西耶納城 ; 2, 比薩-紀 hs
念碑的時代 ; 3, 馬特拉岩洞住宅 ; 4, 威尼
v.9 pt.2 30610480009299 斯和瀉湖 ; 5, 那不勒斯-極端之城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文藝復興
殿堂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西歐檔案-1 法國> : 1, 聖米歇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爾山-海螺符號的奇蹟 ; 2, 楓丹白露宮-皇
v.10 pt.1 30610480009307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家噴泉 ; 3, 羅馬教皇宮-權利中心 ; 4, 巴
2009[民98]
黎-塞納河的華麗詩意--pt.2 <西歐檔案-7
德國> : 1, 威斯朝聖教堂 ; 2, 希爾德斯海 hs
姆-聖徒的藝術品 ; 3, 呂貝克-漢薩同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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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 ; 4, 亞琛大教堂-宗教、世俗、權力的

1896
chi
1897

1898

DO 798.8 4630
2009

chi
1899

1900

DO 798.8 4630
2009
chi

1901

1902

DO 798.8 4630
2009
chi

內容: pt.1 <美洲檔案-3 加拿大> : 1, 加拿
大洛磯山脈-重返冰期之旅 ; 2, 安東尼島海達人的家園 ; 3, 美洲野牛澗地帶 ; 4, 盧
冊次
條碼(館藏) 奈堡古城-圈地的見證--pt.2
內容註 <美洲檔案-9
館藏地
中南美洲> : 1, 加拉加斯大學-建築的夢想 hs
<委內瑞拉> ; 2, 巴西利亞-現代的先鋒建
築 <巴西> ; 3, 黑金之城 <巴西> ; 4, 奧林
v.6 pt.2 30610480009232 達-僧侶之城 <巴西>

DO 798.8 4630
2009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文藝復興
殿堂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1903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西歐檔案-9 德國> : 1, 保爾豪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斯美術館-神話與誤解 ; 2, 科隆大教堂 ; 3,
v.11
pt.1
30610480009323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洛爾斯修道院 ; 4, 時光之旅-麥瑟爾化石遺
2009[民98]
址--pt.2 <西、北歐檔案-3> : 1, 佛蘭德-貝
居安女修士會 <比利時> ; 2, 布魯塞爾的 hs
霍塔住宅房屋 <比利時> ; 3, 布魯塞爾大
廣場 <比利時> ; 4, 尤特里查特-斯洛克住
v.11 pt.2 30610480009331 宅 <荷蘭>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北歐風情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西、北歐檔案-7> : 1, 維斯比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漢薩同盟城市的興衰 <瑞典> ; 2, 德羅特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12 pt.1 30610480009349 寧霍爾摩-女王島 <瑞典> ; 3, 塔林-漢隆薩
2009[民98]
港口勒維爾 <愛沙尼亞> ; 4, 佩塔賈維西
教堂 <芬蘭> ; 5, 勞馬-海邊的木頭鎮 <芬
蘭>--pt.2 <西、北歐檔案-5> : 1, 米斯泰爾 hs
山谷-查理曼大帝之地 <瑞士> ; 2, 阿萊茨
冰川 <瑞士> ; 3, 盧森堡-歐洲小要塞 <盧
v.12 pt.2 30610480009356 森堡> ; 4, 古城維爾紐斯-東方的羅馬 <立
陶宛>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心靈殿堂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西、北歐檔案-4> : 1, 生命之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泵-烏達泵站 <荷蘭> ; 2, 肯德爾堤的風車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13 pt.1 30610480009364 <荷蘭> ; 3, 古城伯爾尼 <瑞士> ; 4, 聖加爾
2009[民98]
修道院 <瑞士>--pt.2 <西、北歐檔案-6> : 1,
里加-漢薩同盟-琥珀與新藝術 <拉托維亞> hs
; 2, 布呂根區-漢薩同盟最北端的橋頭堡 <
挪威> ; 3, 勒羅斯村-銅城 <挪威> ; 4, 羅斯
v.13 pt.2 30610480009372 基爾德大教堂-國王的基地 <丹麥>

chi
1905

1906

chi

1907

DO 798.8 4630
2009
1908
chi
1909

內容: pt.1 <西歐檔案-1 法國> : 1, 聖米歇
爾山-海螺符號的奇蹟 ; 2, 楓丹白露宮-皇
家噴泉 ; 3, 羅馬教皇宮-權利中心 ; 4, 巴
冊次
條碼(館藏) 黎-塞納河的華麗詩意--pt.2
內容註 <西歐檔案-7
館藏地
德國> : 1, 威斯朝聖教堂 ; 2, 希爾德斯海 hs
姆-聖徒的藝術品 ; 3, 呂貝克-漢薩同盟的
v.10 pt.2 30610480009315 女王 ; 4, 亞琛大教堂-宗教、世俗、權力的
象徵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建築之美

1904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版本項 2009[民98]
出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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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798.8 4630
2009

題名/作者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西歐檔案-2 法國> : 1, 里昂-絲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絨之美 ; 2, 聖愛美樂-葡萄盛行的地方 ; 3,
v.16 pt.1 30610480009422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韋澤爾-拉斯科奇觀 ; 4, 沙特爾教堂-神秘
2009[民98]
教堂--pt.2 <西歐檔案-10 德國> : 1, 賴邁爾
斯堡&戈斯拉爾 ; 2, 弗爾克林根-鋼鐵鑄造 hs
的回憶 ; 3, 魏瑪-花園內的城市 ; 4, 施佩耶
v.16 pt.2 30610480009430 爾大教堂-撒利王朝君主的教堂

中南美洲檔案 [錄影資料] : 世界
之最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美洲檔案-8 中南美洲> : 1, 加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拉巴戈群島-伊甸園 <厄瓜多爾> ; 2, 基多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17 pt.1 30610480009448 教堂與修道院之城 <厄瓜多爾> ; 3, 蘇克
2009[民98]
雷-西蒙的遺產 <玻利維亞> ; 4, 波托西-魔
鬼的銀礦 <玻利維亞>--pt.2 <美洲檔案-10
hs
中南美洲> : 1, 薩爾瓦多-教堂之城 <巴西>
; 2, 伊瓜蘇大瀑布 <巴西/阿根廷> ; 3, 洛拉
西亞雷斯國家公園 <阿根廷> ; 4, 復活島神秘的巨人 <智利>
第 114 頁，共 232 頁

1913

chi
1915

chi

館藏地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人文遺產

chi

1916

內容註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南歐檔案-2 義大利> : 1, 龐培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古城-時光倒流之旅 ; 2, 費拉拉-權利與藝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15 pt.1 30610480009406 術中心 ; 3, 維琴察-帕拉帝奧之城 ; 4, 聖瑪
2009[民98]
利亞感恩教堂-最後的晚餐 ; 5, 阿爾貝羅貝
洛-陶爾利之都--pt.2 <西、北歐檔案-8 英 hs
國> : 1, 巨石陣-遠古石代的秘密 ; 2, 布萊
納文-堅如鋼、黑如煤 ; 3, 巴斯 ; 4, 威斯敏
v.15 pt.2 30610480009414
斯特 ; 5, 杜倫大教堂

1912

DO 798.8 4630
2009

條碼(館藏)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龐貝文明

1911

1914

冊次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西、北歐檔案-10> : 1, 愛丁堡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蘇格蘭的首府 <英國> ; 2, 新拉納克 <英國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14 pt.1 30610480009380 > ; 3, 馮坦斯修道院 <英國> ; 4, 奧克尼郡2009[民98]
史前景觀 <英國> ; 5, 斯凱利格島修道院
建築 <愛爾蘭>--pt.2 <西、北歐檔案-9> : 1,
鐵橋-世界第一 <英國> ; 2, 格林威治 <英 hs
國> ; 3, 格溫內思郡-威爾士城堡 <英國> ;
4, 布呂爾宮殿-奧古斯都城堡-法爾肯魯斯
v.14 pt.2 30610480009398 特城堡 <德國> ; 5, 布萊尼姆宮-邱吉爾莊
園-馬波羅公爵府邸 <英國>

chi

DO 798.8 4630
2009

出版項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風笛的故
鄉

1910

DO 798.8 4630
2009

版本項

2009

之最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1917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歐檔案-2> : 1, 布達佩斯-多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瑙河畔 <匈牙利> ; 2, 斯皮斯基赫拉德建
v.18
pt.1
30610480009463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築群 <斯洛伐克> ; 3, 弗爾克里涅斯-木頭
2009[民98]
村莊 <斯洛伐克> ; 4, 歐赫瑞-雕像的世界-pt.2 <東歐檔案-4> : 1, 克魯毛 <捷克> ; 2, hs
卡贊利克-色雷斯古墓 <保加利亞> ; 3, 博
雅納教堂 <保加利亞> ; 4, 姆茨赫塔-聖女
v.18 pt.2 30610480009471 尼娜的奇蹟 <格魯吉亞王國>

東歐檔案 [錄影資料] : 紅場之城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歐檔案-6> : 1, 奧斯威辛 <波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蘭> ; 2, 聖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俄羅斯> ;
v.19 pt.1 30610480009489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3, 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 <俄羅斯>--pt.2 <
2009[民98]
東歐檔案-7 俄羅斯> : 1, 上帝在俄羅斯的
城堡-索洛維基群島 ; 2, 基日的鄉間教堂 ; hs
3,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與紅場 ; 4, 塞基耶
v.19 pt.2 30610480009497 夫-德米特里修道院

東歐檔案 [錄影資料] : 布拉格的
春天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歐檔案-3 捷克> : 1, 布拉格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歷史的巡禮 ; 2, 萊德尼斯-君主的壯麗色彩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20 pt.1 30610480009505 ; 3, 提爾茨-穿著漂亮衣服的城堡 ; 4, 圖根
2009[民98]
哈特式住宅--pt.2 <東歐檔案-5 波蘭> : 1,
比亞羅維札-森林覆蓋的荒野 <貝拉羅斯> hs
; 2, 瑪麗恩堡-條頓人的居住地 <波蘭> ; 3,
維耶利奇卡鹽曠 <波蘭> ; 4, 克拉高-波蘭
v.20 pt.2 30610480009513 秘密之都 <波蘭>

東歐 VS. 大洋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海角一樂園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大洋洲檔案-澳大利亞> : 1, 弗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雷澤島-睡眠的女神 ; 2, 烏盧魯-變色的巨
v.21 pt.1 30610480009521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石 ; 3, 大堡礁-海上公園 ; 4, 卡卡杜國家公
2009[民98]
園--pt.2 <南歐檔案-6> : 1, 馬耳他巨石廟 <
馬耳他> ; 2, 瓦萊塔-馬耳他堡壘 <馬耳他> hs
第 115 頁，共 232 頁
; 3, 杜布羅夫尼克-世界堡壘 <克羅地亞> ;

chi
1919

1920

chi
1921
DO 798.8 4630
2009
1922
chi
1923

1924

DO 798.8 4630
2009
chi

拉巴戈群島-伊甸園 <厄瓜多爾> ; 2, 基多
教堂與修道院之城 <厄瓜多爾> ; 3, 蘇克
雷-西蒙的遺產 <玻利維亞> ; 4, 波托西-魔
冊次
條碼(館藏) 鬼的銀礦 <玻利維亞>--pt.2
內容註 <美洲檔案-10 館藏地
hs
中南美洲> : 1, 薩爾瓦多-教堂之城 <巴西>
; 2, 伊瓜蘇大瀑布 <巴西/阿根廷> ; 3, 洛拉
v.17 pt.2 30610480009455 西亞雷斯國家公園 <阿根廷> ; 4, 復活島神秘的巨人 <智利>

東歐檔案 [錄影資料] : 東歐傳奇

1918

DO 798.8 4630
2009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版本項
出版項

DO 798.8 4630
2009

東歐 VS. 大洋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海角一樂園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1925

1926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歐檔案-1 羅馬尼亞> : 1, 北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摩爾達維亞修道院 ; 2, 錫吉什瓦拉-來世之
v.22 pt.1 30610480009547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城 ; 3, 比爾坦防禦教堂 ; 4, 霍烈祖修道院2009[民98]
-pt.2 <南歐檔案-9 西班牙> : 1, 阿維拉-聖
人之城、石頭之城 ; 2, 聖地亞哥朝聖之路 hs
; 3, 塞戈維亞-權力遊戲的舞台 ; 4, 聖地亞
v.22 pt.2 30610480009554 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帝國神話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南歐檔案-10 葡萄牙> : 1, 托馬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爾-葡萄牙最大修道院 ; 2, 英雄港-歐洲的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23 pt.1 30610480009562 發現 ; 3, 辛特拉-永恆的帝國夢 ; 4, 波爾
2009[民98]
圖-葡萄酒的集散地 ; 5, 貝倫-葡萄牙統治
時期的輝煌--pt.2 <西歐檔案-6 德國> : 1,
hs
德紹・烏里茲花園王國 ; 2, 萊茵河中部流
域-水道與神話 ; 3, 理查納烏-僧侶之島 ; 4,
v.23 pt.2 30610480009570 班貝格古城 ; 5, 墨爾布朗-西多會修道院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島國神話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南歐檔案-7> : 1, 科托灣-亞德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里亞海灣 <蒙特內哥羅共和國> ; 2, 阿拉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24 pt.1 30610480009588 哈布拉宮-摩爾人的宮殿 <西班牙> ; 3, 瓦
2009[民98]
爾德博伊-神秘之地 <西班牙> ; 4, 伊維薩
島-度假勝地 <西班牙>--pt.2 <南歐檔案-8
hs
西班牙> : 1, 梅利達-古羅馬省都城 ; 2, 特
魯埃爾-摩爾式建築 ; 3, 安東尼奧高迪-巴
v.24 pt.2 30610480009596 塞隆納偉大建築 ; 4, 科爾多瓦-大清真寺和
大教堂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東方神龍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南亞檔案-1 中國> : 1, 長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v.25 pt.1 30610480009604 城 ; 2, 周口店北京猿人 ; 3, 紫禁城 ; 4, 頤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和園--pt.2 <東、南亞檔案-3> : 1, 曲阜 <中
hs
2009[民98]
國> ; 2, 為和平祈禱-廣島 <日本> ; 3, 京都
<日本> ; 4, 聖教之地-巖島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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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1928
chi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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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930
chi
1931

DO 798.8 4630
1932 2009
chi

內容: pt.1 <大洋洲檔案-澳大利亞> : 1, 弗
雷澤島-睡眠的女神 ; 2, 烏盧魯-變色的巨
石 ; 3, 大堡礁-海上公園 ; 4, 卡卡杜國家公
冊次
條碼(館藏) 園--pt.2 <南歐檔案-6>
內容註
: 1, 馬耳他巨石廟 < 館藏地
馬耳他> ; 2, 瓦萊塔-馬耳他堡壘 <馬耳他> hs
; 3, 杜布羅夫尼克-世界堡壘 <克羅地亞> ;
v.21 pt.2 30610480009539 4, 斯普利特-宮殿中的城市 <克羅地亞>

歐洲檔案 [錄影資料] : 聖人之城

chi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版本項 2009[民98]
出版項

DO 798.8 4630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東方神龍
2009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chi
1933

1934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南亞檔案-6> : 1, 阿猶他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雅-暹邏都城 <泰國> ; 2, 素可泰古皇城遺
v.26 pt.1 30610480009620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址 <泰國> ; 3, 吳哥窟 <柬埔寨> ; 4, 大吳
2009[民98]
哥-壯麗的廟宇城市 <柬埔寨>--pt.2 <中、
西亞檔案-4 土耳其> : 1, 特洛伊-永垂於世 hs
的史詩 ; 2, 蓋萊梅-石頭城 ; 3, 帕姆卡雷 ;
v.26 pt.2 30610480009638 4, 伊斯坦布爾-三大帝國首都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荒莫甘泉
新樂園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中、西亞檔案-5 敘利亞> : 1,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大馬士革-沙漠裡的樂園 ; 2, 布斯拉-東方
v.27 pt.1 30610480009646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堡壘 ; 3, 阿勒頗-一千零一店 ; 4, 帕米拉2009[民98]
沙漠之后--pt.2 <中、西亞檔案-8> : 1, 康
提-佛的聖牙 <斯里蘭卡> ; 2, 巴庫-火焰之 hs
城 <亞塞拜然> ; 3, 帕福斯-阿芙羅狄蒂出
v.27 pt.2 30610480009653 生地 <塞普勒斯> ; 4, 上帝的眼淚 <阿曼>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神聖的國
度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中、西亞檔案-6> : 1, 古塞安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安姆拉城堡 <約旦> ; 2, 皮特拉-那巴提安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28 pt.1 30610480009661 的亡靈之城 <約旦> ; 3, 巴勒貝克城-朱比
2009[民98]
特之柱 <黎巴嫩> ; 4, 耶路撒冷古城和基
督教 <以色列>--pt.2 <中、西亞檔案-7> : 1,
hs
珀塞波利斯-古老的權力中心 <伊朗> ; 2,
伊斯法罕-天堂的倒影 <伊朗> ; 3, 什巴姆
v.28 pt.2 30610480009679 城-泥土在崩潰 <葉門> ; 4, 薩那-高樓大廈
的古城 <葉門>

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黃金古城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非洲檔案-1 埃及> : 1, 開羅-伊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斯蘭古城 ; 2, 阿布門納-等待最後的奇蹟 ;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29 pt.1 30610480009687 3, 阿布辛拜勒-懸崖寺廟 ; 4, 底比斯-太陽
2009[民98]
神之城 ; 5, 吉薩和孟斐斯的金字塔--pt.2 <
非洲檔案-6 南非> : 1, 阿克拉-黃金中轉站
hs
<加納> ; 2, 阿善提地區-首領、黃金、國
王 <加納> ; 3, 賽舌耳-五月山谷 <賽舌耳
群島> ; 4, 羅賓島-防禦最嚴密的監獄 <南
第 117 頁，共 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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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1936

chi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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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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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內容: pt.1 <東、南亞檔案-1 中國> : 1, 長
城 ; 2, 周口店北京猿人 ; 3, 紫禁城 ; 4, 頤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和園--pt.2 <東、南亞檔案-3> : 1, 曲阜 <中
hs
國> ; 2, 為和平祈禱-廣島 <日本> ; 3, 京都
v.25 pt.2 30610480009612 <日本> ; 4, 聖教之地-巖島 <日本>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被遺忘的
古城
chi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版本項
出版項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2009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1941

1942

DO 798.8 4630
2009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南亞檔案-5> : 1, 水邊谷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鎮-會安 <越南> ; 2, 順化古城 <越南> ; 3,
v.30 pt.1 30610480009703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奇特的島嶼-下龍灣 <越南> ; 4, 琅勃拉邦2009[民98]
湄公河的皇城 <寮國>--pt.2 <東、南亞檔
案-4> : 1, 維甘貝殼窗 <菲律賓> ; 2, 伊高 hs
夫水稻梯田 <菲律賓> ; 3, 婆羅浮屠千佛
v.30 pt.2 30610480009711 山 <印尼> ; 4, 加德滿都 <尼泊爾>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神聖的殿
堂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東、南亞檔案-2> : 1, 平遙古城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中國> ; 2, 宗朝, 王家陵園 <南韓> ; 3, 魔
v.31 pt.1 30610480009729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法神廟海因薩 <南韓> ; 4, 石窟庵-開悟窟
2009[民98]
<南韓>--pt.2 <中、西亞檔案-2 印度> : 1,
神的慾望-坦賈武爾寺 ; 2, 桑吉-對佛祖的 hs
尊敬 ; 3, 瑪哈巴利普拉姆的海濱寺 ; 4, 卡
v.31 pt.2 30610480009737 修拉荷-印度生育之神寺廟

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探索非洲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非洲檔案-4 坦桑尼亞> : 1, 塞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倫蓋提-創世紀之地 ; 2, 吉力馬扎羅山-白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32 pt.1 30610480009745 蛇寶座 ; 3, 桑吉巴爾-蘇丹的島上明珠 ; 4,
2009[民98]
恩戈羅-諾亞方舟--pt.2 <非洲檔案-5 衣索
比亞、辛巴威> : 1, 法西爾戈比-堡壘營地 hs
<衣索比亞> ; 2, 拉利貝拉-非洲之角 <衣索
比亞> ; 3, 大辛巴威遺址 <辛巴威> ; 4, 維
v.32 pt.2 30610480009752 多利亞瀑布 <辛巴威>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絲路之旅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中、西亞檔案-3> : 1, 拉合爾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一面模糊的鏡子 <巴基斯坦> ; 2, 塔克西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33 pt.1 30610480009760 拉-佛的肅容 <巴基斯坦> ; 3, 撒馬爾罕-蔚
2009[民98]
藍色的圓頂建築 <烏茲別克斯坦> ; 4, 布
哈爾-絲路上的一顆明珠 <烏茲別克斯坦>-pt.2 <中、西亞檔案-1 印度> : 1, 泰姬陵-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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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之愛紀念碑 ; 2, 果阿-叢林中的教堂群
; 3, 費特浦爾城-莫臥兒的幽靈之城 ; 4, 大

1943

1944

chi
1945
DO 798.8 4630
2009
1946
chi
1947

DO 798.8 4630
2009
1948

chi

斯蘭古城 ; 2, 阿布門納-等待最後的奇蹟 ;
3, 阿布辛拜勒-懸崖寺廟 ; 4, 底比斯-太陽
神之城 ; 5, 吉薩和孟斐斯的金字塔--pt.2 <
冊次
條碼(館藏) 非洲檔案-6 南非>內容註
: 1, 阿克拉-黃金中轉站 館藏地
hs
<加納> ; 2, 阿善提地區-首領、黃金、國
王 <加納> ; 3, 賽舌耳-五月山谷 <賽舌耳
v.29 pt.2 30610480009695 群島> ; 4, 羅賓島-防禦最嚴密的監獄 <南
非>

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東南亞傳
奇
chi

DO 798.8 4630
2009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版本項
出版項

2009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2009[民98]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1949

DO 798.8 4630
2009

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北非碟影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非洲檔案-8 西非> : 1, 周芝-撒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哈拉的潮濕荒野 <塞內加爾> ; 2, 戈雷島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34 pt.1 30610480009786 奴隸之島 <塞內加爾> ; 3, 塔伊-最後的森
2009[民98]
林 <象牙海岸> ; 4, 阿波美-奴隸商的王國
<貝寧>--pt.2 <非洲檔案-2 北非> : 1, 阿哥
拉比德要塞 <突尼西亞> ; 2, 凱魯萬-馬格 hs
雷伯聖地 <突尼西亞> ; 3, 埃瑪-古羅馬圓
形劇場 <突尼西亞> ; 4, 菲斯-迷宮和天堂
v.34 pt.2 30610480009794 <摩洛哥> ; 5, 馬拉喀什-南部明珠 <摩洛哥
>

非洲檔案 [錄影資料] : 迷霧非洲

台中縣烏日鄉 : 金燕
內容: pt.1 <非洲檔案-7 馬里、肯亞> : 1,
影視發行 ; 台北市 : 沙
提姆布克圖-探險之旅 <馬里> ; 2, 道根的
鷗國際多媒體總經銷, v.35 pt.1 30610480009802 土地 <馬里> ; 3, 占內黏土城 <馬里> ; 4,
2009[民98]
拉穆-神奇的石頭之城 <肯亞>--pt.2 <非洲
檔案-3 利比亞、馬達加斯加> : 1, 葛達姆
hs
斯-地下綠洲 <利比亞> ; 2, 列普迪斯馬革
那-北非的古羅馬貿易中心 <利比亞> ; 3,
v.35 pt.2 30610480009810 安布希曼加古城-國王之山 <馬達加斯加>
; 4, 琴基自然保護區 <馬達加斯加>

1950

chi

1951

DO 798.8 4630
2009

一面模糊的鏡子 <巴基斯坦> ; 2, 塔克西
拉-佛的肅容 <巴基斯坦> ; 3, 撒馬爾罕-蔚
藍色的圓頂建築 <烏茲別克斯坦> ; 4, 布
冊次
條碼(館藏) 哈爾-絲路上的一顆明珠
內容註 <烏茲別克斯坦>- 館藏地
-pt.2 <中、西亞檔案-1 印度> : 1, 泰姬陵- hs
永恆之愛紀念碑 ; 2, 果阿-叢林中的教堂群
; 3, 費特浦爾城-莫臥兒的幽靈之城 ; 4, 大
v.33 pt.2 30610480009778 吉嶺高原鐵路 ; 5, 莫臥兒王朝的宏偉建築阿格拉紅堡

1952
chi
1953

1954 DO 800.7 0024
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 [錄影
1955 2007
資料]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1956
microscopic views of language
1957
distribution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chi
1958
究所, 台灣語言學學會主辦
1959
1960
1961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2007[
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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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30630480000239
30630480000247
30630480000254
30630480000262
30630480000270
30630480000288
30630480000296
30630480000304

內容: 1, 開幕式, 第一,二,三場--2, 第三,四
場--3, 第四,五場--4, 第五,六場--5, 第六,七
場--6, 第八場--7, 第九場, 閉幕式--8, 論文
集, 通訊錄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802.461
國臺音彙音寶典授法 [錄音資料]
chi
6402
1963 DO 802.5 6438
四聲之美 [錄音資料]
chi
1964 2008
1965
1966 DO 802.52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 語言篇 [
1967 2302 2007
錄影資料] /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chi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DO 802.52
杭州话音档 / 郑祺生发音 ; 方舟
1985
chi
2791
解说
DO 802.52
溫州话音档 / 扬乾明发音 ; 方舟
1986
chi
2791
解說
DO 802.52
太原话音档 / 杜效鹤发音 ; 方舟
1987
chi
2791
解说
DO 802.52
呼和浩特话音档 / 张荣发音 ; 方
1988
chi
2791
舟解说
DO 802.52
郑州话音档 / 张本立发 ; 方舟解
1989
chi
2791
说
DO 802.52
建瓯话音档 / 谢不俗发音 ; 方舟
1990
chi
2791
解说
1962

版本項

出版項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出版年不詳]
屏東市 : 安可出版社,
2008[民97]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07[民9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A,國臺音彙音寶典授法--B,四十五
hs
字--八音呼法
30600480011908 內容: 1,常用語篇--2,人體篇--3,家居篇--4,
hs
30600480011916 食物篇--5,生物篇--6,童謠篇
30600480011924
30600480000919 內容: 1,各族群文化簡介一--2,各族群文化
30600480000927 簡介二--3,各族群文化簡介三--4,各族群文
30600480000935 化簡介四--5,閩南語一--6,閩南語二--7,閩南
30600480000943 語三--8,閩南語四--9,閩南語五--10,閩南語
30600480000950 諺語一--11,閩南語諺語二--12,閩南語諺語
30600480000968 三--13,客家語一--14,客家語二--15,客家語
30600480000976 三--16,客家語四--17,客家語五--18,客家諺
30600480000984 語一--19,客家諺語二
30600480000992
hs
30600480001008
30600480001016
30600480001024
30600480001032
30600480001040
30600480001057
30600480001065
30600480001073
30600480001081
30600480001099
30600480011890

v.1
v.2
v.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JH-453

30630000079127

hs

JH-457

30630000079135

hs

JH-450

30630000079143

hs

JH-449

30630000079150

hs

JH-452

30630000079168

hs

JH-456

30630000079176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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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802.52
2791
DO 802.52
1992 2791
1991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平遙话音档 / 王恩海, 张发郁发
音 ; 方舟解说
北京话音档 [錄音資料] =
Beijinghua yindang / 周一民发音 ;
方舟解说
汕头话音档 / 许友文, 陈奕璇发
音 ; 方舟解说
屯溪话音档 / 钱惠英发音 ; 方舟
解说
桃园话音档 / 江俊龙发音 ; 方舟
解说
广州话音档 / 麦耘, 方舟发音
平遙话音档 / 王恩海, 张发郁发
音 ; 方舟解说
歙县话音档 / 汪晓岚发音 ; 方舟
解说
福州话音档 / 原娥, 官惠宇, 方舟
发音
梅县话音档 / 黃小娟发音 ; 方舟
解说
苏州话音档 / 曹凤渔, 傅菊蓉, 方
舟发音
长沙话音档 / 易荣德, 方舟发音
海口话音档 / 谢成驹发音 ; 方舟
解说
银川话音档 / 李树江, 李运奎发
音 ; 方舟解说
天津话音档 / 房惠敏发音 ; 方舟
解说
台北话音档 / 郑秀蓉发音 ; 方舟
解说
乌鲁木齐话音档 / 周磊发音 ; 方
舟解说
合肥话音档 / 朱文先发音 ; 方舟
解说

版本項

出版項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5[民84]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6[民85]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6[民85]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冊次

條碼(館藏)

JH-451

30630000079820

hs

JH-454

30630000086668

hs

JH-417

30630000088631

hs

JH-381

30630000088706

hs

JH-482

30630000088714

hs

JH-285

30630000088722

hs

JH-451

30630000088730

hs

JH-382

30630000088748

hs

JH-299

30630000088755

hs

JH-392

30630000088763

hs

JH-287

30630000088771

hs

JH-321

30630000088789

hs

JH-391

30630000088797

hs

JH-390

30630000088805

hs

JH-455

30630000088813

hs

JH-458

30630000088821

hs

JH-416

30630000088839

hs

JH-411

30630000090538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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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青岛话音档 / 张忠安发音 ; 方舟
解说
南京话音档 / 沈超发音 ; 方舟解
说
哈尔滨话音档 / 尹世超发音 ; 方
舟解说
昆明话音档 / 张汝德发音 ; 方舟
解說
兰州话音档 / 何天祥发音 ; 方舟
解说
南昌话音档 / 魏钢强发音 ; 方舟
解說
湘潭话音档 / 张君平发音 ; 方舟
解說
贵阳话音档 / 汪泰陵发音 ; 方舟
解说
南京话音档 / 沈超发音 ; 方舟解
说
溫州话音档 / 扬乾明发音 ; 方舟
解說
建瓯话音档 / 谢不俗发音 ; 方舟
解说
郑州话音档 / 张本立发 ; 方舟解
说
溫州话音档 / 扬乾明发音 ; 方舟
解說
杭州话音档 / 郑祺生发音 ; 方舟
解说
太原话音档 / 杜效鹤发音 ; 方舟
解说
呼和浩特话音档 / 张荣发音 ; 方
舟解说
济南话音档 / 朱广祁发音 ; 方舟
解說
香港话音档 / 黃念欣发音

版本項

出版項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9[民88]

冊次

條碼(館藏)

JH-483

30630000090546

hs

JH-380

30630000090553

hs

JH-414

30630000090561

hs

JH-399

30630000090579

hs

JH-413

30630000090587

hs

JH-415

30630000090595

hs

JH-395

30630000090603

hs

JH-397

30630000090611

hs

JH-380

30630000090629

hs

JH-457

30630000090637

hs

JH-456

30630000090645

hs

JH-452

30630000090652

hs

JH-457

30630000090660

hs

JH-453

30630000090678

hs

JH-450

30630000090686

hs

JH-449

30630000090694

hs

JH-446

30630000091361

hs

JH-481

30630000091379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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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DO 802.52
2791

2035 DO 802.52
2036 7571 1993
2037
2038
2039
2040 DO 802.5232
2624 1992
2041
DO 802.5232
2042 3064 2008
2043 DO 802.5232
2044 3421 1997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題名/作者

版本項

武汉话音档 / 黃荣洲发音 ; 方舟
解说
成都话音档 / 萧娅曼发音 ; 方舟
chi
解说
西宁话音档 / 李树玫发音 ; 方舟
chi
解说
厦门话音档 / 刘寒, 方舟发音
chi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6[民85]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7[民86]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8[民87]

chi

西安话音档 / 杨绳信发音 ; 方舟
解说
南宁话音档 / 林亦, 梁志強发音 ;
chi
方舟解说
上海话音档 / 顾超发音 ; 方舟解
chi
说
北京话音档 [錄音資料] =
chi Beijinghua yindang / 周一民发音 ;
方舟解说
屏東縣母語教材 [錄音資料] / 屏
東縣政府編
chi
chi

大家來學中國地方語言 [錄音資
chi 料]. 台語 = Hokkian / 魏俊雄編著
漢文四十五字音母讀法 [錄音資
chi 料]
宜蘭縣推行本土語言教學 [錄音
資料] : 河洛語錄音帶 / 宜蘭縣政
府錄製

出版項

再版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JH-398

30630000091387

hs

JH-400

30630000091395

hs

JH-396

30630000091403

hs

JH-288

30630000091411

hs

JH-412

30630000091429

hs

JH-389

30630000091437

hs

JH-117

30630000091445

hs

JH-454

30630480000551

hs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993[民82]

v.1
v.2
v.3
v.4
v.5

30600480010959 內容: 河洛語--客家語--魯凱語--排灣語--耕
30600480010967 農歌, 屏東是咱兜
hs
30600480010975
30600480010983
30600480010991

台北市 : 萬人出版社
附設有聲出版部,
1992[民81]
[雲林縣]斗六市 : 文藝
學社, 2008[民97]

v.1

30600480011098

v.2

30600480011106

宜蘭縣 : 宜蘭縣政府,
1997[民8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chi
第 123 頁，共 232 頁

hs

內容: 1,漢文八音法--2,漢文十五音呼法--3,
30600480011817 漢文十五音由己作標準--4,叫音及化音法 hs
30630480000346
30630480000353
30630480000361
30630480000379
30630480000387
30630480000395
30630480000403
30630480000411
30630480000429

內容: 1,國民小學(一上)--2,國民小學(一
下)--3,國民小學(二上)--4,國民小學(二下)-5,國民小學(三上)--6,國民小學(三下)--7,國
民小學(四上)--8,國民小學(四下)--9,國民小
學(五上)--10,國民小學(五下)--11,國民小學
(六上)--12,國民小學(六下)--13,國民中學
(第一冊)--14,國民中學(第二冊)--15,國民中
學(第三冊)--16-17,國民中學(第四冊)--18,
本土語言(河洛語系)注音符號發音表簡介

hs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DO 802.5233
7125 1990
DO 802.5233
8732 1989

2068 DO 802.5233
8732 1990
2069

題名/作者

台灣話入門 / 阮德中編著
chi

chi

親子台語 / 鄭良偉等編

台北市 : 自立報系文
化出版部, 1990[民79]

大家來學中國地方語言 [錄音資
chi 料]. 客家話 = Hakka / 魏俊雄編著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錄音資
料] : 初級. 饒平腔 / 古國順等編
chi 修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音製作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初級考試 [
錄音資料] : 題庫. 四縣腔 / 古國
順等編輯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
音製作
chi

台北市 : 自立報系文
化出版部, 1990[民79]
台北市 : 自立報系文
化出版部, 1989[民78]

chi

DO 802.5238
4062-10 2013

出版項

台美雙語課本 [錄音資料]. 第1冊
/ 鄭良偉, 黃淑芬編

2070 DO 802.5238
2624 1992
2071
DO 802.5238
4062 2013

版本項

台北市 : 萬人出版社
附設有聲出版部,
1992[民81]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冊次

條碼(館藏)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
v.2
v.3
v.1
v.2
v.3
v.4

30630480000437
30630480000445
30630480000452
30630480000460
30630480000478
30630480000486
30630480000494
30630480000502
30630480000510
30600480011007
30600480011015
30600480011023
30600480011056
30600480011064
30600480011072
30600480011080

v.1

30600480011031

v.2

30600480011049

v.1

30600480011114

v.2

30600480011122

v.1
v.2
v.3
v.4
v.5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30630480002144
30630480002151
30630480002169
30630480002177
30630480002185
30630480002680
30630480002698
30630480002706
30630480002714
30630480002722
30630480002730
30630480002748
30630480002755
30630480002763
3063048000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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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12,國民小學(六下)--13,國民中學
(第一冊)--14,國民中學(第二冊)--15,國民中
學(第三冊)--16-17,國民中學(第四冊)--18,
內容註
館藏地
本土語言(河洛語系)注音符號發音表簡介
hs

hs

hs

hs

hs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DO 802.5238
4062-2 2013

DO 802.5238
4062-3 2013

DO 802.5238
4062-4 2013

DO 802.5238
4062-5 2013

DO 802.5238
4062-6 2013

DO 802.5238
4062-7 2013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錄音資
料] : 初級. 詔安腔 / 古國順等編
chi 修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錄音資
料] : 初級. 大埔腔 / 古國順等編
chi 修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錄音資
料] : 初級. 海陸腔 / 古國順等編
chi 修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 [錄音資
料] : 初級. 四縣腔 / 古國順等編
chi 修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初級考試 [
錄音資料] : 題庫. 饒平腔 / 古國
順等編輯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
chi 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初級考試 [
錄音資料] : 題庫. 詔安腔 / 古國
順等編輯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
chi 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初級考試 [
錄音資料] : 題庫. 大埔腔 / 古國
順等編輯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
音製作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013[民102]

DO 802.5238
4062-8 2013
chi

冊次

條碼(館藏)

v.11
v.1
v.2
v.3
v.4
v.5
v.1
v.2
v.3
v.4
v.5
v.1
v.2
v.3
v.4
v.5
v.1
v.2
v.3
v.4
v.5
v.1
v.2
v.3
v.4
v.5
v.6
v.7
v.1
v.2
v.3
v.4
v.5
v.6
v.7
v.1
v.2

30630480002789
30630480002193
30630480002201
30630480002219
30630480002227
30630480002235
30630480002243
30630480002250
30630480002268
30630480002276
30630480002284
30630480002292
30630480002300
30630480002318
30630480002326
30630480002334
30630480002342
30630480002359
30630480002367
30630480002375
30630480002383
30630480002391
30630480002409
30630480002417
30630480002425
30630480002433
30630480002441
30630480002458
30630480002466
30630480002474
30630480002482
30630480002490
30630480002508
30630480002516
30630480002524
30630480002532
30630480002540

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hs

hs

hs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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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DO 802.5238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初級考試 [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4062-8 2013
錄音資料] : 題庫. 大埔腔 / 古國
2013[民102]
2124
順等編輯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
2125
音製作
chi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DO 802.5238
客語能力認證數位化初級考試 [
臺北市 : 客家委員會,
2131 4062-9 2013
錄音資料] : 題庫. 海陸腔 / 古國
2013[民102]
2132
順等編輯 ; 一心傳播有限公司錄
chi 音製作
2133
2134
2135
2136
臺灣泉廈漳三腔三字經讀本 [錄
台北市 : 自立報系文
2137 DO 802.81
4414 1991
chi 音資料] / 杜建坊編著
化出版部, 1991[民80]
2138
2139 DO 802.936
2140 8252 2006
2141
2142
2143
2144
DO 802.985
2145
6036 2007
DO 802.991
2146 0879 2009

2147

DO 802.991
8219 2009

藏文动词释难 [錄音資料] / 钦绕
威色讲解

冊次

條碼(館藏)

v.3
v.4
v.5
v.6
v.7
v.8
v.1
v.2
v.3
v.4
v.5
v.6
v.7

30630480002557
30630480002565
30630480002573
30630480002581
30630480002599
30630480002607
30630480002615
30630480002623
30630480002631
30630480002649
30630480002656
30630480002664
30630480002672

v.1

hs

v.2

30600480011130 內容: v.1,泉州腔, 鹿港腔 --v.2,廈門腔, 漳
州腔
30600480011148

v.1
v.2
v.3
v.4
v.5
v.6

30630480000106
30630480000114
30630480000122
30630480000130
30630480000148
30630480000155

hs

30630480002797

hs

30630480000189

hs

30630480000197

hs

30630480000163

hs

30630480000171

hs

成都市 : 四川民族出
版社, 2006[民95]

tib

chi
chi

chi

DO 802.9963
2148 4022 2009

chi

DO 802.9963
2149 7203 2009

chi

西夏文字处理系统 [電子資源]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
景永时主编 ; 贾常业副主编
社, 2007[民96]
86年教育優先區泰雅母語補充教
[新竹縣尖石鄉] : 新竹
材 [錄音資料] / 新竹縣尖石國小
縣尖石國小, 2009[民
編輯小組錄製
98]
教育部八十九年度推動教育優先
[新竹縣尖石鄉] : 新竹
區泰雅母語補充教材 [錄音資料] 第一冊 縣尖石國小 : 呂瑞香,
/ 鍾瑞光總編輯 ; 松風文化傳播 修訂版 2009[民98]
公司承製
台東縣大南國小魯凱族母語教材
[台東縣 : 台東縣卑南
[錄音資料] / 古絹代母語播音 ; 潘
鄉大南國民小學],
繡雯國語播音
2009[民98]
魯凱族(達魯瑪克)母語教學 [錄音
[台東縣 : 台東縣卑南
資料] / 劉文通總策劃 ; 台東縣大
鄉大南國民小學] : 陳
南國小演出
建年, 2009[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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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DO 803.7288
4062 1982
DO 803.99
2351 2011

DO 810.72
2621 2008
2160 DO 810.72
2161 4106 2012
2159

題名/作者

英語対照ビルマ語会話 [錄音資
料] / 大野徹著
賽德克民族語言文化紀錄推展計
畫 [錄影資料] : 賽德克民族族語
圖解辭典有聲書DVD / 絲漥撒爾
chi 視訊文史工作室攝錄影/後製

jpn

chi

從臺北人到青春版牡丹亭 [錄影
資料] / 白先勇主講
臺灣文學在臺大 [錄影資料] / 柯
慶明主編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
v.2
v.1
v.2
v.3
v.4
v.5
v.6
v.7

30630480001997
30630480002003
30630480000569
30630480000577
30630480000585
30630480000593
30630480000601
30630480000619
30630480000627

[東京] : 大学書林,
[1982]
南投縣 : 南投縣政府
原住民族行政局,
2011[民100]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民97[2008]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 2012

30600480013474

內容註

館藏地
hs

內容: 1,Sediq Toda都達語(共3片)/Watan
Diro--2,Sejiq Truku德路固語(共2片)/詹素
娥,娃旦巴萬--3,Seediq Tgdaya德固達雅語
(共2片)/娃旦巴萬

hs

hs,clp

2165

v.6

2166

v.7

30600480015552 內容: 1, 我對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硏究的
30600480015560 看法 / 齊邦媛主講--2, 最初的讀者 / 林文
月主講--3, 我如何寫小說 / 王文興主講--4,
30600480015578
我的文學自傳 / 葉維廉主講--5, 生活與寫
30600480015586
作 / 陳若曦主講--6, 從《臺北人》到靑春 hs,fsn
30600480015594 版《牡丹亭》 / 白先勇主講--7, 我的詩路
30600480015602 歷程 / 杜國清主講--8, 在舞臺上尋找女性
30600480015610 角色 / 汪其楣主講

2167

v.8

30600480015628

2162

v.1
v.2
v.3

2163

v.4

chi

2164

DO 810.72
4420 2009
DO 812.18
2169
4449 2009
2168

2170

v.5

神思的機遇 [錄影資料] / 葉維廉
主講
汪精衛詩詞之中的「精衛情結」
[錄影資料] / 葉嘉瑩主講 ; 柯慶明
chi 主持 ;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
chi

DO 820.9 4106
結語 [錄影資料] : 100年中國文學
2171 2011
chi 史課程 / 柯慶明主講
DO 851.486
2660 2007

甜蜜的負荷 [多媒體組件] / 吳晟
詩誦 ; 風和日麗唱片行製作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2009[民98]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民98[2009]

30600480013466
v.1

30610480013226

v.2

30610480013234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 2011[民
100]
[臺南市] : 國立台灣文
學館, 2007

2172

30600480015438

v.1
chi

第 127 頁，共 232 頁

hs
hs,fsn,cl
p

hs

內容: CD,1,階--2,異國的林子裏--3,洗衣的
心情--4,負荷--5,野餐--6,阿媽不是詩人--7,
30600480013425 泥土--8,堤上(台語)--9,番薯地圖(台語)--10,
我不和你談論--11,序說-吾鄉印象--12,店仔
頭(台語)--13,曬穀場--14,曬穀場(台語)--15,
雨季(台語)--16,稻草--17,水稻--18,土--19,牽 hs,clp
牛花--20,去看白翎鷥--21,角度--22,角度(台
語)--DVD,1,我不和你談論--2,水稻--3,土

2660 2007

詩誦 ; 風和日麗唱片行製作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

題名/作者

學館, 2007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2173

v.2

DO 861.678
2174 1623 1972

一高の友に米寿を語る [錄音資
jpn 料] / 天野貞祐語; 日本音楽工業 初版
株式会社制作
DO 895.1 8234
舞影者 [錄影資料] : 臺灣攝影記
2008
者的流轉 = I am not the only one :
2175
chi
imagining all the people / 鍾宜杰導
演, 製作
DO
900
0044
傳統藝術網路數位學院. 第一期
2176
2005
課程, 傳統工藝篇 [DVD] / 方芷
chi
2177
絮, 吳華宗, 黃立賢編輯
2178

[出版地不詳] : 日本音
楽工業株式会社, 昭和
47[1972]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 臺灣媒體
觀察教育基金會發行,
2008
宜蘭縣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民94[2005]

DO 902.33
2179 2956 2014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民103[2014]

全國美術展. 103年 [錄影資料] =
chi 2014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ROC /
微光農園工作室錄製

DO 906.6 3463
穿越時空的文化南島藝術聯展 [
2015
2180
chi 錄影資料] : 枋寮F3藝文特區.國
際交流計畫

30600480017970

hs

30610480019793

hs

v.1

30600010434984

v.2

30600010434992

v.3

30600010435007

fsn,hs

30600480019190

[屏東縣] : 屏東縣政
府, 2015

DO 906.8 0018
藝術新浪潮 [錄影資料] : 當代數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181 2006
chi 位媒體藝術 / 文建會, 國立台灣 精華版 2006[民95]
美術館, 公視聯合製作
2182 DO 909.4 0623
文明的沉思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科技企業,
2183 2005
Civilisation / [BBC Worldwide製作]
2005[民94]
2184
2185
2186
2187
chi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心情--4,負荷--5,野餐--6,阿媽不是詩人--7,
泥土--8,堤上(台語)--9,番薯地圖(台語)--10,
我不和你談論--11,序說-吾鄉印象--12,店仔
條碼(館藏) 頭(台語)--13,曬穀場--14,曬穀場(台語)--15,
內容註
館藏地
雨季(台語)--16,稻草--17,水稻--18,土--19,牽 hs,clp
牛花--20,去看白翎鷥--21,角度--22,角度(台
30600480013433 語)--DVD,1,我不和你談論--2,水稻--3,土

hs

我眼裡的倒影(29分26秒) -- live, life(6分20
30600480019158 秒) -- 智利錄像藝術導演離台感言(2分39 hs
秒) -- 訪台紀錄(14分37秒)
30610480007251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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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2111
30610480012129
30610480012137
30610480012145
30610480012152
30610480012160
30610480012178
30610480012186
30610480012194
30610480012202
30610480012210

hs
內容: 1,千鈞一髮--2,大溶解--3,浪漫與現
實--4,人-萬物的標準--5,藝術家中的英雄-6,宗教改革和思想傳播--7,崇高與服從--8,
經驗之光--9,快樂的追求--10,理性的微笑-11,對自然的崇拜--12,希望和謬誤--13,英雄
式的物質主義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DO 909.88
8413 2006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樸素藝術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台監製 ; 鼎言傳播公司製作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解放前衛 [錄影資料] : 黃明川九
〇年代的影像收藏 = Avant garde
chi
liberation : the Huang Mingchuan
image collection of the 1990s/ 黃明
中國當代藝術 [錄影資料] = The
world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
chi [Farid Johari導演]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chi

DO 909.886
4462 2006

2209 DO 909.887
5692 2011
2210
2211

冊次

條碼(館藏)

v.12
v.1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
v.2
v.3
v.4

30610480012228
30610480012236
30610480000942
30610480000959
30610480000967
30610480000975
30610480000983
30610480000991
30610480001007
30610480001015
30610480001023
30610480001031
30610480007210
30610480007228
30610480007236
30610480007244

v.1

30610480013465

v.2

30610480013473

v.3

30610480013481

v.4

30610480013499

內容: 1,王文志, 王德瑜, 李銘盛, 許雨仁--2,
吳瑪俐, 侯俊明, 吳天章, 許拯人--3,郭娟
hs
秋, 施工忠昊, 黃致陽, 黃進河--4,彭弘智,
羅森豪
內容: 1,中國當代先鋒派(1); 中國當代先鋒
派(2)--2,代表中國的新聲音; 英雄主義的再
定義--3,這是今日中國?; 熟悉的影像, 嶄新 hs
的思維--4,世界性抑或中國派?; 中國新媒
體藝術家

台北市 : 宇勗, 2011[民
100]

2212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淡水阿嬤-陳月里--2,礦坑、電桿、
阿拉伯-余進長--3,土博士的博物館-李清
雲--4,畫圖念歌詩-張李富--5,土裡土氣泥土
畫-嚴紹通--6,魚形山水-林慶宗--7,浪子與
素人-游信次--8,畫意詩情-蔡水鎮--9,紙畫
hs
交融-陳大川--10,大海輕舟-沈福佃

DO 909.933
2213 1181 4411
2016
DO 909.933
2214 3129 2015

原民頌歌 [錄影資料] : 張金發 /
chi 蕭瓊瑞主講

高雄市 : 清涼音,
[2016]

30600480019836

hs

顧重光 [錄影資料] = Koo Chungchi Kuang / 國立台灣美術館監製 ; 公
共電視製作

臺中市 : 國立台灣美
術館, 2015

30600480019133

hs

DO 909.933
2215 3462 2009

台灣藝術家系列紀錄片 [錄影資
chi 料]. 當代篇 / 邊境影像工作室製
作
台灣藝術家系列紀錄片 [錄影資
chi 料]. 現代篇 / 邊境影像工作室製
作
臺灣資深藝術家影音紀錄片 [錄
chi 影資料] = Video documentary,
senior artists in Taiwan / 長歌藝術

臺北市 : 台北市文化
局 : 藝術家, 2009[民
98]
臺北市 : 台北市文化
局 : 藝術家, 2009[民
98]
臺中市 : 國立台灣美
術館, [2016]

30910480001837

hs

30910480001845

hs

DO 909.933
2216 3462-2 2009
2217 DO 909.933
2218 4333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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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30600480019927 內容: v.1,莊嚴 : 快雪時晴憶(約27分鐘)-30600480019935 v.2,傅申: 學術 鑑定 書法家(約29分鐘)--v.3, hs
30600480019943 廖修平 : 版圖擴張(約28分鐘)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09.933
2220 4411 4411
2016
DO 909.933
2221 4412 4411
2016
DO 909.933
2222 4440 2015
DO 909.933
2223 4441 4411
2013
DO 909.933
2224 4642 2007
DO 909.933
2225 7533 4411
2013
DO 909.933
2226 8013 2014
DO 909.933
2227 8032 4411
2016
DO 910.38
2228 2902 2009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海洋之子 [錄影資料] : 林天瑞 /
chi 蕭瓊瑞主講

高雄市 : 清涼音,
[2016]

30600480019828

hs

風土詩學 [錄影資料] : 林玉山 /
chi 蕭瓊瑞主講

高雄市 : 清涼音文化,
[2016]

30600480019810

hs

黃朝謨 [錄影資料] = Hwang Chaochi Mo / 國立台灣美術館監製 ; 公共
電視製作
田園牧歌 [錄影資料] : 黃土水 =
chi Pastoral : Huang Tu-shui / 蕭瓊瑞
主講
藝界顛峰 [錄影資料] : 台灣前輩
chi 美術家 / 文建會監製 ; 黃明川電
影視訊有限公司製作
土地讚歌 [錄影資料] : 陳澄波 =
chi Ode to the land : Chen Cheng-po /
蕭瓊瑞主講
曾現澄 [錄影資料] = Tseng Hsienchi Chen / 國立台灣美術館監製 ; 公
共電視台製作

臺中市 : 國立台灣美
術館, 2015

30600480019141

hs

高雄市 : 清涼音, 2013[
民102]

30600480018226

hs

台北市 : 文建會, 2007[
民96]

內容: 1,顏水龍--2,廖德政--3,林葆家--4,李
30600480012260 梅樹--5,陳雲程

hs

高雄市 : 清涼音, 2013[
民102]

30600480018234

hs

臺中市 : 國立台灣美
術館, 2014

30600480018481

hs

高雄市 : 清涼音文化,
[2016]

30600480019802

hs

chi

畫壇才子 [錄影資料] : 金潤作 /
蕭瓊瑞主講
西洋音樂足跡 [錄影資料] : 邁入
古典音樂的殿堂 : 巴洛克.古典.浪
漫 = Tracks of western music :
entering the palace of classical music
- Baroque, Classic, Romantic / 財團
法人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製作 ;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出 ; 林天吉
指揮 ; 劉岠渭導聆

2229

2230

第1版

台中縣霧峰鄉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09[
民98]

v.1

v.2

v.3

chi
2231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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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1-2: 巴洛克: 1, 帕海貝爾: 卡農與吉格
30910480003007 舞曲--2, 韋瓦第: <<四季>>小提琴協奏曲<
春>, 作品269--3, 韓德爾: F大調第二號大
協奏曲, 作品6-2--4, 巴赫: f小調第五號鋼
30910480003015 琴協奏曲, 作品1065--Disc3-4: 古典: 1, 海
頓: g小調第八十三號交響曲<<母雞>>--2,
莫札特: g小調第四十號交響曲, 作品550-30910480003023
3, 貝多芬: c小調第五號交響曲<<命運>>,
作品67--4, 貝多芬: 降E大調第三號交響曲 hs
30910480003031 <<英雄>>, 作品55--Disc5-6: 浪漫: 1, 舒伯
特: 戲劇配樂<<羅沙蒙>>第三首間奏曲,
作品797--2, 斯梅塔納: 莫爾道河 (選自<<
我的祖國>>)--3, 德弗乍克: G大調第八號
交響曲--4, 孟德爾頌: <<芬加爾洞窟>>音
樂會序曲

指揮 ; 劉岠渭導聆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2232

v.5

2233

v.6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DO 910.38
3822 2011

DO 910.39
2761 2002

DO 910.39
4452 2002

遊・樂 [錄音資料] : 世界音樂在
台灣 = A journey in music :
chi
contemporary world music in Taiwan
/ 利氏文化有限公司製作
2001年柏林愛樂溫布尼音樂會 [
錄影資料] : 西班牙之夜 = Waldbü
chi
hne 2001 : Spanish night / 多明哥
(Placido Domingo)指揮
2002年二二八紀念音樂會 [錄影
資料] / 蕭泰然等作曲 ; 金希文指
chi
輝 ; 音契合唱管絃樂團演出

DO 910.39
5576 2002

搖擺巴哈 [錄影資料] : 24小時巴
哈音樂盛會系列 = Swinging Bach
chi
/ 鮑比麥菲林(Bobby McFerrin)等
演出
DO 910.9 8402
館藏音响资料精选 [錄音資料] =
2008
The best audio collections of the
liberary

2247 DO 910.933
4322 2012
2248
2249 DO 910.98
2250 8413 2005
2251

台北市 : 利氏文化,
2011[民100]

台北縣中和市 : 金革
唱片, 2002[民91]

台北縣汐止市 : 財團
法人蕭泰然文教基金
會 : 望春風文化, 2002[
民91]
台北縣中和市 : 金革
唱片, 2002[民91]

chi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30610480012798

hs

30630480000775

hs

內容: 1,芬蘭頌--2,福爾摩沙的天使--3,無言
之歌--4,夢見一座橋--5,敬畏祂的人有福了30610480009919
hs
-6,在花園裡--7,給你--8,望春風--9,1947序
曲--10,嘸通嫌台灣--11,日出台灣
30630480000767

hs
內容: 1,中囯戏曲、曲艺--2,中囯乐器独奏
曲--3,中囯乐器重奏、合奏--4,中囯钢琴、
小提琴管弦乐曲--5,外囯歌曲--6,中囯歌曲-7,外囯器乐独奏、重奏、合奏--8,外囯交
hs
响曲、协奏曲--9,上图览胜

上海市 : 上海圖書館,
2008[民97]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30600480011957
30600480011965
30600480011973
30600480011981
30600480011999
30600480012005
30600480012013
30600480012021
30600480012039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12[
民101]

v.1

30910480004138

v.2

30910480004146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5[
民94]

v.1
v.2
v.3

30610480007368 內容: v.1: 第一集, 五線譜上的詩人-江文也
30610480007376 ; 第二集, 愛國的叛國者-馬思聰 ; 第三集,
hs
30610480007384 留堂的孩子-黃友棣--v.2: 第四集, 合唱園
地的老母雞-呂泉生 ; 第五集, 沙漠中的紅

chi

臺灣傳統音樂年鑑 [電子資源].
chi 2012 = 2012 Taiwan traditional
music yearbook / 臺灣音樂館策劃
執行
留聲 [錄影資料] : 華人音樂家 /

3, 貝多芬: c小調第五號交響曲<<命運>>,
作品67--4, 貝多芬: 降E大調第三號交響曲 hs
<<英雄>>, 作品55--Disc5-6: 浪漫: 1, 舒伯
條碼(館藏) 特: 戲劇配樂<<羅沙蒙>>第三首間奏曲,
內容註
館藏地
作品797--2, 斯梅塔納: 莫爾道河 (選自<<
30910480003049 我的祖國>>)--3, 德弗乍克: G大調第八號
交響曲--4, 孟德爾頌: <<芬加爾洞窟>>音
樂會序曲
3091048000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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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 , hs

DO 910.98
留聲 [錄影資料] : 華人音樂家 /
8413 2005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5[
版本項
出版項
民94]

冊次

2252

v.4

DO 910.989
2622 2008
2254 DO 910.989
2255 5413 2008
2256
2257
DO 910.9933
2034 2008
2258
2253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DO 910.9933
2034-2 2008

DO 910.9933
3302 2013 v.1

DO 910.9933
3302 2013 v.2

DO 910.9933
3302 2013 v.3

DO 910.9933
3302 2013 v.4

DO 910.9933
3302 2013 v.5

白鷺鷥的幻想 [錄影資料] : 江文
也傳 六至十集
白鷺鷥的幻想 [錄影資料] : 江文
也傳 / 中華電視公司, 行政院文
chi
化建設委員會合製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08[民97]

作詞家葉俊麟逝世十週年紀念音
樂會. 台北場 [錄影資料] / 孫德銘
chi 節目總監暨製作人 ; 簡余晏, 吳
國禎主持人 ; 洪一峰等演唱

臺北市 : 文化公益信
託葉俊麟台灣歌謠推
展基金, 2008

作詞家葉俊麟逝世十週年紀念音
樂會. 基隆場 [錄影資料] / 孫德銘
節目總監暨製作人 ; 吳國禎主持
人 ; 洪一峰等演唱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1], 于櫻櫻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2], 孔蘭薰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3], 吳秀珠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4], 吳靜嫻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5], 呂金園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臺北市 : 文化公益信
託葉俊麟台灣歌謠推
展基金, 2008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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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內容: v.1: 第一集, 五線譜上的詩人-江文也
; 第二集, 愛國的叛國者-馬思聰 ; 第三集,
hs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留堂的孩子-黃友棣--v.2: 第四集, 合唱園
30610480007392 地的老母雞-呂泉生 ; 第五集, 沙漠中的紅
30600480010819

hs

30600480012047
30600480012054
30600480012062
30600480012070

hs

30910480000433

mh,hs

30910480000441

mh,hs

30600480019372

hs

30600480019380

hs

30600480019398

hs

30600480019406

hs

30600480019414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DO 910.9933
3302 2013 v.6

DO 910.9933
3302 2013 v.7

DO 910.9933
3302 2013 v.8

DO 910.9933
3302 2013 v.9

DO 910.9933
3302 2013 v.10

DO 910.9933
3302 2013 v.11

DO 910.9933
3302 2013 v.12

DO 910.9933
3302 2013 v.13

DO 910.9933
3302 2013 v.14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6], 李瑞斌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7], 李寶錱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8], 易蓉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09], 林文隆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0], 林秀珠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1], 林明陽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2], 林松義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3], 林金樹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4], 林垂立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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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9422

hs

30600480019430

hs

30600480019448

hs

30600480019455

hs

30600480019463

hs

30600480019471

hs

30600480019489

hs

30600480019497

hs

30600480019505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DO 910.9933
3302 2013 v.15

DO 910.9933
3302 2013 v.16

DO 910.9933
3302 2013 v.17

DO 910.9933
3302 2013 v.18

DO 910.9933
3302 2013 v.19

DO 910.9933
3302 2013 v.20

DO 910.9933
3302 2013 v.21

DO 910.9933
3302 2013 v.22

DO 910.9933
3302 2013 v.23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5], 邱蘭芬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6], 金澎 [錄影資料] / 盧冠
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7], 柯銅墻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8], 洪弟七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19], 紀利男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0], 夏萍 [錄影資料] / 盧冠
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1], 孫樸生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2], 秦蜜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3], 張勇強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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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9513

hs

30600480019521

hs

30600480019539

hs

30600480019547

hs

30600480019554

hs

30600480019562

hs

30600480019570

hs

30600480019588

hs

3060048001959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DO 910.9933
3302 2013 v.24

DO 910.9933
3302 2013 v.25

DO 910.9933
3302 2013 v.26

DO 910.9933
3302 2013 v.27

DO 910.9933
3302 2013 v.28

DO 910.9933
3302 2013 v.29

DO 910.9933
3302 2013 v.30

DO 910.9933
3302 2013 v.31

DO 910.9933
3302 2013 v.32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4], 陳秀男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5], 陳和平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6], 陳明律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7], 陳麗卿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8], 曾仲影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29], 番王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0], 楊燕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1], 葉大輝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2], 劉明穎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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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9604

hs

30600480019612

hs

30600480019620

hs

30600480019638

hs

30600480019646

hs

30600480019653

hs

30600480019661

hs

30600480019679

hs

30600480019687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DO 910.9933
3302 2013 v.33

DO 910.9933
3302 2013 v.34

DO 910.9933
3302 2013 v.35

DO 910.9933
3302 2013 v.36

DO 910.9933
3302 2013 v.37

DO 910.9933
3302 2013 v.38

DO 910.9933
3302 2013 v.39

DO 910.9933
3302 2013 v.40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3], 劉燕燕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4], 鄭琇月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5], 鄭進一 [錄影資料] / 盧
冠宇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6], 憶如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7], 閻荷婷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8], 靜婷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39], 魏少朋 [錄影資料] / 許
國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資深音樂人口述歷史影音紀錄.
102年[40], 麗娜 [錄影資料] / 許國
慶導演 ; 詠聯文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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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9695

hs

30600480019703

hs

30600480019711

hs

30600480019729

hs

30600480019737

hs

30600480019745

hs

30600480019752

hs

3060048001976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10.9933
4452 2007
2300

chi

DO 910.9933
2301 4452-2 2006

題名/作者
戀鄉情懷 [錄音資料] : 蕭泰然作
品的點點滴滴 = Tyzen Hsiao
compositions / 蕭泰然作曲

蕭泰然作品精選集 [錄音資料] =
Tyzen Hsiao / 蕭泰然作曲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縣 : 望春風文化,
2007[民96]
5版

臺北縣 : 望春風文化,
2006[民95]

v.1

chi
2302

v.2

DO 910.9933
2303 4452-3 2009

深情台灣 [錄音資料] : 蕭泰然的
家園戀歌 = Deep affection for
Taiwan : Tyzen Hsiao's nostalgic
chi songs of passion / [蕭泰然曲] ; 太
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台北市 : 行政院文建
會, 2009[民98]

家園的回憶 [錄音資料] : 蕭泰然
鋼琴獨奏曲集 = Memories of home
: Tyzen Hsiao piano solo works / 蕭
chi 泰然(Tyzen Hsiao)作曲 ; 葉綠娜
(Lina Yeh)鋼琴

臺北市 : 繆斯藝術文
化, 2009[民98]

DO 910.9933
7110 2008

馬水龍樂展 [錄影資料] : 聽見臺
灣的聲音 = Ma, Shui-Long / 馬水
chi
龍作曲 ;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製作

台中縣霧峰鄉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08[
民97]

DO 910.9933
2308 8340 2009

聽見臺灣的聲音 [錄音資料] : 錢
chi 南章樂展 / 錢南章作曲 ; 國立臺
灣交響樂團演出

台中縣霧峰鄉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09[
民98]

2306

2307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夢幻的恆春小調--2,戀歌--3,夜曲-4,主禱文--5,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6,和平
的使者--7,上美的花--8,阿母的頭鬘--9,百合
30610480009927
hs
之花--10,嘸通嫌臺灣--11,愛與希望--12,弦
樂四重奏《黃昏的故鄉》--13,鋼琴三重奏
《福爾摩沙》
內容: v.1, 1947序曲, C小調鋼琴協奏曲作
30610480009943 品53, 交響曲福爾摩沙作品49--v.2, C大調
大提琴協奏曲作品52, 福爾摩沙的天使, D hs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50
30610480009950
內容: 1,第二十八屆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
30910480001951 蕭泰然博士成就紀錄片--2,蕭泰然博士音
樂作品精選集
hs

2304
DO 910.9933
2305 4452-4 2009

v.1

條碼(館藏)

v.2

30910480001969

v.1

CD1, 家園的回憶 -- CD2, 詩影; 鋼琴小品
30610480012772 集; 特別收錄蕭泰然歷史錄音
hs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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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2780

30600480013623

hs

3060048001387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12 1162
2003

2309

版本項

出版項

久石讓 [錄影資料] : 月光星願
~2003年巡迴演奏會 = Joe Hisaishi
a wish to the moon / 環球唱片公司
製作

台北市 : 環球唱片公
司, c2003

春天的新芽 [錄音資料] : 國立臺
灣交響樂團九十九年鼓勵創作獲
選作品集<<室內樂>> = Spring
sprout :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2010 collection of
chi encouragement for composition
selection awardees chamber music /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出

臺中縣霧峰鄉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10[
民99]

臺灣音樂憶像 [錄音資料] : 聽見
．風景 = Taiwan music image / 蘇
chi 顯達等演奏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音樂館監製

臺北市 : 繆斯藝術文
化有限公司, 2013[民
102]

冊次

2310

2311

DO 912.2 4463
2312 2013
2313
DO 912.231
4413 2008

跨界交響 [錄音資料] : 生命的頌
歌 / 蔣理容製作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1, KIKI--2, 谷への道--3, View of Silence--4,
風のとおり道--5, Asian Dream Song--6,
Friends--7, Summer--8, One Summer's Day--9,
HANA-BI--10, Moonlight Serenade ~ Silence-11, 月に憑かれた男--12, impossible Dream30610480007400
hs
-13, 夢の星空--14, Bolero--15, a Wish to the
Moon--16, Musée imaginaire--17, la pioggia-18, Tango X.T.C.--19, ToToRo--20, Madness-21, 君だけを見ていた

chi

DO 912.2 4302
2010

2314

題名/作者

v.1

30910480002538
hs

v.2

30910480002546

v.1

30600480018341
hs

v.2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蔣
渭水文化基金會,
2008[民97]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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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480018358
石青如/<<生命的頌歌>>鋼琴三重奏---給
我的母土, 臺灣 = <<Old to Life>> Piano
Trio---for my motherland, Taiwan: I,莊嚴的
中快板---不息(3'36 )--II,沉鬱的慢板---恬
適(7'43 )--III,愉快的小快板---知足(3'33 )-30910480001753
hs,mh
IV,光輝的快板---歌頌(7'20 )--石青如/<<臺
灣幻想曲>>鋼琴、小提琴 = <<Fantasia
Taiwan>> Piano & Violin(6'31 )--何嘉駒/<<
最後的住家>>鋼琴三重奏 = <<My final
resting place>> Piano Trio (4'50 )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12.3 4302
2009
2315

題名/作者

窺見。The world [錄音資料] : 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九十八年度鼓勵
創作獲選作品集 = Selection of
repertoires & original work
performance, NTSO : encouragement
chi for composition selection, 2009 / 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出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中縣霧峰鄉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09[
民98]

2316

v.2

DO 912.3 4302
2010

靈感 [錄音資料] : 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九十九年度音樂作品徵選獲
獎作品集<<管弦樂>> =
Inspiration : National Taiwan
2317
chi
Symphony Orchestra 2010 collection
of music composition selection
awardees works for orchestra / 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出
DO 912.3 7069
金門和弦 [錄影資料] : 翟山坑道
2010
音樂節 = Kinmen harmony :
2318
chi
Zhaishan music festival / 雕刻時光
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DO 912.3 8340
錢南章 [錄音資料] = Nan-Chang
2012
Chien / 錢南章曲
2319

2320

v.1

2321 DO 912.31
2322 6043 2011

谭盾・地图 [錄影資料] : 多媒体
大型实地景观音乐会 = Tan Dun
chi
・The map : a multimedia event in
Rural China / 谭盾作曲指挥
聆聽璀璨樂音 [錄影資料] : 邁入
古典音樂的殿堂 = Listen to the
spectacle of sounds : entering the
chi palace of classical music / 國立臺灣
交響樂團演出 ; 梶間聡夫指揮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林岑陵《逝水年華》-木管五重奏;
林桂如《6:13PM》-銅管五重奏; 陳俞州
30910480002140 《慢・看》-弦樂四重奏; 羅珮尹《在我所
見與我所說之間...》-銅管五重奏--2,周久
渝《異想行當五短篇》-木管五重奏; 陳玠
如《第五個暮春》-銅管五重奏及大鼓; 張 hs
曉雯《給木管五重奏的四首敘事小品》;
30910480002157 王思維《空間頻率》-銅管五重奏加擴音

臺中縣霧峰鄉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10[
民99]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民99]
臺北市 : 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 2012

[广州市] : 鸿艺音像有
限公司总经销 : 广东
音像出版社出版,
2004[民93]
台中市霧峰區 : 國立
臺灣交響樂團, 2011[
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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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0480002520

hs

30910480002686

hs

內容: 1, 常動曲 -- 2, 詩經五曲 <蓼莪> -- 3,
詩經五曲 <螽斯> -- 4, 詩經五曲 <鵲巢> -5, 詩經五曲 <伐木> -- 6, 詩經五曲 <小星>
30600480019844 -- 7, 四首原住民藝術歌曲 <渴望> -- 8, 四 hs
首原住民藝術歌曲 <找螃蟹> -- 9, 四首原
住民藝術歌曲 <曾經獨自> -- 10, 四首原
住民藝術歌曲 <豐年祭>

chi

DO 912.31
0172 2004

條碼(館藏)

30610480008978
v.1
v.2

hs

30910480003155 內容: Disc 1-2, 風景=scenes--Disc 3-4, 主題
30910480003163 =themes--Disc 5-6, 序曲=overtures
hs

DO 912.31
聆聽璀璨樂音 [錄影資料] : 邁入
台中市霧峰區 : 國立
索書號(館藏)
語文 古典音樂的殿堂
題名/作者
版本項 臺灣交響樂團,
出版項 2011[
6043
2011
= Listen to the
spectacle of sounds : entering the
民100]
2323
palace
of
classical
music
/
國立臺灣
chi
2324
交響樂團演出 ; 梶間聡夫指揮
2325

冊次

條碼(館藏)

v.3

30910480003171

v.4

30910480003189

v.5

30910480003197

v.6

30910480003205

2326
DO 912.39
9321 2002

2002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錄影
資料] = New Year's concert 2002 /
2327
chi
小澤征爾指揮 ; 維也納愛樂管弦
樂團[演奏]
DO 912.7 4494
山歌浪想 [錄音資料] : 向賴碧霞
2015
致敬 = Rhapsody in Hakka / 林少
英曲.編曲.製作

台北縣中和市 : 金革
唱片, 2002[民91]

30630480000783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2015

內容: Disc 1-2, 風景=scenes--Disc 3-4, 主題
館藏地
=themes--Disc 5-6, 內容註
序曲=overtures
hs

hs

內容: 1, 那年,在大武山下 = Once upon a
time in Dawu Mountain -- 2, 遙想賴碧霞 = In
memory of Lai Bi-Xia -- 3, 田頭地尾 =
Across the field -- 4, 山歌浪想 = Rhapsody in
Hakka -- 5, 山歌吉諾佩第 = Hakka
30600480019992 gymnopedies -- 6, 一山唱來一山連 = Arc of hs
mountain songs -- 7, 三叉河 = Confluence -8, 深秋且徐行 = Walk softly on the autumn
leaves -- 9, 鉛錫戀 = Love is like tree with
vine -- 10, 情定日落 = When love came to
sunset

2328

chi

DO 913.08
2329 2222 2008

你和我的音樂對話 [錄音資料] =
chi We and you : a musical dialog
betwee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金曲100 [錄音資料] : 第22屆傳統
曁藝術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 =
chi
The 22nd Golden Melody Awards /
行政院新聞局[製作]
傳藝金曲101 [錄音資料] : 第23屆
傳統曁藝術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
chi = 23rd Golden Melody Awards / 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製
作]

台北市 : 利氏文化,
2008[民97]

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資料]. 第24屆 / 新視紀整合
chi
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 v.24(2013)
內容: 1,出版獎得獎作品--2,個人獎得獎作
30910480004054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民
pt.1
品
hs
102[2013]
v.24(2013)
30910480004062
pt.2

2330

DO 913.08
8052

DO 913.08
2331 8052
2332
2333
2334

DO 913.08
8052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2011[民100]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12[民101]

30610480010016

hs

v.22(2011) 30910480002991

hs

v.23(2012)
30910480003916
pt.1
hs
v.23(2012)
30910480003924
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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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2335

DO 913.08
8052

2336
2337 DO 913.082
0018 1995
2338
DO 913.082
1058
DO 913.2 4452
2340
2000
2339

2341

傳藝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資料].
第25屆 = The Golden Melody
chi
Awards for Traditional arts and
Music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製作
中國藝術歌曲、民歌KTV伴唱帶.
chi 3 [錄影資料]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監製
台灣正名運動歌曲 [錄音資料]
chi
蕭泰然獨唱作品專輯 [錄音資料].
I = Tyzen Hsiao vocal solo works /
chi 蕭泰然作曲 ; 陳麗嬋獨唱

DO 913.31
4413 2007

2342

版本項

出版項
宜蘭縣 : 傳統藝術中
心, 民103[2014]

冊次

台北市 : 群視傳播事
業有限公司, 1995[民
84]
[出版地不詳] 台灣歌
仔學會, [出版年不詳]
臺北縣 : 財團法人蕭
泰然文教基金會 : 望
春風文化, 2000[民89]

最美的土地・最美的歌 [錄音資
料] / 蔣理容製作 ; 福爾摩沙合唱
團演唱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蔣
渭水文化基金會,
2007[民96]

永遠的故鄉 [錄音資料] : 蕭泰然
合唱作品專輯. I = Eternal
homeland : Tyzen Hsiao choral
works / 蕭泰然曲 ; 福爾摩沙合唱
chi
團演唱

臺北縣 : 望春風文化,
1999[民88]

條碼(館藏)

v.25(2014)
30910480004351
pt.1
v.25(2014)
30910480004369
pt.2

chi

DO 913.31
4452 1999
2343

題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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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內容註

館藏地

hs

30600480010702 內容: 1,中國藝術歌曲KTV伴唱帶--2,中國
民歌KTV伴唱帶
hs
30600480010710
內容: 1,故鄉田園底等我--2,前途家己作主
hs
宰
內容: v.1, 台灣藝術歌曲選粹 : 上美的花-30610480009968
hs
v.2, 聖樂歌曲選粹 : 行過死蔭山谷
30600480014266

v.1
v.2

30610480009976

hs

生命的歌>>:1,種子(6:29)--2,最後的住家
女高音/李金憙, 女低音/曹茹蘋(5:30)--3,守
護 小提琴/胡庭瑄, 男高音/張曜群(5:29)--4,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5:35)--<<土地的歌
>>:1,阿公ㄟ薰吹 女高音/余彩雯/朱彥穎/
30910480001746
hs,mh
李金憙(2:37)--2,傀儡戲(2:38)--3,食頭路
(1:52)--4,村長伯仔欲造橋 口白/張曜群
(2:30)--5,闉風和溪水 男中音/陳莨璽(4:47)-6,搖子歌(3:19)--<<原鄉的歌>>飛呀,我
心!(3:11)
內容: 1,台灣魂--2,遊子回鄉--3,一支草--4,
上美的花--5,永遠的故鄉--6,耕南送子--7,台
灣是寶島--8,綠色台灣是咱的--9,嘸通嫌台
灣--10,主禱文--11,古昔、現在、直到將來30610480009984
hs
-12,至好朋友就是耶穌--13,你居住的所在-14,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15,信望愛--16,上
帝在照顧你--17,我的心神啊!你著讚美耶
和華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13.31
4452-2 2001
2344

DO 913.418
7133 2008
2346 DO 913.52
2347 0424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DO 913.52
2353 0424 1997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DO 913.52
2359 0424 1997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DO 913.527
2121 2008
2365

巴西之禱 [錄音資料] = Prayer
through art
高雄縣境內六大族群傳統歌謠 [
錄音資料] = Traditional songs of
six ethnic groups in Kaohsiung / 高
chi
雄縣立文化中心策劃, 製作 ; 吳
榮順製作

台北市 : 利氏文化,
2008[民97]
高雄縣 : 高雄縣立文
化中心, 民86[1997]

chi

高雄縣境內六大族群傳統歌謠 [
錄音資料] = Traditional songs of
six ethnic groups in Kaohsiung / 高
chi
雄縣立文化中心策劃, 製作 ; 吳
榮順製作
高雄縣境內六大族群傳統歌謠 [
錄音資料] = Traditional songs of
six ethnic groups in Kaohsiung / 高
chi
雄縣立文化中心策劃, 製作 ; 吳
榮順製作
音樂臺灣 [錄音資料] : 一世紀的
chi 音樂歷史說唱 / 盧修一主講
音樂臺灣 [錄音資料] : 一世紀的
chi 音樂歷史說唱 / 盧修一主講

DO 913.527
2368 2132 1999

山歌之外 後生的歌 [錄音資料] :
chi 一九九九第四屆台北市客家文化
節紀念專輯
臺中縣客語歌謠 [錄音資料] / 臺
chi
中縣立文化中心製作

DO 913.527
4570 1997

出版項
臺北縣 : 望春風文化,
2001[民90]

2366 DO 913.527
2121 2008
2367

2369

版本項

愛與希望 [錄音資料] : 蕭泰然合
唱作品集. II = Love and hope / 蕭
泰然曲 ; 福爾摩沙合唱團演唱

chi

2345

題名/作者

冊次

chi

高雄縣 : 高雄縣立文
化中心, 民86[1997]
chi

高雄縣 : 高雄縣立文
化中心, 民86[1997]
chi

台北市 : 白鷺鷥文教
基金會, 2008[民97]
台北市 : 白鷺鷥文教
基金會, 2008[民97]
台北市 : 台北市政府
民政局 1999[民88]
台中縣 : 臺中縣立文
化中心, [民86?]
第 142 頁，共 232 頁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出外人--2,愛與希望--3,慧燈頌--4,
白話字三字經--5,爸爸的筆--6,搖藍的手--7,
臺灣翠青--8,玉山頌--9,寂夜--10,無語--11,
30610480009992
hs
白鷺鷥--12,鈴蘭--13,默禱--14,使徒信經-15,人子耶穌--16,來就近我--17,和平的使
者--18,願主保護咱後會有期
30610480010024
v.1
v.2
v.3
v.4
v.5
v.6
v.1
v.2
v.3
v.4
v.5
v.6
v.1
v.2
v.3
v.4
v.5
v.6

30630000094845
30630000094852
30630000094860
30630000094878
30630000094886
30630000094894
30600480011577
30600480011585
30600480011593
30600480011601
30600480011619
30600480011627
30600480011635
30600480011643
30600480011650
30600480011668
30600480011676
30600480011684

v.1

30600480011494

v.2

30600480011502

v.1

30610480014596

v.2

30610480014604

hs
1,福佬民歌=Fulao folksongs--2,客家山歌
=Hakka folksongs--3,平埔族民歌=Pinpo
folksongs--4,魯凱族民歌=Rukai folksongs--5,
mh,hs
南鄒族民歌=Hlaalua and Kanakanavu
folksongs--6,布農族民歌=Bunun folksongs
1,福佬民歌=Fulao folksongs--2,客家山歌
=Hakka folksongs--3,平埔族民歌=Pinpo
folksongs--4,魯凱族民歌=Rukai folksongs--5,
mh,hs
南鄒族民歌=Hlaalua and Kanakanavu
folksongs--6,布農族民歌=Bunun folksongs
1,福佬民歌=Fulao folksongs--2,客家山歌
=Hakka folksongs--3,平埔族民歌=Pinpo
folksongs--4,魯凱族民歌=Rukai folksongs--5,
mh,hs
南鄒族民歌=Hlaalua and Kanakanavu
folksongs--6,布農族民歌=Bunun folksongs

hs

hs

30600480011759

hs

30600480011304

clp,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913.527
2370 4570 2008

泰雅族歌謠 [錄音資料] / 台中縣
chi 立文化中心製作

2371 DO 913.527
4627 1992
2372

楊秀卿的台灣說唱 [錄音資料] =
chi Yang Hsiu-ching Taiwanese
chantefable / 楊秀卿[演唱]
賴碧霞的台灣客家山歌 [錄音資
chi 料] = Lai Pi-hsia Taiwanese Hakka
mountain song / 賴碧霞作
高山的禮讚 [錄音資料] : 鄒族祭
chi 典之歌 = Mountain worship / 林經
甫監製
傳唱愛戀的兄弟 [錄音資料] =
chi Brothers who sing of love and
longing / 許坤仲演出
紀念吳達明老師 [錄音資料] : 大
甲河客家歌謠 / 徐登志藝術總監
chi ; 寮下文化工作室, 賴建宇音樂工
作室企劃執行

2373 DO 913.527
5711 1992
2374
DO 913.533
2375 0223 2000
2376 DO 913.533
0842 2011
2377
2378 DO 913.533
2814 2012
2379
2380

版本項

初版

初版

出版項

冊次

[台中縣豐原市] : 台中
縣立文化中心, 2008[
民97]
台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1992[民
81]
台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1992[民
81]
台北市 : 臺原出版社,
2000[民89]

DO 913.533
4053 2011
2383

2384

金門傳統歌謠 [錄影資料] / 李子
chi 恆歌謠製作.作曲.編曲 ; 金宏影視
錄音有限公司製作
風吹柳絮 [錄音資料] : 李泰祥音
樂精選 : 改編給木笛的合奏曲 /
chi 李泰祥音樂

DO 913.6 8052
chi

2385

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資料]. 第
20屆 = 20th Golden Melogy Awards
/ 行政院新聞局[製作]

DO 913.6 8052
chi

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資料]. 第
21屆 = 21st Golden Melody Awards
/ 行政院新聞局[製作]

30600480010892

v.2

30600480010900

v.1

30600480010918

v.2

30600480010926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民99[2010]

hs

hs

hs

v.1

30910480003064 內容: Disc 1: 音樂專輯--Disc 2: 紀錄片

v.2

30910480003072

v.1
v.2

30600480015800 內容: 1,歌謠(一)--2,歌謠(二)--3,伴奏(一)-4,伴奏(二)
30600480015818

v.3

30600480015826

v.4

30600480015834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民99]
新竹市 : 國立交通大
學出版社, 2011[民100]

2386
2387

v.1

館藏地
hs

30630480000544

屏東縣瑪家鄉 :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
化園區管理局, 2011[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 臺
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2012[民101]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2009[民98]

內容註

30600480011312

2381
DO 913.533
2382 4019 2010

條碼(館藏)

30600480014977

hs

hs

hs

內容: 1, 橄欖樹--2, 輪迴--3, 春天的故事--4,
祝福--5, 浮生夢--6, 菊嘆--7, 靑夢湖--8, 一
30910480003312 條日光大道--9, 野店--10, 春天的浮雕--11, hs
今年的湖畔會很冷--12, 傳說--13, 小木屐
v.20(2009)
pt.1
v.20(2009)
pt.2
v.20(2009)
pt.3
v.21(2010)
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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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0480001779
30910480001787

內容: 1,流行音樂作品--2,流行音樂作品/傳
統暨藝術音樂作品--3,傳統暨藝術音樂作
品

hs

30910480001795
30910480002405

內容: 1,流行音樂得獎作品--2,流行音樂得
獎作品/傳統暨藝術音樂得獎作品--3,傳統
暨藝術音樂得獎作品

hs

DO 913.6 8052
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資料]. 第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21屆 = 21st Golden Melody Awards
局, 民99[2010]
/ 行政院新聞局[製作]
chi
2388
2389
DO 913.6 8052

金曲100 [錄音資料] : 第22屆流行
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 = The 22nd
chi Golden Melody Awards / 行政院新
聞局[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2011[民100]

流行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
資料]. 第23屆 = 23rd Golden
chi Melody Awards / 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製作]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12[民101]

流行音樂金曲獎得獎專輯 [錄音
資料]. 第24屆 = 24th Golden
chi Melody Awards / 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製作]

臺北市 : 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13[民102]

源動力之歌 [錄音資料] : 99年臺
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得獎作品輯
= Taiwan song : the winner of 2010
chi
Taiwan original music awards / 新視
紀整合行銷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2010[民99]

DO 913.6033
1212 2012

古調在都會漫步 [錄音資料] :
Zamake. Dima音樂專輯 / 飛魚雲
chi
豹音樂工團製作

DO 913.6033
1874 2012

一个所在係六堆 [錄音資料] :
2011六堆客音客語流行歌曲徵選
優勝作品專輯 / 悠然文化資訊有
chi
限公司專案執行

[屏東縣瑪家鄉] : 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
化園區管理局, 2012[
民101]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2012[民101]

2390
2391
DO 913.6 8052
2392
2393
DO 913.6 8052
2394

2395
DO 913.6033
2396 0325

2397

2398

2399

內容: 1,流行音樂得獎作品--2,流行音樂得
內容註
館藏地
獎作品/傳統暨藝術音樂得獎作品--3,傳統
暨藝術音樂得獎作品
v.21(2010)
hs
30910480002413
pt.2
v.21(2010)
30910480002421
pt.3
冊次

條碼(館藏)

v.22(2011)
30910480002975
pt.1
hs
v.22(2011)
30910480002983
pt.2
v.23(2012)
30910480003890
pt.1
hs
v.23(2012)
30910480003908
pt.2
v.24(2013)
30910480004112
pt.1
hs
v.24(2013)
30910480004120
pt.2
2010 v.1 30910480002454
hs
2010 v.2 309104800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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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0480003882

hs

內容: 1,組成六堆--2,菸田--3,阿爸个腳印
仔--4,唱給南方--5,迷路的魚--6,朋友還係老
个好--7,組成六堆(kala)--8,菸田(kala)--9,阿
30910480003866
hs
爸个腳印仔(kala)--10,唱給南方(kala)--11,迷
路的魚(kala)--12,朋友還係老个好(kala)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DO 913.6033
2170

金音獎 [錄音資料] : 第一屆金音
創作獎 = 2010 Golden Indie Music
chi
Awards / 行政院新聞局[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2010[民99]

v.1(2010)
30910480002439
pt.1
v.1(2010)
30910480002447
pt.2

DO 913.6033
2402 2170

金音獎 [錄音資料] : 第二屆金音
創作獎得獎專輯= 2nd 2011
chi Golden Indie Music Awards / 行政
院新聞局[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新聞
局, 2011[民100]

v.2(2011)
30910480003429
pt.1

石板屋上的鼻笛 [錄音資料] : 台
灣原住民傳統樂器.舞樂創作 / 台
chi 灣原住民原緣文化藝術團製作

屏東市 : 柯麗美(伊絲
坦娜.巫瑪爾), 2010[民
99]

我國都會青少年族群對流行音樂
使用行為與習慣調查報告 [電子
資源] / [曾金滿總編輯]
南面而歌 [錄音資料] : 2013南方
流行音樂新世代台語歌原創歌曲
chi
作品輯 / 文化部, 高雄市政府共
同推廣
甜蜜的負荷 : 吳晟詩・歌 [錄音
資料] = Poems & songs : Wu Sheng
/ 吳晟詩文 ; 卓煜琦, 吳志寧製作
chi

台北市 : 文化部影視
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2014]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出版 : 禾冠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2014[民103]
台北市 : 風和日麗唱
片, 2008[民97]

情義月光 [錄音資料] / 臧蕙年監
chi 製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製
作
國歌專輯 [錄影資料] / 廣播電視
chi 事業發展基金監製 ; 行政院新聞
局製作

台北市 : 慈濟傳播人
文志業基金會, 2010[
民99]
台北市: 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會, 2007[民
96]

2400
2401

2403
DO 913.627
2372 2010
2404

DO 913.6033
2405 2648 2014

2406

DO 913.6033
4111 2014

DO 913.627
2660 2008
2407

DO 913.633
2408 8325 2010
DO 913.75
2409 0513 2007

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v.2(2011)
30910480003437
p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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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寂寞之歌--2,述情(一)--3,述情(二)--4,深
情--5,噠葛啦烏絲百合花--6,黃昏之歌--7,卜
30600480014159 萊雅花環--8,奇美之聲--9,寂寞旅程--10,無 hs
奈--11,米蓋茵--12,勇士鬥舞之歌--13,魯凱
情歌--14,鬼湖之戀--15,海島的呼喚--16,月
下情歌
30610480018498

hs

30910480004245

hs

內容: 1,吾鄉印象/羅大佑曲.改編詞--2,曬穀
場/林生祥曲.改編詞--3,全心全意愛你/吳
志寧曲.改編詞--4,息燈後/胡德夫曲.改編
30600480012195 詞--5,秋日/陳珊妮曲.改編詞-- 6,雨季/濁水 hs,clp
溪公社曲.改編詞--7,沿海一公里/黃小楨
曲.改編詞--8,階/黃玠曲.改編詞--9,負荷/吳
志寧曲.改編詞
內容:
30910480002314
hs

30610480007095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13.9 1841
2410
DO 915.16
2411 1115 2011
DO 915.18
2412 2623 2011
2413 DO 915.18
2414 3421 1999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DO 915.18
6083 1994
2422
DO 915.2 8413
2423 2009
2424

版本項

2010第一屆天人菊歌曲創作比賽
特優作品專輯 [錄音資料] : 天人
chi
菊之歌-澎湖美麗因為妳 / 鄭啓宏
作曲 ; 韓瑞宇作詞
弦歌不輟 林竹岸 [錄影資料] : 林
chi 竹岸口述歷史紀錄影片 / 和久室
國際製作有限公司製作
傾聽 [錄影資料] : 藝師邱火榮的
chi 音樂人生 / 和久室國際製作有限
公司製作
宜蘭的北管戲曲音樂 [錄音資料]
/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製作

出版項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
縣政府文化局, 2011[
民100]

冊次

2010

南管賞析入門 [錄音資料] / 中華
chi 文化復興運動總會製作

hs

[新北市] : 新北市政
府, 2011[民100]

30600480014886

hs
內容: 1,北管樂器, 北管鑼鼓點, 北管主要
吹牌--2,北管主要曲調--3,北管扮仙戲.醉八
仙/西皮--4,北管扮仙戲.醉八仙/福路--5,北
管戲曲.天水關(上)/西皮--6,北管戲曲.天水
hs
關(下)/西皮--7,北管戲曲.黑四門(上)/福路-8,北管戲曲.黑四門(下)/福路

宜蘭市 : 宜蘭縣立文
化中心, 1999[民88]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30600480012757
30600480012765
30600480012773
30600480012781
30600480012799
30600480012807
30600480012815
30600480012823

台北市 : 時廣企業有
限公司, 1994[民83]

v.1

30600480010934

v.2

30600480010942

v.1

30600480013789

台灣情泰然心 [錄音資料] : 蕭泰
然小提琴作品專輯 = Tyzen Hsiao
violin works / [蕭泰然作曲]

臺北縣 : 望春風文化,
2009[民97]

薪傳. 台灣民間樂器篇 [錄影資
料] / 公共電視台監製 ; 尖端公司
製作

內容: 1,天人菊之歌-澎湖美麗因為你--2,天
人菊之歌-澎湖美麗因為妳(伴奏版)

館藏地

hs,fsn

臺北市 : 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 2009[民98]

2426 DO 916.7 8413
2427 2006
2428
2429

30600480015339

內容註

30910480003080

福爾摩沙信簡 [錄影資料] : 黑鬚
馬偕 = 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chi / 公共電視, 複氧國際多媒體有限
公司製作

chi

條碼(館藏)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2011[民100]

chi

DO 916.1 4452
2009
2425

題名/作者

hs
內容: 1,演出錄影--2,製作全記錄
hs,et

v.2

內容: 1,台灣頌--2,拾破舊的老人--3,G調夜
曲--4,出外人--5,冥想曲--6,只為了你--7,更
愛我主--8,至好朋友就是耶穌--9,有福的確
30610480009935
hs
據--10,望春風--11,戀歌--12,夢幻的恆春小
調--13,悲歌--14,D調夜曲--15,嘸通嫌臺灣

4版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30600480013797

v.1
v.2
v.3
v.4

30610480003284
30610480003292
30610480003300
30610480003318

內容: 1,鼓吹與噯仔(嗩吶)--2,品仔(竹笛)-3,吊鬼仔(北管擦弦樂器)--4,南管洞簫--5,南
管琵琶--6,南管三玄--7,南管二玄--8,大廣
玄--9,穀仔玄(椰胡)--10,月琴--11,木魚--12,
鼓--13,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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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hs

DO 916.7 8413
2006

薪傳. 台灣民間樂器篇 [錄影資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料] / 公共電視台監製 ; 尖端公司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製作
民95]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chi

鬼太鼓座 [錄影資料] = Ondekoza
2439 DO 919.4 2440
2006
chi live / 鬼太鼓座作曲, 演奏
2440

台北市 : 齊威國際,
2006[民95]

DO 919.42
2441 3080 2011

[臺北市] : 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 2011[民100]

臺灣民間鑼鼓巡禮 [錄影資料] /
chi 宋金龍主編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印行
DO 919.7 3240
賽德克族的音樂故事 [錄音資料]
2014
: Yonodoni ta, 大家一起跳舞吧! =
2442
chi A Seediq music story : Yonodoni ta,
let's dance together! / 曾毓芬製作
DO 919.7 4484
2012

2443

冊次

西拉雅，你去了何處? [錄音資
料] = Siraya, where did you go ? /
萬益嘉音樂製作

v.1
v.2

30600480015180

hs

30600480019117

hs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 民103[2014]

台南市 : 萬淑娟出版,
2012

內容: 1, Siraya, where did you go? 西拉雅,
妳去了何處? -- 2, Ka Munonang Ko ki
Darang tu Vukin 走在山中小路 -- 3, Ti Yaw
ta Kumita ki Vurelan 我看月亮 月亮看我 -4, Pasubug-aAkey 像鷹飛騰 -- 5, Panonangun
ta Darang 來走那條路 -- 6, Suhapa 發芽 -- 7,
30600480019349
hs
Musuhapa Siraya 新生命的西拉雅 -- 8,
Siraya Paradise 西拉雅天堂 -- 9, Holland
Uma 西拉雅女孩 -- 10, Untouched Formosa
無染的福爾摩莎 -- 11, Hina darang 啊!這條
路 -- 12, Hospitality of the land 土地尚親

chi

2444 DO 919.7 6440
彩虹端上的聲音 [錄音資料] / 固
chi
2445 2011
力狗音樂工作室製作 ; 俞錚皞攝
2446
影

內容: 1,鼓吹與噯仔(嗩吶)--2,品仔(竹笛)-3,吊鬼仔(北管擦弦樂器)--4,南管洞簫--5,南
管琵琶--6,南管三玄--7,南管二玄--8,大廣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玄--9,穀仔玄(椰胡)--10,月琴--11,木魚--12,
30610480003326 鼓--13,鑼
30610480003334
hs
30610480003342
30610480003359
30610480003367
30610480003375
30610480003383
30610480003391
30610480003409
30610480007319 內容: 1,やすこ鼕鼕冬景色--2,尺八--3,鬼太
鼓囃子--4,打つ八丈--5,阿(口云)三味線--6, hs
30610480007327 大太鼓--7,屋台囃子

苗栗縣大湖鄉 : 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1[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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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30910480003320 內容: 1, 採錄CD--2, 編曲CD--3, 採錄製作
30910480003338 DVD
3091048000334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版本項

出版項

新世界 [錄影資料] : 臺北市立國
樂團30週年紀念專輯 = Toward
chi the newfound land / 臺北市立國樂
團製作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國
樂團, 2010[民99]

2449 DO 919.8 4684
臺北市立國樂團30週年套裝CD [
2450 2010
錄音資料] = Taipei Chinese
2451
orchestra 30th anniversary CD box
2452
set / 楊敏奇製作
2453
chi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南管樂語與曲唱理論建構有聲資
2459 DO 919.881
4414 2012
料 [錄音資料] / 林珀姬演唱 ; 詠
chi
2460
吟樂坊演奏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製作
2461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國
樂團, 2010[民99]

DO 919.881
2462 4414 2012

承啓 [錄音資料] : 臺灣南管 / 林
珀姬製作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
chi 灣音樂館主辦 ; 中華民國國際文
化藝術交流協會承辦

宜蘭縣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2012[民101]

無聲的對話 [錄影資料] : 清華大
學藝術中心公共藝術紀錄影片 /
chi 林甫珊, 曾翊華導演 ; 清華大學
藝術中心,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製
作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
學出版社, 2010[民99]

2447

DO 919.8 4100
2010

題名/作者

2448

2463
DO 920 4451
2010
2464

冊次

條碼(館藏)

v.1

30910480002736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紀錄片--2,音樂會實況精選
hs

v.2

30910480002744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30910480002579
30910480002587
30910480002595
30910480002603
30910480002611
30910480002629
30910480002637
30910480002645
30910480002652
30910480002660

v.1

30600480015917

v.2

30600480015925

v.3

30600480015933

v.1

內容: Disc1: 1, 良緣未遂--2, 只冤苦--Disc2:
30600480016998 1, 望明月--2, 推枕著衣--3, 荼薇架--4, 四時
景
hs

v.2

30600480017004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 2012[民101]

309104800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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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名家名曲--2,30週年團慶委託作品
輯--3,TCO委託創作專輯--4,名家超炫(一)-5,名家超炫(二)--6,大師高峰會--7,經典金
曲--8,絲路暢想--9,經典Encore--10,合奏發
燒名曲

hs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20.9933
2864 2014

2465

chi

DO 921.71
2466 2216 2010

chi

DO 922 5425
2006
2467

eng

DO 922 5425
2007
2468

eng

2469 DO 922.97
4570 2008
2470

chi

DO 923.32
5425 2007
2471

DO 923.33
3322 2015
2472

題名/作者
沉默的建築詩人 [錄影資料] : 第
卅三屆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王大
閎先生紀錄片暨事蹟手冊 = A
reticent poet of architecture : the
33th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of
R.O.C. (Taiwan) laureate Wang daHong's Documentary film & booklet
/ 吳耀東導演 ; 創藝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 公共電視製作
彩繪一甲子 探索大師 [錄影資料]
: 黃友謙 / 聚山影視傳播有限公
司製作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打造北京
奧運之都 = Man made marvels :
Beijing makeover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上海都市
更新 = Man made marvels :
Shanghai makeover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台中縣傳統民居之美 [錄影資料]
/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製作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改造韓國
首爾市 = Man made marvels : Seoul
eng searching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卜吉地而居 [錄影資料] : 金門傳
統建築 = Divining an Auspicious
chi Space for Dwelling : Traditional
Houses in Kinmen / 梁皆得導演;
鴻奇文化事業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文化部, 2014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
縣政府文化局, 2010[
民99]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6[民95]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8465

hs

30600480014134

hs

30610480006865

hs

30610480011824

hs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台中縣豐原市] : 台中
縣立文化中心], 2008[
民97]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v.1
v.2

30600480010561 內容: 1,摘星山莊.大甲梁宅--2,大甲黃宅.清
水黃宅
hs
30600480010579

30610480011782

hs

30600480019042

hs

金門縣 :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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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2473

DO 923.33
5425 2007

eng

DO 923.386
5425 2007
2474

eng

DO 926.232
2475 8413 2006

chi

DO 928.231
2476 5187 2003

chi

DO 928.232
2477 7360 2006

chi

2478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台北101大
樓 = Man made marvels : Taipei 101
/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建築奇觀 [錄影資料] : 大馬國油
雙塔 = Man made marvels :
Petronas towers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臺灣法院建築風華 [錄影資料] =
The bracp and elegancp of courts in
daiwan / 公共電視台承製
中西合璧的僑鄉文化 [錄影資料]
: 洋樓 / 柏拉圖媒體製作有限公
司製作
霧峯林家, 再見! [錄影資料] / 民
視異言堂製作群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台北市 : 司法院, 2006[
民95]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3[民92]
台北市 : 民視文化事
業股有限公司, 2006[
民95]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12[民101]

DO 937 4102
2010

臺灣現代版畫推動者 [錄影資料]
: 廖修平 = Modern Taiwanese
printmaking and its pioneer Liao
chi
Shiou-Ping /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製作 ; 傅季中導演

臺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2010[民
99]

臺灣工藝薪傳錄 [錄影資料] : 傳
家寶之螺鈿工藝 : 陳志升.陳甫強.
chi
陳甫民.張茂森.張茂欽.陳振芳 /
楊重鳴承作 ; 陳泰松監製
王攀元 [錄影資料] : 荒原追日 =
Wang Pan-Youn : in pursuit of solar
chi
perfection / 國立歷史博物館監製 ;
高玉珍總策畫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所,
2008[民97]

DO 940.9886
1041 0011
2481
2006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1790

hs

30610480011808

hs

30600480012971

hs,issp

30600480013516

hs

30610480007137

hs

30600480015776

hs

30600480014787

hs

30600480013748

hs

30600040000060

hs,clp,fs
n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再現阿兜仔厝 [錄影資料] : 臺北
市定古蹟天母白屋修復過程紀錄
chi
/ 和久室國際製作有限公司製作

DO 938 4626
2008

冊次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7[民96]

DO 928.33
2236 2012

2479

2480

題名/作者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
物館, 民9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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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40.9886
2482 1041 2014

2483

DO 940.9886
4444 7542

DO 940.99472
2484 8413 2006

chi

chi

chi

DO 941.08
4102 2010
2485

chi

DO 956 4236
2014
2486

chi

DO 958.2 4390
2487 2006
chi
DO 958.2 4390
2488 2006
chi
DO 958.232
4232 2009
2489

題名/作者
王攀元 [錄影資料] = Wang PanYuan / 國立台灣美術館監製 ; 公
共電視台製作
蔡草如 [錄影資料] : 南瀛藝韻 =
Tsai Cao-Ju : art in the south of
Taiwan / 國立歷史博物館監製 ;
李明珠總策畫
藝述梵谷 [錄影資料] = Vincent:
the full story /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
基金會監製]
戲筆行墨任自然 [錄影資料] : 張
光賓 = Calligraphy from the soul
Chang Kuang-Pin / 太乙廣告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製作 ; 傅季中
導演
奇幻視界 [錄影資料] : 國際科技
藝術展. 2014 = Wonder of fantasy:
international techno art exhibition /
邱誌勇, 張賜福策展; 黃才郎總策
劃
吾鄉吾土旅遊攝影歌謠之旅 [錄
影資料] / 台灣省旅遊攝影學會製
作
吾鄉吾土旅遊攝影歌謠之旅 [錄
影資料] / 台灣省旅遊攝影學會製
作
菊島家鄉記憶影像培訓雙DVD成
果專輯 [錄影資料] / 億典有限公
司出版印製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中市 : 國立台灣美
術館, 2014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8523

hs

30600010417062

clp,hs

30610480007145

hs

30600480014795

hs

30600480019182

hs

台中市 : 台灣省旅遊
攝影學會, [2006]

30600480013102

hs

台中市 : 台灣省旅遊
攝影學會, [2006]

30610480008937

hs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
物館, 2004[民93]

台北市: 公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2006[民
95]
臺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2010[民
99]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2014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
縣政府文化局, 2009[
民98]

v.1

chi
2490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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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97年度菊島家鄉記憶影像製作培
訓: 馬高新舊校舍的傳承; 門神巨擘-黃友
30600480014852 謙; 源遠流長-東衛呂氏宗親97年冬至祭祖
活動紀實; 尋訪古地名之豬母水--2,98年度
菊島家鄉記憶影像製作培訓: 紫金傳奇-姑 hs
婆嶼採紫菜; 西衛麵線-王永固; 澎湖茶香;
沙港廣聖殿上樑儀式; 不一樣的情人節; 自
30600480014860
娛漁人-全勤的八音老將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59.27
2325 2011
2491

2492

DO 960 2314
2009

2493
2494 DO 970 4012
2011
2495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光影-鏡頭外 [錄影資料] : 張照堂
的{272f26}亍足跡 = Outside the
chi lens : walk the way of Chang ChaoTang / 傅季中導演 ; 太乙廣告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製作
樂遊五加一 [錄影資料] = Fun
trips- 5 Plus 1 : 5 senses and your
chi
heart /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製
作]
腳底真功夫 [錄影資料] : 傳統戲
靴製作 / 李玉修, 許幃泓, 李瑑編
chi
著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印行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2011[民
100]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台灣工藝研究所,
2009[民98]
[臺北市] : 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 2011[民100]

2496
DO 971 4332
華道家 山根由美 美しきものを
jpn
2012
生かす [錄影資料]
DO
976.6
8413
雲門30 [錄影資料] : 踊舞.踏歌 =
2498
2008
Cloud gate : three decades of dance /
chi
2499
公共電視製作
2500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
不詳], 201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2497

蛇郎君 [錄影資料] : 原住民現代
芭蕾舞劇 = The princess and the
snake king aboriginal ballet / 國立臺
2501
chi
灣交響樂團製作 ; 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舞團演
出
DO 976.7 4047
有機體 [錄影資料] : 兩廳院與卡
2502
2013
菲舞團 = YogeeTi / 國立中正文化
chi
中心發行;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2503
化事業基金會演出錄製
DO 976.92
3579 2003
2504

chi

雲門舞集 [錄影資料] : 林懷民的
經典舞作 / 林懷民編舞; 雲門舞
集演出

內容註

30910480003148

v.1

30910480002124

v.2

30910480002132

v.1

30600480015198

v.2

30600480015206

v.3

30600480015214

v.1
v.2

館藏地

hs

內容: 1,體驗篇; 生活綠工藝篇; 社區工藝
篇--2,中部台灣工藝之家

hs

hs

30600480017988

v.3

DO 976.62
4302 2011

條碼(館藏)

hs

30600480011411 內容: 1,土地之歌/Song of Taiwan--2,人間之
舞/Dancing for the people--3,生命之旅/A
hs
30600480011429 moveable feast
30600480011437

臺北市 : 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 2011[民100]
30910480002751

臺北市 : 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 民1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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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1,演出錄影--Disc2,製作全記錄

v.1

30910480004286

v.2

30910480004294

v.4

v.1.薪傳Legacy -- v.2.流浪者之歌Songs of
the Wanderers -- v.3.九歌Nine Songs -- v.4白
蛇傳,我的鄉愁,我的歌The Tale of the White
30600480000356
ls,hs
Serpent ;My Nostalgia,My Songs -- v.5.家族
合唱Portrait of the Families -- v.6.行草
Cursive

hs

臺北縣 : 金革科技發
行, 2003
公播版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505

DO 982.1 1033
2014

題名/作者

版本項

水袖與胭脂 [錄影資料] = Flowing
sleeves and rouge / 王安祈, 趙雪君
chi
編劇; 李小平導演 ; 鍾寶善製作

DO 982.1 1432
王有道休妻 [錄影資料] : 京劇小
2506 2009
chi 劇場 = Mr. Goodman dumps his
wife / 王安祈編劇 ; 李小平導演
DO 982.1 2224
傳統魅力 [錄影資料] : 戰冀州 普
2507 2009
chi 球山 霸王別姬 / 柯基良監製 ; 大
通影視股份有限公司錄製
創藝京劇 [錄影資料] : 闇河渡 =
2508 DO 982.1 2662
chi Ghostdom river / 吳明倫編劇; 謝東
2014
2509
寧等導演; 梁月孆製作
DO 982.1 4363
巧縣官 [錄影資料] / 大通影視股
2510
chi
2010
份有限公司錄製
DO 982.1 5482
青塚前的對話 [錄影資料] =
2009
Whispers at a tombstone / 柯基良監
2511
chi
製 ; 非常深藍藝術工作室錄製
2512

DO 982.5 1292
2002

雲南省花燈劇團 [錄影資料] / 曾
永義製作 ; 柏傑多媒體有限公司
承製

2513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 國光劇團, 民
103[2014]
台北市 : 國光劇團,
2009[民98]

30600480013599

hs

台北市 : 國光劇團,
2009[民98]

30910480001910

hs

臺北市 : 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 民103[2014]

v.1

30600480018945

v.2

30600480018952

台北市 : 國光劇團,
2010[民99]
台北市 : 國光劇團,
2009[民98]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2[
民91]

v.1
v.2
v.3

2515

v.4

2516

DO 982.513
2517 2639 2014
DO 982.513
2518 6091 2014

三打陶三春 [錄影資料] = Fighting
chi with Tao San-Chun three times / 吳 初版
祖光編劇; 殷青群導演
梅龍鎮 [錄影資料] = Mei Long
chi Township / 羅懷臻編劇; 戴君芳導 初版
演

館藏地

hs

chi

心唱豫曲 [錄音資料] : 豫劇唱腔
賞析 經典與創新選段 / 王海玲等
chi
演唱

內容註

30600480018929

2514

DO 982.513
1031 2012

條碼(館藏)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傳
統藝術總處籌備處臺
灣音樂中心, 2012[民
101]
高雄市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臺灣豫劇團,
2014
高雄市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臺灣豫劇團,
2014
第 153 頁，共 232 頁

hs

30910480002389

hs

30910480001902

hs

內容: 1,老海休妻(25分)--2,喜中喜(30分)--3,
鬧渡(20分)
內容: 1,賣高底(19分)--2,送櫻桃(25分)--3,偷
30600480012443
南瓜(22分)
內容: 1,書房情(35分)--2,劉海砍樵(30分)--3,
30600480012450
討學錢(32分)
內容: 1,搭船巧遇(19分)--2,雙打龍鳳刀(25
30600480012468
分)--3,試妻(32分)
30600480012435

hs
hs
hs
hs

30910480003486

hs,clp

30600480018515

hs

30600480018499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DO 982.513
7254 2014

DO 982.515
6702 2002

題名/作者

版本項

楊金花 [錄影資料] = Yang JinHus, Woman warrior of the Yang
chi
初版
Family / 劉慧芬劇本修編; 殷青群
導演
秦腔 [錄影資料] : 陜西省戲曲研
究院 : 秦腔團、青年團 / 財團法
chi
人國際新象文教基金會製作

DO 982.521
0204 2003
chi

DO 982.521
3492 2002

chi

出版項

冊次

高雄市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臺灣豫劇團,
2014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2[
民91]

中國崑曲名家經典名劇匯演 [錄
影資料] / 江蘇崑劇院主演 ; 新象
文教基金會製作

宜蘭縣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2003

秣陵蘭薰 : 秣陵蘭蘊崑曲精選合
輯 [錄影資料] / 江蘇省崑劇院演
出 ; 雅韻藝術傳播執行 ; 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

宜蘭縣 : 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民91[2002]

v.1
v.2
v.3
v.4
v.1
v.2
v.3
v.4
v.5
v.6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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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8507

hs

30600480012617
30600480012625
30600480012633
30600480012641
30600480000026
30600480000034
30600480000042
30600480000059
30600480000067
30600480000075
30600480000083
30600480000091
30600480000109
30600480000117
30600480000125
30600480000133
30600480000141
30600480000158
30600480000166
30600480000174
30600480000182
30600480000190
30600480000208
30600480000216
30600480000224
30600480000232
30600480000240
30600480000257
30600480000265
30600480000273
30600480000281
30600480000299
30600480000307

內容: 第一集, 隔門賢 ; 武松殺嫂--第二集,
頂燈檯 ; 黃鶴樓--第三集, 三岔口 ; 放飯-hs
第四集, 打柴勸弟 ; 斷橋
內容: 1-2,汪世瑜專場--3-4,石小梅專場--56,梁谷音專場
hs

內容: 第一輯,朱買臣休妻(上)--第二輯,朱
買臣休妻(下)--第三輯,義俠記.打虎、遊街
; 療妒羹.題曲--第四輯,洗浮山 ; 繡襦記.賣
興--第五輯,桃花扇.題畫 ; 躍鯉記.蘆林--第
五輯,桃花扇.題畫 ; 躍鯉記.蘆林--第七輯,
小商河 ; 望湖亭.照鏡 ; 雙珠記.賣子--第八
輯,白羅衫.看狀、詰父--第九輯,荊釵記.繡
房 ; 漁家樂.藏舟--第十輯,西樓記.玩箋、
錯夢--第十一輯,水滸記.活捉--第十二輯,東
窗事犯.掃秦 ; 繡襦記.蓮花、剔目--第十三
輯,寶劍記.夜奔 ; 燕子箋.狗洞--第十四輯,
牧羊記.望鄉--第十五輯,豔雲亭.癡訴、點
香--第十六輯,虎囊彈.山亭 ; 金不換.守歲-- hs
第十七輯,鐵冠圖.別母 ; 義妖記.斷橋--第
十八輯,雁翎甲.盜甲 ; 連環記.梳妝 ; 水滸
記.借茶--第十九輯,西廂記.遊殿--第廿輯,
風箏誤--第廿一輯,義俠記.打虎 ; 琵琶記.
描容、別墳--第廿二輯,孽海記.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553
2554
2555 DO 982.521
2556 6055 2003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內容註

館藏地

2563

v.9

2564

v.10

2565

v.11

2566

v.12

30600480000315
30600480000323
30600480012476 內容: 第一集, 傳字輩藝術家: 牡丹亭・拾
30600480012484 畫叫畫等--第二集, 傳字輩藝術家: 牧羊記
・望鄉等--第三集, 傳字輩藝術家: 浣紗記
30600480012492 ・寄子等--第四集, 傳字輩藝術家: 白兔記
30600480012500 ・出獵等--第五集, 傳字輩藝術家: 繡襦記
30600480012518 ・蓮花等--第六集, 傳字輩藝術家: 如是觀
・交印等--第七集, 傳字輩藝術家: 連環記
30600480012526
・議劍等--第八集, 傳字輩藝術家: 玉簪記
30600480012534 ・偷詩等--第九集, 傳字輩藝術家: 雙官誥
hs
30600480012542 ・做鞋、夜課等--第十集, 傳字輩藝術家:
30600480012559 雙珠記・賣子等--第十一集, 傳字輩藝術
家: 鳴鳳記・寫本、斬揚等--第十二集, 永
30600480012567
嘉崑藝術家: 繡襦記・當巾等--第十三集,
30600480012575 永嘉崑藝術家: 釵釧記・約釵鬧釵等--第
30600480012583 十四集, 北崑藝術家: 青塚記・昭君出塞等

2567

v.13

30600480012591

2568

v.14

30600480012609

v.1

一九八〇年代崑劇名家錄影 [錄
影資料] / 國立中央大學戲曲研究
室製作 ; 蘇州市文化廣播電視局
監製

2557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3[
民92]

v.24
v.25
v.1

條碼(館藏)

v.2
v.3

2558

v.4

2559

v.5

2560

v.6

2561

chi

2562

2569 DO 982.521
2570 7042 2003

v.7

初版

2573

v.5

30600480012690 內容: 1, 邯鄲記・三醉 ; 浣紗記・寄子--2,
30600480012708 西樓記・樓會、拆書 ; 繡襦記・打子--3,
長生殿・聞鈴 ; 兒孫福・勢僧--4, 蝴蝶夢
30600480012716
・說親、回話 ; 竇娥冤・斬娥--5, 荊釵記 hs
30600480012724 ・開眼、上路 ; 漁家樂・藏舟--6, 千里祿
30600480012732 ・搜山、打車 ; 鐵冠圖・刺虎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v.6
v.1
v.2
v.3
v.4
v.1
v.2
v.3
v.4
v.5
v.6

30600480012740
30600480012658
30600480012666
30600480012674
30600480012682
30600480012336
30600480012344
30600480012351
30600480012369
30600480012377
30600480012385

2571

雋雅輝煌 [錄影資料] : 上海崑劇
團 / 雅韵藝術傳播有限公司執行

v.8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3[
民92]

chi

2572

v.2
v.3
v.4

DO 982.526
6022 2002

湖南省湘劇院 [錄影資料]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主辦 ; 傳大藝術公
chi
司承辦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2[
民91]

DO 982.531
0730 2002

唐風宋韻 [錄影資料] : 福建省梨
園戲實驗劇團 / 雅韵藝術傳播有
限公司執行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2[
民91]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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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拜月記--白兔記
hs
內容: 1,陳三五娘I--2,陳三五娘I--3,陳三五
娘II--4,陳三五娘II--5,陳三五娘III--6,陳三
五娘III--7,大歸、事久弄--8,逼寫--9,踢球、
蓮花落、摘花--10,裁衣、公主別
hs

限公司執行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民91]
題名/作者

版本項

五娘III--7,大歸、事久弄--8,逼寫--9,踢球、
蓮花落、摘花--10,裁衣、公主別
出版項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DO 982.532
1232 2006

白蛇傳 [錄影資料] =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 孫富叡編劇 ; 陳
chi
勝國前段導演 ; 陳勝福製作

DO 982.532
1232 2008

超炫白蛇傳 =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錄影資料] / 孫富叡編
劇 ; 陳勝福製作

v.7
v.8
v.9
v.10

30600480012393
30600480012401
30600480012419
30600480012427
30600480000349

台北市 : 明華園戲劇
總團, 2008[民97]

chi

2591 DO 982.57
2592 1212 2003
2593
2594
2595
DO 982.57
2596 4278 2009

百年歌仔 : 2001海峽兩岸歌仔戲
發展交流研討會活動集錦DVD /
chi 蔡欣欣主編 ;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
仔戲文教基金會編輯製作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3[
民92]

好戲開鑼 [錄影資料] : 廟口拼台 /
chi 盪鞦韆創意工作室製作

DO 982.57
2597 4278-2 2010

好戲開鑼 [錄影資料] : 廟口瘋歌
chi 仔 / 複氧國際多媒體有限公司製
作
本地歌仔 [錄音資料] : 山伯英台 /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製作

台北市 : 財團法人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9[民98]
台北市 : 財團法人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10[民99]
宜蘭市 : 宜蘭縣立文
化中心, 1997[民86]

chi

條碼(館藏)

[出版地不詳] : 明華
園, 2006[民95]

2590

2598 DO 982.57
2599 5412 1997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冊次

30600480000331

v.1
v.2
v.3
v.4
v.5

30600480012286
30600480012294
30600480012302
30600480012310
30600480012328
30910480001928

內容註

第一幕,梵天--第二幕,千年--第三幕,沉醉西
子--第四幕,女兒紅--第五幕,驚變--第六幕,
泣血靈芝--第七幕,山雨欲來--第八幕,滄海
遺珠
第一幕,千年(Millennuim)--第二幕,沈醉西
子(Beauties of west lake)--第三幕,衝突
(Conflicts)--第四幕,驚變(Frightful events)-第五幕,泣血靈芝(Blood drenched
ganoderma)--第六幕,水漫金山(Water over
Jinshan)--第七幕,滄海遺珠(The descendant)
內容: 1,百年歌仔活動紀實--2,百年歌仔情
: 主題音樂會--3,傳統折子戲選粹之夜 : 兩
岸名家專場--4,新世代青年之夜 : 兩岸青
年匯演(上集)--5,新世代青年之夜 : 兩岸青
年匯演(下集)
內容: 春美歌劇團[將軍寇], 秀琴歌劇團[玉
石變], 一心戲劇團[聚寶盆], 群英論戲劇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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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480012831
30600480012849
30600480012856
30600480012864
30600480012872
30600480012880
30600480012898
30600480012906
30600480012914
30600480012922

hs

hs

hs

hs,issp
clp,hs,is
sp

30600480014621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hs
館藏地

內容: 1,盤請--2,遊湖賞花--3,馬圳訂親, 英
台病相思--4,山伯探--5,王婆店, 士久問路-6,樓台會(上)--7,樓台會(下), 英台送哥--8,
梁母答, 山伯病相思--9, 討藥方, 山伯歸陰,
英台吊喪--10,馬圳娶親, 英台拜墓, 回陽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DO 982.57
2608 6124 2009

唸歌絕藝 [錄影資料] : 楊秀卿 /
chi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臺北縣 : 臺北縣政府,
2009[民98]

2609 DO 982.57
7042 2009
2610

民族藝師 [錄音資料] : 廖瓊枝歌
子戲唱腔藝術 / 財團法人廖瓊枝
chi
歌仔戲文教基金會製作

台北市 : 台北市政府
文化局, 2009[民98]

冊次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內容註

30600480013813

館藏地
hs

v.2

30910480001878 內容: 欣賞(長度69分)--伴唱(長度69分)--結
緣在觀音偈(長度10分)
hs
30910480001886

v.3

30910480001894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30610480001080
30610480001098
30610480001106
30610480001114
30610480001122
30610480001130
30610480001148
30610480001155
30610480001163
30610480001171
30610480001189
30610480001197
30610480001205

v.1

2611
2612 DO 982.57
歌仔傳奇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2613 8413 2006
台監製 ; 卜卜視聽公司製作
2614
2615
2616
2617
chi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DO 982.9 1159
藝師典範 [錄影資料] : 李柏君藝
2625 2012
chi 術生命流轉紀實 / 張中煖計畫主
持
2626 DO 983.3 3470
宜蘭地方戲曲系列專輯 [錄影資
chi 料] /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製作
2627 2008
2628
很久沒有敬我了你 [錄影資料] :
2629 DO 983.3 8413
2011
chi 電影.音樂.劇 = On the road / 公共
2630
電視演出錄製

條碼(館藏)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 2012

30910480003932

宜蘭市 : 宜蘭縣立文
化中心, 2008[民97]

v.1
v.2
v.3

臺北市 ; 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 民100[2011]

v.1

DO 983.33
3833 2008

外台歌仔戲2007匯演精選 [錄影
資料] = Outdoor Taiwanese opera
chi carnival / 禚洪濤等編輯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
備處, 2008[民97]

DO 983.33
3833-2 2010

2009外台歌仔戲匯演精選 [錄影
資料] = Outdoor Taiwanese opera
chi colletctions / 禚洪濤等編輯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
備處, 2010[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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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戲狀元--2,永遠的美金鳳--3,尋找廣
播歌仔戲--4,被遺忘的電影歌仔戲--5,電視
歌仔戲--6,歌仔戲的製作人--7,歌仔變奏曲-8,文武春秋--9,從戲先生到導演 : 歌仔戲
的導演--10,外台人生--11,家族戲班--12,戲
台外一章--13,歌仔戲的薪傳
hs

hs

v.2

30600480010538 內容: 1,歌仔戲--2,北管戲曲--3,傀儡戲
hs
30600480010546
30600480010553
30610480015403 內容: Disc 1, 演出錄影--Disc 2, 製作全記錄
et,hs
30610480015411

v.1
v.2
v.3
v.4
v.5
v.1
v.2

30600480014167
30600480014175
30600480014183
30600480014191
30600480014209
30600480014894
30600480014902

內容: 1,春美歌劇團[古鏡奇緣]--2,秀琴歌
劇團[范蠡獻西施]--3,新藝芳歌劇團[八家
將傳奇]--4,國光歌劇團[包公案之陰錯陽 hs
差]--5,明珠女子歌劇團[泣血蓮花-陳靖姑]
內容: 1,宏聲歌劇團≪天雄變≫--2,小金枝
歌劇團≪以貌取才≫--3,一心戲劇團≪華山
救母≫--4,民權歌劇團≪九曲橋≫--5,臺灣 hs
春風傳統劇場≪八郎探母≫

DO 983.33
2009外台歌仔戲匯演精選 [錄影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3833-2 2010
資料] = Outdoor Taiwanese opera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
chi colletctions / 禚洪濤等編輯
2638
備處, 2010[民99]
2639
2640
DO 983.33
歌仔戲扮仙戲 [錄影資料] : 福祿
[臺北市] : 國立臺灣戲
2641 4325 2011
chi 壽三仙會 /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製
曲學院, 2011[民100]
作]
DO 983.33
台灣珍寶 [錄影資料] : 歌仔戲 =
台北縣汐止市 : 協和
5425 2006
Treasures of Taiwan : Ke-Tse opera /
國際, c2006[民95]
2642
eng
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作
2643 DO 983.34
福春嫁女 [錄影資料] = My
台北市 : 行政院客家
chi
2644 6041 2008
daughter's wedding / 國立臺北藝術
委員會, 2008[民97]
DO 983.34
精緻客家大戲 [錄影資料] / 榮興
台北市 : 行政院客家
2645
9733 2009
客家採茶劇團製作.演出 ; 摩曲數
委員會, 2009[民98]
chi
位影音有限公司錄製
2646
DO 983.8 5124
2010

春雷動地 [錄影資料] : 史诗歌舞
剧DVD = Rolling thunder epic
2647
chi musical dance drama / 林连玉基金,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联合
出品
DO 984.8 1049
我是油彩的化身 [錄影資料] : 原
2648 2012
chi 創音樂劇 / 王友輝編劇作詞 ; 果
陀劇場製作演出
DO 984.8 1049
我是油彩的化身 [錄影資料] : 原
2649 2012
chi 創音樂劇 / 王友輝編劇作詞 ; 果
陀劇場製作演出
DO
986.4
1092
屏東布袋戲的流派與藝術 [錄影
2650
2007
資料] / 石光生, 王淳美著
chi
2651

冊次

30600480015172

hs

30610480006972

hs

v.1
v.2

30600480012179
30600480012187

hs

v.1

30910480002074

v.2

30910480002082

[吉隆坡] : 林连玉基金
: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
大会堂, 2010

福德皮影戲劇團發展紀要暨圖錄
研究影音DVD [錄影資料] / 崑山
chi
科技大學, 台灣藝術大學製作

hs

30910480004187

hs

v.1

30600480018416

hs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
2012[民101]

v.2

30600480018424

hs

v.1

30910480000599 內容: 1,七子十三生.徐鳴皋打擂(明興閣掌
中劇團)--2,岳飛傳.潞安州(祝安掌中劇團)30910480000607 -3,聖俠傳奇.凌霄星訣(全樂閣鄭寶和電視 hs
布袋戲), 三雄二俠女.緣訂桃花嶺(新復興
30910480000615 掌中劇團)

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 2007[
民96]

v.2
v.3

DO 986.8 3246
2008

內容: 1,《仙游記》--2,採茶小戲:《姊妹過
渡》;《賢女勸夫》;《豆腐夫妻》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
2012[民101]

2652

2653

v.3
v.4
v.5

內容: 1,宏聲歌劇團≪天雄變≫--2,小金枝
內容註
館藏地
歌劇團≪以貌取才≫--3,一心戲劇團≪華山
30600480014910 救母≫--4,民權歌劇團≪九曲橋≫--5,臺灣 hs
30600480014928 春風傳統劇場≪八郎探母≫
30600480014936
條碼(館藏)

高雄縣岡山鎮 : 高雄
縣政府文化局, 2008[
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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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480013417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654

2655

DO 987.81
0012 2016
DO 987.81
0035 2013

DO 987.81
0044 2012
DO 987.81
2657 0316 2011
2656

DO 987.81
2658 0346 2015
DO 987.81
2659 0654 2011
2660

2661

2662

2663

DO 987.81
0722 2011
DO 987.81
0821 2012

DO 987.81
0821-2 2012

DO 987.81
0821-3 2012

DO 987.81
0836 2011
DO 987.81
2665
0856 2013
2666 DO 987.81
1001 2010
2664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晃遊身體 [錄影資料] = Body at
large / 應政儒編導
天燈的故鄉 [錄影資料] : 平溪天
燈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專輯 / 方淑
慧導演 ; 億達影音多媒體科技有
限公司製作
幸運號碼 [錄影資料] = Unlucky
number / [廖敬堯導演]
落番 [錄影資料] = The quest / 新
汎亞國際多媒體製作 ; 唐振瑜導
演
市定古蹟七海寓所 [錄影資料] :
修復工程紀錄片/ 紀實影視有限
公司企劃製作
鹿野忠雄 [錄影資料] : 縱橫山林
間 = Tadao Kano / 天冷科技有限
公司承製
牽阮的手 [錄影資料] / 莊益增, 顏
蘭權導演
記憶拼圖 [錄影資料] : 劉興欽漫
畫曁發明展覽館 / 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主辦 ; 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執行
記憶拼圖 [錄影資料] : 鄧南光影
像紀念館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主
辦 ; 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
記憶拼圖 [錄影資料] : 金廣成文
化館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主辦 ;
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
司馬庫斯的吶喊 [錄影資料] / 許
沛晴導演
媽媽的村莊 [錄影資料] = Mothers
/ 許慧晶導演
活水溯源 [錄影資料] = Tracing
the river to its source / 于立平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2016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2013[民102]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12[民101]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1[民100]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 民104[2015]
台北市 : 國史館, 2011[
民100]
臺北市 : 無米樂電影
公司, 2011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 2012[
民101]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 2012[
民101]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
縣政府文化局, 2012[
民101]
台中市 : 充電趣電影
文化, 2011[民100]
新北市 : 天馬行空,
[2013]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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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9884

hs

30600480018333

hs,fsn

30610480018449

hs

30600480015032

hs

30600480018937

hs

30600480015388

hs,fsn,is
sp,mh

30610480018720

hs

30600480018069

hs

30600480018077

hs

30600480018085

hs

30610480012921

hs

30610480019751

hs

30610480013051 內容: 1, 擺渡 淡水河 ; 源鄉 大甲溪--2, 縱
古流今 高屏溪 ; 美麗或沉淪 秀姑巒溪
hs

DO
987.81
公共電視,
索書號(館藏)
語文 活水溯源 [錄影資料]
題名/作者= Tracing
版本項 台北市 :出版項
1001 2010
chi the river to its source / 于立平製作
2010[民99]

冊次

條碼(館藏)

v.2

30610480013069

2667
DO 987.81
1022 2012
2668

DO 987.81
2669 1024 2011
DO 987.81
1032 2009
DO 987.81
2671
1046 2012
2672 DO 987.81
2673 1055 2011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79
2680
2681
DO 987.81
2682
1061 2012
DO 987.81
2683
1122 2011
DO 987.81
1124 2009
2684
2670

2685

DO 987.81
1182 2015

雲端上的寶藏 [錄影資料] : 20022012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chi 科技計畫 = The treasure in the
clouds

台北市 :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 民101[2012]

你喜歡我嗎?台西 [錄影資料] =
chi Do you like me? Taishi / 丁仁桐導
演
博弈 [錄影資料] = Game Theory /
chi
王清仁導演
中國門 [錄影資料] = China gate /
chi
王楊導演
公司的力量 [錄影資料] = The
power of corporations / 北京中央電
視台製作

台中市 : 充電趣電影
文化, 2011[民100]
臺北市 : 天馬行空,
[2009]
新北市永和區 : 天馬
行空, 2012[民101]
臺北市 : 沙鷗國際多
媒體, 2011[民100?]

chi

鑄字人 [錄影資料] = The lead type
founder / 王明霞導演
KJ音樂人生 [錄影資料] / 張經緯
chi
導演及剪輯
張純如 [錄影資料] : 南京大屠殺 :
用生命照亮歷史 = Iris Chang : the
chi
rape of Nanking / 安妮.皮克, 比爾.
斯潘克導演
冲天 [錄影資料] = The Rocking
chi
Sky / 張釗維導演
chi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12[民101]
台北縣永和市 : 天馬
行空, 2011[民100]
[香港] : 環亞電影,
2009

台北市 : 視納華仁文
化傳播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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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擺渡 淡水河
; 源鄉 大甲溪--2, 縱 館藏地
內容註
古流今 高屏溪 ; 美麗或沉淪 秀姑巒溪
hs

30910480003957

hs

30610480013309

hs

30610480019769

hs

30610480015171

hs

30610480018092
30610480018100
30610480018118
30610480018126
30610480018134
30610480018142
30610480018159
30610480018167
30610480018175
30610480018183

內容: 1, 公司!公司!--2, 市場無限--3, 獵富
時代--4, 進步之痛--5, 危機時刻--6, 誰執權
杖--7, 各領風騷--8, 創新先鋒--9, 本土雄
心--10, 地球無疆
hs

30610480018423

hs

30610480014190

hs

30610480015262

hs

3061048001925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686

2687

DO 987.81
1621 2016

安藤忠雄 [錄影資料] : 武士建築
師 = Tadao Ando : samurai architect
jpn
/ 水野重理導演

DO 987.81
1624 2013

魚音繞梁 [錄影資料] : 戀唸台江
= Fry-counting tunes around Taijiang
chi
/ 臻影多媒體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2688
DO 987.81
2689 1700 2013
DO 987.81
2690 1704 2011

2691

DO 987.81
1704 2013

DO 987.81
2692 1991 2006
DO 987.81
2693 2131 2008

2694

題名/作者

DO 987.81
2180 2011

2695 DO 987.81
2696 2208 2013
2697
2698
2699
2700
2701
2702

野性物羽 [錄影資料] : [呈現臺灣
chi 野生鳥類多元的生態樣貌] / 鄧文
斌導演
司馬庫斯 [錄影資料] = A year in
chi the clouds : Smangus / 林樂群監製
; Dean Johnson, Frank Smith導演
司馬庫斯 [錄影資料] = A year in
the clouds : Smangus / 公共電視製
chi
作 ; Dean Johnson/Frank Smith導演
天堂小孩 / 斷線風箏 [錄影資料] :
chi 臺灣當代影像 : 從紀實到實驗
1930-2003 / 同喜文化製作
烏干達天空下 [錄影資料] = War
chi dance / Sean Fine, Andrea Nix Fine
導演
台北銀座百年記憶 [錄影資料] :
莊永明微型蒐藏展口述記錄影片
chi
/ 茱莉亞廣告傳播有限公司拍攝
製作
為什麼貧窮? [錄影資料] = Why
poverty?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
新北市 : 台聖多媒體
總代理, 2016
臺南市 : 台江國家公
園, 2013[民102]

條碼(館藏)

內容註

30610480019629

v.1

館藏地

hs

30600480018432
hs

v.2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民102]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1[民100]

30600480018440
30610480018001

hs

30600480015297

hs

30610480018019

hs

臺北市 : 同喜文化, 2006

30610480019066

hs

台北市 : 豪客唱片,
2008[民97]

30610480016526

hs

30600480015354

hs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民102]

臺北市 : 臺北市文獻
委員會, 2011[民100]

台北市 : 宇勗, [2013]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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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30610480016013
30610480016021
30610480016039
30610480016047
30610480016054
30610480016062
30610480016070
30610480016088

內容: 1,耕者無其田--2,太陽能媽媽--3,出
路--4,搖滾救貧窮--5,有錢有保庇--6,當我們
窮在一起--7,生財有「盜」--8,人之初, 性
本窮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2233 2011
DO 987.81
2704 2242 2009
2703

DO 987.81
2256 2011
2705

2706 DO 987.81
2707 2313 2010
2708
2709
2710
2711
2712
2713
DO 987.81
2350

2714

2715

2716

題名/作者

貢寮你好嗎? [錄影資料] = How
are you GongLiao? / 崔愫欣導演
愛的十個條件 [錄影資料] = The
uig 10 conditions of love / Jeff Daniels
編導
後山軌跡 [錄影資料] : 花東線鐵
道變遷影像紀錄 =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huatung east line / 花蓮
chi
縣政府、花蓮縣文化局監製 ; 蘇
永男建築事務所、道綺全球傳播
有限公司製作
台灣印記百年建國 [錄影資料] :
深耕百年・創新台灣 / 台灣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chi

DO 987.81
2350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全景文化事
業, 2011
臺北市 : 根性藝文,
2009[民98]

淹沒 [錄影資料] = Before The
flood / 李一凡, 鄢雨導演 ; 凡雨工
作室作品

chi

chi

罪與罰 [錄影資料] = Crime and
punishment / 趙亮編導

學生村 [錄影資料] = A student
village / 魏星編導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8647

hs

30610480015155

hs

30600480015115

hs

花蓮縣花蓮市 : 花蓮
縣政府, 2011[民100]

台北市 : 台視文化,
2010[民99]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30610480012640
30610480012657
30610480012665
30610480012673
30610480012681
30610480012699
30610480012707
30610480012715

2004

30610480010545

mh,hs

2007

30610480010552

hs

2002

30610480010560

hs

chi

chi

DO 987.81
2350

版本項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 [Hong
Kong] : Distributed by
機構版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UHK, 2004[民
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7[
民96]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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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台灣・電影圖像--2,台灣・音樂精
靈--3,台灣・戲曲臉譜--4,台灣・農業深耕-5,台灣・絕技傳承--6,台灣・生態拼圖--7,
台灣・飲食風華--8,台灣・教育與醫療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17

2718

2719

2720

2721

2722

2723

2724

2725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魚鷹 [錄影資料] = The cormorant
and the lake / 周嶽軍導演

喧囂的塵土 [錄影資料] = Floating
dust / 黃文海導演

在海邊 [錄影資料] = Living by the
sea / 胡杰導演.攝影.編輯

陰道獨白 [錄影資料] : 幕後故事
= The vagina monologues : stories
chi
from China / 艾曉明, 宋素鳳導演

chi

chi

chi

一個和六個 [錄影資料] = One and
six / 黎光導演

紙飛機 [錄影資料] = Paper
airplane / 趙亮導演

夜行人 [錄影資料] = Walking in
the dark / 黎小鋒導演

淹没 [錄影資料]. II : 龚滩 =
Before the flood 2 : Gong Tan / 鄢
chi
雨導演

chi

長湖戀 [錄影資料] = The old man
and the lake / 周嶽軍導演

版本項

出版項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1998[
民87]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1999[
民88]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7[
民96]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1[
民90]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8[
民97]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1996[
民85]

冊次

條碼(館藏)

1998

30610480010578

hs

2004:2

30610480010586

hs

1999

30610480010594

hs

2004:3

30610480010602

hs

2007:2

30610480010610

hs

2001

30610480010628

hs

2004:4

30610480010636

hs

2008

30610480010644

hs

1996

30610480010651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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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26

2727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2728

2729

2730

2731

2732

2733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爆炸 [錄影資料] = Explosion / 戴
藝編導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chi
研究服務中心, 1998[
民87]
北京上訪村 [錄影資料] = Beijing's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Petition village / 潘惠蓮導演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chi
研究服務中心, 2007[
民96]
暴风骤雨 [錄影資料] = The storm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 蒋樾, 段锦川导演 ; China Memo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Films 出品
研究服務中心 = [Hong
Kong] : Distributed by
chi
機構版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UHK, 2005[民
94]

chi

風經 [錄影資料] = Blossoming in
the wind / 孫悅凌導演

哈佛女孩 [錄影資料] = A girl
from the children's village / 胡劉斌
chi
編導

chi

chi

chi

父親 [錄影資料] = Father / 曹斐導
演

冬日 [錄影資料] = The sun in
winter / 趙剛編導

冬月 [錄影資料] = The transition
period / 周浩編導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6[
民95]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5[
民94]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9[
民98]

冊次

條碼(館藏)

1998:2

30610480010669

hs

2007:3

30610480010677

hs

2005

30610480010685

hs,mh

2004:5

30610480010693

hs

2006

30610480010701

hs

2005:2

30610480010719

hs

2002:2

30610480010727

hs

2009

30610480010735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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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34

2735

2736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chi

chi

chi

DO 987.81
2350
2737

2738

2739

chi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chi

chi

DO 987.81
2740 2350

chi

2741 DO 987.81
2350
2742

chi

2743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風流的湖 [錄影資料] = A lake of
romance / 周嶽軍導演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1999:2 30610480010743
研究服務中心, 1999[
民88]
地下 [錄影資料] = Invisible world /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黃驥導演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2005:3 30610480010750
研究服務中心, 2005[
民94]
桂榮戲院 [錄影資料] = Guirong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theater / 曉鵬導演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2003 30610480010768
研究服務中心, 2003[
民92]
我們的娃娃. 公民调查. 續集. [錄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
影資料] = An investigation by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
citizens / 艾晓明导演
[Hong Kong] :
Distributed by
機構版
2009:2 30610480010776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UHK, 2009[民
98]
村官 [錄影資料] = Village cadre /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戴藝編導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2001:2 30610480010784
研究服務中心, 2001[
民90]
高樓下面 [錄影資料] = Under the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skyscraper / 杜海濱編導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2002:3 30610480010792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廚師和他的情人 [錄影資料] = A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
cook and his Lover / 周嶽軍導演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2:4 30610480010800
2002[民91]
寒鴉 [錄影資料] = Han Ya / 張大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2006:2 v.1 30610480010818 內容: 1,鄉痕 = Traces of memory --2,村陌不
力導演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語 = The silent of country road --3,清河世第
2006:2
v.2
30610480010826
研究服務中心, 2006[
= The descendents from Qinghe
民95]
2006:2 v.3 306104800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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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hs

hs

hs

mh,hs

hs

hs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2350

2744

2745

2746

2747

2748

2749

2750

2751

題名/作者
三元里 [錄影資料] = San Yuan Li
/ 欧寧, 曹斐及缘影会合同制作作
品 ; 欧宁策划, 概念, DV和图片摄
影

chi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chi

阿魯兄弟 [錄影資料] = Alu and
his brother / 周嶽軍導演

人民代表姚立法 [錄影資料] =
People's representative YAO / 艾曉
chi
明導演

chi

chi

chi

chi

chi

曬太陽 [錄影資料] = Basking in
the Sun / 胡傑導演,攝影,編輯

同學 [錄影資料] = Classmates / 林
鑫導演

鐵路沿綫 [錄影資料] = Along the
railway / 杜海滨導演

暑假的日子 [錄影資料] = Summer
holiday / 周嶽軍導演

石山 [錄影資料] = Stone mountain
/ 杜海滨導演

版本項

出版項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 [Hong
Kong] : Distributed by
機構版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UHK, 2003[民
92]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6[
民95]
[香港] : [海外學術界
代理: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2[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9[
民98]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1[
民90]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1998[
民87]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6[
民95]

冊次

條碼(館藏)

2003:2

30610480010842

mh,hs

2002:5

30610480010859

hs

2006:3

30610480010867

hs

2002:6

30610480010875

hs

2009:3

30610480010883

hs

2001:3

30610480010891

hs

1998:3

30610480010909

hs

2006:4

30610480010917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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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52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2753

2754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2755

2756

2757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神佑的孩子 [錄影資料] = Children
of blessing / Jiang Xueqin導演 ;
chi
Brian Keeley製作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5[
民94]
我們的娃娃 [錄影資料] = Our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children / 艾晓明导演 ; 艾晓明,胡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杰剪辑
研究服務中心 = [Hong
Kong] : Distributed by
chi
機構版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UHK, 2009[民
98]
我不要你管 [錄影資料] = Wo bu
yao ni guan / 胡庶導演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chi
研究服務中心, 2001[
民90]
土楼, 我的家 [錄影資料] : Tulou,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My Home / 戴艺编导 ; 福建电视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台纪录片创作室录制
研究服務中心 = [Hong
Kong] : Distributed by
chi
機構版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UHK, 1999[民
88]

chi

chi

鄉村教師 [錄影資料] = Xiangcun
jiaoshi / 翟明磊, 王海導演

希望之旅 [錄影資料] = Railroad of
hope / 寧瀛導演,攝像,剪輯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1[
民90]

冊次

條碼(館藏)

2005:4

30610480010925

hs

2009:4

30610480010933

hs,mh

2001:4

30610480010958

hs

1999:3

30610480010966

mh,hs

2002:7

30610480010974

hs

2001:5

30610480010982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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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58

2759

2760

2761

2762

2763

2764

2765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霧穀 [錄影資料] = Foggy valley /
周嶽軍導演

我這樣的人 [錄影資料] = People
like me / 趙剛導演

小屋 [錄影資料] = Little house / 戴
藝編導

DO 987.81
2350

性、性別與權利 [錄影資料] =
Sexualities genders & rights in Asia /
chi
艾曉明導演

DO 987.81
2350

厚街 [錄影資料] = Houjie township
/ 周浩, 吉江虹導演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766 2350

chi

好死不如赖活着 [錄影資料] = To
live is better than to die / 陳為軍編
chi
導

chi

chi

拎起大舌頭 [錄影資料] = The
secret of my success / 段錦川導演

两个季节 [錄影資料] = Two
seasons / 趙珣編導

柯师和他的弟子 [錄影資料] =
chi Master Ke and his pupil / 戴藝編導

版本項

出版項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3[
民92]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6[
民95]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2[
民91]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8[
民97]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2[民91]

冊次

條碼(館藏)

2004:6

30610480010990

hs

2003:3

30610480011006

hs

2002:8

30610480011014

hs

2006:5

30610480011022

hs

2002:9

30610480011030

hs

2002:10 30610480011048

hs

2002:11 30610480011055

hs

2008:3

30610480011063

hs

2002:12 30610480011071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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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67

2768

2769

2770

2771

2772

2773

2774

2775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DO 987.81
2350

chi

題名/作者
舉自塵土 [錄影資料] = Raised
from dust / 甘小二編導

賈醫生的100個病人 [錄影資料] =
A hundred patients of Dr. Jia / 王洪
chi
軍導演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飄 [錄影資料] = Drifting / 黃偉凱
導演

排骨 [錄影資料] = Paigu / 高鳴導
演

怒江之聲 [錄影資料] = Voice of
Angry River / 史立紅導演

南京路 [錄影資料] = Living in
Nanjing road / 趙大勇, 李青導演

男人 [錄影資料] = The man / 胡新
宇編導

棉花 [錄影資料] : 棉紡廠 =
Cotton mill / 周浩導演

龍哥 [錄影資料] = Using / 周浩導
演

版本項

出版項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7[
民96]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8[
民97]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5[
民94]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5[
民94]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6[
民95]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4[
民93]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9[
民98]
[香港] : 海外學術界代
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研究服務中心, 2008[
民97]

冊次

條碼(館藏)

2007:4

30610480011097

hs

2008:5

30610480011105

hs

2005:5

30610480011113

hs

2005:6

30610480011121

hs

2004:7

30610480011139

hs

2006:6

30610480011147

hs

2004:8

30610480011154

hs

2009:5

30610480011162

hs

2008:6

30610480011170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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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776

DO 987.81
2363 2011

我們的共同記憶 [錄影資料] : 教
科書百年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 紀
chi
實影視製作有限公司企劃製作

DO 987.81
2437 2011
2777

chi

DO 987.81
2452 2008
2778

chi

DO 987.81
2779 2624 2011

chi

DO 987.81
2638 2012
2780

2781

chi

DO 987.81
2638-2 2013

DO 987.81
2644 2011
2783 DO 987.81
2784 2695 2010
2785
2786
2787
2788
2782

題名/作者

chi

chi

chi

鼎革之際 [錄影資料] : 辛亥革命
與中華民國的誕生 = The 1911
revolution :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長天傳播製作股份有限
公司[製作]
片格轉動間的台灣顯影 [錄影資
料]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
藏日治時期紀錄影片成果 =
Colonial Japanese documentaries on
Taiwan : a film preservation project
by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
藝術學院執行
蒙古草原, 天氣晴 [錄影資料] =
Puujee / 山田和也導演 ; Puujee製
作委員會
手燦紙花 [錄影資料] : 二月春風
暖藝傳 : 李煥章口述歷史影像紀
錄專輯 / [李煥章口述] ; 吳永欽導
演 ;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製作
大墨飄香.有體唯心 [錄影資料] :
陳嘉德先生口述歷史影像紀念專
輯 / 吳永欽導演 ; 太乙媒體事業
有限公司製作
零距離 [錄影資料] = Distance / 吳
韋樵導演/攝影/剪輯
六堆常民人物誌 [錄影資料] / 吳
耀東等導演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指導 ; 石瑾睦監製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硏
究院, 2011[民100]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5503

hs

30600480015396

mh,hs,fs
n,issp

臺北市 : 國史館, 2011[
民100]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 2008[民97]

內容: 1,南進台灣--2,國民道場--3,台灣勤行
報國青年隊--4,幸福的農民

台北市 : CNEX : 喜瑪
拉雅, 2011[民100]

30600480013292

hs

30610480014448

hs

30600480016949

fsn,hs

30600480018366

hs,fsn

30610480014174

hs

30600480014431
30600480014449
30600480014456
30600480014464
30600480014472
30600480014480

內容: 1,高樹/吳耀東導演--2,火庄遊俠/陳
博文導演--3,紅土的天空/陳博文導演--4,阿
秋綜藝團/蔡一峰導演--5,尋找香蕉的秘方/
蔡一峰導演--6,驛鄉/陳俊嘉導演--7,啊啊阿
公/陳俊嘉導演--8,萬巒妹仔/毛致新導演-hs
9,春天的對話/黃琇怡導演--10,媽媽的味緒/
李昶憲導演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發行, 民101[2012]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2013[民102]

台中市 : 充電趣, 2011[
民100]
新竹縣竹北市 : 行政
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
家文化中心籌備處 ;
臺北市 : 智慧藏學習
科技公司, 2010[民99]
第 170 頁，共 232 頁

v.1
v.2
v.3
v.4
v.5
v.6

指導 ; 石瑾睦監製
chi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家文化中心籌備處 ;
臺北市 : 智慧藏學習
科技公司, 2010[民99]
版本項
出版項

2789
2790
2791
2792

v.7
v.8
v.9
v.10

DO 987.81
2793 2695 2013
DO 987.81
2747 2013
2794

DO 987.81
3125 2014
2795

DO 987.81
3125-2 2014
2796

DO 987.81
2797 3127 2005
2798
2799
2800
2801
2802
2803

DO 987.81
3302
DO 987.81
3313 2011

DO 987.81
3322 2015
2805 DO 987.81
3323 2008
2804

冊次

六堆常民人物誌 [錄影資料]. 2 /
chi 顏蘭權等導演
侯孝賢說侯孝賢 [錄影資料] : 第
卅二屆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侯孝
賢先生紀錄片 = Hou Hsiao-Hsien:
chi
about myself : the 32nd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Laureate Hou HsiaoHsien's documentary film / 侯孝賢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家
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 2013

v.8

臺北市 : 文化部, 2013[
民102]

秋綜藝團/蔡一峰導演--5,尋找香蕉的秘方/
蔡一峰導演--6,驛鄉/陳俊嘉導演--7,啊啊阿
公/陳俊嘉導演--8,萬巒妹仔/毛致新導演-hs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9,春天的對話/黃琇怡導演--10,媽媽的味緒/
30600480014498 李昶憲導演
30600480014506
30600480014514
30600480014522
內容: Disc8: Una是客家人嗎? / 馬躍.比吼
30610480019967 導演
hs

30910480004229

hs

走過歷史一百年 [錄影資料] : 檜
意森活村 = A hundred year history
chi : cypress forestry life village / 視群
傳播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 林務局
嘉義林區管理處監製
走過歷史一百年 [錄影資料] : 農
業精品區 = Refined agricultural
chi hall /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監製

嘉義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
區管理處, 2014[民103]

30600480018382

hs

嘉義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
區管理處, 2014[民103]

30600480018390

hs

返鄉 [錄影資料] : 重回台灣山林
chi 的召喚 / 理性知識文化藝術有限
公司製作
被遺忘的一九三七 [錄影資料] =
chi
Nanking
土地與人的命運交響曲 [錄影資
料] : 影展紀錄片大賞 / 客家電視
chi
台策劃製作 ; 徐彥萍, 曾宏智, 鄭
慧玲導演
老鷹想飛 [錄影資料] = Fly, Kite
chi
fly / 梁皆得導演
沈沒的寶藏 [錄影資料] =
chi Shipwreck in the china sea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 2005[
民94]
台北市 : 聯成國際,
2008[民97?]
台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11[民100]

30600480013607

hs

v.1
v.2
v.1
v.2
v.3
v.4

臺北市 : 采昌國際多
媒體, 2015
[臺中市] :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
v.1
總管理處籌備處,
第 171 頁，共 232 頁

30610480011733
30610480011741
30910480003270
30910480003288
30910480003296
30910480003304
30610480019264

內容: 1,電影本片--2,幕後花絮

hs

內容: 1,一棚有唱完的大戲 : 黃秀滿--2,迎
生 : 產婆劉阿自的故事--3,阿力伯的菸田-hs
4,隆華小偶仔
hs

30600480013482 內容: 1,汶萊古沉船發掘調查實錄--2,汶萊 hs,issp,f
: 位於海洋貿易樞紐地位的伊斯蘭王國
sn

DO
987.81
[錄影資料] =
索書號(館藏)
語文 沈沒的寶藏題名/作者
3323 2008
chi Shipwreck in the china sea
2806

: 行政院文化
版本項 [臺中市]出版項
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
總管理處籌備處,
台北市 : 鑫鑫多媒體,
2011[民100]

冊次
v.1

內容: 1,汶萊古沉船發掘調查實錄--2,汶萊
內容註
館藏地
hs,issp,f
: 位於海洋貿易樞紐地位的伊斯蘭王國
sn
30600480013490
條碼(館藏)

2807 DO 987.81
3356 2011
2808

透視中國 [錄影資料] = China
chi from the inside

DO 987.81
2809 3432 2010

憨子弟 [錄影資料] / 洪淳修編導.
chi 剪接

30600480018408

hs

chi

30610480017904

hs

30610480019710

hs

30610480019876

hs

30910480004179

hs

30610480017896

hs

DO 987.81
3432-2 2007
DO 987.81
2811
3432-2 2014
DO 987.81
3672 2012
2812
2810

DO 987.81
2813 4029 2010
DO 987.81
4037 2007
DO 987.81
2815 4040 2008
2814

2816

v.2

chi

chi

chi
chi

臺北縣林口鄉 : 社團
法人台北縣愛鄉協會/
林口社區大學, [2010]
河口人 [錄影資料] = Fishermen in
臺北市 : 同喜文化,
the city / 洪淳修編導
2007[民96]
刪海經 [錄影資料] = The lost sea /
臺北市 : 同喜文化,
公播版
洪淳修導演
2014
片刻暖和 [錄影資料] = Sleeping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with her / 溫知儀導演 ; 阿迪妮雅.
版工作室 : 喜瑪拉雅
威拉絲緹(Adinia Wirast), 劉引商
音樂事業總經銷,
主演
[2012]
西螺七崁 [錄影資料] : 西螺、二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崙、崙背地區武術發展與衍變 /
縣政府, 2010[民99]
李佳懷導演 ; 我們工作室製作
25歲, 國小二年級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智慧藏, 2007[
The spirit of 8 / 李家驊導演
民96]
福爾摩沙的指環 [錄影資料] : 與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大自然的對話 = Natural Formosa /
2008[民97]
李懿文, 劉嵩製作

chi

DO 987.81
4052 2010
2820 DO 987.81
4052-2 2013
2819

v.1

v.2

2817
DO 987.81
2818 4050 2012

v.1

v.3
蘭陵劇坊 [錄影資料] = Lanlin
chi Theatre Troupe / 李中導演
睜開左眼 [錄影資料] / 李惠仁導
演
不能戳的秘密2013 [錄影資料] =
chi Unveil the truth I+II / 李惠仁導演
chi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12[民101]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v.1
2013雙
版工作室代理發行,
碟版
2013 第 172 頁，共 232 頁

30610480014075 內容: Disc1, [第一部] : 權力和人民; [第二
部] : 農村婦女--Disc2, [第三部] : 大自然的 hs
30610480014083 變遷; [第四部] : 自由和公正

內容: v.1, 誕生: 1-1, 穿越時光的峽谷 ; 1-2,
30610480011659 小島的氣象萬千 ; 1-3, 龜山嶼的身世 ; 1-4,
迷霧森林--v.2, 挑戰: 2-1, 找路回家的寄居
蟹 ; 2-2, 候鳥的選擇 ; 2-3, 大自然的使者 ;
30610480011667 2-4, 與蝴蝶的約會 ; 2-5, 珊瑚的守護者-- hs
v.3, 和諧: 3-1, 實踐心中的一畝田 ; 3-2, 和
諧之音 ; 3-3, 北風的滋味 ; 3-4, 登山者的告
白 ; 3-5, 與海共舞
30610480011675

30610480018407

hs

30610480013135

hs

30610480017912 內容: 1,政府病毒--2,國家機器

fsn,hs

DO
987.81
[錄影資料] =
索書號(館藏)
語文 不能戳的秘密2013
題名/作者
4052-2 2013
chi Unveil the truth I+II / 李惠仁導演
2821
DO 987.81
4053 2013
2822

chi

DO 987.81
2823 4056 2004

jpn

DO 987.81
2824 4057 2012

chi

2825

DO 987.81
4065 2010
DO 987.81
4076 2013

chi

2826

chi

DO 987.81
2827 4093 2009

chi

2828

DO 987.81
4114 2016

chi

2829
DO 987.81
4183 2008
DO 987.81
2831 4183 2009
2830

2832

DO 987.81
4183-2 2010

冊次

條碼(館藏)

v.2

30610480017920

我心在飛舞 [錄影資料] : 第卅二
屆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李泰祥先
生紀錄片= Flying with my heart :
臺北市 : 文化部, 2013[
the 32nd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民102]
Laureate Li Tai-Hsiang's
documentary film / 李泰祥
部落之音 [錄影資料] = Radio
臺北市 : 全景傳播基
Mihu / 李中旺作 ; 蔡靜如攝影 ; 公播版 金會, 2004[民93]
李中旺, 楊凱彥剪輯
夢想, 從改變開始 [錄影資料]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
Dreams begins with change / 李素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卿導演
2012[民101]
狂顏 [錄影資料] : 陳朝和 / 古國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威導演
2010[民99]
轉動百年阿里山 [錄影資料] : [探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訪阿里山森林鐵路自然生態與人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文景色] = Ali Mountain : 100 years
民102]
of captivating beauty / 麥覺明製作
人/導演
和祖先一起唱歌 [錄影資料] = To
台北市 : CNEX : 喜瑪
sing with the ancestors / 李小江作
拉雅, 2009[民98]
品 ; 視納華仁文化傳播出品
不服從行動守則 [錄影資料] : 改
台北市 : 梓歌, 2016
變的藝術 = Everyday Rebellion :
the art of change / The Riahi
Brothers導演

前進南極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
演 ; 公共電視製作
夢想巔峰 [錄影資料] : 紀錄台灣
chi 人努力實踐夢想的故事 / 柯金源
導演 ; 公共電視製作
登峰造極 [錄影資料] : 為了攀登
夢想中的巔峰, 他們拿生命作賭
chi
注 = Conquering the highest peaks /
柯金源導演 ; 公共電視製作
chi

同喜文化出
版本項 臺北市 :出版項
2013雙
版工作室代理發行,
碟版
2013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8[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09[民98]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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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內容: 1,政府病毒--2,國家機器
內容註

館藏地
fsn,hs

30910480004237

hs

30600010429778

hs

30910480003403

hs

30610480013119

hs

30610480017995

hs

30610480014422

hs

30610480019017
hs

v.2

30610480019025
30610480011642

hs

30610480013036

hs

30610480013044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2833 4183-3 2010
2834
2835
2836
2837
2838
2839
2840

DO 987.81
4183-4 2010
DO 987.81
4183-5 2016
DO 987.81
4183-6 2014
DO 987.81
4362 2013

DO 987.81
4370 2006
DO 987.81
2842
4402 2011
DO 987.81
2843 4405 2011

題名/作者

森之歌 [錄影資料] : 台灣土地上
chi 美妙的歌詠 / 柯金源導演.企劃.採
訪.攝影
擺盪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chi
海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 公
共電視製作
黑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 公
chi
共電視台製作
走過時代的異鄉人 [錄影資料] / [
社團法人外省台灣協會製作]
chi
chi

版本項

出版項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6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4
台北市 : 社團法人外
省台灣協會, [2013]

臺灣民主化之路 [錄影資料] / 台
北市台灣綜合政策協進會製作
這是3小? [錄影資料] / 蕭立峻, 鄒
chi
立仁, 郭益昌導演
島 [錄影資料] = Island / 黃庭輔導
chi 演

台北市 : 台視文化,
2006[民95]
台中市 : 充電趣電影
文化, 2011[民100]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總經銷, 2011

DO 987.81
2844 4405-2 2016

台灣魔朵 [錄影資料] = Modeling
chi Taiwan / 黃庭輔導演

DO 987.81
2845 4405-3 2016

指月記 [錄影資料] ; 03:04 / 黃庭
chi 輔導演

臺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出品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2016
臺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出品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2016
臺北市 : 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 : 同喜文化
出版工作室代理發行,
2009
台東市 : 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 2006

2841

2846

2847

chi

DO 987.81
4405-4 2009

黃屋手記 [錄影資料] : 檳榔西施
生活紀實 = Yellow box / 黃庭輔
chi
(Huang Ting-fu)導演 ; 陳麗玉製片

DO 987.81
4410 2006

造大船紀錄片 [錄影資料] =
Mechichi ne Keran : boat building of
chi
the Tao [DVD] / 我們工作室製作 ;
林建享編導

冊次

第 174 頁，共 232 頁

v.1
v.2
v.3
v.4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3077

hs

30610480013101

hs

30610480018811

hs

30610480019611

hs

30600480019984 內容: 1,一人三坪六十年 -- 2,不信公道喚
30600480020008 不回、伴 -- 3,遷舊、竊佔者 -- 4,被俘虜的
hs
30600480020016 人生
30600480020024
30610480012806

hs

30610480013317

hs

30610480019827

hs

30610480019835

hs

30610480019843

hs

30610480019926

hs

30600480012963

fsn,clp,h
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848

2849

2850

2851

2852

DO 987.81
4410 2006

DO 987.81
4410 2006

DO 987.81
4413 2011
DO 987.81
4417 2017

DO 987.81
4421 2009

DO 987.81
2853 4424 2011
DO 987.81
4424-2 2010
DO 987.81
2855
4427 2010
DO 987.81
2856 4433 2008
2854

DO 987.81
4433-2 2016
DO 987.81
2858
4434 2006
2857

2859
2860

DO 987.81
4440 2014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造大船紀錄片 [錄影資料] =
Mechichi ne Keran : boat building of
the Tao [DVD] / 我們工作室製作 ;
林建享編導
造大船紀錄片 [錄影資料] =
Mechichi ne Keran : boat building of
the Tao [DVD] / 我們工作室製作 ;
林建享編導
阿美嘻哈 [錄影資料] = Amis hip
hop / 蔡政良導演
電影 實驗電影 [錄影資料] : 待以
名之的事物 = Cinema.experimental
cinema : The unnamed / 黃亞歷導
演
紅穀子 [錄影資料] = Ancient
species / 林稚霑作品 ; 陳主惠主
題音樂 ; 財團法人蔣見美教授文
教基金會出品
帶水雲 : [錄影資料] : Nimbus =
Dai Shui Yun / 黃信堯導演 ; 出日
頭音像農場工作室製作
唬爛三小 [錄影資料] = Bluffing /
黃信堯(Huang Hsinyao)導演
自由的滋味 [錄影資料] / 蔡崇隆
導演
傘... [錄影資料] = Umbrella... / 杜
海濱導演

少年*小趙 [錄影資料] = A Young
Patriot / 杜海濱導演
在中寮相遇 [錄影資料] : 一場歷
史的邂逅實現夢想的旅程 = An
chi encounter with Chungiao / 黃淑梅
作
chi

鏡頭下的中國 [錄影資料] = LA
CHINE dans I'objectif / Emma Tassy
chi 導演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東市 : 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 2006

台東市 : 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 2006

台中市 : 充電趣電影
文化, 2011[民100]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 2017

台北市 : CNEX : 喜瑪
拉雅, 2009[民98]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版工作室總經銷, 2011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工
作室, 2010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蔣
見美教授文教基金會,
2008[民97]
臺北市 : 視納華仁文
化傳播(CNEX), 2016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06[民5]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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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30480000080

fsn,clp,h
s

30910480000383

fsn,clp,h
s

30610480013291

hs

30610480019892

內容: 1, 物的追尋--2, 待以名之的事物--3,
hs
待以名之的事物II--4, 返途

30610480014414

hs

30610480019819

hs

30610480019934

hs

30610480013143

hs

30610480015163

hs

30610480019728

hs

30610480015379
hs

v.2

30610480015387

v.1

30610480019686
hs

2861

2862

DO 987.81
鏡頭下的中國 [錄影資料] = LA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索書號(館藏)
語文 CHINE dans 題名/作者
出版項 2014
4440
2014
I'objectif / Emma Tassy 版本項 化事業基金會,
chi 導演
DO 987.81
4443 2011

DO 987.81
4444 2011
DO 987.81
2864
4453 1999
DO 987.81
4453 2008
2865
2863

DO 987.81
2866 4453-2 1997
2867
2868
2869
2870
2871

DO 987.81
4453-3 1997
DO 987.81
4453-4 1994
DO 987.81
4453-5 1993
DO 987.81
4453-6 1990
DO 987.81
4457 2011

敗遣時代 [錄影資料] : 派遣勞工
自救影像紀錄 = Dispatch century :
dispatch worker documentary / 范博
淳導演
只要我長大 [錄影資料] / 范婉華
導演
解密八三一 [錄影資料] = Back
name / 董振良導演
大台中紀事 [錄影資料]. 2 : 另眼
看台中 = Doc Taichung II :
Taichung through different eyes / 林
泰州總策劃及總製片
X島嶼之兩門相望 [錄影資料] =
Homesick 2000 meters / 董振良導
演
風中傳奇之風獅爺的故鄉 [錄影
資料] / 董振良導演
單打雙不打 [錄影資料] = Every
odd numbered day / 董振良導演
反攻歷史 長槍直入 [錄影資料] /
董振良導演
返鄉的敢尬 [錄影資料] / 董振良
導演
街舞狂潮 [錄影資料] = Hip-Hop
storm / 蘇哲賢導演;財團法人蔣見
美教授文教基金會視納華仁台北
分會, 視納華仁基金會出品

台中市 : 充電趣電影
文化, 2011[民100]

籠中夢 [錄影資料] : 林鉅DV影像
chi 作品 = Cooped Dreams : the home
movies of Lin Ju / 林鉅導演
大水 [錄影資料] = Flood / 董鈞作
chi
品 ; CNEX基金會出品

基隆市 : 基隆市文化
局, 2006[民95]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2872
DO 987.81
2873 4481 2006
2874

DO 987.81
4487 2009

冊次

條碼(館藏)

v.2

30610480019694

台中市 : 充電趣電影
文化, 2011[民100]
台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 1999[民88]
台中市 : 國立台灣美
術館, 2008[民97]

台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 1997[民86]
台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 1997[民86]
台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 1994[民93]
台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 1993[民82]
台北市 : 螢火蟲映像
體, 1990[民79]
新北市 : 天馬行空,
2011[民100]

內容註

館藏地
hs

30610480012913

hs

30610480012939

hs

30610480018191

hs

30600480013672

hs

30610480018209

hs

30610480018217

hs

30610480018225

hs

30610480018233

hs

30610480018241

hs
內容: 1,本片--2,特別收錄

v.1

30610480014463
hs

v.2

台北市 : CNEX : 喜瑪
拉雅, 2009[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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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4471

30910480000425

ndap,hs

30610480014430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2875 4501 2012
DO 987.81
2876 4631 1998
2877

DO 987.81
4643 2010

2878
2879

2880

DO 987.81
4664 2012
DO 987.81
4721 2008

DO 987.81
2881 4721-2 1997
DO 987.81
4780 2013

2882

DO 987.81
4780-2 2013
2883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穿越霧風到林家 [錄影資料] : 一
chi 個橫跨百年的家族素描 / 臺中市
政府新聞局策劃 ; 李崗監製
阿媽的秘密 [錄影資料] = 台籍
chi 「慰安婦」的故事 / 楊家雲導演
; 大好工作室製作
被遺忘的時光 [錄影資料] = The
long goodbye / 楊力州導演 ; 天主
chi
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出品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
新聞局, 2012[民101]

30600480017095

hs

台北市 : 婦女救援基
金會, 1998[民87]

30610480015445

hs

303 [錄影資料] = Class 303 / 賀照
緹導演
石頭夢 [錄影資料] = Stone Dream
/ 胡台麗(Hu Tai-Li)導演 ; 中央研
chi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協同製作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12[民101]
台北市 : 導演 : 南天書
局經銷, 2008[民97]

穿過婆家村 [錄影資料] = Passing
chi through my Mother-in-Law's village
/ 胡台麗導演/製片
午後書房 [錄影資料] : 第卅一屆
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林文月女士
紀錄片曁作品目錄 = Afternoon in
the study : the 31st National Cultural
chi Award laureate Lin Wen-yueh's
documentary film & catalogue of
works / 左腦創意行銷製作統籌 ;
島嶼視覺創意文化事業製作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1997[
民86]
臺北市 : 文化部, 2013[
民102]

獨樂 [錄影資料] : 第卅一屆行政
院文化獎得獎人董陽孜女士紀錄
片曁作品目錄 = Solitary joy : the
31st National Cultural Award
chi
laureate Tong Yang-tze's
documentary film & catalogue of
works / 左腦創意行銷製作統籌 ;
CNEX製作

臺北市 : 文化部, 民
102[2013]

chi

新北市 : 天馬行空,
2010[民99]

v.1

內容 : 第1張,電影本片--第2張,照護者篇
fsn,hs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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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8043
30610480018050
30610480018415

hs

30600480011387

hs

30610480018068

hs

30910480003973

hs

30910480003981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2884 4781 2017
2885
2886
2887
2888
2889
2890
2891
2892
2893
2894
2895
2896
2897
2898
2899
2900
2901
2902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題名/作者

跑酷少年 [錄影資料] = Bazaar
chi jumpers / 郝智強導演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關愛之家 [錄影資料] = Care and
love / 艾曉明作品
中原紀事 [錄影資料] = The central
plains / 艾曉明作品
平原上的山歌 [錄影資料] = The
folk song on the plain / 胡杰作品
尋找林昭的靈魂 [錄影資料] = In
search of Lin Zhou's soul / 胡杰作
品
佛陀墕 [錄影資料] = The lost
Buddha / 田波作品
兒科 [錄影資料] = Pediatrics
department / 汪浩作品
紅色美術 [錄影資料] = Red art /
胡杰, 艾曉明作品
遠山 [錄影資料] = Remote
mountain / 胡杰作品
沉默的怒江 [錄影資料] = Silent
Nu River / 胡杰作品
太石村 [錄影資料] = Tai Shi
village / 艾曉明作品
我雖死去 [錄影資料] = Though I
am gone / 胡杰作品
陰道獨白 [錄影資料] = Vagina
Monologues / 艾曉明, 宋素鳳作品

路 [錄影資料] = Where is the way /
張珂, 董昱作品
媒婆 [錄影資料] = Women
chi
matchmaker / 胡杰作品
青春墓園 [錄影資料] = Youth's
chi
cemetery / 張珂作品
三里洞 [錄影資料] = Sanlidong /
chi
林鑫作品
chi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臺北市 : 佳映發行 ; 臺
北縣 : 台聖多媒體總
30610480019744
代理, 2017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C001 30610480010149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C002 pt.1 30610480010156
公司, 2006[民95]
C002 pt.2 3061048001016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C003 30610480010172
公司, 2001[民90]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4[民93]
C005 30610480010180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6[民95]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1995[民8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6[民95]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6[民95]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6[民95]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4[民93]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5[民9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1995[民8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5[民9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hs
hs
hs

C006

30610480010198

hs

C007

30610480010206

hs

C008

30610480010214

hs

C009

30610480010222

hs

C010

30610480010230

hs

C011

30610480010248

hs

C012

30610480010255

hs

C013

30610480010263

hs

C014

30610480010271

hs

C015

30610480010289

hs

C016

30610480010297

hs

C018 pt.1 30610480010305
C018 pt.2 30610480010313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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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4846
DO 987.81
2904
4846
DO 987.81
2905 4846
2903

DO 987.81
2906 4846
DO 987.81
4846
2908 DO 987.81
4846
2909
2907

2910
2911
2912
2913
2914
2915
2916
2917
2918
2919
2920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DO 987.81
4846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高三 [錄影資料] = Senior year / 周
浩作品
高十一 [錄影資料] = The 29-yearold high school student / 張忠作品
我們是共產主義省略號 [錄影資
料] = We are the ... of Communism /
崔子恩作品
為革命畫畫 [錄影資料] = Painting
for the revolution / 艾曉明, 胡杰作
品
七區病房 [錄影資料] = The 7th
medical ward / 張天輝作品
馬大夫的診所 [錄影資料] =
Doctor Ma's country clinic / 叢峰作
品
七月 [錄影資料] = July / 張虹作
品
搬屋 [錄影資料] = Moving / 張虹
作品
平安米 [錄影資料] = Rice
distribution / 張虹作品
中學 [錄影資料] = Secondary
school / 張虹作品
問 [錄影資料] = Speaking up / 張
虹作品
問:大陸小學 [錄影資料] =
Speaking up 2 / 張虹作品
農村初中 [錄影資料] = Village
middle school / 張虹作品
山上 [錄影資料] = Hla huy (In the
mountains) / 黃郁芳, 連智凱作品
樂生活 [錄影資料] = Life with
happiness / 林婉玉, 許雅婷作品
看不見的女人 [錄影資料] =
Invisible women / 張虹作品
天堂花園 [錄影資料] = Garden in
heaven / 艾曉明, 胡杰作品

版本項

出版項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5[民9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5[民9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8[民97]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8[民97]

冊次

條碼(館藏)

C019

30610480010321

hs

C020

30610480010339

hs

C021

30610480010347

hs

C023

30610480010354

hs

C025

30610480010362

hs

C027 pt.1 30610480010370

內容註

館藏地

hs

C027 pt.2 30610480010388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4[民93]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3[民92]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2[民91]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2[民91]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5[民94]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6[民95]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7[民96]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6[民95]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1999[民88]
香港 : 采風電影有限
公司, 2005[民94]

H002

30610480010396

hs

H003

30610480010404

hs

H004

30610480010412

hs

H005

30610480010420

hs

H006

30610480010438

hs

H007

30610480010446

hs

H008

30610480010453

hs

T002

30610480010461

hs

T004

30610480010479

hs

H001

30610480010529

hs

C004

30610480010537

hs

第 179 頁，共 232 頁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921

DO 987.81
5425 2006

2922 DO 987.81
2923 5425-2
2924
2925
2926
2927
2928
2929
2930
2931
2932
2933
2934
2935
2936
2937
2938
2939
2940
2941
2942
2943
2944
2945
2946
2947
2948
2949
2950
2951
2952
2953
2954

題名/作者

解碼達文西 [錄影資料] = Da
Vinci Declassified / 探索傳播公司
eng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視聽百科博物館 [錄影資料] =
Video collections / 探索傳播公司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製
作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台北市 : 影樂國際,
2006[民95]

臺北縣汐止市 : 協和
國際, 1999-2001

條碼(館藏)

內容註

30610480006857
v.1 pt.1
v.1 pt.2
v.1 pt.3
v.1 pt.4
v.1 pt.5
v.1 pt.6
v.1 pt.7
v.1 pt.8
v.1 pt.9
v.1 pt.10
v.1 pt.11
v.1 pt.12
v.1 pt.13
v.1 pt.14
v.1 pt.15
v.1 pt.16
v.1 pt.17
v.1 pt.18
v.1 pt.19
v.1 pt.20
v.1 pt.21
v.1 pt.22
v.1 pt.23
v.1 pt.24
v.1 pt.25
v.1 pt.26
v.1 pt.27
v.1 pt.28
v.1 pt.29
v.1 pt.30
v.1 pt.31
v.1 pt.32
v.1 pt.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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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30480000957
30630480000965
30630480000973
30630480000981
30630480000999
30630480001005
30630480001013
30630480001021
30630480001039
30630480001047
30630480001054
30630480001062
30630480001070
30630480001088
30630480001096
30630480001104
30630480001112
30630480001120
30630480001138
30630480001146
30630480001153
30630480001161
30630480001179
30630480001187
30630480001195
30630480001203
30630480001211
30630480001229
30630480001237
30630480001245
30630480001252
30630480001260
30630480001278

館藏地

hs
v.1, 自然.歷史類: pt.1, 與狼共舞 ; pt.2, 熊
之家族 ; pt.3, 大象 ; pt.4, 馴鹿返鄉 ; pt.5,
野狼撲擊 ; pt.6, 海底陷阱 ; pt.7, 弱肉強食 ;
pt.8, 阿拉斯加野生動物 ; pt.9, 忠實伴侶 ;
pt.10, 猛禽大觀 ; pt.11, 鱷魚伏擊 ; pt.12, 萬
獸之王 ; pt.13, 科莫多龍 ; pt.14, 蛇之眼 ;
pt.15, 致命害蟲 ; pt.16, 神秘大沼澤 ; pt.17,
深海奧祕 ; pt.18, 鯊魚末日 ; pt.19, 灰鯨遷
移 ; pt.20, 大猩猩 ; pt.21, 樹的樂章 ; pt.22,
八爪章魚 ; pt.23, 冰河紀動物 ; pt.24, 搜尋
海底城 ; pt.25, 埃及艷后的皇宮 ; pt.26, 拉
姆西斯大帝 ; pt.27, 一代女王 ; pt.28, 木乃
伊之謎 ; pt.29, 叛逆的法老 ; pt.30, 伊斯坦
堡傳奇 ; pt.31, 尋找亞特蘭提斯 ; pt.32, 帝
國興起 ; pt.33, 人類的起源 ; pt.34, 萬里長
城 ; pt.35, 亞歷山大大帝 ; pt.36, 彼得大帝 ;
pt.37, 權力的誘惑 ; pt.38, 聖經女神 ; pt.39,
征服帝國 ; pt.40, 印度宮殿 ; pt.41, 中歐宮
殿 ; pt.42, 羅馬帝國 ; pt.43, 墨西哥大地震 ;
pt.44, 舊金山大地震 ; pt.45, 神戶大地震 ;
pt.46, 真假摩西 ; pt.47, 亞洲宮殿 ; pt.48, 中
國藝術大觀1-水墨意境 ; pt.49, 中國藝術大
觀2-建築哲學 ; pt.50, 中國藝術大觀3-陶瓷
之謎--v.2, 軍事.科技.生活類: pt.1, 波灣戰
機系列-F15/F117 ; pt.2, 波灣戰機系列-龍捲
風號/A6 ; pt.3, 波灣戰機系列-F16/A10 ;
pt.4, 隱形戰機 ; pt.5, 登陸越南 ; pt.6, 末日
行動 ; pt.7, 甲板起降 ; pt.8, 戰爭與工業革
命 ; pt.9, 偵察機 ; pt.10, 美軍突擊隊 ; pt.11,
鋼鐵鯊魚 ; pt.12, 火箭 ; pt.13, 鋼鐵城市-航
空母艦 ; pt.14, 海底任務 ; pt.15, 精銳部隊 ;
pt.16, 武裝潛伏 ; pt.17, 尋找日本艦隊-中途
島之役 ; pt.18, 探測木星 ; pt.19, 星際探巡 ;
pt.20, 登陸火星 ; pt.21, 蒼穹尋奇 ; pt.22, 人
體的奧祕 ; pt.23, 閃電 ; pt.24, 火山爆發 ;

索書號(館藏) 語文
2955
2956
2957
2958
2959
2960
2961
2962
2963
2964
2965
2966
2967
2968
2969
2970
2971
2972
2973
2974
2975
2976
2977
2978
2979
2980
2981
2982
2983
2984
2985
2986
2987
2988
2989
2990
2991

chi

題名/作者

版本項

中文版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 pt.34
v.1 pt.35
v.1 pt.36
v.1 pt.37
v.1 pt.38
v.1 pt.39
v.1 pt.40
v.1 pt.41
v.1 pt.42
v.1 pt.43
v.1 pt.44
v.1 pt.45
v.1 pt.46
v.1 pt.47
v.1 pt.48
v.1 pt.49
v.1 pt.50
v.2 pt.1
v.2 pt.2
v.2 pt.3
v.2 pt.4
v.2 pt.5
v.2 pt.6
v.2 pt.7
v.2 pt.8
v.2 pt.9
v.2 pt.10
v.2 pt.11
v.2 pt.12
v.2 pt.13
v.2 pt.14
v.2 pt.15
v.2 pt.16
v.2 pt.17
v.2 pt.18
v.2 pt.19
v.2 pt.20

30630480001286
30630480001294
30630480001302
30630480001310
30630480001328
30630480001336
30630480001344
30630480001351
30630480001369
30630480001377
30630480001385
30630480001393
30630480001401
30630480001419
30630480001427
30630480001435
30630480001443
30630480001450
30630480001468
30630480001476
30630480001484
30630480001492
30630480001500
30630480001518
30630480001526
30630480001534
30630480001542
30630480001559
30630480001567
30630480001575
30630480001583
30630480001591
30630480001609
30630480001617
30630480001625
30630480001633
3063048000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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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鯊魚 ; pt.12, 火箭 ; pt.13, 鋼鐵城市-航
空母艦 ; pt.14, 海底任務 ; pt.15, 精銳部隊 ;
pt.16, 武裝潛伏 ; pt.17, 尋找日本艦隊-中途
內容註
館藏地
島之役 ; pt.18, 探測木星 ; pt.19, 星際探巡 ;
pt.20, 登陸火星 ; pt.21, 蒼穹尋奇 ; pt.22, 人
體的奧祕 ; pt.23, 閃電 ; pt.24, 火山爆發 ;
pt.25, 火災 ; pt.26, 洪水 ; pt.27, 颶風 ; pt.28,
超級雷射 ; pt.29, 龍捲風 ; pt.30, 鐵達尼號
真相大白 ; pt.31, 煙火 ; pt.32, 遠古太空人 ;
pt.33, 認識飛行 ; pt.34, 網路世界 ; pt.35, 認
識時間 ; pt.36, 間諜新科技1-諜對諜 ; pt.37,
間諜新科技2-真實情報員 ; pt.38, 間諜新科
技3-致命遊戲 ; pt.39, 代理孕母 ; pt.40, 人
工受精 ; pt.41, 遺傳基因 ; pt.42, 發明與生
活 ; pt.43, 大腦與感官 ; pt.44, 間諜衛星 ;
pt.45, 吃遍天下-義大利1 ; pt.46, 吃遍天下義大利2 ; pt.47, 吃遍天下-義大利3 ; pt.48,
夢幻住宅1-萊特建築/紐約/加州 ; pt.49, 夢
幻住宅2-唐里奇花園/洛杉磯 ; pt.50, 夢幻
住宅3-科技之家/西雅圖/塞芬那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2992
2993
2994
2995
2996
2997
2998
2999
3000
3001
3002
3003
3004
3005
3006
3007
3008
3009
3010
3011
3012
3013
3014
3015
3016
3017
3018
3019
3020
3021
3022

DO 987.81
5543 2012

耕耘臺灣農業全印象 [錄影資料]
: 畜勢百年 : 臺灣畜牧百年發展
chi
紀錄影片 / 太乙廣告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製作

冊次

條碼(館藏)

v.2 pt.21
v.2 pt.22
v.2 pt.23
v.2 pt.24
v.2 pt.25
v.2 pt.26
v.2 pt.27
v.2 pt.28
v.2 pt.29
v.2 pt.30
v.2 pt.31
v.2 pt.32
v.2 pt.33
v.2 pt.34
v.2 pt.35
v.2 pt.36
v.2 pt.37
v.2 pt.38
v.2 pt.39
v.2 pt.40
v.2 pt.41
v.2 pt.42
v.2 pt.43
v.2 pt.44
v.2 pt.45
v.2 pt.46
v.2 pt.47
v.2 pt.48
v.2 pt.49
v.2 pt.50

30630480001658
30630480001666
30630480001674
30630480001682
30630480001690
30630480001708
30630480001716
30630480001724
30630480001732
30630480001740
30630480001757
30630480001765
30630480001773
30630480001781
30630480001799
30630480001807
30630480001815
30630480001823
30630480001831
30630480001849
30630480001856
30630480001864
30630480001872
30630480001880
30630480001898
30630480001906
30630480001914
30630480001922
30630480001930
30630480001948

台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2012[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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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480015784

內容註

館藏地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023

DO 987.81
5543-2 2012

對焦國寶 [錄影資料] = National
treasure in focus / 劉嵩導演.製作 ;
chi
丁曉菁監製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民102]

三叉坑 [錄影資料] = Three fork
chi village / 陳亮丰作 ; 全景傳播基金
會製作
青春祭 [錄影資料] : 綠洲山莊的
chi
故事 / 陳麗貴導演
生命之歌 [錄影資料] : 坪頂古圳
chi
生態筆記 / 陳麗貴導演
叫我第一名 [錄影資料] / 陳麗貴
chi
導演
女超人的滋味 [錄影資料] / 陳麗
chi
貴導演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
民95]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11[民100]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11[民100]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11[民100]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11[民100]

chi

DO 987.81
6077 2011

3026 DO 987.81
3027 6204 2012
3028
3029
3030
3031
DO 987.81
3032
7222 2013
3033
DO 987.81
3034 7505 2006
DO 987.81
7515
DO 987.81
3036
7515
DO 987.81
3037
7515
DO 987.81
3038
7515
3035

出版項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2012[民101]

chi

3025

版本項

耕耘臺灣農業全印象 [錄影資料]
: 涓涓流水萬物欣 : 臺灣農田水
利百年紀錄影片 / 太乙廣告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耕耘臺灣農業全印象 [錄影資料]
: 勇渡藍海 : 台灣漁業發展100年
紀錄片 = A centennial video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aiwan / 光啓社製
作
爸爸節的禮物 [錄影資料] : 小林
滅村事件首部曲 = A gift for
father's day : the tragedy of Hsiaolin
village part 1 / 羅興階, 王秀齡記
錄 ; 羅興階攝影 ; 王秀齡收音/剪
接
影像高雄 [錄影資料] : 消失與重
生系列紀錄片 = The image of
Kaohsiung : disappearance and
rebirth / 高雄市電影館出品

DO 987.81
5543-3 2012
3024

題名/作者

chi

chi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00480015792

hs

30600480015842

hs

30610480018654

hs

30610480016393 內容: 1,尋找五金--2,叁陸仔的港都電影夢30610480016401 -3,在光影中追尋--4,皮猴再現--5,假面阿公30610480016419 -6,不曾消失的吉他聲
30610480016427
30610480016435
30610480016443
內容: Disc 1, 清晚期 翠玉白菜 ; 北宋 范寬
30610480018027
谿山行旅圖 -- Disc 2, 北宋 汝窯 蓮花式溫
碗 ; 東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30610480018035

hs
hs
hs
hs
hs
hs

30610480007178

hs

v.1

30610480013242

hs

v.2

30610480013259

hs

v.3

30610480013267

hs

v.4

30610480013275

hs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2012[民101]

台北市 : 影者影像工
作室有限公司, 2011

高雄市 : 高雄市電影
館, 2012[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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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1
v.2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7515
DO 987.81
3040 7515-2 2011
3039

DO 987.81
7528 2010
DO 987.81
3042
7528-2 2011
DO 987.81
3043
7533 2009
DO 987.81
7533:2 2014
3044
3041

DO 987.81
3045 7544 2013
DO 987.81
3046 7621 2011
DO 987.81
7626 2011
DO 987.81
3048 7723 2010
3047

DO 987.81
3050 7723-2 2011
DO 987.81
3051 7723-3 2013

3052

DO 987.81
7723-4 2011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v.5

30610480013283

hs

30610480017938

hs

30610480014158

hs

30610480014182

hs

30610480014455

hs

30610480019603

hs

30610480019868

hs

30600480015461

hs

30610480013150

hs

牽手何時出頭天 [錄影資料] / 陳
麗貴導演
好國 好民 [錄影資料] = Dear
Taiwan = よい国家よい人民 / 陳
麗貴導演 ; 陳麗貴, 王振源企劃
再見光復村 [錄影資料] / 陳樂人
導演
消失的天井 [錄影資料] / 陳樂人
導演
請投我一票 [錄影資料] = Please
vote for me / 陳為軍作品
滾滾沙河 [錄影資料] : 濁水溪 =
The lead type founder / 陳添寶導演
; 瞿筱葳撰稿 ; 于立平, 柯金源製
作
排灣人撒古流 [錄影資料] : 十五
年後 = Sakuliu 2 : the conditions of
love / 陳若菲導演 ; 丁忠瑩製作
阿里山百年記憶 [錄影資料] =
The memory of Alishan / 天冷科技
有限公司[製作]
我家門前有大河 [錄影資料] / 馬
躍・比吼導演
家春秋 [錄影資料] : 民國蔣宋孔
家族往事 = The power game :
Chiang Kai-shek and his families /
鳳凰衛視[製作]

台北市 : 台視文化公
司, 2011[民100]
[臺北市 : 陳麗貴,
2011]

國光殘夢 [錄影資料] : 蔣介石反
chi 攻大陸計劃解密 / 鳳凰衛視[製
作]
烽火八月 [錄影資料] : 823炮戰金

臺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11[民100]

30610480018340

hs

臺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13[民102]

30610480018357

hs

臺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11[民100]

30610480018365

hs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chi
3049

題名/作者

chi 門故事 : 兩岸最後一場大型戰役
之原貌 / 鳳凰衛視[製作]
最後的禁地 [錄影資料] : 蔣介石
台灣行館揭秘 = Chiang Kai-shek's
chi
guesthouses in Taiwan / 鳳凰衛視[
製作]

台中市 : 充電趣, 2010[
民100]
台中市 : 充電趣, 2011[
民100]
臺北市 : CNEX : 喜瑪
拉雅, 2009[民98]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4

[臺北市 : 同喜文化,
2013]
嘉義市 : 行政院農委
會嘉義林區管理處,
2011[民100]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1[民100]
臺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10[民99]

v.1

30610480018324
hs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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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8332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053
3054
3055
3056
3057
3058
3059
3060
3061
3062
3063
3064
3065
3066
3067
3068
3069
3070
3071
3072
3073
3074
3075
3076
3077
3078
3079
3080
3081
3082
3083
3084
3085

DO 987.81
7723-5 2013
DO 987.81
7723-6 2013
DO 987.81
7750 2012
DO 987.81
8113 2008
DO 987.81
8244 2010
DO 987.81
8413

chi
chi
chi
chi
chi

題名/作者
異域謎蹤 [錄影資料] : 金三角國
軍部隊大解密 / 鳳凰衛視[製作]
小諸葛白崇禧 [錄影資料] : 國軍
將領生平紀事 / 鳳凰衛視[製作]
時間之旅 [錄影資料] = Voyage in
time / 周東彥導演
第五天海水漲起來紀錄片 [錄影
資料] / 利氏文化有限公司製作
我們 [錄影資料] = The chai-wan
matchup / 鍾權導演
紀錄觀點 [視聽資料] / 公共電視
台製作

版本項

出版項
臺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13[民102]
臺北市 : 公共電視發
行, 2013[民102]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12[民101]
台北市 : 利氏文化,
2008[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62017

冊次

v.1
v.2

v.1
v.2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13
v.14
v.16
v.17
v.18
v.1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v.29
v.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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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18373

hs

30610480018381
30610480018399

hs

30610480018431

hs

30610480009901

hs

30610480013127

hs

30610480005925
30610480005933
30610480005941
30610480005958
30610480005966
30610480005974
30610480005982
30610480005990
30610480006006
30610480006014
30610480006022
30610480006030
30610480006048
30610480006055
30610480006063
30610480006071
30610480006089
30610480006097
30610480006105
30610480006113
30610480006121
30610480006139
30610480006147
30610480006154
30610480006162
30610480006170
30610480006188

1,社長,不見了--2,阿宏與老祝的戰地之旅-4,瓦瑤村的媽祖心--5,離島醫療記事--6,夢
土--7,黑名單爸爸--8,暑假--9,人頭祭的故
事--10,散宴--11,養生主(DVD)--12-13,掌中
舞春秋(DVD)--14,角落(DVD)--16,解放青少
年--17,老西門--18,島國殺人紀事(二)--19,我
們是布農族--20,有止息無止息/哭泣的高麗
菜--21,The Body Shop--22,比嗨.比嗨/巫師的
Gaya/活水鬥陣俱樂部--23,山有多高(DVD)-24,廣角鏡--25,飄浪之女--26,極端寶島
(DVD)--27-28,地震紀念冊(上)(下)--29,春
天-許金玉的故事(DVD)--30,青春印記--31,
兩岸第二春--32,奇蹟背後(DVD)--33,第一
屆觀點影片展--34,圓缺之間--35,那美好的
一仗--37-38,新宿駅,東口以東(DVD)--39,島
國殺人紀事特別節目--40,幸福備忘錄-41,SARS-和平風暴(DVD)--42,影像詩2003-43,博盛的二年八班--44,部落漂流到金樽-45,慶塘伯的十四個夏天(DVD)--46,移民新
娘二部曲 : 黑仔討老婆--47,台商、台商-48,移民新娘三部曲 : 中國新娘在台灣
(DVD)--49,烏坵、ROC--50,走一直走--51,手
風琴在路上--52-53,跳舞時代(DVD)--54,ET
月球學園(DVD)--55,第一屆觀點短片展-56,美麗的遠行--57,台灣製造--58,縣道184
之東--59,同床異夢 : 關於核電的十個短篇
(DVD)--60,野狗會/台灣向前走--61,嫦娥月
事--62,放流--63,第二屆觀點短片--64,擺渡-65,2002原住民人才培訓作品展--66,獼猴列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086
3087
3088
3089
3090
3091
3092
3093
3094
3095
3096
3097
3098
3099
3100
3101
3102
3103
3104
3105
3106
3107
3108
310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3116
3117
3118
3119
3120
3121
3122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31
v.32
v.33
v.34
v.35
v.37-38
v.39
v.40
v.41
v.42
v.43
v.44
v.45
v.46
v.47
v.48
v.49
v.50
v.51
v.52-53
v.54
v.55
v.56
v.57
v.58
v.59
v.60
v.61
v.62
v.63
v.64
v.65
v.66
v.67
v.68
v.69
v.70

30610480006196
30610480006204
30610480006212
30610480006220
30610480006238
30610480006246
30610480006253
30610480006261
30610480006279
30610480006287
30610480006295
30610480006303
30610480020080
30610480006329
30610480006337
30610480006345
30610480006352
30610480006360
30610480006378
30610480006386
30610480006394
30610480006402
30610480006410
30610480006428
30610480006436
30610480006444
30610480006451
30610480006469
30610480006477
30610480006485
30610480006493
30610480006501
30610480006519
30610480006527
30610480006535
30610480006543
3061048000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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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學園(DVD)--55,第一屆觀點短片展-56,美麗的遠行--57,台灣製造--58,縣道184
之東--59,同床異夢 : 關於核電的十個短篇
內容註
館藏地
(DVD)--60,野狗會/台灣向前走--61,嫦娥月
事--62,放流--63,第二屆觀點短片--64,擺渡-65,2002原住民人才培訓作品展--66,獼猴列
傳(DVD)--67,台北波西米亞(DVD)--68,記憶
珊瑚--69,魔鏡--70,吶喊--71-72,無米樂
(DVD)--73-74,老師(上)(下)--75,夏夏的聯絡
簿--76,第三屆觀點短片展--77,編織的女孩-78,再見南朝鮮--79,提著腦袋上學去--80,
九命人--81,渡.東沙--82,幻化成真(DVD)-83,校長不哭--84-85,童話劇場(DVD)--86,無
偶之家 往事之城--87,62年與6500哩之間-88,義民爺爺 在風中出征--89,築之夢--90,天
大地大--91,島國殺人記事1(蘇建和案)--92,
夢.旅人(DVD)--93,頂上有光--94,親愛的米
酒妳被我打敗了--95,2005第四屆觀點短片
展--96,大正南--97,梁任宏--98,有怪獸--99,
袁廣鳴--100,樂生--101,我愛小魔頭(DVD)-102,穿越和平(DVD)--103,產房(DVD)--104,
我會演布袋戲(DVD)--105,天堂路(DVD)-108,徐瑞憲(DVD)111,穀東俱樂部(DVD)-112,鯨人對話錄(DVD)--114,彩色共和國
(DVD)--115,行醫先生(DVD)--116,海洋練習
曲(DVD)--119,哈哈世界(DVD)--121,春天的
黃櫻桃--129,在那之前我愛你(DVD)--130,
無邊奔流--131,T婆工廠--132,我愛高跟鞋
(DVD)--133,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
(DVD)--134,我的神父爸爸(上)--135,我的神
父爸爸(下)--136,穿白袍趴趴走(DVD)--137,
下一秒.無限--138,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
(DVD)--139,揮棒(DVD)--140,白鐵光華
(DVD)--141,溪邊的牧師(DVD)--142,夢想美
髮店(DVD)--144,100(DVD)--146,大水之後
(DVD)--147,寄居蟹的諾亞方舟(DVD)--148,
滿足(DVD)--150,起點(DVD)--152,美食人‧
情‧味(DVD)--154,最狂烈的家家酒遊戲
(DVD)--157,給雨季的歌(DVD)--158,就是要
在一起(DVD)--160,阿里88(DVD)--161,為了
明天的歌唱(DVD)--163,莫拉克之後(DVD)-164,4891(DVD)--165,人間世(DVD)--166,築
巢人(DVD)--167,退潮(DVD)--172,帶孩子上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123
3124
3125
3126
3127
3128
3129
3130
3131
3132
3133
3134
3135
3136
3137
3138
3139
3140
3141
3142
3143
3144
3145
3146
3147
3148
3149
3150
3151

chi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71-72
v.73
v.74
v.75
v.76
v.77
v.78
v.79
v.80
v.81
v.82
v.83
v.84-85
v.86
v.87
v.88
v.89
v.90
v.91
v.92
v.93
v.94
v.95
v.96
v.97
v.98
v.99
v.100
v.101
v.102
v.103
v.104
v.105
v.108
v.111
v.112
v.114

30610480006568
30610480006576
30610480006584
30610480006592
30610480006600
30610480006618
30610480006626
30610480006634
30610480006642
30610480006659
30610480006667
30610480006675
30610480006683
30610480006691
30610480006709
30610480006717
30610480006725
30610480006733
30610480006741
30610480006758
30610480006766
30610480006774
30610480006782
30610480006790
30610480006808
30610480006816
30610480006824
30610480006832
30610480006840
30610480020098
30610480020106
30610480020114
30610480020122
30610480020130
30610480020148
30610480020155
306104800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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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味(DVD)--154,最狂烈的家家酒遊戲
(DVD)--157,給雨季的歌(DVD)--158,就是要
在一起(DVD)--160,阿里88(DVD)--161,為了
內容註
館藏地
明天的歌唱(DVD)--163,莫拉克之後(DVD)-164,4891(DVD)--165,人間世(DVD)--166,築
巢人(DVD)--167,退潮(DVD)--172,帶孩子上
班去--174,行者--175,白色王子--176,蘋果的
滋味--177,江湖少女--178,影武者--179,鐵皮
人生--180,挖玉石的人--181,寶島夜船--182,
剩女，真的?--183,雲之國--186,那裡有條界
線--187,殘響世界--188,觀點短片--189,風景
畫--190,就是這個聲音--191,浮生-192,海海
人聲--193,老靈魂--196,翡翠之城--197,無主
之地--200,亮不亮沒關係--201,幻影人生-202,草木戰役--203,紐西蘭尋羊記--204,洪
易--205,路有多長--206,阿瑪斯--207,觀點短
片

hs,fsn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152
3153
3154
3155
3156
3157
3158
3159
3160
3161
3162
3163
3164

3165
3166
3167
3168
3169
3170
3171
3172
3173
3174
3175
3176
3177
3178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15
v.116
v.119
v.121
v.129
v.130
v.131
v.132
v.133
v.134
v.135
v.136
v.137
v.138
v.139
v.140
v.141
v.142
v.144
v.146
v.147
v.148
v.150
v.152
v.154
v.157
v.158
v.160
v.161
v.163
v.164
v.165
v.166
v.167
v.172
v.174
v.175

30610480020171
30610480020189
30610480020197
30610480012954
30610480012962
30610480012970
30610480012988
30610480012632
30610480017813
30610480012996
30610480013002
30610480013010
30610480013028
30610480017821
30610480017839
30610480017847
30610480020205
30610480020213
30610480020221
30610480019298
30610480019306
30610480019314
30610480020239
30610480019322
30610480020247
30610480019330
30610480019348
30610480019355
30610480019363
30610480021567
30610480019371
30610480019389
30610480017888
30610480020254
30610480019397
30610480019405
3061048001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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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3179
3180
3181
3182
3183
3184
3185
3186
3187
3188
3189
3190
3191
3192
3193
3194
3195

3196
DO 987.81
3197 8413-2 2006

黑暗視界 [錄影資料] / 公共電視
chi 文化事業基金會製作

DO 987.81
3198 8413-3 2008

野性蘭嶼 [錄影資料] = Spirits of
chi Orchid Island / 公共電視製作

DO 987.81
3199 8413-4 2013

手指三重奏 [錄影資料] / 公共電
chi 視台製作

冊次

條碼(館藏)

v.176
v.177
v.178
v.179
v.180
v.181
v.182
v.183
v.186
v.187
v.188
v.189
v.190
v.191
v.192
v.193
v.196
v.197
v.200
v.201
v.202
v.203
v.204
v.205
v.206
v.207

30610480019421
30610480019439
30610480019447
30610480019454
30610480019462
30610480019470
30610480019488
30610480019496
30610480019504
30610480019512
30610480019520
30610480019538
30610480019546
30610480019553
30610480019561
30610480019579
30610480019587
30610480019595
30610480020262
30610480020270
30610480020288
30610480020296
30610480020304
30610480020312
30610480020320
30610480020338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2006[民95]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08[
民9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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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07160

hs

30600480011445

hs

30610480017862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1
8413-5 2017
DO 987.81
8413-6 2013
DO 987.81
8413-7 2016
DO 987.81
8413-8 2017
DO 987.81
3200
9042 2010
DO 987.81
9975 2011
3201

DO 987.83
0432 2005
DO 987.83
3203
0633 2009
DO 987.83
3204 0637 2008
3202

門 [錄影資料] : 前線島嶼的認同
chi 樣貌 = Quemoy / 邱育南導演 ; 公
共電視台製作
空襲警報 [錄影資料] = Take my
chi
breath away / 柯金源導演 ; 公共電
移民新娘首部曲 [錄影資料] : 我
chi
的強娜威 = My imported wife / 蔡
崇隆導演
太平島
[錄影資料] / 柯金源導演
chi
巴黎台北單車萬歲 [錄影資料] /
尚若白(Jean-robert Thomann)導演
榮耀與感恩 [錄影資料] : 中華民
國建國一百年紀事 = Pride and
chi gratitude : a centu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華視文化公司企劃製作
chi

魔女潛艦 [錄影資料] = Lorelei /
役所廣司等主演
みたまを継ぐもの [錄影資料] /
jpn
靖國神社企画.制作
亡國神盾艦 [錄影資料] = AEGIS /
chi 福井晴敏原作 ; 真田廣之等主演
chi

DO 987.83
1016 2008
3205

題名/作者

烈火中永生 [錄影資料] / 北京电
影制片厂摄制
chi

DO 987.83
1044 2000
3206

DO 987.83
3207 1446 2005

霓虹灯下的哨兵 [錄影資料] / 王
苹, 葛鑫导演 ; 徐林格等主演 ; 上
chi 海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

サバイバル自衛隊 [錄影資料] :
jpn So soldier / 水木英昭監督 ; 川本
淳市, 飛野悟志, 水木英昭出演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7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3
臺北市 : 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2016]
臺北市 : 忻智文化,
[2017]
台北市 : 公共電視,
2010[民99]
臺北市 : 光華傳播,
2011[民100]

台北縣新店市 : 仟淇
科技, 2005[民94]
東京都 : 靖國神社,
2009
嘉義市 : 銘華, 2008[民
97]
[广州市] : 俏佳人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销 ;
[北京市] : 中影音像出
版社出版发行, 2008[
民97]
广州 : 俏佳人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总经销 ; [
山东省] : 齐鲁音像出
版社出版发行, 2000[
民89]
東京都 : TMC, 2005[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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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80020346

hs

30610480020353

hs

30610480006311

hs

30610480021468

hs

30610480013093

hs

30600480015453

hs

30610480015452

hs

30610480010057

hs

30610480016146

hs

30610480008952

hs

30610480015460

hs

30610480016153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內容註

館藏地

DO 987.83
3208 1783 2006

非關命運 [錄影資料] = Fateless /
chi 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esz)著

30610480016534

hs

DO 987.83
3209 2215 2006

jpn

30610480015296

hs

DO 987.83
3210 2215-2 2008

jpn

30610480015304

hs

30610480008945

hs

30610480018316

hs

30610480019801

hs

30610480012624

hs

30610480014133

hs

3211

DO 987.83
2316 2008

DO 987.83
2441 2011
DO 987.83
3213
2669 2006
DO 987.83
3214 2684 2008
3212

DO 987.83
3215 2876 2008
DO 987.83
3197 2007
3216

chi

chi
chi
chi

台北市 : 東暉國際出
品 : 波音數位科技公
司總經銷, 2006[民95]
右向け左! [錄影資料] : 自衛隊へ
東京都 : Softgarage :
行こう / 須崎一夫製作 ; 史村翔 劇場版 JSDSS, 2006[民95]
原作 ; 村上淳等演出
右向け左! [錄影資料]. 2 : 自衛隊
東京都 : Softgarage :
へ行こう / 須崎一夫製作 ; 史村
JSDSS, 2008[民97]
翔原作 ; 石田幸一等演出
南征北战 [錄影資料] / 上海电影
[广州市] : 俏佳人文化
制片厂摄制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销 :
齐鲁音像出版社出版
发行, 2008[民97}
戦囯自衛隊 [錄影資料] / 千葉真
[東京] : 角川映画 ,
一等出演 ; 半村良原作
2011[民100]
女神 [錄影資料] : Aphrodite / 吳
臺北市 : 同喜文化出
星螢編導 ; 超齡演出製作
版工作室, 2006
多桑 [錄影資料] = A borrowed life
台北市 : 得寶, 2008[民
/ 吳念真導演.編劇 ; 侯孝賢監製
97]

條碼(館藏)

偽鈔風暴 [錄影資料] = The
chi counterfeiters : a true story / Stefan
Ruzowitzky導演
集結號 [錄影資料] = Assembly /
冯小刚作品 ; 张涵予等主演
chi

DO 987.83
3197 2007

集結號 [錄影資料] = Assembly /
冯小刚作品 ; 张涵予等主演

3217

chi

DO 987.83
3218 3480 2009

一八九五乙未 [錄影資料] = Blue
chi brave : the legend of Formosa in
1895 / 洪智育導演

台北市 : 聯影, 2008[民
97]
[广州市] : 广东音像出
版社出版 : 广东盈艺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销 : 華誼兄弟音樂
发行, 2008[民97]
[广州市] : 广东音像出
版社出版 : 广东盈艺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销 : 華誼兄弟音樂
发行, 2008[民97]
臺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09[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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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D9: 集结号全片--2,D5: 特别收录
(全球首映庆典、幕后花絮)
v.1

30610480010503

hs

內容: 1,D9: 集结号全片--2,D5: 特别收录
(全球首映庆典、幕后花絮)
v.2

30610480010511

v.1

30910480001852

hs

內容: 1,電影版--2,電視版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87.83
3219 3480 2009
3220 DO 987.83
3221 3638 2005
3222
DO 987.83
3223
4024 2016
3224
DO 987.83
4301 2009
DO 987.83
3226 4411 2009
3225

3227

DO 987.83
4423 2010

DO 987.83
3228 4442 2008
DO 987.83
3229 4445 2005
3230
3231
3232
3233

DO 987.83
4616 2009
DO 987.83
4616 2009
DO 987.83
3234
4616 2009
DO 987.83
3235
4616 2009
DO 987.83
3236 4616 2009

題名/作者

一八九五乙未 [錄影資料] = Blue
chi brave : the legend of Formosa in
1895 / 洪智育導演
戰囯自衛隊1549 [錄影資料] / 江
jpn 口洋介等主演 ; 半村良原案
切 [錄影資料] : 28歲的革命+39歲
的告別信 = CHE: The Argentine /
spa
史蒂芬索得柏 (Steven Soderbergh)
導演
不能沒有你 [錄影資料] = No
puedo vivir sin ti / 戴立忍編導
建国大业 [錄影資料] = The
chi founding of a republic / 韩三平, 黄
建新导演 ; 唐国强等主演
圓明園 [錄影資料] / 薛继军总导
演 ; 中央电视台, 北京科学教育
chi
电影制片厂, 广西电视台联合摄
制
牆之魘 [錄影資料] = The wall / 林
eng 志儒導演
chi

ナガサキの少年少女たち [錄影
jpn 資料] = The children of Nagasaki /
長崎市企画
狄更斯 [錄影資料] = Charles
chi
Dickens
海明威 [錄影資料] = Ernest Miller
chi
Hemingway
雨果 [錄影資料] = Victor Hugo
chi
賽珍珠 川端康成 [錄影資料] =
Pearl Buck, Kawabata Yasunari
安德烈・紀德 顯克微支 [錄影資
chi 料] = Andre Gide, Henryk
Sienkiewicz
chi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臺北市 : 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 2009[民98]
東京都 : 角川エンタ
テインメント, 2005[
民94]
臺北市 : 嘉勳, 2016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內容: 1,電影版--2,電視版
v.2

30910480001860

hs

v.1 pt.1 30610480015312 內容: 1,戰國自衛隊1549(本編+特典)--2,戰 hs
v.1 pt.2 30610480015320 國自衛隊DTS版
hs
v.2
30610480015338
hs
v.1

30610480019033
hs

v.2
台北市 : 原子映象,
2009[民98]
[北京] : 中影音像出版
社, 2009[民98]
北京市 : 北京科影音
像出版社 ; 广东 : 梦通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
家发行, 2010[民99]
台北縣新店市 : 魔石
娛樂總代理, 2008[民
97]
東京都 : 日本映画新
社, 2005[民94]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30610480019041
30610480010065

hs

30610480015478

hs

30610480011196

hs

30610480012723

hs

30610480010032

hs

v.1 pt.1
v.1 pt.2
v.2 pt.1
v.2 pt.2

30910480001571
30910480001589
30910480001597
30910480001605

v.3

30910480001613

v.4

309104800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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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pt.1: 1, 雙城記 ; 2, 塊肉餘生錄--pt.2:
3, 孤雛淚 ; 4, 孤星血淚
內容: pt.1: 1, 戰地鐘聲 ; 2, 雪山盟--pt.2: 3,
戰地春夢 ; 4, 逃亡 ; 5, 殺手
內容: 1, 悲慘世界 ; 2, 鐘樓怪人
內容: 1, 大地 ; 2, 山之音

hs
hs
hs
hs
hs
hs

內容: 1, 田園交響曲 ; 2, 暴君焚城錄
v.5

30910480001639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237 DO 987.83
4616 2009
3238
3239
3240
3241
3242
3243
3244

DO 987.83
4616 2009
DO 987.83
4616 2009
DO 987.83
4616 2009
DO 987.83
3245 4616 2009
3246 DO 987.83
3247 5687 2006
3248
3249
3250
3251
3252
3253
3254
3255
3256
3257
3258
3259
3260
3261
3262
3263
3264
3265
DO 987.83
3266
6244 2010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莎士比亞 [錄影資料]. I = William
chi Shakespeare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v.6 pt.1 30910480001647 內容: pt.1: 1, 奧塞羅 ; 2, 馬克白 ; 3, 李爾
王--pt.2: 4, 哈姆雷特 ; 5, 羅密歐與茱麗葉
v.6 pt.2 30910480001654

莎士比亞 [錄影資料]. II = William
Shakespeare
大仲馬 小仲馬 [錄影資料] =
chi
Alexandre Dumas Pere, Alexandre
馬克吐溫 [錄影資料] = Mark
chi
Twain
高爾基 [錄影資料] = Maxim
chi Gorky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台北市 : 亞瑟出版事
業, 2009[民98]

v.7 pt.1
v.7 pt.2
v.8 pt.1
v.8 pt.2
v.9 pt.1
v.9 pt.2

30910480001662
30910480001670
30910480001688
30910480001696
30910480001704
30910480001712

v.10

30910480001720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30610480016187
30610480016195
30610480016203
30610480016211
30610480016229
30610480016237
30610480016245
30610480016252
30610480016260
30610480016278
30610480016286
30610480016294
30610480016302
30610480016310
30610480016328
30610480016336
30610480016344
30610480016351
30610480016369
30610480016377

chi

中囯电影经典系列 [錄影資料] /
中囯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摄制

chi

chi

[北京市] : 中囯三环音
像社, 2006[民95]

限量珍
藏版

螢火蟲の墓 [錄影資料] / 日向寺
台北市 : 理大國際多
劇場版
太郎監督
媒體, 2010[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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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80011378

內容: pt.1: 1, 仲夏夜之夢 ; 2, 皆大歡喜-pt.2: 3, 凱撒大帝 ; 4, 亨利五世
內容: pt.1: 1, 鐵面人 ; 2, 基度山恩仇記-pt.2: 3, 三劍客 ; 4, 茶花女
內容: pt.1: 1, 湯姆歷險記 ; 2, 頑童流浪記-pt.2: 3, 百萬英鎊 ; 4, 乞丐王子
內容: 1, 高爾基首部曲(我的童年) ; 2, 高爾
基二部曲(在人間) ; 3, 高爾基三部曲(我的
大學)
內容: 1,柳堡的故事--2,永不消逝的电波--3,
英雄虎胆--4,狼牙山五壮士--5,回民支队--6,
万水千山--7,战上海--8,奇袭--9,林海雪原-10,地雷战--11,野火春风斗古城--12,怒潮-13,打击侵略者--14,地道战--15,秘密图纸-16,苦菜花--17,红灯记--18,闪闪的红星--19,
南海风云--20,南海长城

館藏地
hs
hs
hs
hs
hs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267

DO 987.83
7516 2008

chi

題名/作者
英雄儿女 [錄影資料] / 长春电影
制片厂摄制

DO 987.83
3268 7563 2009

風聲 [錄影資料] = The message /
chi 陳國富導演 ; 周迅等主演

3269 DO 987.83
7675 2006
3270

戰囯自衛隊 [錄影資料] : 関ケ原
jpn の戰い / 反町隆史等主演 ; 半村
良原作
太行山上 [錄影資料] = Tai hang
chi shan shang /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DO 987.83
3271 8116 2005
DO 987.83
3272 9922 2004

chi

DO 987.83
3273 9926 2009

chi

DO 987.85
0032 2008
DO 987.85
3275 0092 1988
3274

DO 987.87
4032 2010
DO 987.932
3277 1168 2007
3276

chi
chi
chi

3278
kor
3279

烽火孿生淚 [錄影資料] = Twin
sisters / 班松柏加特(Ben
Sombogaart)導演
榮耀血戰 [錄影資料] = Children
of glory / Krisztina Goda導演 ;
Andrew G. Vajna製片
少年噶瑪蘭 [錄影資料] / 康進和
導演 ; 李潼原著
螢火蟲之墓 [錄影資料] =
Tombstone for fireflies / 高畑勳監
督
城市心律 [錄影資料] = Deep city
rhythm / 利氏文化有限公司製作
발굴된 과거 [비디오녹화자료] [
錄影資料] : 일제시기 극영화 모
음 : 1940년대 = The past unearthed,
the second encounter collection of
the feature film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 한국영상자료원
[기획] ; Korean Film Archive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广州市] : 俏佳人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销 :
齐鲁音像出版社出版
发行, 2008[民97]
上海 : 華誼兄弟傳媒 ;
台北市 : 影傑, 2009[民
98]
東京 : VAP, 2006[民95]

30610480011386

hs

30610480015288

v.1
v.2
v.3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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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v.2

台北縣新店市 : 宏廣,
2008[民97]
台北縣三重市 : 博英
社, 1988[民77]

館藏地

30610480008960

30610480015270 內容: 1, さらば友よ--2,愛する者のために

台北市 : 東暉國際發
行 : 群體國際總代理,
2004[民93]
臺北市 : 東暉國際,
2009[民98]

3280

內容註

v.1

[北京市] : 中囯三环音
像社, c2005

台北市 : 利氏文化,
2010[民99]
서울 : 태원엔터테인
먼트 [제작] = [Seoul] :
Korean Film Archive ;
[s.l.] : Taewon
Entertainment, 2007

條碼(館藏)

hs

30610480010495

hs

30610480016559

hs

30610480016542

hs

30600480010470

hs

30610480012756

hs

30610480010487

hs

Disc 1. 집 없는 천사 (Angels on the streets=
30600480017996 家をき天使) / 최인규 감독 (74분, 1941) -Disc 2. 반도의 봄 (Spring of Korean
30600480018002 peninsula=半島の春) / 이병일 감독 (85분,
1941)-- Disc 3. 지원병 (Volunteer=志願兵) / mh,hs
30600480018010 안석영 감독 (57분, 1941) -- Disc 4. 조선해
협 (Straits of Chosun=朝鮮海) / 박기채 감독
(75분, 1943).
30600480018028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281

DO 987.932
1168 2008

3282
3283
3284

DO 987.933
4392 2006
DO 987.933
4392 2006

3285

3286

DO 987.933
4392 2006

DO 989.233
7504 2013
DO 992.38
3288 1163 1997
3287

3289

DO 992.38
3363 2011

DO 992.38
3363-2 2011
3290

題名/作者

발굴된 과거. 두번째, 1930 년대
조선영화 모음 [비디오녹화자료]
[錄影資料] = The past unearthed,
kor
the second encounter : collection of
Chosun films in the 1930s / 한국영
상자료원 [기획] ; Korean Film
Archive
台北之晨 [錄影資料] = A morning
chi
in Taipei / 白景瑞導演
殺戮戰場的邊緣 [錄影資料] =
Beyond the killing fields : refugees
chi on the Thai-Cambodian border / 丁
松筠企畫.製片.執行製作 ; 李道明
導演.錄音.剪輯
畜牧生產在台灣 [錄影資料] =
Raising livestock (pigs) in Taiwan
chi
during the early 1950's / 農業教育
電影公司攝製 ; 莊國鈞指導
愛幸福微電影 [錄影資料] / 陳彥
chi
翰, 陳和榆, 王凱林導演
雪霸國家公園專輯 [錄影資料]
chi
東沙探祕 [錄影資料] = Exploring
Dongsha /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監
chi
製 ; 五色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承
製
海角新樂園 [錄影資料] : 澎湖南
方四島 = Paradise beyond : the 4
chi southern islets of Penghu / 海洋國
家公園管理處監製 ; 天稜澄水媒
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製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1

30600480018036

서울 : 태원엔터테인
먼트 [제작] = [Seoul] :
Korean Film Archive ;
[S.I] : Taewon
Entertainment, 2008
台北市 : 同喜文化,
2006[民95]
台北市 : 同喜文化,
2006[民95]

台北市 : 同喜文化,
2006[民95]]

臺北市 : 公共電視,
2013
台中縣東勢鎮 : 內政
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 1997[民86]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1[民100]

內容註

館藏地

v.3

1. 미몽 (일명: 죽음의 자장가, Sweet
Dream=迷夢) / 양주남 감독 (48분, 1936) -2. 군용열차 (Military Train=軍用列車) / 서
mh,hs
30600480018044 광제 감독 (67분, 1938) -- 3. 어화
(Fisherman's Fire=漁火) / 안철영 감독 (52
30600480018051 분, 1939).

v.4

30600480014407

hs

v.6

30600480014415

hs

v.3

30600480014423

hs

v.2

內容: 第一話,洛希極限--第二話,神算--第
hs
三話,忐忑
內容: 第1篇,美哉雪霸--第2篇,雪霸的奧妙
30600480010660 生態--第3篇,雪霸壯闊天地任君遨遊
hs
30610480020072

30910480003114

內容: 1,壯麗潟湖--2,海草叢林--3,東探外環
礁--4,北探外環礁

hs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 2011[民100]
309104800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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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992.38
3363-3 2011
3291

3292

3293

DO 992.38
4276 2004

DO 992.38
4276-2 2004

DO 992.38
3294 4363 2008

3295

3296

DO 992.38
6341 2010

DO 992.77
3425 2010

DO 993.26
3297 3721 2010
3298 DO
AS455.T558
3299 A68 2008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黑潮與火山 [錄影資料] : 北方三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島的生態秘境 = Where volcano
園管理處, 2011[民100]
and kuroshio meet : the 3 northern
chi
islets /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監製 ;
天稜澄水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製
永遠的太魯閣 [錄影資料] : 太魯
花蓮縣秀林鄉 : 內政
閣國家公園簡介 / 太魯閣國家公
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
chi
完整版
園管理處監製
公園管理處, 民
93[2004]
永遠的太魯閣 [錄影資料] : 太魯
花蓮縣秀林鄉 : 內政
閣國家公園簡介 / 太魯閣國家公
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
chi
精選版
園管理處監製
公園管理處, 民
93[2004]
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錄影資料] =
台北市 : 內政部營建
chi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 尖端公
署, 2008[民97]
司承製
亞洲生態之美盡在台灣國家公園
台北市 : 內政部營建
[錄影資料] = Taiwan national
署, 2010[民99]
chi
parks, Asia's best kept secret / 國家
地理頻道製作
登山安全教育系列宣導 [錄影資
南投縣水里鄉 : 玉山
料] : 領航玉山 登山裝備與糧食
國家公園管理處,
chi
認識高山症 / 宏憙傳播有限公司
2010[民99]
製作
完美平衡 [錄影資料] : 自行車安
金門縣金寧鄉 : 金門
chi 全騎乘 / 實陸比玖影像工作室執
國家公園管理處,
行製作
2010[民99]
Pursuing excellence [videorecording]
Taipei : Academia
: eighty years of Academia Sinica /
Sinica, 2008
Academia Sinica
eng

v.2
v.3

3301

v.4

eng

Pursuing excellence [videorecording]
: eighty years of Academia Sinica /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Academia
Sinica, 2008
第 196 頁，共 232 頁

v.1

館藏地

hs

30600480014258

hs

30910480002249

hs

30600480013664

hs

30910480002231

hs

30910480002694
v.1

內容註

30910480003130

30910480002702

3300

3302 DO
AS455.T558
A68 2008

條碼(館藏)

內容: 領航玉山--登山裝備與糧食篇--認識
高山症

hs

hs

30630490000419 Documentary I. Pursuing excellence -Dodumentary II.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30630490000427 social sciences -- Documentary III. Division of hs,econ,
mh,fsn,c
30630490000435 life sciences -- Documentary IV. Division of lp,ls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30630490000443
30910490000068 Documentary I. Pursuing excellence -Dodumentary II.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hs,econ,
social sciences -- Documentary III. Division of
mh,fsn,c
life sciences -- Documentary IV. Division of
lp,ls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DO
[videorecording] 版本項 Taipei : Academia
索書號(館藏) 語文 Pursuing excellence
題名/作者
出版項
AS455.T558
: eighty years of Academia Sinica /
Sinica, 2008
3303 A68 2008
Academia Sinica
eng
3304

冊次

3305

v.2
v.3
v.4

DO B29 .G53
2005
3306

DO B29 .G86
2000
3307

DO B29 .V66
1999

3308

DO B29 .V66
1999

3309

3310 DO B3279.H49
3311 G33 2009

Zwischen den Sprachen [sound
recording] : Eine persönliche
Geschichte des Radikalen
ger Konstruktivismus / Ernst von
Glasersfeld

Köln : Supposé, c2005

Lebenslinien der Subjektivität [sound
recording] : kybernetische
ger Reflexionen / Gotthard Günther ;
Hrsg. von Bernhard Mitterauer und
Klaus Sander
2 x 2 = grün [sound recording] :
Anthologie von Prinzipien,
Prositionen, Theoremen,
Wegweisern, Definitionen,
ger Postulaten, Aphorismen, Zitaten etc.
/ Heinz von Foerster

Köln : Supposé, c2000

2 x 2 = grün [sound recording] :
Anthologie von Prinzipien,
Prositionen, Theoremen,
Wegweisern, Definitionen,
ger Postulaten, Aphorismen, Zitaten etc.
/ Heinz von Foerster

Köln : Supposé, c1999

Heidegger verstehen [sound
recording] : vorträge und gespräche /
ger Hans-Georg Gadamer, Karl Löwith,
Rüdiger Safranski

München : Quartino
GmbH, 2009

Documentary I. Pursuing
excellence -內容註
Dodumentary II.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30910490000076 social sciences -- Documentary III. Division of
30910490000084 life sciences -- Documentary IV. Division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30910490000092
條碼(館藏)

30610490001245

30610490001252

Köln : Supposé, 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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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30610490001229

v.2

30610490001237

v.1
v.2

30610490001484
30610490001492

1-2, Muttersprachigkeit (10:32) -- 3-4, Eine
persönliche Geschichte des Konstruktivismus
(15:35) -- 5, Begegnung mit Schrödinger
(2:20) -- 6, Wirklichkeit und Realität (4:18) -7, Kommunikation (3:45) -- 8, Viabilität (2:28)
-- 9, Warum brauchen wir eine Symboltheorie?
(27:24)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r
Kybernetik (35:41) -- Heinz von Foerster
(4:47) -- Ontologische Ü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Subjektivität und des Dialogs
(18:21) -- Todeslinien (18:17)
CD1, Vor-Wort (11:51); Das hermeneutische
Prinzip (3:38); Bemerkungen zum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 seinen Maschinen (20:26); A
short History of Hirnforschung (13:33);
Implizite Ethik (0:49); Gleichnis vom blinden
Fleck (3:01) -- CD2, Das dialogische Problem
(1:44); Über Bewusstsein, Gedächtnis,
Sprache, Magie und andere unbegreifliche Allt
äglichkeiten (47:56)
CD1, Vor-Wort (11:51); Das hermeneutische
Prinzip (3:38); Bemerkungen zum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 seinen Maschinen (20:26); A
short History of Hirnforschung (13:33);
Implizite Ethik (0:49); Gleichnis vom blinden
Fleck (3:01) -- CD2, Das dialogische Problem
(1:44); Über Bewusstsein, Gedächtnis,
Sprache, Magie und andere unbegreifliche Allt
äglichkeiten (47:56)
CD 1. Gespräch über Martin Heidegger (43:48
min.) / Günther Anders/Max Bense -- Martin
Heidegger zum 75. Geburtstag (4:26 min.) /
Karl Rahner -- Zum 75. Geburtstag von Martin

館藏地
hs,econ,
mh,fsn,c
lp,ls

hs

hs

hs

hs

hs

DO B3279.H49
Heidegger verstehen [sound
München : Quartino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G33 2009
recording] : vorträge und gespräche /
GmbH, 2009
ger Hans-Georg Gadamer, Karl Löwith,
3312
3313
Rüdiger Safranski
3314
DO B3317
Habermas : eine kurze Einführung
.B78 2006
[sound recording] / [Regie: Torsten
Berlin : Argon-Verl.,
3315
ger Feuerstein ; Sprecher: Frank Arnold ;
c2006
Verf. d. Aufsatzes Hauke
Brunkhorst]
DO B3317
Luhmann [sound recording] : eine
.H67 2007
kurze Einführung / [Regie: Torsten
Berlin : Argon-Verl.,
3316
ger
Feuerstein ; Sprecher: Frank Arnold ;
c2007
Verf. d. Aufsatzes Detlef Horster]
DO BF575.H6
Faces of the enemy [videorecording]
Berkeley, Calif. : Quest
F33 2005
/ a Quest production for the Catticus
Productions, [2005?],
c1987
3317
eng Corporation ; producer, Bill Jersey ;
directors, Bill Jersey, Jeffrey
Friedman
DO BF575.P9
The Complete Blue eyed
[San Francisco, Calif.] :
C66 2004
[videorecording] / with Jane Elliott
California Newsreel ;
[S.l.] : [Distributed by]
Admire Productions,
Inc., c2004
3318
eng

DO BF575.P9
E83 2004
3319

DO BF575.P9
S76 2004
3320

The eye of the storm
[videorecording] / ABC News
eng Productions ; produced and written
by William Peters ; director, William
Peters
The stolen eye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by Penny Robins and
Susan A. Golenbock and William
eng
Talmadge ; director, Philip Cullen ;
workshop devised and conducted by
Jane Elliott

冊次

[Palisades, N.Y.] :
Admire Productions,
c2004

[Palisades, N.Y.] :
Admire Productions,
c2004

第 198 頁，共 232 頁

v.3
v.4
v.5

CD 1. Gespräch über Martin Heidegger (43:48
內容註
館藏地
min.) / Günther Anders/Max Bense -- Martin
hs
30610490001500 Heidegger zum 75. Geburtstag (4:26 min.) /
30610490001518 Karl Rahner -- Zum 75. Geburtstag von Martin
30610490001526 Heidegger (16:02 min.) / Eugen Fink -- Zur
條碼(館藏)

30610490001807

hs

30610490001815

hs

30610490000676

hs

30-minute blue eyed (the most concise version)
/ producers, Claus Strigel, Bertram Verhaag -Essential blue eyed (trainer's ed., with
debriefing with Jane Elliott) / producers, Claus
30610490000544 Strigel, Bertram Verhaag (90 min.) -- Blue
hs
eyed (original version) / producers, Claus
Strigel, Bertram Verhaag (93 min.) -- [Blue
eyed] Trainer's manual (suggestions for using
blue eyed in diversity training programs)

30610490000387

hs

30610490000379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BF789.D4
3321 F55 2005

3322

3323
3324
3325

Flight from death [videorecording] :
eng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 [presented
by] Transcendental Media
DO
Le malentendu colonial
BV3625.N42
[videorecording] / California
M25 2004
Newsreel presents ; Les films du
Raphia ; Bärbel Mauch Film ; un
fre
film de Jean-Marie Teno ; coproduced by Bärbel Mauch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JeanMarie Teno
DO CB15 .C58
Civilisation. The complete series
2006
[videorecording] : a personal view by
Kenneth Clark / BBC TV ; produced
by Michael Gill and Peter
eng Montagnon ; written by Lord Clark ;
directed by Michael Gill, Peter
Montagnon, Ann Turner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Long Beach, Calif.] :
Transcendental Media,
c2005
[San Francisco, Calif.]:
California Newsreel,
2004

New York : BBC
America ; Burbank,
Calif. : Distributed by
Warner Home Video,
c2006

3326
DO CD2030
.F67 2017
DO
CD2291.T34
F67 2017

3327

DO
CT2628.F35
F73 1996

條碼(館藏)

館藏地

30660490000077

hs

30610490000890

hs

v.1

30610490000254

v.2

30610490000262
hs

v.3

30610490000270

v.4

30610490000288

Foreign Office [electronic resource] :
eng Public Record Office Class FO678.
Níngbō Fúzhōu
Foreign Office [electronic resource] :
eng Public Record Office Class FO678.
Taiwan(臺灣)

England : The National
Archives, [2017]

c.1

30600490000354

c.2

30600490000362

England : The National
Archives, [2017]

c.1

30600490000339

c.2

30600490000347

Frantz Fanon [videorecording] :
black skin, white mask / a Normal
Films production for BBC and the
eng
Arts Council of England ; producer,
Mark Nash ; written by Isaac Julien ;
director, Isaac Julien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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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hs

mh,hs

30610490000643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D765.2.W3
F55 2011
3328

3329

DO D804.3
.S56 2003

3330
3331

題名/作者

A film unfinished [videorecording] /
a production of Belfilms ;
coproduced with Mittel Deutsche
Rundfunk, MDR; Südwestfunk,
ger SWR; Yes.docu ; in cooperation with
Arte ; a film by Yael Hersonski ;
producers, Itay Ken-Tor & Noemi
Schory ;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Yael
Hersonski
Shoah [videorecording] / a New
Yorker Films release ; a movie by
Claude Lanzmann ; a co-production
eng by Les Films Aleph and Historia
Film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rench Ministry of Culture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New York City] :
Oscilloscope
Laboratories, ©2011

Hollywood, Calif. : New
Yorker Video, c2003

3334

DO D835.H3
R46 2001
3335

內容註

30610490001799

v.2

Disc. one 1st era, 1st part -- Disc 2. 1st era,
2nd part -- Disc three. 2nd era, 1st part -- Disc
30610490000759 four. 2nd era, 2nd part

v.3

30610490000767

v.4

30610490000775

v.1

30610490000841

v.1

館藏地

hs

30610490000742

hs

3332
DO
D805.5.A96
3333 R44 2005

條碼(館藏)

Auschwitz [videorecording] : the
Nazis & 'the final solution' / a
BBC/KCET Hollywoord CoProduction ; writer/producer,
eng Laurence Rees ; documentary
directors, Dominic Sutherland and
Martina Balaźova ; drama director,
Detlef Siebert

[London] : BBC
Worldwide Ltd., c2005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videorecording] : the story of the
eng USS Arizona Memorial / produced
by Panorama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 Inc

[Beverly Hills, Calif.] :
Panorama International
Special
Productions, c2001
DVD ed

hs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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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90000858

30610490001542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DO DD247.G6
G64 2004

The Goebbels experiment
[videorecording] / a ZDF HMR
Produktion, Spiegel TV produc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BBC and History
Television Canada ; a film by Lutz
3336
eng
Hachmeister and Michael Kloft ;
directed by Lutz Hachmeiste ; script,
Michael Kloft, Lutz Hachmeister ; an
HMR Produktion Piegel TV
production for ZDF
DO DG575.M8
Italian fascism in color
I83 2007
[videorecording] / IWC Media
3337
eng

DO DG77|.T57
3338 2004

To rule mankind and make the world
obey [sound recording] :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 taught by Frances
Titchener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Brooklyn, N.Y. : First
Run Features, c2004

[Newton, N.J.] :
Shanachie Entertainment
Corp. ; [S.l.] :
Distributed by Cineflix
International, c2007
[New York] : Barnes &
Noble Audio, c & p2004

v.1

3339

v.2

3340

v.3

3341

v.4
eng

3342

v.5

3343

v.6

3344

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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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90000700

hs

30610490000999

hs

Course lectures: 1. Introduction to Rome, Italy,
30650490001977 and the Romans, 1200-753 BC -- 2. First there
were kings, 753-510 BC -- 3. Internal conflict:
the patrician and plebeian orders, 510-287 BC
30650490001985 -- 4. Roman expansion in Italy, 510-287 BC -5. The first Punic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ividuals, 264-241 BC -- 6. Rome’s
30650490001993 greatest enemy: the second and third Punic
Wars -- 7. Plantations and the Gracci brothers - 8. The rise of Marius through African and
30650490002009 Italian wars, 128-83 BC -- 9. Stong men fight
it out, 123-53 BC -- 10. And then there was
hs
one: Julius Caesar, 53-44 BC -- 11. Augustus,
30650490002017 the father of his country, 43 BC-AD 14 -- 12.
The empire’s first century: Julio-Claudians
and Flavians, AD 14-96 -- 13. Gibbon’s
30650490002025 golden 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AD
96-303 -- 14. Constantine, barbarians,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D 303-476 -- Bonus
30650490002033 disc: series sampler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v.8

30650490002041

3345

3346

DO DK254.T6
E955 2002

DO DK503.75
.S564 2008

3347

DO DS119.7
.J68 2005
3348

3349 DO DS371.2
3350 .C75 2003
3351
3352
3353
3354
3355
3356
3357
3358
3359
3360
3361

Exile in Buyukada [videorecording] /
Bravo Productions ; produced by
eng
Ayda Yavuz ; director, Turan Yavuz
; screenplay by Turan Yavuz
The singing revolution
[videorecording] / a film by James
Tusty and Maureen Castle Tusty ;
produced by Mountain View
eng Productions with Northern Light
Productions Allfilm ; producers,
Maureen Castle Tusty ... [et al.] ;
directors/writers, Maureen Castle
Tusty, James Tusty, Mike Majoros
Journey to the occupied lands
[videorecording] / a produc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 Associates and
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a
eng
film by Michael Ambrosino, Gillian
Barnes ; Producer/correspondent,
Michael Ambrosino ; director,
Gillian Barnes
Charlie Wilson's war [sound
recording] :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operation in
history] / George Crile

eng

golden 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AD
96-303 -- 14. Constantine, barbarians,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D 303-476 -- Bonus
disc: series sampler 內容註

館藏地

[Venice, Calif.] :
Widescr
Pathfinder Home
een
Entertainment, c2002
version

30610490000965

hs

[United States] :
Special Docurama Films ; [New
ed
York, N.Y.] : Distributed
by New Video, c2008

30610490001849

hs

30610490000882

hs

[Alexandria, Va.] : PBS
Video : WGBH Boston
Video, c2005, c1993

Ashland, Or. :
Blackstone Audiobooks,
p200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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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50490000201
30650490000219
30650490000227
30650490000235
30650490000243
30650490000250
30650490000268
30650490000276
30650490000284
30650490000292
30650490000300
30650490000318
3065049000032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3362
3363
3364
3365
DO DS414.2
3366 .I53 2007

India with Sanjeev Bhaskar
[videorecording] : getting under the
skin of a rapidly changing nation /
eng presented by Sanjeev Bhaskar ;
produced & directed by Deep Sehgal

冊次

條碼(館藏)

v.14
v.15
v.16
v.17

30650490000334
30650490000342
30650490000359
30650490000367

v.1

30610490001112

[London] : BBC
Worldwide Ltd., c2007

v.2

3368

DO
DS731.M87
T45 2009
3369

3370 DO
3371 DS740.5.A34
3372 C66 2009
3373
3374

S21 [videorecording] : the Khmer
Rouge killing machine / une
eng coproduction INA, ARTE France ;
producteur, Cati Couteau ; un film de
Rithy Panh
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
[videorecording] : an activist defies
China's power in her homeland /
Screen Australia and Film Victoria
eng present an Arcimedia and Common
Room production ; writer & director,
Jeff Daniels ; producers, John Lewis,
Dennis Smith, Jeff Daniels
China in Africa [videorecording] /
[Jamestown Foundation]
eng

館藏地

hs

3367
DO DS554.842
.S79 2003

內容註

Brooklyn, N.Y. : First
Run/Icarus Films, c2003

30610490001120

30610490001823

hs

30610490001328

hs

New York, N.Y. :
Filmakers Library,
[2009]

Washigton, D.C. :
Jamestown Foundation,
c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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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30610490001427 Disc 1, Opening remarks & panel I -- Disc 2,
30610490001435 Panel II -- Disc 3, Panel III -- Disc 4, Panel IV
psea,hs
30610490001443 -- Disc 5, Keynote speech
30610490001450
30610490001468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DS774
.C45 2007

題名/作者
China [videorecording] :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 a series by Ambrica
Produc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WGBH Boston and Channel 4
Television UK ; executive producer,
Judith Vecchione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Sue Williams

3375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New York] : Zeitgeist
Films, c2007
v.1

eng

3376

v.2

3377

v.3

DO DS778.7
.M67 2005

3378

Morning sun [videorecording] = 八
九点钟的太阳 / a present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ITVS) and the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NAATA), the BBC and
eng
ARTE ; written by Geremie R. Barm
é, Carma Hinton, John Crowley ;
producer, Jane Balfour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Carma , Richard
Gordon ; 卡瑪, 白杰明, 高富貴制
作,导演

Brookline, Mass. : Long
Bow Group ; 香港 : 中
文大學出版社 ; 香港
中文大學, 中國研究服
務中心 =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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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disc 1. China in revolution (1911-1936). Battle
for survival ; Fighting for the future / Ambrica
Productions ; written & directed by Sue
30610490001146 Williams, co-director Kathryn Dietz ; produced
by Sue Williams & Kathryn Dietz (1989 ; 112
min.) -- disc 2. The Mao years (1949-1976).
Catch the stars and moon ; It is right to rebel /
Ambrica Produc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WGBH Boston and Channel 4 Television UK ;
written, produced & directed by Sue Williams ;
30610490001153 associate producer, Kathryn Dietz (1994; 114 hs
min.) -- disc 3.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19761997). Surviving Mao ; The new generation /
Ambrica Produc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WGBH Boston and Channel 4 Television UK ;
written, produced & directed by Sue Williams ;
co-producer, Kathryn Pierce Dietz (1997; 111
min.)
30610490001161

30610490001534

mh,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DS779.2
.C45 2006
3379

eng

DO DS786
.T53 2004

3380

3381

3382

eng

DO DS799.62
T84 1998

eng

DO DS799.65
.S36 2004

3383
eng
3384

題名/作者
China from the inside
[videorecording] / PBS ; a KQED
Public Television and Granada
Produc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Kostyk Communications
Tibet [videorecording] : cry of the
snow lion / Earthworks Films
presents in association with
Colonnades Theatre Lab, Inc., an
Earthworks/Zambvling production ;
produced by Maria Florio, Victoria
Mudd, Sue Peosay, Tom Peosay ;
written by Sue Peosay, Victoria
Mudd ; directed and photographed by
Tom Peosay
Tug of war [videorecording] : the
story of Taiwan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Judith Vecchione ;
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Tales of Dutch Formosa [sound
recording] : a radio docudrama in
four episodes and Zeelandia /
[written by Llyn Scott, Norman
Szabo]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Arlington, Va.] : PBS
Home Video, c2006

South Burlington, VT :
WGBH Boston Video,
c1998
v.1
v.2
v.3

3385

v.4
DO DS838.7
.W38 2009

3386

DO
3387 DT159.6.D27
A45 2005

Le Japon, l'empereur et l'Armée
[videorecording] : le Japon confronté
fre à son passé : du pacifisme au ré
armement : un pays en quête de
puissance / Watanabe Kenichi
All about Darfur [videorecording] :
ara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Taghreed Elsanhouri

內容註

館藏地

Episode 1: Power and the people -- Episode 2:
Women of the country -- Episode 3: Shifting
30610490001179 nature -- Episode 4: Freedom and justice
hs

New York, NY : New
Yorker Video, c2004

Taipei, Taiwan : Radio
Taiwan Interantional,
2004

條碼(館藏)

30610490001856

hs

30610490000015

hs

Disc 1. Tales of Dutch Formosa : In the days
of governor Nuyts ; Glorious colony -- Disc 2.
30600490000271 Tales of Dutch Formosa : Pax Hollandia ; By
this we abide -- Disc 3. Tales of Dutch
hs
Formosa
:
Interviews
with
historians
-Disc
4.
30600490000289
Zeelandia : songs from the musical
30600490000297
30600490000263

[Issy-les-Moulineaux] :
Arte Éditions, c2009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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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90001310

hs

30610490000494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388

3389

DO
DT1949.L45
H37 2005

DO DT1970
.H384 2006

DO DT1974.2
.L66 2000
3390

DO DT2988
.F53 1996

題名/作者

Twelve disciples of Nelson Mandela
[videorecording] / California
Newsreel presents ; Independent
eng
Television Service ; produced by
Chimpanzee Productions ; a film by
Thomas Allen Harris
Have you heard from Johannesburg?
[videorecording] : apartheid and the
eng
club of the west / Clarity Films
presents a Connie Field film
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
[videorecording] : South Africa's
search for truth & reconciliation /
eng Iris Films in association with
Cinemax Reel Life ; directed by
Frances Reid and Deborah Hoffmann

Flame [videorecording] / a coproduction, Black & White Film
Company, JBA Production, Onland
Productions ; written by Ingrid
3391
eng Sinclair with Barbara Jago, Philip
Roberts ; produced by Simon Bright,
Joel Phiri ; co-producers, Jacques
Bidou, Bridget Pickering ; directed
by Ingrid Sinclair
DO DT433.283
Général Idi Amin Dada
.G46 2002
[videorecording] : autoportrait / un
3392
eng film de Barbet Schroeder ; une
production Le Figaro, Mara-Films,
TV Rencontre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5

Franklin Lakes, N.J. :
Clarity Educational
Productions, Inc., c2006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1005

hs

30610490000312

hs

30610490000668

hs

30610490001070

hs

30610490001088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0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6

[United States] :
Criterion Collection,
c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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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DT450.435
.S53 2005
3393

eng

DO DT572
.A37 1992
3394

fre

DO DT636.5
.L53 2005
3395

eng

DO DT636.5
.L531 2005
3396

eng

DO E185.6
.G65 1994
3397

題名/作者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videorecording] : the journey of
Roméo Dallaire / produced by White
Pine Pictures ; director: Peter
Raymont ; producers: Peter
Raymont, Lindalee Tracey ;
associate producer/researcher:
Patrick Reed
Afrique, je te plumerai
[videorecording] = Africa, I will
fleece you / un film de Jean-Marie
Teno ; une coproduction Les Films
du Raphia (France) et Raphia Films
Production (Camerou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la ZDF (KLeines
Fernsehspiel)
Liberia [videorecording] : a fragile
peace / California Newsreel presents
; a film produced, directed by Steven
Ross ; co-produced by Andrew
Carlson ; narration written by Joseph
Dorman
Liberia [videorecording] : an uncivil
war / California Newsreel presents ;
Gabriel Films presents in association
with Discovery Times Channel ;
producer & director, Jonathan Stack

Goin' to Chicago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George
King ; presented by George King &
eng Associat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Culture and the AfroAmerican Studi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San Francisco]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5
30610490000353

hs

30610490000619

hs

30610490000908

hs

30610490000924

hs

30610490001039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2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5

[New York, N.Y.] :
Gabriel Films ; San
Francisco, Calif. :
[distributed by]
California Newsreel,
2005, c2004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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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E185.61
.H66 1999
3398

eng

DO E185.61
.R57 2002
3399

eng

DO E185.61
.S77 1998
3400

eng

DO E185.615
3401 .B56 1969

eng

DO E185.615
.E94 2006
3402

題名/作者
Homecoming [videorecording] :
sometimes I am haunted by
memories of red dirt and clay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Charlene
Gilbert ; KinFolk Productions,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The rise and fall of Jim Crow
[videorecording] / a co-production of
Quest Productions, VideoLine
Productions and Thirteen/WNET
New York
The strange demise of Jim Crow
[videorecording] / creator and
executive producer, Thomas R. Cole
; co-producer, Bill Howze ; director,
David Berman
Black Panther [videorecording] : and
San Francisco State: on strike / a
film from California Newsreel
Eyes on the prize [videorecording] :
America's civil rights movement / [a
presentation of] WGBH Boston ; a
production of Blackside, Inc. ; series
producer, Jon Else ; series associate
producer, Judy Richardson ; series
writer, Steve Fayer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內容註

館藏地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9
30610490000320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2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8

30610490000791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69
[Alexandria, Va.] : PBS
Video, [2006]

hs

Black Panther (15 min.), 1969 -- San Francisco
30610490000452 State: on strike (20 min.), 1969
hs

v.1

v.2

3404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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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Program 1. Promises betrayed (1865-1896) -pr. 2. Fighting back (1896-1917) -- pr. 3. Don't
30610490000437 shout too soon (1917-1940) -- pr. 4. Terror and hs
triumph (1940-1954)

3403

eng

條碼(館藏)

Vol. 1. Awakenings, 1954-1956 ; Fighting
back, 1957-1962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30610490001567 Judith Vecchione; writers, Steve Fayer, Juan
Williams -- v. 2. Ain't scared of your jails,
1960-1961/ director, Orlando Bagwell ;
writers, Steve Fayer, Juan Williams ; No easy
walk, 1961-1963 / directed, written by Callie
Crossley, James A. DeVinney -- v. 3.
30610490001575 Mississippi : Is this America?, 1962-1964 /
director, Orlando Bagwell ; writers, Steve
Fayer, Juan Williams ; Bridge to freedom,
1965 / directed, written by Callie Crossley,
James A. DeVinney -- v. 4. The time has
30610490001583 come, 1964-1966 ; Two societies, 1965-1968 /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Madison
Davis Lacy, Jr., James A. DeVinney -- v. 5.
Power! 1966-1968 /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Madison Davis Lacy, Jr., James A.
DeVinney ; The promised land, 1967-1968 /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eng

3405

v.4

3406

v.5

3407

v.6

3408

v.7

DO E185.615
3409 .N44 2005

3410

DO E185.615
.P37 2006

DO E185.625
.B55 2004
3411

Negroes with guns [videorecording] :
eng Rob Williams and Black Power /
California Newsreel presents
Passin' it on [videorecording] : the
Black Panthers' search for justice / a
eng
film by John Valedez, Peter Miller
and Susanne Rostock
Black is-- black ain't
[videorecording] : a personal journey
eng through black identity /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 Signifyin' Work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5
New York : Docurama :
Distributed by New
Video Group, c2006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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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A. DeVinney -- v. 4. The time has
come, 1964-1966 ; Two societies, 1965-1968 /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Madison
條碼(館藏) Davis Lacy, Jr., James
內容註
館藏地
A. DeVinney -- v. 5.
Power! 1966-1968 /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Madison Davis Lacy, Jr., James A.
DeVinney ; The promised land, 1967-1968 /
hs
30610490001591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Paul
Stekler, Jacqueline Shearer -- v. 6. Ain't gonna
shuffle no more, 1964-1972 /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Sam Pollard, Sheila
Bernard ; A nation of law? 1968-1971/
30610490001609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Terry Kay
Rockefeller, Thomas Ott, Louis Massiah -- v.
7.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1974-1980 /
produced,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Paul
Stekler, Jacqueline Shearer ; Back to the
movement, 1979-1985 / produced, directed,
30610490001617
and written by Madison Davis Lacy, Jr., James
A. DeVinney

30610490001625

30610490000551

hs

30610490001047

hs

30610490000601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E185.625
.Q47 1993
3412

3413

3414

DO
E185.93.H3
H39 2006

DO
E185.93.M6
F74 1994

DO
E185.97.K5
C58 2004
3415

3416

DO
E185.97.K5 I5
2005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A Question of color [videorecording]
/ Film Two Productions ; produced,
eng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Kathe
Sandler ; co-writer, Luke Charle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3

Hawaii's last queen [videorecording]
: the embattled reign of Queen
Lili'Uokalani / a Ducat Segal
eng
Productions, Inc. film for American
Experience ; written and produced by
Vivian Ducat
Freedom on my mind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Connie Field and
eng
Marilyn Mulford ; written and edited
by Michael Chandler ; Clarity
Educational Productions
Citizen King [videorecording] / a
ROJA Productions film for American
experience ;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Widescr
BBC and WGBH Boston ; produced,
eng
een
directed and written by Orlando
version
Bagwell and W. Noland Walker ;
executive producer, Mark Samuels

[Boston, Mass.] :
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2006

In remembrance of Martin
[videorecording] / Idanha Films ;
producers, Lori Kearns, Dave
eng
Marquis, Richard (Stoney) Johnson ;
creator and director, Kell Kearns

Alexandria, Va. : PBS
Home Video ;
Hollywood, Calif. :
distributed by Paramount
Home Entertainment,
2005
Santa Monica, Calif. :
Xenon Pictures, Inc.,
c2002, 1994

DO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E185.97.L8 D7
[videorecording] : a historical
3417 2002
eng perspective / producer, Melissa
Wegman ;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Thomas Friedman

冊次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4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0627

hs

30610490000825

hs

30610490000585

hs

30610490000239

hs

30610490000726

hs

30610490000866

hs

[Alexandria, Va.] : PBS
Home Video, c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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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3418 E185.97.R27
A83 1996
DO
E185.97.R93
B76 2002
3419

DO
E185.98.L58
H66 2005
3420

3421
3422
3423
3424
3425
3426
3427
3428
3429
3430
3431
3432
3433
3434
3435
3436
3437

DO E302.1
.E44 2007

題名/作者

A. Philip Randolph [videorecording]
eng : for jobs and freedom / Producer,
WETA ; Director, Dante James
Brother outsider [videorecording] :
the life of Bayard Rustin / ITVS
presents a production of Question
Why Films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Nancy Kates, Bennett Singer ; coeng
producer, Mridu Chandra ; produc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and the National
Black Programming Consortium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6
[South Burlington, Vt.]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2

Home of the brave [videorecording] /
[United States] :
Counterpoint Films ; directed,
Counterpoint Films
produced, and written by Paola di
[production company] ;
Special
[Chatsworth, Calif.] :
eng Florio ; produced by Nancy
ed
Dickenson
Home Vision
Entertainment
[distributor], c2005
American creation [sound recording]
New York : Random
: [triumphs and tragedies at the
House Audio, p2007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 Joseph J.
Ellis
eng

DO E302.5
.E45 2001

Founding brothers [sound recording]
: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
Joseph J. Ellis

Prince Frederick, Md. :
Recorded Books, p2001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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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0650

hs

30610490000502

hs

30610490000783

hs

30650490000011
30650490000029
30650490000037
30650490000045
30650490000052
30650490000060
30650490000078
30650490000086
30650490000094
30650490000672
30650490000680
30650490000698
30650490000706
30650490000714
30650490000722
30650490000730
30650490000748

hs

hs

eng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3438
v.9
3439
v.10
3440
v.11
3441
v.12
3442 DO E322 .M38
John Adams [sound recording] /
Prince Frederick, Md. :
v.1
3443 2001
David McCullough
Recorded Books, p2001
v.2
3444
v.3
3445
v.4
3446
v.5
3447
v.6
3448
v.7
3449
v.8
3450
v.9
3451
v.10
3452
v.11
3453
v.12
Unabrid
3454
v.13
eng
ged
3455
v.14
3456
v.15
3457
v.16
3458
v.17
3459
v.18
3460
v.19
3461
v.20
3462
v.21
3463
v.22
3464
v.23
3465
v.24
3466
v.25
3467
v.26
DO E448 .S33
Rough crossings [videorecording] /
[United States] : BBC
3468 2007
eng written and presented by Simon
Worldwide, c2007
Schama
3469 DO E468 .C38
The American heritage history of the
[Ashland, OR] :
v.1
3470 2003
Civil War [sound recording] / by
Blackstone Audiobooks ;
v.2
3471
Bruce Catton
Prince Frederick, MD :
v.3
eng
3472
Landmark Audiobooks,
v.4
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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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30650490000755
30650490000763
30650490000771
30650490000789
30650490001308 pt. 1. Revolution -- pt. 2. Distant shores -- pt.
30650490001316 3. Independence forever
30650490001324
30650490001332
30650490001340
30650490001357
30650490001365
30650490001373
30650490001381
30650490001399
30650490001407
30650490001415
30650490001423
30650490001431
30650490001449
30650490001456
30650490001464
30650490001472
30650490001480
30650490001498
30650490001506
30650490001514
30650490001522
30650490001530
30650490001548
30650490001555

hs
館藏地

hs

30610490000296

hs

30650490000607
30650490000615
30650490000623
30650490000631

hs

DO E468 .C38
2003

The American heritag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sound recording] / by
Bruce Catton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eng

3473
3474
3475
3476 DO E470.2
General Lee's army [sound
3477 .G58 2008
recording] : from victory to collapse
3478
/ by Joseph T. Glatthaar
3479
3480
3481
3482
3483
3484
3485
eng
3486
3487
3488
3489
3490
3491
3492
3493
3494
3495
DO E748.B885
Ralph Bunche [videorecording] : an
R35 2001
American odyssey / a film by
William Greaves ; written by
3496
eng
William Greaves in association with
Leslie E. Lee ; producer, Louise
Archambault
3497 DO E757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3498 .M883 2002
[sound recording] / by Edmund
3499
Morris
3500
eng
3501
3502
3503
3504

[Ashland, OR] :
Blackstone Audiobooks ;
Prince Frederick, MD :
出版項
Landmark Audiobooks,
p2003

[S.l.] : Blackstone
Audio, p2008

冊次

條碼(館藏)

v.5
v.6
v.7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30650490000649
30650490000656
30650490000664
30650490000979
30650490000987
30650490000995
30650490001001
30650490001019
30650490001027
30650490001035
30650490001043
30650490001050
30650490001068
30650490001076
30650490001084
30650490001092
30650490001100
30650490001118
30650490001126
30650490001134
30650490001142
30650490001159
30650490001167

New York, N.Y. :
William Greaves
Productions, c2001

New York : Random
House Audio, p2002,
c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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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v.2
v.3
v.4
v.5
v.6
v.7
v.8

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30610490000593

hs

30650490001175
30650490001183
30650490001191
30650490001209
30650490001217
30650490001225
30650490001233
30650490001241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E806 .F4
1995

3505

3506
3507
3508
3509
3510
3511
3512
3513
3514
3515
3516
3517
3518

3519

3520
3521
3522
3523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FDR [sound recording] : nothing to
fear : featuring speeches given / by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Rolling Bay, Wash. :
Jerden Records, p1995

FDR [sound recording] / Jean
Edward Smith

New York : Random
House Audio, p2007

Truman [sound recording] / David
McCullough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Audio, p1992

冊次

eng

DO E807 .S65
2007
eng

DO E814 .M26
1992
eng

DO
E840.8.M46
F395 2004

The fog of war [videorecording] /
radical Media, Inc. ; Globe
Department Store ; SenArt Films ;
eng
producers, Errol Morris, Michael
Williams, Robert Fernandez, Julie
Ahlberg ; director, Errol Morris
DO E842 .D28
An unfinished life [sound recording]
2003
: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
Robert Dallek
eng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1
v.2
v.3
v.4
v.5

臺北市 : 巨圖科技總
代理 ; Culver City,
Calif. : Columbia TriStar
Home Entertainment,
[2004]
New York, N.Y. : Time
Warner AudioBooks,
p2003
Abridg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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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館藏地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33 -Fireside chat, April 28, 1935 -- Second
acceptance, June 27, 1936 -- Democratic
victory dinner, March 4, 1937 -- Campaign,
November 2, 1940 --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1 -- Thir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1 -- Declaration of war,
30650490001563
hs
December 8, 1941 -- Fireside chat on the war,
December 9, 1941 -- Christmas Eve, December
24, 1941 --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2
-- North African invasion, November 7,1942 -Fireside chat, July 28, 1943 -- D-Day prayer,
June 6, 1944 -- Fourth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5
30650490000896
30650490000904
30650490000912
30650490000920
hs
30650490000938
30650490000946
30650490000953
30650490000961
30650490001258
30650490001266
hs
30650490001274
30650490001282
30650490001290

30650000017901

v.1
v.2
v.3
v.4

內容註

30650490001571
30650490001589
30650490001597
30650490001605

hs

hs

DO E842 .D28
2003

An unfinished life [sound recording]
New York, N.Y. : Time
: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
Warner AudioBooks,
Robert Dallek
p2003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Abridge
eng
d
3524
3525
3526
3527
3528 DO E856 .D35
Nixon and Kissinger [sound
[New York] : Harper
3529 2007
recording] : [partners in power] /
Audio, p2007
3530
Robert Dallek
3531
Abridge
3532
eng
d
3533
3534
3535
3536
3537
3538 DO E877 .R44
President Reagan [sound recording] :
Prince Frederick, Md. :
3539 2005
the triumph of imagination / by
Recorded Books, p2005
3540
Richard Reeves
3541
3542
3543
3544
3545
3546
Unabrid
3547
eng
ged
3548
3549
3550
3551
3552
3553
3554
3555
3556
3557
3558 DO E877.R4
The Reagan diaries [sound
[New York] :
Abridge
eng recording] / Ronald Reagan ; edited
3559 R43 2007
HarperCollins, p2007
d
3560
by Douglas Brinkley

冊次

條碼(館藏)

v.5
v.6
v.7
v.8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v.1
v.2
v.3

30650490001613
30650490001621
30650490001639
30650490001647
30650490000797
30650490000805
30650490000813
30650490000821
30650490000839
30650490000847
30650490000854
30650490000862
30650490000870
30650490000888
30650490000375
30650490000383
30650490000391
30650490000409
30650490000417
30650490000425
30650490000433
30650490000441
30650490000458
30650490000466
30650490000474
30650490000482
30650490000490
30650490000508
30650490000516
30650490000524
30650490000532
30650490000540
30650490000557
30650490000565
30650490000573
30650490000581
3065049000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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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hs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F128.52
.A74 1997
3561

DO F232.S7
N38 2002
3562

DO F264.G8
F43 2004
3563

DO F1256 .P53
2005
3564

DO F2849.2
.S66 2004

3565

題名/作者

Arguing the world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by Riverside Film
eng Produc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irteen/WNET ; produced,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oseph Dorman
Nat Turner [videorecording] : a
troublesome property / a production
eng of Subpix LLC ; produced in
association with KQED Public
Television ; California Newsreel
February one [videorecording] : the
story of the greensboro four /
eng presented by Video Dialog Inc. ;
executive producer, Steven Channing
A place called Chiapas
[videorecording] / a film by Nettie
Wild ; produced by Canada Wild
eng
Productions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otín de guerra [videorecording] =
Spoils of war / Cinemateca ; Condor
Media ; Zafra Difusión S.A.,
Tornasol Films S.A ; con TVE,
Televisión Española S.A. y Arte
spa presentan un film de David Blaustein
; producida por David Blaustein,
Gerardo Herrero, Mariela Besuevsky
; guión de Luisa Irene Ickowsicz y
David Blaustein ; dirigida por David
Blaustein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U.S.] : Riverside Film
Productions, 1997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1831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Subpix LLC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2

30610490000510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4

30610490000916

hs

30610490000957

hs

30610490001419

hs

[New York, N.Y.] :
Zeitgeist Films, c2005,
c1998

Chicago, Ill. :
Distributed by Facets
Vide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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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GN269
.R33 2003
3566

3567

DO GV1044
.K58 2007

3568 DO HC427.95
3569 .C45 2008
DO HC430.5
.I44 2011
3570

出版項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3

Klunkerz [videorecording] : a film
about mountain bikes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William
Savage
China rises [videorecording] : a
documentary in four parts / series
Ilha Formosa [videorecording] :
Taiwan, a beautiful land of
prosperity, care and sustainability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R.O.C.(Taiwan)
Oh freedom after while
[videorecording] / directed and
edited by Steven John Ross ; written
and produced by Candace O'Connor
and Steven John Ross ; script
consultant and producer, Lynn
Rubright
Digital aboriginal [sound recording] :
the direction of business now :
instinctive, nomadic, and everchanging / Mikela Tarlow with
Philip Tarlow

[Los Angeles] : Pumelo
Pictures, 2007

eng

eng

DO
HD1478.U62
M8 1999
eng

DO HD30.2
3572 T37 2002
eng
3573

版本項

Race [videorecording] : the power of
an illusion / produced by California
Newsreel ;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eng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eng

3571

題名/作者

DO
At the river I stand [videorecording]
HD5325.S2572
/ a production of Memphis State
3574
eng
A77 1993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Theatre
and Communication Arts

冊次

Bethesda, Md. :
Discovery Channel ;
Taipei, Taiwan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R.O.C.(Taiwan), [2011]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episod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Christine HerbesSommers (56 min.) -- episode 2. The story we
30610490001062 tell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Tracy hs,eas
Heather Strain (56 min.) -- episode 3. The
house we live in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Llewellyn M. Smith (56 min.)
30610490001559
v.1
v.2

hs

30610490001187 Disc 1. Getting rich ; City of dreams ; Food is
hs
30610490001195 heaven ; Party games -- Disc 2. Behind the

30910490000142

hs

30610490000429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9

[New York] : Time
Warner AudioBooks,
p2002

v.1

hs
v.2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3

第 217 頁，共 232 頁

30610490000023

30610490000031

30610490000528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HD6073.C62
3575 C45 2006

chi

DO
HD6101.Z6
M37 2006
3576

3577

spa

DO
HF5429.215.U
6 S76 2001

eng

DO HG3891.5
.D436 2005
3578

3579

eng

DO HM701
.L846 2009

eng

3580 DO HM846
3581 .F74 2006
3582
3583
3584
3585
3586
3587
eng

題名/作者

版本項

China blue [videorecording] / a coproduction of Teddy Bear Films and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ITVS) ; director and producer,
Micha X. Peled
Maquilapolis [videorecording] = City
of factories / ITVS ; a CineMamás
film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Vicky Funari, Sergio De La Tor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women of
Grupo Factor X, Colectivo
Chilpancingo, Promotoras por los
Derechos de las Mujeres
Store wars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by Teddy Bear Film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 written,
directed, produced by Micha X.
Peled
The debt of dictators
[videorecording] / California
Newsreel ; made in cooperation with
Norwegian Church Aid (NCA) ;
written, directed and produced by
Erling Borgen ; Borgen Production
Eine Welt aus Systemen [electronic
resource] : [Sendungsmitschnitte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 Niklas
Luhmann
The world is flat [sound recording]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homas L. Friedman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Oley, Pa. : Bullfrog
Films, c2007
30610490000080

hs

30610490000981

hs

30610490000098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6

Oley, Pa. : Bullfrog
Films, c2001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5

Argentina (10 min.) -- South Africa (18 min.) - The Philippines (17 min.)

Müllheim/Baden :
Auditorium Netzwerk,
c2009
New York : Audio
Renaissance, p2006

Updated
and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30610490000411

hs

30610490001781

hs

30650490002090
30650490002108
30650490002116
30650490002124
30650490002132
30650490002140
30650490002157
306504900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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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3588
3589
3590
3591
3592
3593
3594
3595
3596
3597
3598
3599

eng

DO HN90.M3
O79 2006
3600

DO
HQ1236.5.S6
3601 Y68 1991

DO HQ1735.6
.D38 2004
3602

題名/作者

Orwell rolls in his grave
[videorecording] / Sag HarborBasement Pictures presents ; a Sky
eng Island Films release ; in association
with Magic Lamp ; written, directed,
filmed and edited by Robert Kane
Pappas
You have struck a rock!
[videorecording] / written by
eng Deborah May, Diano Boernstein ;
co-produced by Deborah May & the
United Nations
Daughters of Afghanistan
[videorecording] / director, Robin
Benger ; producer, Barbara Barde ;
writers, Sally Armstrong, Robin
eng
Benger ; produced by Take 3
Productions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Radio Canada and Le Reseau de
l'informtion

版本項

出版項

Updated
and
expande
d ed

冊次

條碼(館藏)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30650490002173
30650490002181
30650490002199
30650490002207
30650490002215
30650490002223
30650490002231
30650490002249
30650490002256
30650490002264
30650490002272
30650490002280

內容註

館藏地

hs

Wallingford : distributed
by Plastic Head, c2006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1, c1981

[Canada?] : Video
Service Corp. ; [Beverly
Hills, Calif.] : Choices,
Inc., c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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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90000718

hs

30610490000817

hs

30610490000304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HT869.E6
S66 1996
3603

eng

DO
HV6250.4.W6
3604
5 N6 2006

eng

DO HV6457
.S773 2002
3605

eng

DO
HV6481.N5
R48 2007
3606

eng

DO HV6529
3607 .M678 2010
3608
3609

eng

題名/作者
A son of Africa [videorecording] :
the slave narrative of Olaudah
Equiano / Aimimage Productions for
the BBC ; producer, Hugh Williams ;
director, Alrick Riley ; writer, Danny
Padmore
No! [videorecording] / AfroLez
Productions presents ; produced,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Aishah
Shahidah Simmons
Strange fruit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directed & edited by Joel
Katz ; produc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
Oniera Films
Revolution '67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 directed by Marylou
Tibaldo-Bongiorno ; a co-production
of Bongiorno Productions, Inc.,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ITVS), and P.O.V./American
Documentary, Inc. ; in association
with WSKG
Most evil [videorecording] : the
serial killer matrix / produced for
Discovery Channel by Optomen
Productions ; series producer, Kevin
Fitzpatrick ; series director, Shelly
Schulze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6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6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2

[San Francisco, Calif.] :
ITVS : California
Newsreel ; [New York,
N.Y.] : POV, 2007

Bethesda, Md. :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Chatsworth, Calif. :
Distributed by Gaiam
America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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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0478

hs

30610490000460

hs

30610490000833

hs

Full version (90 min.) -- Broadcast version (83
min., with closed-captions)
30610490001054

v.1
v.2
v.3

hs

Disc 1. Cold-blooded killers ; Psychotic killers
30660490000200 ; Deadly desires ; Stalkers ; Unsolved cases -Disc 2. Cult followers ; Spree killers ;
hs
30660490000218 Attention seekers ; Revenge ; Cult leaders -Disc 3. Manson ; Vampire/Cannibal ;
Murderous women ; Gangs
30660490000226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JA75.7
.D46 2008
3610

DO JC423
3611 .W49 2007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Democracy and disappointment
Philadelphia : Slought
[videorecording] : on the politics of
Foundation ; San
resistance : Alain Badiou and Simon
Francisco, Calif. :
[Widesc
Critchley in conversation / produced
Microcinema
eng
reen
by Aaron Levy and Simon Critchley
International, [2008]
format]
; with the 2007-2008 RBSL Bergman
Foundation Curatorial Semin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y democracy? [videorecording]
[Cape Town, South
Africa] : STEPS
International, [2007]

30610490001203

v.1

3612

v.2

3613

v.3

3614

v.4

3615

v.5

3616

條碼(館藏)

eng

v.6

3617

v.7

3618

v.8

3619

v.9

3620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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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館藏地

hs

[disc.1]. Please vote for me (53 min.) / directed
30610490001633 by Weijun Chen -- [disc 2]. Taxi to the dark
side (53 min.) / directed by Alex Gibney -[disc 3]. Looking for the Revolution (53 min.) /
30610490001641 directed by Rodrigo Vazquez -- [disc 4]. For
God, Tsar and the fatherland (53 min.) /
directed by Nino Kirtadze -- [disc 5]. In search
30610490001658 of Gandhi (53 min.) / directed by Lalit Vachani
-- [disc 6]. Egypt : we are watching you (53
min.) / directed by Jehane Noujaim and Sherief
30610490001666 Elkatsha -- [disc 7]. Bloody cartoons (53 min.)
/ directed by Karsten Kjaer -- [disc 8]. Dinner
with the President (53 min) / directed by
30610490001674 Sabihar Sumar and Sachithanandam
Sathananthan -- [disc 9]. Iron ladies of Liberia
(53 min.) / directed by Daniel Junge -- [disc.
hs
30610490001682
10]. Campaign! The Kawasaki candidate (53
min.) / directed by Kazuhiro Soda -- [disc. 11].
Short films (119 min.) : Coming of age (11:45)
30610490001690
; Don't shoot (11:14) ; Famous last words
(6:48) ; Feminin, masculin (8:41) ; Interferenze
(11:46) ; Kinshasa 2.0 (11:07) ; Maria and
30610490001708
Osmey (7:54) ; Miss Democracy (9:10) ; My
body my weapon (9:00) ; Old Peter (8:05) ; On
30610490001716 the square (4:14) ; Three blind men (6:57) ;
You cannot hide from Allah (12:13).
30610490001724

You cannot hide from Allah (12:13).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3621
DO JC580
.C66 2006

Confronting the truth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by York
Zimmerman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3622
eng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 written and
produced by Steve York
DO JF2112.A4
Classic political campaign films
3623 C53 2007
eng [videorecording]
3624 DO JK468.I6
3625 W44 2007
3626
3627
3628
3629
3630
3631
3632
3633
3634
3635
3636
3637
3638
3639
3640
DO JZ1306
.E84 2004
3641
DO KF224
3642 .P35 1958

Legacy of Ashes [sound recording] :
[the history of the CIA] / by Tim
Weiner

條碼(館藏)

v.11

30610490001732

Wash., D.C. : York
Zimmerman In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c2006

[Asheville, N.C.] :
Quality Information
Publishers, c2007
Ashland, Or. :
Blackstone Audio, Inc.,
p2007

eng

Ethics and the world crisis
[videorecording] : a dialogue with
eng
the Dalai Lama / a co-production of
Link TV and Tibet House U.S
The murder trial of William Palmer,
Surgeon [sound recording] / edited
and abridged by Bernard Rosenberg ;
eng adopted for recording by Wallace
House

冊次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New York, N.Y. :
Wellspring Media, c2004

New York : Folkways
Records, c1958

v.1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1138

hs

30610490001013

hs

30650490001654
30650490001662
30650490001670
30650490001688
30650490001696
30650490001704
30650490001712
30650490001720
30650490001738
30650490001746
30650490001753
30650490001761
30650490001779
30650490001787
30650490001795
30650490001803
30650490001811

hs

30610490000973

hs

30660490000028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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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KF224
The murder trial of William Palmer,
New York : Folkways
.P35 1958
Surgeon [sound recording] / edited
Records, c1958
索書號(館藏) 語文 and abridged 題名/作者
出版項
by Bernard Rosenberg ; 版本項
eng adopted for recording by Wallace
House
3643
DO
KF229.C58
3644
C58 2009
3645
3646
3647
3648
3649
3650
3651
3652
3653
3654
3655
3656

DO KF411
.B67 2008

eng

DO KF411
.F57 2007

3rd ed

Conflict of laws [sound recording] /
by Thomas C. Fischer
eng

DO KF4155
.R62 1990
3657

3658
3659
3660
3661
3662
3663
3664
3665
3666
3667
3668
3669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videorecording] /
eng
produced by Thomas Metzloff ... [et
al.]
Conflict of laws [sound recording] /
by Dean Patrick J. Borchers

DO KF4515
.F4 2006
DO KF4749
.L33 2006

The road to Brown [videorecording]
/ a film from California Newsreel ; a
presen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eng
Virginia ; executive producer,
William Elwood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Mykola Kulish
The Federalist papers [sound
eng recording] / by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 edited by
James Madis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Bill of Rights [sound recording] /
Richard Labunski

冊次

條碼(館藏)

v.2

30660490000036

Durham, N.C. : Voices
of American Law Video
Project, 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c2009
Chicago, Ill. : BarBri, a
Thomson business,
c2008

Eagan, Minn. :
Thomson/West, c2007
4th ed

30610490001773
v.1
v.2
v.3
v.4
v.5
v.6
v.1
v.2
v.3
v.4
v.5
v.6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1990

Nashville, TN :
Knowledge Products ;
Ashland, Or. :
Prince Frederick, Md. :
Recorded Books, p2006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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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60490000143
30660490000150
30660490000168
30660490000176
30660490000184
30660490000192
30660490000085
30660490000093
30660490000101
30660490000119
30660490000127
30660490000135

30610490000577

v.1
v.2
v.3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30650490001829
30650490001837
30650490001845
30650490000102
30650490000110
30650490000128
30650490000136
30650490000144
30650490000151
30650490000169
30650490000177
30650490000185

內容註

館藏地
hs

hs

hs

hs

hs

hs
The Philadelphia Convention -- The reluctant
candidate -- The road to Richmond -- The
Virginia Ratifying Convention -- The
ratification vote -- The anti-federalists fight
back -- The election -- Madison introduces the
hs
Bill of Rights -- Congress proposes the Bill of
Rights -- Ratific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eng

索書號(館藏) 語文

Bill of Rights -- Congress proposes the Bill of
Rights -- Ratific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3670
3671

DO KF4757
.S68 2005

DO
3672 KF8742.Z9
H35 2004

Soul of justice [videorecording] :
Thelton Henderson's American
eng
journey / California Newsreel
presents
Shaping justice [sound recording] :
landmark case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 taught by Kermit L. Hall

冊次

條碼(館藏)

v.10

30650490000193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5
[New York] : Barnes &
Noble Audio, c & p2004

30610490000569

v.1

30650490001894

3673

v.2

30650490001902

3674

v.3

30650490001910

3675

v.4

30650490001928

3676

v.5

30650490001936

3677

v.6

30650490001944

3678

v.7

30650490001951

3679

v.8

30650490001969

v.1
v.2
v.3

30660490000234
30660490000242
30660490000259

eng

3680 DO KZ1234
3681 .B87 2006
3682

International law [sound recording] /
by Sherri Burr
eng

Eagan, Minn. :
Thomson/West, c2006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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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註

hs

館藏地

hs
Course lectures: 1. The judicial power,
jurisdiction, and the ages of the Supreme Court
-- 2.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icial review:
Marbury v. Madison (1803) -- 3. Privilege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harles River Bridge v.
Warren Bridge (1837) -- 4. Equality, slavery,
and the Supreme Court: Dred Scott v. Sanford
(1857) -- 5. Native American sovereignty and
the Constitution: Lone Wolf v. Hitchcock
(1903) -- 6. Liberty to contract in the Industrial
Age: Lochner v. New York (1905) -- 7.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brams v. United States
(1919) -- 8. A switch in time?: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1937) -- 9. Japanese
internment and total war: Korematsu v. United hs
States (1944) -- 10. Simple justic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1954, 1955) -11. Abortion, women, and equality: Roe v.
Wade (1973) -- 12. Presidential immunity and
Watergate: United States v. Nixon (1974) -13. The boundaries of discrimination: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1978)
-- 14. The ten greatest justic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hs

3683
3684
3685

DO KZ1234
International law [sound recording] /
Eagan, Minn. :
.B87 2006
by Sherri Burr
Thomson/West, c2006
索書號(館藏) 語文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eng
1st ed

DO LD760
.B47 2002
3686

DO M1004
.T34 2004

Berkeley in the sixties
[videorecording] / Kitchell Films in
association with P.O.V. Theatrical
eng
Films ; produced & directed by Mark
Kitchell ; written by Stephen Most,
Mark Kitchell, Susan Griffin
Tchaikovsky gala in Leningrad
[videorecording]

3687

eng

DO M1012
3688 .M69 2006

Mozart violin concertos 1-5
[videorecording] : Sinfonia
eng concertante / a production of
UNITEL, Munich ; directed by
Klaus Lindemann

3689
3690 DO M1500
.G53 2009
3691
3692
DO M1630.18
.S68 2001
3693

Satyagraha [sound recording] / Philip
Glass ; vocal text, Constance
san
DeJong, adapted from BhagavadGita
South Africa Freedom Day
[videorecording] : Concert on the
eng Square / A straight TV produc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outh African
High Commission

冊次

條碼(館藏)

v.4
v.5
v.6

30660490000267
30660490000275
30660490000283

內容註

館藏地
hs

New York, NY : First
Run Features, [2002]
30610490000940

Taiwan : BMC Taiwan,
c2004

Hamburg : Deutsche
Grammophon ; New
York, NY :
Manufactured and
marketed by Universal
Music
Classics
Group,
[New York,
N.Y.]
:
Sony Music, 2009,
p1985
London : South African
High Commission :
Distributed exclusively
by Image Entertainment,
c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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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as

Eugene Onegin: Polonaise -- Sérénade mé
lancolique, Op. 26 -- Valse scherzo, Op. 34 -Piano Concerto No. 1 -- III. Allegro con fuoco
-- Chansons francaises : Op. 65 : for voice and
piano -- Sérénade, No. 1 -- Deception -30610490000213
hs
Rondel, No. 6 -- Symphony No. 6 -- III.
Allegro molto vivace -- Variations on a
Rococo Theme, Op. 33 -- Jeanne d'Arc (La
Pucelle d'Orleans / the Maid of Orleans) -Adieu, forets -- 1812 overture, Op. 49
v.1

30610490000189
hs

v.2

30610490000197

v.1
v.2

30610490001740 CD 1: Act 1-Tolstoy -- CD 2: Act 2-Tagore -CD 3: Act 3-King
hs
30610490001757

v.3

30610490001765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 Breathless -- That's
the way it goes --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30610490000361 One love -- Losing my religion -- Man on the hs
moon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ML3917.S6
A446 2003
3694

DO
ML410.K39
K487 2003
3695

DO PE1072
3696 .D38 2011
3697 DO PE1711
.V65 2010
3698
3699 DO PF3121
3700 .G47 2002
3701
3702
DO PL8648
3703
.K44 2009
DO
PN1992.8.A34
3704
C65 2004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Amandla! [videorecording] : a
Santa Monica, Calif. :
revolution in four-part harmony /
Artisan Home
Kwela Productions in association
Entertainment, [2003],
with Bomb Films, HBO/Cinemax
c2002
Widescr
Documentary Films, the Ford
eng
een
Foundation and the South African
versio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producers, Desireé Markgraaff, Lee
Hirsh, Sherry Simpson Dean ;
director, Lee Hirsh
Khachaturian [videorecording] /
Pleasantville, N.Y. : VAI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Peter
; Los Angeles, Calif. :
Rosen ; edited by Aaron Kuhn ;
Seventh Art Releasing,
written by Bill Van Horn ; a
c2003
eng presentation of the Kuhn Foundation
; produced by Peter Rosen
Productions, Inc

David Crystal's introduction to
eng language [videorecording] : a
complete course
Voices of the UK [sound recording] :
eng accents and dialects of English
German [sound recording]
eng
The digital Mbay language project
[videorecording] / John M. Keegan
Color adjustment [videorecording] /
Signifyin' Works ; producers, Marlon
eng
Riggs and Vivian Kleiman ; director,
Marlon Riggs
eng

Abingdon, Oxon,
[England] ; New York,
N.Y. : Routledge, 2011
[London] : British
Library, 2010
New York : Pimsleur :
Simon & Schuster
Euro ed
Audio, p2002
München : LINCOM
Europa, 2009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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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30610490001021

館藏地

hs

Khachaturian (83:00) -- Concerto-Rhapsody
for cello and orchestra : 1963 / Khachaturian
(Mstislav Rostropovich, cello ; State Orchestra
of the USSR ; Aram Khachaturian, conductor)
30610490000734 (24:00) -- Making Khachaturian (17:00) -hs
Piano concerto. Third movement /
Khachaturian (Dora Serviarian-Kuhn, piano ;
Armenia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Loris
Tjeknavorian, conductor) (9:00)
30630490000344

hs

v.1

30630490000328

v.2

30630490000336

v.1
v.2
v.3
v.4

30650490001852
30650490001860
30650490001878
30650490001886

hs

30630490000393

hs

30610490000635

hs

Part 1, Color blind TV? (1948-1968) -- part 2,
Coloring the dream (1968-1988)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PN1993.5.A7
P59 2006
3705

DO
PN1995.9.F67
B73 2007
3706

3707 DO PN1997
3708 .C43 2003
3709
3710
3711
3712
3713
3714
DO PN1997
.D4225 2003

3715

題名/作者

版本項

出版項

Pizza, birra, faso [videorecording] /
[Buenos Aires] :
Palo y a la Bolsa/Cine, Instituto
Transeuropa, c2006
Nacional De Cine y Artes
spa Audiovisuales, Hubert Bals Fund,
Cinematográficas Producciones
presentan ; guión y dirección, Bruno
Stagnaro, Israel Adrián Caetano
Brat [videorecording] /
New York : Kino on
Gosudarstvennyĭ komitet Rossiĭskoĭ
Video, 2007
Federa︠t︡sii po kinematografii,
Kinostudii STV ; s︠t︡senariĭ i
postanovka, Alekseĭ Balabanov ;
Letterbo
rus
prod︠i︡user, Sergeĭ Selʹ︠i︡anov = Brother xed
/ Goskino of Russia, [STV Film
Company] ;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Alexey Balabanov ; [produced by
Sergei Selianov]
The Chaplin collection. Volume one
[Burbank, Calif.] :
[videorecording]
Warner Home Video :
Mk2 Editions, c2003
eng

冊次

pt.1.1
pt.1.2
pt.2.1
pt.2.2
pt.3.1
pt.3.2
pt.4.1
pt.4.2

Death and the maiden
[United States] : New
[videorecording] / Fine Line Features
Line Home
in association with Capitol Films
Entertainment, 2003
Ltd. presents a Mount/Kramer
production ; in association with
Channel Four Films and Flach Films Widescr
eng
;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anal + ; a een ver
Roman Polanski film ; screenplay by
Rafael Yglesias and Ariel Dorfman ;
produced by Thom Mount, Josh
Kramer ; directed by Roman
Pol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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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30610490001401

hs

30610490001393

hs

30610490000106 [pt. 1]. Modern times -- [pt. 2]. The great
30610490000114 dictator -- [pt. 3]. The gold rush -- [pt. 4].
30610490000122 Limelight
30610490000130
30610490000148
30610490000155
30610490000163
30610490000171

hs

3061049000133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PN1997
.G75 2003
3716

spa

DO PN1997
.G842 2004
3717

bam

DO PN1997
.P487 2004
3718

rus

DO PN1997
.R36 2000

題名/作者
Gringuito [videorecording] / Amor
en el Sur Production ; una pelicula
de Sergio Castilla ; guión, Sergio
Castillo, J.B. Miller ; producción y
dirección, Sergio Castillo
Guimba [videorecording] : un tyran,
une époque = a tyrant in his time /
Idrissa Ouedraogo présente ; une
production Kora-Films ; directeur de
production, Ibrahima Toure ; un film
de Cheick Oumar Sissoko
Piry Valtasara, ili, Noch so Stalinym
[videorecording] = Baltazar's feasts,
or, The night with Stalin /
TSentralnaia kinostudiia detskikh i
iunosheskikh filmov imeni M.
Gorkogo ; avtor stsenariia, Fazil
Iskander ; rezhisser-postanovshchik,
IUrii Kara
Rane [videorecording] = The wounds
/ Cobra Film Department ; Pandora
Filmproduktion GmbH ; produced by
Dragan Bjelogrlic ;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Srdjan Dragojevic

3719

scr

DO PN1997
3720 .T33 1997

Taafe fanga [videorecording] = Skirt
mul power / producer/director Adama
Drabo
Tito i ja [videorecording] = Tito and
me / proizvodnja, Terra ... [et al.] ;
scc izvršni producenti, Zoran Maširević
... [et al.] ; scenario i režija, Goran
Marković

DO PN1997
.T554 2001
3721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Montclair, N.J. :
Bayview Films, 2003
30610490001385

hs

30610490000395

hs

30610490000692

hs

30610490001351

hs

30610490000346

hs

30610490001377

hs

New York : Kino on
Video, c2004

Moskva : SP Didzhital,
2004

New York : First Run
Features, [2000]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7
New York, N.Y. : Fox
Lorber Films :
Distributed by Winstar
TV & Video, c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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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PN1997
.U514 2003
3722

scc

DO PN1997
.V54 2000
3723

fre

DO PN1997.2
3724 .F67 2005

eng

DO PN1997.2
.G38 2003

3725

eng

DO PN1997.2
.I76 2004
3726

DO PN1997.2
.L37 2010
3727

題名/作者
Underground [videorecording] / coproduction, CiBy 2000, Pandora
Film, Novofilm en association avec
A.B. Barrandov ; an Emir Kusturica
film ; priča, Dušan Kovačević ;
scenario, Dušan Kovačević & Emir
Kusturica ; režija, Emir Kusturica
La vie sur terre [videorecording] =
Life on earth / Carole Scotta and
Caroline Benjo present a WinStar
Cinema and Arte/Haut et Court
presentation ; a film by
Abderrahmane Sissako
Forgiveness [videorecording] /
Producers, Joel Phiri and Jeremy
Nathan ; Director, Ian Gabriel
The gathering storm [videorecording]
/ HBO Films presents in association
with BBC Films ; a Scott Free
Productions, a film by Richard
Loncraine ; producers, Frank
Doelger, David M. Thompson ;
screenplay writer, Hugh Whitmore ;
director, Richard Loncraine

Iron jawed angels [videorecording] /
HBO Films presents ; a Spring Creek
production ; directed by Katja von
eng
Garnier ; screenplay by Sally
Robinson ... [et al.] ; story by
Jennifer Friedes
The lark farm [videorecording] = 雲
雀山莊的情人 / Ager 3, RAI
ita Cinema ; screenplay and story by
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 ; directed
by 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

版本項

Widescr
een
format
(16:9)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New York : New Yorker
Video, c2003

New York, N.Y. : Fox
Lorber Films :
Distributed by WinStar
TV & Video, c2000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2005
New York, N.Y. : HBO
Home Video, c2003

New York, N.Y. : HBO
Full
version, Video, c2004
widescre
en
format
(16:9)
Chatsworth, Calif. :
Image Entertainment :
distributed by Cineplex
Development C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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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0490001369

hs

30610490000403

hs

30610490000486

hs

30610490000221

hs

30660490000051

hs

30660490000069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PN1997.2
.R43 2006
3728

eng

DO PN1997.2
.Z858 2004
3729

eng

DO
PN1998.2.A34
3730
E84 2004

eng

DO PN4882.5
.B53 1998
3731

eng

DO PS153.N5
R53 1994
3732

DO
PS3521.I55
3733
P38 2003

題名/作者
Red dust [videorecording] / BBC
Films and Distant Horizon present in
association with Videovision
Entertainment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South
Africa Ltd. ; a Tom Hooper film
Zulu love letter [videorecording] /
JBA Production & Native at Large
present a coproduction Hollybell
(South Africa) ... [et al.] ; produced
by Jacques Bidou ... [et al.] ; a
screenplay by Bhekizizwe Peterson,
Ramadan Suleman ; directed by
Ramadan Suleman
Ethnic notions [videorecording] /
produced, written & directed by
Marlon T. Riggs ; in association with
KQED
The Black press [videorecording] :
soldiers without swords /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Stanley Nelson

Richard Wright [videorecording] :
Black boy / written,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Madison Davis Lacy ;
eng
dramatic scenes directed by Horace
Ové ; a Mississippi Educational
Television/BBC production
The patriots [videorecording] / by
Sidney Kingsley ; Asolo State
eng
Theater, Sarasota, Florida ;
introduction by Hal Holbrook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United States?] : HBO
Video, c2006
30610490000247

hs

30610490000809

hs

30610490000932

hs

30610490001104

hs

30610490000338

hs

30610490001096

hs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4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
[S.l.] : Signifying'
Works, c2004, c1987
[S.l.] : Half Nelson
Productions ;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distributor], c1998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c1994

Weat Long Branch, N.J.
: Kultur : [New York] :
Broadway Theatre
Archiv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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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PS3555.L625
Z852 2004
3734

eng

DO QC16.O62
D39 2002
3735

DO RA971
.L544 2008
3736

DO TD195.U7
A76 2005

3737

題名/作者
Ralph Ellison [videorecording] : an
American journey / executive
producer, Avon Kirkland ; DVD
produced by Missing Pixel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New York?] : New
Images Produc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irteen/WNET New
York ; [San Francisco,
Calif.] : Distributed by
California Newsreel,
2004
Chatsworth, Calif. :
Image Entertainment,
c2002

The day after Trinity
[videorecording] : J. Robert
Oppenheimer & the atomic bomb / a
film by Jon Else ; produced and
eng
directed by Jon Else ; written by
David Peoples, Janet Peoples, Jon
Else ; a production of Jon Else in
association with KTEH San Jose
Life for sale [videorecording] : a
Fremont, Calif. : Orb
documentary / The ORB, Inc Film
Film Productions, c2008
productions presents a film by
Widescr
eng
Kimberli Zou ; producer: Allen Zou ; een ed
written by Lisa Li ; directed by
Kimberli Zou
Arlit, deuxième Paris
San Francisco, Calif. :
[videorecording] : Arlit, the second
California Newsreel,
Paris / une film de Idrissou Mora
2005
Kpai ; collaboration á l'écriture,
fre Isabelle Boni-Claverie ; écrit et réalis
é par Idrissou Mora Kpai ; une
coproduction MKJ Films-Noble
Films ; avec le soutien du Fonds Sud
Cinema ...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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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Interactive Ellison -- Timeline -Resources/teacher's guide -- Additional videos
-- Help/Viewer's guide
30610490000445

hs

30610490000874

hs

30610490001344

hs

30610490000536

hs

索書號(館藏) 語文
DO UB360
.H37 2005

3738

題名/作者

O herói [videorecording] = The hero
/ David & Golias apresenta uma coprodução David & Golias (Portugal),
Gamboa & Gamboa (Angola), Les
por films d'apres midi (France) ;
productor, Fernando Vendrell ;
argumento e diálogos, Carla Baptista
; realizado por Zézé Gamboa

版本項

出版項

冊次

條碼(館藏)

內容註

館藏地

[San Francisco, Calif.] :
California Newsreel,
[2005]
3061049000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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