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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の東京大人味発見 : Tokyo
100 tomic selects 吳東龍作 9789863591290 ; 9863591297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2015[民10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785

2 一生一定要看的世界名曲故事 郭瑜潁著 9789866276989 ; 9866276988 知青頻道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336

3 一生不能不懂的美學故事 馮慧著 9789866030291 知青頻道出版 : 紅螞蟻圖
書發行 2012[民101]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0317

4 一學就會的創意 何妍儀作 9789867167477 教育之友文化出版 : 朝日
文化總經銷 2007[民9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1144

5 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 陳瑞秀著 9789576688782 文津 2008[民9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2057

6 大城市.小人物 : 小小孩的356種
視角 鄭如君, 李麗娟編輯 9789868144651 四季文化 2008[民9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1257

7 小王子 安端.德.聖艾修伯理著 ; 劉
佩芳譯 9789575833909 (平裝) : 晨星出版 ; 知己總經銷 民83[199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6311

8 小王子 安東尼•聖艾修伯裡李恩著 9789575853938 (平裝)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5[民9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5523

9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亞(Saint-
Exupery, Antoine de)原著 ;
幼福編輯部編輯

9789577478726 (平裝) : 幼福文化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982

10 小王子 : The Little Prince 安東尼. 聖艾修伯里著 ; 李
思譯 9575851420 (精裝) : 寂天文化 2001[民9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38

11 中國的建築與文化 漢寶德著 9789570827651 ; 9570827653 聯經 2004[民9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0841
12 中國音樂美學 劉藍著 9576687934 ; 9789576687938 文津 2006[民95]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381

13 天地有大美 : 蔣勳和你談生活美
學 蔣勳著 9789573256885 (平裝) ;

9573256886 (平裝) 遠流 2005[民9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259

14 天涯歌女 : 周璇與她的歌 洪芳怡著 9789866732737 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 紅螞
蟻圖書經銷 2008[民9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0563

15 少年魔號 : 馬勒的詩意泉源 羅基敏,梅樂亙(Jurgen
Maehder)編著 9789866271175 佳赫文化行銷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241

16 巴洛克之旅 : Baroque 張心龍著 9578980612 ; 9789578980617 雄獅 1997[民8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7891

17 文學與美學的交會 : 戴麗珠教授
論文集 戴麗珠作 9789866286278 Airiti Press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335

18 文藝復興之旅 : The
Renaissance 張心龍著 9578980523 ; 9789578980525 雄獅 1996[民85]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7890

19 日本博物館之旅 : Japan 王怡文撰文 9579757860 (平裝) : 高談文化 2000[民8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028

20
王德育的觀想藝見 : 西洋繪畫縱
橫談 = 從達文奇到佛洛伊德的美
感解析

王德育著 9789570529524 ; 9570529520 臺灣商務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532

21 世界遺產與歷史城市 林志宏著 9789570525007 臺灣商務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205
22 古典音樂便利貼 許麗雯作 9789865767402 ; 9865767406 信實文化行銷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710

23 台灣古厝圖鑑 康若錫文/攝影 9789861206219 (平裝) : ;
986787935x ; 9789867879356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994



24 生命之美 : 靈魂與音樂的對話 蔡君如口述 ; 許汝紘著 9789866271069 佳赫出版 ; 時報總經銷 2002[民91]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243

25 生活的藝術 :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林語堂著 9789861467306 風雲時代出版 ; 成信文化

總經銷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9851

26 列維納斯與文學 : Levinas and
literature 賴俊雄主編 9789574453467 (平裝) : 書林出版 : 紅螞蟻圖書總

經銷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404

27
在巴洛克與禪之間尋找電影的空
缺 : 馬克斯歐弗斯與小津安二郎
電影中美學的呈現

王志欽著 9789869075145 ; 9869075142 開學文化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532

28 在時光走廊遇見巴黎 : 廖仁義的
美學旅行 廖仁義著 9789576937668 (平裝) : 張老師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401

29 地景記憶  : 臺灣建築樣貌多 褚如君等作 9789860363043 (平裝)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
型科技計畫拓展臺灣數位
典藏計畫

2013.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375

30 如何參觀美術館 張心龍著 9578980361 ; 9789578980365 雄獅 1995[民8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7889
31 如何培養美感 漢寶德著 9789570835618 聯經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1746

32 有關建築的100個故事 : 100
knowledge about architecture 邢豔編著 9789865864378 (平裝) : 驛站文化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388

33 百年思想起 : 臺灣百年唱片圖像 楊蓮福編著 9789866543500 ; 9866543501 博揚文化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936

34 色彩生活美學 歐秀明,林文昌著 9789575565848 橄欖出版 : 華宣發行 2008[民9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8390

35 西方古典建築範式的現代詮釋並以台灣當代建築為例 許銘哲著 9789866300110 (平裝) : 高雄復文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705

36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名曲及其
故事 陳韻如撰稿 9867542452 (精裝) : 高談文化出版 : 成信文化

總經銷 2004[民9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69

37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經典名曲 :
100 classical melodies you
should know

許麗雯暨音樂企畫小組著 9789866620072 (平裝) 信實文化行銷出版 ; 高見
文化總經銷 2012[民101]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845

38
你不可不知道的古典音樂世界 :
You must know the classical
music

許麗雯總編輯 9867542495 (平裝) : 高談文化出版 ; 成信文化
總經銷 2004[民9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86

39 你不可不知道的貝多芬100首經
典創作及其故事 許麗雯著 9789866271359 (平裝) : 佳赫文化行銷出版 ; 時報

文化總經銷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5046

40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名
作.2-3 : The best musician and
their talent

許麗雯總編輯 9867542169 (第2冊 : 平裝) : ;
9867542215 (第3冊 : 平裝) :

高談文化出版 ; 成信文化
總經銷 2004-    [民93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35

41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名
作.I : The best musician and
their talent

許麗雯總編輯 9867542037 (第1冊 : 平裝) : 高談文化 ; 成信文化總經
銷 2004- [民9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861

42 你不可不知道的歐洲藝術 : 建築

雕塑 繪畫
許麗雯總編輯 9867542177 (平裝) : 高談文化 2003[民9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37

43 你不可不知道的蕭邦100首經典
創作及其故事 高談音樂企劃小組編 9789865767174 ; 9865767171 信實文化行銷出版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711

44 我的巴赫 林滿秋作 ; 林怡湘繪 9789866830235 青林國際 2007[民9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2514



45 我的莫札特 林滿秋作 ; 黃靜筠繪 9867249445 青林國際 2006[民95]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2517

46 身體美學 : 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
自得 蔣勳著 9789573263135 (平裝) 遠流 2008[民9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271

47 東京設計誌. : Tokyo design
travelogue  : 1 吳東龍作 9789866200595 ; 9866200590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784

48 法國博物館之旅 吳曉雯撰文 9579775958 (平裝) : 高談文化 1999[民8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053
49 空間劇場 蔡穎卿著 9789862134436 ; 9862134437 大塊文化出版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164

50 芭蕾的舞與畫
米勒.亞格尼斯Agnes De
Mille著 ; 何恭上, 范正宏編
譯

9579045380 (平裝) : 藝術圖書 1991[民8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301

51 芭蕾舞劇欣賞 何恭上編著 9576722926 (平裝) : 藝術圖書 200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7986

52 金瓜石太子賓館 : 身隱礦山的閃
耀金光 王晶瑩總編輯 9789860279344 (平裝) : 新北市黃金博物館 民101.1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1519

53 俄羅斯美術隨筆 高莽著 9867416384 立緖文化出版 ; 紅螞蟻行
銷代理 民95[200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398

54

城境 : Contextualizing
modernity = Hong Kong
architecture 1946-2011 = 香港
建築1946-2011

薛求理 9789620728624 ; 9620728629 商務印書館(香港)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316

55 室內 : Interion 姚政仲撰文 9789860362947 (平裝) : 文化部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215
56 建築 : Architecture 漢寶德撰文 9789860362930 (平裝) : 文化部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214

57
洞見 : (In) sight visual culture
andaesthetics = 視覺文化與美
學

馮品佳,趙順良主編 9789574454051 (平裝) : 書林 2011[民1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188

58 美的救贖 : 遇見自己的瞬刻 沙爾.貝班(Charles Pepin)
著 ; 周明佳譯 9789866049682 ; 986604968X 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646

59 美的覺醒 : 蔣勳和你談眼、耳、
鼻、舌、身 蔣勳著 ; 楊雅棠攝影 9789573259268 (平裝) 遠流 2006[民95]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267

60 美從何處尋 宗白華著 9579959307 駱駝 1987[民7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137

61 美學史 鮑桑葵(Bernard
Bosanquet)原著 ; 彭盛譯 9867582675 (平裝) : 華立文化出版 : 朝日文化

總經銷 2005[民9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95

62 美學概論 周來祥, 周紀文著 957668675X (平裝) : 文津 2002[民91]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615
63 美學與人文精神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957549377X ; 9789575493776 文史哲 2001[民9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2036
64 英倫書藝之旅 陳曦成著 9789620428746 ; 9620428749 三聯書店 2009[民9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649
65 英國.西班牙博物館之旅 吳曉雯等編撰 9579775907 (平裝) : 高談文化 1999[民8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038
66 音樂巨人 : Beethoven = 貝多芬 邢豔編著 9789866838972 驛站文化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0872
67 音樂神童 : 莫札特 邢豔編著 9789866260148 驛站文化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0873
68 音樂與文化 洪萬隆著 9575552792 高雄復文 1996[民85]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2685
69 家具 : Furniture 官政能撰文 9789860362978 (平裝) : 文化部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218

70 旅行的速度 : Living art at the
speed of life 李清志文字 ; 攝影 9789862135044 ; 9862135042 大塊文化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219

71 時尚生活美學. : 個人形象管理篇 李幸玲著 9789575749033 (平裝) : 幼獅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879



72 泰姬陵的故事 提洛森(Giles Tillotson)著 ;
邱春煌譯 9789862620120 貓頭鷹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298

73 追尋美好世界的李澤藩 徐素霞文.圖 9867635922 青林國際 2005[民9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9934

74 從古典到後現代 : 桂冠建築師與
世界經典建築 夏紓著 9866620069 ; 9789866620065 信實文化出版 ; 時報文化

總經銷 2002[民91]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2368

75 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 曾慧佳著 9577300995 (平裝) : 桂冠 1998[民8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094
76 梵谷 林滿秋著 ; 徐建國繪圖 9789570831696 (精裝) : 聯經 2007[民9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679

77 梵谷星月夜 何恭上撰 ; 何恭上,何冠廷攝
影 9576723019 (平裝) : 藝術圖書 1999[民8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034

78 梵谷噢!梵谷! 衣若芬, 何恭上撰文 ; 何恭
上, 何冠廷攝影 957672290X (平裝) : 藝術圖書 2000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7980

79 涵養美力 : 為生活帶來新感動   教育部 2015[民104]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400

80 淡之頌 : 論中國思想與美學
余蓮(Francois Jullien)著 ;
卓立(Esther Lin-Rosolato)
譯

9577305555 (平裝) : 桂冠 200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7430

81 眼如觀景窗 心是快門鍵 蕭國坤著 9789571359427 ; 9571359424 時報文化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850
82 莫札特 林淑玟著 ; 林麗芬繪圖 9789570831160 (精裝) : 聯經 2007[民96]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675

83 設計如此美好 : 李幹才的五感旅
行 李幹才著 9789868771185 (平裝) : 幸福空間出版 : 聯灃書報

社總經銷 2014[民103]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4386

84 設計無所不在 何孟修著 9789867586414 時周文化出版 ; 時報文化
總經銷 2006[民95]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1202

85
這些作品超有Fu : 創意.驚
艷!Geisai Taiwan村上隆藝祭+新
光三越圖文創作展/2009傑作選

飛行貓創意社編著 9789577105516 (平裝) : 笛藤發行 ; 聯合總經銷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5079

86 郭尚先 : 清代臺灣書法個案研究 鄭國瑞著 9789575559724 (平裝) : 高雄復文 2009[民9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980

87 創意樂活 : 你今天藝術了嗎? 張麗華著 9789570522792 (平裝) : 臺灣商務 2008[民97]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5626
88 景觀 : Landscape 林盛豐撰文 9789860362954 (平裝) : 文化部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217
89 湖濱散記 亨利.大衛.梭羅著 ; 樂軒譯 9789570525298 (平裝) : 臺灣商務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5379

90
舒曼 : 100 things you don't
knowabout Schumann = 100首
經典創作及其故事

顏涵銳暨高談音樂編輯小組
編著 9789866271212 (平裝) : 佳赫文化出版 ; 時報文化

總經銷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892

91 街道 : Urban space 阮偉明,曾成德撰文 9789860362985 (平裝) : 文化部 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2216

92
愛樂館.II,蔣爸爸把動畫音樂劇變
有趣了! : 美女與野獸/獅子王/小
美人魚

夏嵐,潘錫鳳著 9789868553132 : 音樂向上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9425

93 新北市博物館遊學趣 林寬裕總編輯 9789860403909 (平裝) : 新北市文化局 民102.1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1518

94 聖彼得大教堂建築的故事 米勒(Keith Miller)著 ; 鄭明
萱譯 9789862620113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3303

95 過日子像扮家家酒 : 不花錢的生
活美學 齊云著 ; 賴壽山攝影 9789571350271 時報文化 2009[民9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1521

96 圖解西方美術簡史 房龍作 ; 呂苗譯 9789865951504 ; 9865951509 海鴿文化 2013[民102]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5359



97 圖解音樂大師 許汝紘暨音樂企畫小組編著 9789868567191 (平裝) : 佳赫文化行銷 2010[民99]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150

98 漢字書法之美 : 舞動行草 蔣勳著 ; 楊雅棠攝影 9789573265092 (平裝) 遠流 2009[民98]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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