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暨社會學院推動博雅教育計畫 

圖書推薦表(102.5) 

推薦單位：    傳播藝術系     

書   名 種   類 ISBN 備  註 

他們在島嶼寫作 圖書 ▉視聽   

愛慕 圖書 ▉視聽   

派特的幸福劇本 圖書 ▉視聽   

送行者 圖書 ▉視聽   

乘著光影旅行 圖書 ▉視聽   

逆轉人生 圖書 ▉視聽   

貧民百萬富翁 圖書 ▉視聽   

分居風暴 圖書 ▉視聽   

雨果的冒險 圖書 ▉視聽   

聽說 圖書 ▉視聽   

時時刻刻 圖書 ▉視聽   

夢 圖書 ▉視聽   

萬花嬉春 圖書 ▉視聽   

大國民 圖書 ▉視聽   

羅生門 圖書 ▉視聽   

單車失竊記 圖書 ▉視聽   

椘浮”四百擊 圖書 ▉視聽   

秋刀魚之味 圖書 ▉視聽   

童年往事 圖書 ▉視聽   

第七封印 圖書 ▉視聽   

新天堂樂園 圖書 ▉視聽   

翻滾吧男孩 圖書 ▉視聽   

紅磨坊 圖書 ▉視聽   

楚門世界 圖書 ▉視聽   

我的父親母親 圖書 ▉視聽   

王家衛 2046 圖書 ▉視聽   

霸王別姬 圖書 ▉視聽   

生命 圖書 ▉視聽   

Digital Video Camerawork ▉圖書 視聽 0240516052   

錄音工程師手冊 ▉圖書 視聽 750434771X   

電影分鏡概論-從意念到影像(二版) ▉圖書 視聽 9789571156286   

實用電影編劇技巧(二版) ▉圖書 視聽 9789573263333  

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 (第八版) ▉圖書 視聽 9789861574974  



認識電影（最新修訂第十版） ▉圖書 視聽 9789573255406   
好電影的法則：101堂電影大師受用一

生的 UCLA電影課 

▉圖書 視聽 

9789866408694  

 

Slide Ology中文版: 視覺溝通: 讓簡

報與聽眾形成一種對話 

▉圖書 視聽 

9789862763292 

 

大眾傳播理論(增訂三版) ▉圖書 視聽 978-957-496-303-4  
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 ▉圖書 視聽 9577321836  
觀看的方式 ▉圖書 視聽 9789861202365  
台灣傳媒再解構 ▉圖書 視聽 9789577323248  
大眾傳播法 ▉圖書 視聽 9789574180592  
傳媒、市場與民主 ▉圖書 視聽 9789577322975  
創意 CEO：行銷、廣告、媒體、設計的

創意管理 

▉圖書 視聽 

9789866665844 

 

創意 CEO ▉圖書 視聽 9789866026140  
廣告學:Advertising & IMC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第九版 

▉圖書 視聽 

9789576098765 

 

廣告學 ▉圖書 視聽 9789577297938  
學創意，現在就該懂的事 ▉圖書 視聽 9789573270256  
整合行銷傳播:理論與實務 ▉圖書 視聽 9789571164489  
整合行銷傳播:全方位理論架構(第三

版) 

▉圖書 視聽 

9789571165776 

 

IMC handbook:readings & cases in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圖書 視聽 

9781933199092 

 

Advertising & IMC:principles and 

practice 

▉圖書 視聽 

9780132163644 

 

Advertising creative strategy,copy 

and design 

▉圖書 視聽 

9781452203638 

 

Key concept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圖書 視聽 9781446202890  
Advertising theory ▉圖書 視聽 9780415886628  
傳播理論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iton theory) 

▉圖書 視聽 

9789861573557 

 

公共關係 理論、策略與研究實例 [新

修訂第二版] 

▉圖書 視聽 

789570918502  

 

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

例 

▉圖書 視聽 

9789570918892  

 

創新的擴散－為什麼有些好觀念、好產

品會一炮而紅，有些卻流行不起來？ 

▉圖書 視聽 

9573259087 

 



電影理論解讀 ▉圖書 視聽 957-32-4658-9  
電影百年發展史 下: 後半世紀 ▉圖書 視聽 9574931307  
電影百年發展史 上: 前半世紀 ▉圖書 視聽 9574930734  
電影 I：運動-影像 ▉圖書 視聽 9789573250180  
電影 II：時間-影像 ▉圖書 視聽 9789573250197  
問題媒體 ▉圖書 視聽 9577322247  
新聞倫理-存在主義的觀點 ▉圖書 視聽 9577321984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圖書 視聽 9570807148  
台灣電影, 社會與歷史 ▉圖書 視聽 9579856117  
台灣傳媒再解構 ▉圖書 視聽 9789577323248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圖書 視聽 

0521543088 

 

大眾媒體的實在 ▉圖書 視聽 9867174364  
統理 BBC ▉圖書 視聽 9573217090  
當代新聞採訪與寫作 ▉圖書 視聽 9579120242  
Film Directing Shot by Shot: 

Visualizing from Concept to Screen 

▉圖書 視聽 

978-0941188104 

 

傳播批判理論 從解構到主體 ▉圖書 視聽 978-957-16-0794-8  
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 ▉圖書 視聽 957-14-4385-9  
媒介、文化與社會理論 Nick Stevenson

著 趙偉妏、陳晏茵等譯 

▉圖書 視聽 

978-986-6816-64-2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 ▉圖書 視聽 957-818-116-7  
美的歷程(二版) ▉圖書 視聽 957146114  
藝術的故事（五版） ▉圖書 視聽 9789570839791   
The Art of Pixar: The Complete Color 

Scripts and Select Art from 25 Years 

of Animation 

▉圖書 視聽 

0811879631 

 

人類傳播史 ▉圖書 視聽 9573223104  
世界藝術史 ▉圖書 視聽 2-03-505301-3  
藝術心理學 ▉圖書 視聽 957-9530-98-X  
光與電-影像在視覺藝術中的角色與實

踐 1880-2001 

▉圖書 視聽 

957-957545-2-7 

 

西方美學史 ▉圖書 視聽 957-2020-02-1  
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 ▉圖書 視聽 957-8440-01-4  
20世紀美術全覽 ▉圖書 視聽 986-80129-0-2  
100種電影拍攝手法 ▉圖書 視聽 978-986-199-031-6  
賽德克，巴萊 ▉圖書 視聽 978-957-32-6852-9  
影視化妝技巧 ▉圖書 視聽 9787811277036  



誰動了清明上河圖 ▉圖書 視聽 987-988-8081-80-6  
電影編劇創作指南 ▉圖書 視聽 978-7-510040429   
影視攝影與構圖 ▉圖書 視聽 957-11-3867-3  
數位影片製作 ▉圖書 視聽 986-7138-48-1  
電影敘事影像美學 ▉圖書 視聽 978-957-11-5446-6  
電影剪接美學：說的藝術 ▉圖書 視聽 957-14-44820  
Digital Compositing for Film and 

Video 

▉圖書 視聽 

978-02-40813097  

 

Advanced Film & Video Production ▉圖書 視聽 978-14-56535520   
攝影‧電影‧電影‧攝影：狂戀光影大

師對話錄 

▉圖書 視聽 

9574931757  

 

Focus Inside：《乘著光影旅行》的故

事 

▉圖書 視聽 

9789866272097 

 

電影.巴萊 : <<賽德克.巴萊>>幕前幕

後全紀錄 

▉圖書 視聽 

987.83 4414.1 

 

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發展與未來 ▉圖書 視聽 981-240-527-5  
大眾傳播學理論 ▉圖書 視聽 9571107123  
台灣傳播學的想像 ( 下 ) ▉圖書 視聽 957-732-191-7  
台灣傳播學的想像 ( 上 ) ▉圖書 視聽 957-732-192-5  
台灣電影 90 新新浪潮 ▉圖書 視聽 9867895118  
布赫迪厄論電視 ▉圖書 視聽 9574690717  
如何拍攝電影 ▉圖書 視聽 9576677580  
現代電影學 ▉圖書 視聽 9571106143  
最新大眾傳播理論 v.1 ▉圖書 視聽 957-8258-36-4  
最新大眾傳播理論 v.2 ▉圖書 視聽 957-8258-47-X  
傳播政治經濟學 : 再思考與再更新 ▉圖書 視聽 9571115444  
傳播理論 : 起源、方法與應用 ▉圖書 視聽 9571121673  
新聞報導學 ▉圖書 視聽 9570913290  
電子影片製作 ▉圖書 視聽 9571114812  
電視節目製作 ▉圖書 視聽 9571111155  
電影分鏡概論 - 從意念到影像 ▉圖書 視聽 957-11-3059-1  
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 ▉圖書 視聽 9573233630  
電影概論 ▉圖書 視聽 9571113050  
電影閱讀美學 ▉圖書 視聽 9575863496  
電影藝術 ▉圖書 視聽 957849601X  
夢想的定格：十位躍上世界影響的華人

導演 

▉圖書 視聽 957-696-537-3  

歌舞電影縱橫談 ▉圖書 視聽 9573219263  



演講學原理 : 公眾傳播的理論與實際 ▉圖書 視聽 9573235943  
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 ▉圖書 視聽 9579856109  
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 ▉圖書 視聽 9579856117  
整合行銷傳播 ▉圖書 視聽 9571118575  
藝術概論 ▉圖書 視聽 7-108-014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