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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囊括2021年全球華人藝術文物

拍賣精品成交紀錄，

透析全年度華人藝術市場大數據，

藝術投資必備，

被詢問度最高的華人藝術拍賣年鑑！

紙本【案頭鑑藏】＋電子書【隨身查閱】，紙電雙收，

使用更順手，資訊不漏勾！

典藏網路書店、典藏蝦皮商城、Boka Reader讀家、Google、
HYREAD、Kobo、Readmoo讀墨電子書、中華電信Hami書
城、台灣大哥大my book、台灣雲端書庫、凌網、博客來⋯⋯
全台各大電子書平台經典長銷中。   

藝術收藏，永不過時的投資標的，
一典在手，精準掌握拍賣大事紀。

圖片由本社編輯部提供



博物館策展人工作指南：
認識、管理與展示物件
作者｜妮可拉．皮克寧，譯者｜高文萱，定價｜480元

「策展」是一種具備高度技能與特定學科專業的職業。本書同時探討

了包括博物館為何存在、博物館該如何對待並展示物件，策展人所扮

演的角色、他們與物件之間的互動以及保存維護、編目、展示、搬

移、陳設、儲放、詮釋與解說等工作提供了詳盡的說明，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介紹當前物質文化研究與博物館學的理論，並在書中展示如何

將這些理論實際應用於博物館館藏。

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
作者｜克萊兒．畢莎普，譯者｜林宏濤，定價｜580元

這是關於社會投入的參與式藝術的第一部歷史性和理論性概述，在美國稱

為「社會實踐」。作者試圖找出對參與式藝術負責任的方法，關注它產生

的意義、而不是只看過程，為參與式藝術提供一種評論的進路以及對作品

品質（社會影響）的判準，解決一直以來此類藝術缺乏評論距離的窘境。

人類對社會系統、存在境遇的另類對峙。

向道德主義告別：關於當代藝術的思考
作者｜皮力，定價｜380元

皮力以諸多當代藝術作品案例與藝術／文化圈現象為討論切入點，希冀在

藝術創作及評論實踐與這些課題的相互辯證與對話之下，可以讓讀者對

於當代藝術創作與評論何以一路走至今日，並可能走向何處的未來面貌演

變，有一清晰而整體的理解。

藝術行動中的政治，以「日常」經驗展開。

臂距之外：行政法人博物館的觀察
作者｜黃心蓉，定價｜350元

行政法人是什麼？書中首先回溯了行政法人之本，除了爬梳行政法人

制度借鏡始祖英國的歷史沿革，以及訪談英國行政法人機構內的專業

從業人員外，還更進一步地深入討論了英國行政法人機構中的董事

會、人事、財務及績效評鑑等層面與政府之間從磨合到共生的過程，

並擴及對於歐洲其他國家的考察。最後，本書回到臺灣，從兩廳院等

藝文機構改制的文化事務脈絡，分析不以信託制管理、獨具臺灣味的

法人館舍問題，為臺灣藝文機構生態做了一次總整理。

博物館／美術館的未來性：
行政法人制度研究
總監修、作者｜林曼麗， 作者｜張瑜倩、陳彥伶、邱君妮   
定價｜480元

以英、法、日三國為對象，邀集張瑜倩、陳彥伶、邱君妮三位學者分

別爬梳它們在世界趨勢的變化和國家政策的變革中，博物館／美術館

法人制度的演進與變遷，並探討整理其相關法規的制定與執行，更加

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深入剖析不同樣態的博物館／美術館在營運管理

上的績效與利弊得失。林曼麗也在為本書寫就的總論中，縝密且深刻

地論述了其對全球博物館／美術館發展趨勢的觀察，以及英、法、日

三國制度設計的獨到之處，並且提示出臺灣在相關制度的設計上尤須

關注與思考的各種面向。

生態藝術：
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
作者｜保羅・阿登納，譯者｜詹育杰
定價｜480元

污染、資源稀缺、氣象變化、全球暖化：生態紊亂

正在加劇，並且嚴重威脅包括人類在內的物種生

存。許多藝術創作者意識到「綠色」回應的緊迫

性，因而投入（社會）參與、創立生態本質的表達

新規範。試問藝術此時可以做些什麼之際，作者回

顧了不同時期的多種藝術實踐，尋思「生態藝術」

的真正意義。對他而言，這並不是一場藝術運動，

而是面對人類世命題時立場的問題，關鍵正是在於

生態地「轉變中」的藝術家自身。

面對人類世時代，藝術能做什麼？又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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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創遇上法律：智慧財產的運用
作者｜賴文智，定價｜300元

智慧財產權領域中，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營業秘密這四種是產

業最可能取得的權利，保護制度上也各具不同的特殊性。本書將以這

四種不同的智慧財產法律出發，配合文創產業的需求及案例，協助讀

者了解智慧財產權的基本概念與應用。

文創產業當紅，IP商機全球正熱，
想勝券在握？先搞懂「智慧財產」四大專法！

謝銘洋（臺大法律教授）——專文推薦

當文創遇上法律：公司治理的挑戰
作者｜劉承愚，定價｜300元

對於創業者而言，公司資產和個人資產的劃分，往往並不明顯，經營

者不當或違法處理公司資產的案件與爭議時有所聞。成立公司需要準

備並注意什麼事項？如何運用公司治理機制，讓公司穩健運作？股

東、董事長、經理人的職掌及權利義務有哪些？在《公司法》均有詳

盡規範。

當創意變生意，智財轉為產業，

讓「公司治理」成為事業加分神器！

王文杰（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專文推薦

當文創遇上法律：從匠人到企業
作者｜劉承慶，定價｜300元

劉承慶律師依序由「創意開業」、「智財維護」以及「疫情時期」等

三大面向之下，最需要注意的20個重點，並附錄2021最新發布的《文
化藝術工作者及事業著作權保障辦法》，提供藝文產業工作者從創

作、創業到經營管理，簡潔流暢且實用的指引。

從敬業、專注、 滿懷熱忱的「匠人精神」，
到智慧財產永續經營。

詹馥華（百萬暢銷小說家）——專文推薦

典藏藝術家庭與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分別

在藝文與文創法律領域深耕多年，有感於

藝文工作者對於文創法律的需求日需殷

切，本次特別結合了典藏編輯部與益思律

師群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推出「藝思有法

Arts Law」文創法律書系，鎖定藝文工作
者最需要關注的八大議題：智慧財產、創

業法律、經紀合約、公司治理、授權合

約、人資法律、行銷法律與個資保護，完

整呈現文創法律的架構與基本知識，透過

基本觀念與案例解說，協助讀者建立相關

法律基本認知。

「藝思有法 Arts Law」系列專書一套8冊

《當文創遇上法律：智慧財產的運用》

《當文創遇上法律：公司治理的挑戰》

《當文創遇上法律：從匠人到企業》

《當文創遇上法律：讀懂經紀合約書》

《當文創遇上法律：讀懂IP授權合約》

《當文創遇上法律：行銷創意的規畫》

《當文創遇上法律：人力資源的管理》

《當文創遇上法律：個人資料的保護》

  *陸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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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靠藝術維生，最好盡可能從這本書中偷走每一個

點子。――奧斯汀．克隆，《點子都是偷來的》作者

1人藝術無限公司：
我是藝術家，我自己賣作品！個人創意事業

營生指南
作者｜麗莎．康頓，譯者｜郭玢玢，定價｜360元

如何拍好作品的照片、在網路平台上做最佳展示？如何忠於自

己、寫出動人部落格，讓人們知道你在做什麼？如何挑選適合的

平台販售作品？如何與出版社談授權？如何向藝廊毛遂自薦？如

何策劃個展？如何撰寫創作自述？作者整理了必要工具，讓你以

自己的標準來定義成功。你可以培養一批瘋狂粉絲，每個人都是

你服務的對象⋯⋯最後，你通常都不必找他們，而是他們來找

你！

找到你的藝術家靈魂：
啟動你創造性魔法的
實用指南
作者｜麗莎．康頓，譯者｜官妍廷，定價｜400元

起身探索你獨特的創作風格！

藝術家的正職
作者｜喬安娜．奈格勒爾，譯者｜郭玢玢，定價｜340元

當創作靈魂被召喚後⋯⋯做你所愛、錢就會來？但有時候，錢來得會

比較慢，貧困窘迫卻常在。「找份謀生正職吧！」你會討厭這句話，

但足夠支持生活所需的工作，卻可以為你掙出更多創作的餘裕！如何

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華，在創作路上，處變不驚？本書作者以其自身經

驗，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又可以實踐的建議。

藝術、生活與工作的平衡實踐心法。

用藝術力突破商業瓶頸
作者｜增村岳史，譯者｜楊明綺，定價｜380元

藝術與科學，感性與技術並非對立，甚至是相輔相成的，作者在書中

提到東京藝大設有美術解剖學課程訓練觀察，美國哈佛等大學醫學院

也設置藝術鑑賞與素描等課程提升臨床診療技巧。藝術力可以強化感

知，去理解他人並發現、面對、解決問題，不僅運用於商品設計、工

業科技設計，甚至還能活絡房市、地價、促進地方繁榮，好比活用設

計力將原本廢棄的工業區改造成文創園區等，不僅能改善治安問題，

還能改造環境。

創意思考――商業與藝術的意外關聯！？

插畫家的初心：永不放棄夢想！插畫家 
kowei 15年接案實例全紀錄！
作者｜kowei，定價｜350元

還記得熱愛畫畫的心情嗎？插畫家  kowei 15年接案歷程分享，獻給所
有在藝術這條道路上勇敢、堅持、努力前行的你⋯⋯將畫畫變成工

作，kowei以親身經歷分享，從懵懵懂懂的第一個案子說起，15年來
SOHO接案的心路歷程，從製作方式到工作祕話，首次將來龍去脈完
整公開。同時也細數當時所畫和取捨的心情，以及對環境的期待⋯⋯

做喜歡的事、克服困難，提醒自己――莫忘初心。

集藝術家、插畫家、教師和暢銷書作者於一身的麗

莎．康頓現身說法，以她的專業知識，並且採訪多位

知名的藝術家和插畫家，不藏私分享創作者心法：理

解擁有藝術觀點的意涵及其重要性、確立並培養個人

獨特視覺形象、檢視你所受到的各種影響，並區別你

的創作和你所欣賞喜愛的藝術家作品、克服對能力不

足及失敗的恐懼、維持創作習慣，讓你的風格觀點持

續發展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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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JO論
作者｜杉田俊介

譯者｜彭俊人

定價｜480元

評論家杉田俊介循著漫畫

《JOJO的奇妙冒險》先後的各
部軌跡，細訴始於《 J U M P》
週刊格鬥熱血文化卻又走出反

向的「荒木文化」風潮，其中

的人物糾纏與情節衍生之義，

從人類讚歌到自然讚歌、替身

與自立、超殭屍與超人、普奇

神父與尼采的永恆輪迴論、偶

然與邂逅、自由經濟與社會經

濟、欲望與平等⋯⋯以及主

角們與幼小者們的覺悟與掙

扎，絲絲環扣、層層疊繞，從

窺見一扇又一扇的窗間風景，

最終得以見識荒木飛呂彥的

「JOJO」世界，連結上你我不
同次元的宇宙。

宮崎駿論：眾神與孩子們的物語
作者｜杉田俊介，譯者｜彭俊人，定價｜480元

從宮崎駿個人生涯與家庭說起，來到他開始製作動畫電影，尤

其是《風之谷》（1984年）到《風起》（2013年）近三十年間
的作品，交叉陳述作品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探討各動畫之間

的「象徵」，在人物、情感、場景、劇情轉折等面向，詳盡剖

析深植於故事中的想法，細細刻劃宮崎駿和動畫角色們的所有

歷程，以及宮崎駿的動畫在環境、生命、教育、自然等議題上

所帶來的啟示與影響。作者身為評論家，在書中對於宮崎駿作

品做了主觀的評論、客觀的分析，在充滿期許、失望、讚許和

批判的極端心理起伏中，經歷了深刻的美好與痛苦，最後完成

了這本《宮崎駿論》。NHK BOOKS 創刊50週年選書

地獄空：
姚瑞中拍立得地獄寫景
「地獄空」是姚瑞中近年走訪全台設有

地獄場景宮廟並探究台灣信仰的拍攝計

畫。以拍立得拍攝多處以道教或佛道混

合信仰為主的地獄審判場景，這些場景

沒有西方與東方的古典雕塑感，呈現乖

張奇異與扭捏可愛的獨特台灣美感。

巨神連線
作者｜姚瑞中，定價｜3000元

臺灣宮廟文化獨步全球，姚瑞中在臺灣與金門、馬祖、澎湖

各處田野走尋，以地毯式搜索，拍攝三百餘尊中、大型神

偶，全面呈現臺灣民俗文化中獨特的人文地理景觀，展現超

越宗教建築、民俗活動或信仰儀式的「欲力具體化」。

「欲」、「神」之間的連線與距離。

人外人
作者｜姚瑞中，定價｜1200元

姚瑞中四處漫遊台灣各地，試圖觀照台灣因外在因素，導致

物質頹圮後所隱藏的荒蕪狀態，意圖呈現台灣特有的一種虛

假且疏離的「冷現實」。攝影作品中對照呈現人類精神面的

空洞，所形成的空廢狀態。可謂台灣版的精神廢墟。

人類某種無可名狀的荒謬性。

欲望X真實X覺悟  為了活得更好的「JOJO」哲學論！

試著讓天堂拍得像地獄，

地獄拍得像天堂。

作者｜姚瑞中，譯者｜官妍廷，定價｜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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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市場上的攝影：
從交易到收藏的操作與演變
作者｜茱麗葉．海金，譯者｜黃亮融，定價｜580元

照片真的有價值嗎？為什麼一張照片可以創下超過100萬美元的拍賣紀
錄？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都開始建立攝影典藏？攝影如

何在藝術市場成為一股重要的勢力？它又是如何運作及發展？本書首

先分析藝術攝影的市場，幫助讀者了解現今藝術攝影的交易，提供專

業解析及指引，接著再從攝影史的角度一步步回溯歷史，審視攝影市

場如何演變，並指引出未來市場發展的前瞻性與可能性。

打破「這個我也能拍」的迷思，進入攝影藝術市場必備專書！

李歐和他的圈子：
美國畫廊教父卡斯特里的一生
作者｜安妮．科恩−索拉爾 ，譯者｜王袁，定價｜620元

李歐‧卡斯特里（1907-1999），義大利裔猶太人，他是二十世紀最受
人敬重的畫廊主，是美國最傑出的藝術商人，更是戰後美國藝術的奠

基者之一。本書以卡斯特里個人以及家族經歷作為切入點，探尋其家

族歷經戰爭、逃難、猶太屠殺、迫害等顛沛流離的發跡和中落。這段

不曾被掩蓋卻從未被談起的身世，最終塑造了他既時刻保有戒備又富

有吸引力的人格特質。

美國畫廊教父李歐‧卡斯特里首部中文版傳記！

拉里‧高古軒（高古軒畫廊創辦人）——專文推薦

當藝術遇上法律：
藝術投資收藏的攻防對策
作者｜葉茂林，定價｜380元

作者葉茂林律師，任職於博識本國法及外國法律師事務所，是台灣少

數處理藝術領域法律糾紛的專家。他將多年所見國內的藝術法律糾紛

與判決，有系統地篩選、整理跟分析，每篇文章採用簡明的「事件緣

起」、「法院判決」、「律師叮嚀」三階段架構，輔以說故事般淺顯

方式，讓讀者輕鬆了解相關案例，並從「律師叮嚀」段落學習避開糾

紛或維護權益的做法。

華人世界首部藝術投資相關法律專書。

大收藏家：
謝爾蓋．舒金和他失落傑作的故事
作者｜娜塔莉亞．賽米諾娃、安得烈．德洛格，譯者｜官妍廷   
定價｜480元

謝爾蓋．舒金是成功的實業家也是改變俄國現代藝術觀的收藏家、是

馬諦斯和畢卡索最早的贊助者、也是廿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收藏家之

一；他的收藏最後被收歸國有，成為普希金博物館和冬宮博物館的重

要館藏。他更是第一個構思現代藝術美術館的偉大收藏家！

改變俄羅斯藝術世界面貌的大收藏家故事。

貝耶勒傳奇：
巴塞爾藝博會創辦人的藝術世界
作者｜莫里，譯者｜李淑寧，定價｜340元

恩斯特‧貝耶勒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藝術經紀人之一，他從書店學

徒，到成為被比喻為「世界藝術奧林匹克大會」的「巴塞爾國際藝術

博覽會」創辦人之一；從一無所有，到捐出珍藏成立五大藝術朝聖地

之一的瑞士巴塞爾「貝耶勒基金會美術館」，每年吸引超過35萬人，
不遠千里來到巴塞爾看畫。本書娓娓道來藝術家與藝品、藏家背後令

人稱奇與宛如電影情節的收藏傳奇。

在市場與藝術之間取得優雅的平衡。

沙發前的佛洛伊德：盧西安肖像
作者｜喬迪．葛瑞格，譯者｜李淑寧，定價｜460元

盧西安．佛洛伊德是著名心理學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孫子，更是

二次戰後最重要具象畫家。盧西安的世界裡上演著歇斯底里的劇情、

爭吵、衝突、新戀情、舊情復燃、賭債、狂野的夜生活。唯一不變的

是他專注於畫布上的每一筆，無視任何社會規範，在抽象表現主義、

普普藝術狂飆的時代，仍堅持最準確強悍的人像筆觸。

二次戰後最重要具象畫家全彩圖文傳記。

蔡康永（知名作家、主持人）——盛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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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藝采：漢寶德談文物
作者｜漢寶德，定價｜380元

建築大師暨博物館公眾美學的先驅──漢寶德，亦是文物資深玩

家，他不以珍奇貴重為尚，不汲營於市場價值，而要以獨特的漢

氏觀點，探尋古玉、青銅器、碑柱、陶瓷等華夏文物的淵源與品

賞趣味，生動再現骨董文物橫亙古今、令眾生癡迷的種種情貌與

故事。

揭露歷史文物的身世流轉與滄桑。

歲月意象：漢寶德續談文物
作者｜漢寶德，定價｜380元

文物收藏的興味，取決於金額多寡、學養深淺、心性涵量，何者

為重？本書論古今中外文物收藏的趣味與觀念對比，談骨董造

假、石刻藝術、流盃渠、酒器、木雕、佛像與治印，細說文人生

活的閒情與癡迷，以及骨董文玩的滄桑與家國情愁，意象內涵豐

美，理性感性兼具。

談文物收藏的心性與物欲交融。

西周晚期散氏盤，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台灣談美第一人――漢寶德

暢議建築、博物館、公眾美學、藝術生活

漢寶德經典十書

電子書全面登場

色繪古都：京都陶瓷漫步
作者｜陳彥璋，定價｜400元

京都人相信，每天使用的器物，決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品

味。京都人尊重自然、崇敬萬物，對四季更迭、天地諸相有著

特別的感受能力！實踐在生活中，則蔓生出京都料理的優雅意

境、形塑出京都器物的工藝美感；而京燒，則代表了京都人所

有有形與無形的追求中，最具體而微的京都美學。作者陳彥璋

為專業古董鑑藏家，本書將日本工藝品從實用的角度，細述京

燒陶瓷如何製作、鑑別、審美的研究，與其市場經驗不藏私分

享。

看見京都在生活器物與實用美學的豐美面向。

時光收藏者：品味中國藝術三百年
作者｜劉鋼，定價｜450元

本書收羅的藏品，時間橫跨清中期到二十一世紀，作者書寫了

一段段可能曲折、可能快意、可能悲愴的藏畫故事，揭露畫

布背後，原本要被遺忘，或刻意被抹除的曾經。藝術品扮演起

一面面社會的多稜鏡，紀錄與閃耀那一場場徹底真實、絕非虛

構的微劇場，在真實無法被客觀對待的年代裡，讓藝術代替歷

史，一代代的流傳下去。

所有的收藏，意外地成為一種「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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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分
作者｜三谷龍二，譯者｜丁雍，定價｜300元

「店名就決定叫『10公分』了。」⋯⋯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一棟舊建築的
新生命就誕生了。木藝設計師三谷龍二偶遇一間即將被更建為停車場的舊

菸草店，在還沒有任何目的性想法之前，就接洽下來並重新整修成「10公
分」藝廊，從此，松本市多了一間可以讓旅人、朋友們休憩，並品味這座

森林城市生活風味的小地方。保存自己喜愛的事物，不能一味地期待公家

機關的力量，即使個人的力量十分渺小，仍然有一己之力可為之事。

「10公分」是想與過路人們之間對話的距離。

木之匙
作者｜三谷龍二，譯者｜丁雍，定價｜280元

居住在長野縣松本市的設計師三谷龍二從創作中所遇，「重新發現」以往

習慣形式中或許還有不同的可能。未曾改變的日常生活、未曾改變的人

類軀體，這些未曾改變的「限制」，或許反而讓事物的誕生有了最真實的

「理由」。本書純以短文和照片編綴而成──靜謐而豐富的日常形象，以

單純的形式呈現最重要的事物。

在創作以外，一種生活態度。

手作的日常：
播種人的手繪日記
作者｜早川由美，譯者｜小米呆，定價｜480元

作者以春夏秋冬24節氣為脈絡，分享一家人和自然共生的
山野日常：耕田播種、編織布作、摘採果實、製梅干、做

味噌、燒柴生火、與丈夫燒窯製陶、和家人一起旅行⋯⋯

這種與自然、土地、宇宙萬物共生共存的簡單與美好，在

在傳遞著手作人的喜悅與快樂。書中獨創的美味食譜、布

藝作法、祛寒指南⋯⋯搭配近100張可愛的原創手繪圖和照
片，為讀者展現了「另一種生活」樣貌，是在城市的你我

也能效仿的日式山居生活。

哲學思想家史作檉
談哲學、藝術、生命、愛情⋯⋯

  美学──史作檉書系
《水墨十講：哲學觀畫》

《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

《讀老子：筆記62則》

《史作檉的六十堂哲學課：中國哲學精神溯源（精裝收藏版）》

《史作檉講藝：藝術的終極關懷》

《三月的哲思》

《三月後的五卷》

《一個人的哲學：九卷》

《我的後現代：史作檉的八十歲後哲學筆記》

《哲學方法性基礎之意象邏輯：史作檉的

    八十歲後哲學筆記》

  新書預告

《極樂園辯證100條》
  作者｜史作檉，定價｜320元

史作檉是著名哲學思想家，其擅長以全史觀的視野從哲學、心理學、藝術等

層面思考現實的人生信仰、生命現象、文化理念等諸多與人的存在相關的課

題，並兼及詩歌創作和繪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化大學，並在各地巡迴

演講，現以舉辦長期講座為主，深受各方好評。著作等身，影響深廣。

手作的日常，是創作也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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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
作者｜殷寶寧，定價｜360元

建築無關乎性別，但以女性性別特質所發展出的設計美學與照顧倫理的想

像，卻可讓建築設計的初衷回歸到使用者身上。本書不只重現女性建築大

師的故事，透過這些女性在那樣的時代裡，因文化與結構性因素造成她們

進入建築設計領域的障礙，所展現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及作品，使女性主義

與建築產生對話。

女性主義與建築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們該住在哪裡？：建築師找尋宜居地的標準
作者｜俞炫準，譯者｜邱麟翔，定價｜480元

建築與環境影響著人類行為，也反映出人類的生活模式。韓國建築師俞炫

準，細究古今、詳探東西方空間與時間，綜觀「建築」、「城市」與「生

活」的獨特視角與洞察。書中的廣博見識與敏銳視角意使我們不再冷漠以

對建築與城市的相關議題，並且開始在日常生活當中感受、思考現下最適

宜的「時間vs空間」，以及我們應該過上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所居住的城市，應該被打造成什麼樣子？

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作者｜殷寶寧，定價｜480元

修澤蘭是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作品具高度表現性、雕塑性與多元

性，包括學校、教堂、火車站等，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為陽明山中山樓、

花園新城與衛道中學聖堂。本書以文獻、圖面資料和訪談為基礎，從修澤

蘭的個人生命史詮釋其建築實踐的表現形式、建築風格與意義內涵，並試

圖在以男性建築師為支配性地位的建築專業領域裡，尋覓女性建築師的身

影與作品軌跡，重構其作品之歷史性與時代意義，同時提出對臺灣當代建

築現代化論述貧瘠的反思。

臺灣第一女建築師修澤蘭――超越時代的建築先驅者。

城市如何運作：從人文學看待城市的15種觀點
作者｜俞炫準，譯者｜邱麟翔，定價｜480元

建築物提供我們剖析國家與時代的切面。建築物不只擁有地標上的意義，

還反映出周邊地理與氣候，也隱含當地人的文化DNA，以及人類的生活如
何受到居住空間的影響。身為建築師的俞炫準援引例證，帶著我們一起重

新觀看一座城市，從有形的建築物規範出無形的空間，其間的衍生結構浩

繁如星，但答案都在這座城市裡。

看見空間裡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人文與科學。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
我們設計
作者｜殷寶寧，定價｜480元

五個建築場域、五段文化歷程，看似獨立成篇，但共同

貫串的，來自於對文化深層的關注與提問，照見設計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以何樣的角色現身。本書集結了建築

學者殷寶寧近年來在建築、設計與文化領域的研究與寫

作，以地域為經、年代為緯，在建築與文化的交織論述

中，觀察設計如何回應使用者的想像與實境。

以設計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和反抗基地。

城市裡，
那些屬於我的座標
（暫譯）

作者｜俞炫準，譯者｜邱麟翔，定價｜未定

住在城市裡的人，為什麼總是想著要逃離呢？那些關於城

市充滿無情、冷漠、有害之事的陳腔濫調，難道不是出自

於我們的內心嗎？有時候，城市的某些面貌或許一點也不

時髦、不完美，卻對某個人帶有特別的意義。本書是俞炫

準第一本城市散文，也是其寫給城市的一封情書。

建築家俞炫準的第一本城市散文。

新 書 預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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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原來要這樣看！：
10個口訣，秒懂藝術大師內心戲
作者｜奧森．沃德，譯者｜田立心，定價｜450元

作者奧森．沃德提供最原始的「注視的方法」，是由十個易記的步驟

組成。「T. A.B.U.L. A.R . A.S. A.」是一個簡單的口訣，每個字母分別代表觀
賞行為的一部分。每個步驟都會用一個藝術史上的例子來搭配，示範

如何運用這些注視技巧。本書不是要帶你穿越時空去想像觀看者最初

是如何畫出這幅畫，而是要鼓勵讀者用現代人的能力和現代人的參照

資料「再看一次」（look again !）。

每幅古典名作，都是進入另一個時代的窗口！

方聞的
中國藝術史九講
作者｜方聞，定價｜480元

一個時代的藝術何以展現一個時代的文化史？方聞教授畢生

致力於在西方世界建構中國藝術史的話語體系、推廣中國藝

術與文化史的獨立價值。在這九篇主題不同又形成脈絡的文

章，讀者可以看到一位藝術史家如何「講述」中國藝術史的

「故事」，從中認識中國藝術「獨一無二」的價值所在，進

而對於中華文化史的發展有更為全新的認識。

藝術7鑰：從現代到當代，解密20位大師
的經典之作！
作者｜西門．莫雷，譯者｜胡孝哲，定價｜480元

本書解密馬諦斯、畢卡索、安迪．沃荷、草間彌生、徐冰等20位大師
的20件代表作，根據相同的「七把鑰匙／七個關鍵」（seven keys）來
解釋作品的創作根源及其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交流。如同開啟一扇門之

後，風景各異，由這七把鑰匙解鎖的藝術品，亦展現出比重不一的啟

發性觀點。現在，我們將這串鑰匙交給你，想用哪一把，開門之後的

樂趣，等你來領略。

全新觀點！打開你的藝術腦！

畫語錄：王季遷教你看懂中國書畫
作者｜徐小虎，定價｜380元

一位是在中國古書畫鑑定斷代堅持五十餘年的徐小虎，一位是當代極

富盛名的旅美書畫收藏家王季遷，透過作者徐小虎歷時近十年的精彩

訪談，針對中國書畫筆墨的分析與探討，同時也深入剖析中國書畫史

上萬古流芳的大師們的精采創作，並提出鑑賞的方法與準則。

進入拍賣市場的最佳書畫鑑賞入門書。

醜：萬物的美學
作者｜史蒂芬．貝利，譯者｜郭玢玢，定價｜630元

世上真有醜這種東西嗎？隨著時間演變，某件醜的事物又是如何變成

了美的代表呢？它跟人類的品味有多少關連？醜真的是原本就自然存

在的嗎？作者將幾世紀以來的藝術、設計和文化史巧妙地連綴交織，

探索「醜」與它的相反面「美」這兩者的本質。他以時而戲謔嘲諷的

絕佳文筆，質疑並解析世間萬物的美學基礎，針對「醜」這個最挑釁

的主題進行了精彩的正反辯詰。重組美醜的意義、變遷與品味的同

時，美醜之間悄然地位移了⋯⋯

美只有一種典型，醜卻千變萬化？

佛像的臉：從人臉 讀佛臉 看時代人心
作者｜清水真澄，譯者｜楊明綺，定價｜360元

佛像的臉，當然不只是一張「臉」，能反映祈願人心，有著不同於人

臉的意思與表現。本書從人類的眉、眼、鼻、耳、口的大小、形狀、

配置，以及臉部肌肉牽動產生的表情，觀察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佛像，

捕捉臉部的特徵，探究佛像形姿的時代變遷，以及不同的五官鏨刻描

繪技法，如何影響佛臉給人的感覺。亦整理探討了為求開悟的眼半

睜、能夠發揮特殊能力的多眼之眼、為佛像注入靈魂的開眼供養儀

式，也論及額頭正中央的印記「白毫相」所具有的超凡之力。

從五官表情解讀日本最著名佛像及其時代人心與美意識。

跨世紀中國藝術史大師方聞：「藝術即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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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誰怕當代藝術！  作者｜安景輝、潔西卡 瑟拉思，譯者｜金振寧，定價｜400元。02.凝視的身影：37位台灣

當代藝術家的生命歷程與藝術創作  作者｜孫曉彤、蕭榕，定價｜450元。03.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

結構  作者｜皮耶‧布赫迪厄，譯者｜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定價｜580元。04.聖地牙哥．卡拉特拉瓦：

關於他的手繪與建築的所思所想  作者｜克莉絲汀娜．卡西歐．德．阿爾伯諾茲、聖地牙哥．卡拉特拉瓦，譯

者｜陳羚芝，定價｜580元。05.幻影建築：世界頂尖建築師最想建造的50個夢幻建築  作者｜菲利浦．威爾金

森，譯者｜胡孝哲，定價｜680元。06.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 作者｜伊莉莎白．奧托、

派翠克．洛斯勒，譯者｜蘇靖雯，定價｜580元。07.錢暴後的暗處：操作下的21世紀藝術市場  作者｜喬治娜．

亞當，譯者｜官妍廷，定價｜380元。08.藝術史學的世界觀：從宮布利希與葛林柏格到阿爾珀斯及克勞斯  作

者｜理查．雄恩、約翰-保羅．史多納，譯者｜王聖智，定價｜630元。09.如何書寫當代藝術  作者｜吉塔．威

廉斯，譯者｜金振寧，定價｜450元。10.策展人工作指南  作者｜亞德里安．喬治，譯者｜王聖智，定價｜500

元。11.策展簡史  作者｜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譯者｜任西娜、尹晟，定價｜380元。12.設計生意

經：空間設計師的創業獲利提案  作者｜基斯．葛蘭內特，譯者｜郭玢玢，定價｜580元。13.出界──水墨空間

的人間詩學：意識、物質、身體、文化、政治想像的時空旅誌 作者｜高千惠，定價｜480元。14.眼與心：身體

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 作者｜梅洛龐蒂，譯者｜龔卓軍，定價｜250元。15.來聊聊繪本吧  作者｜五

味太郎等18人，譯者｜楊明綺，定價｜480元。

睡眠的方法：
無意識的藝術、生物學和文化
作者｜馬修．富勒，譯者｜郭書瑄，定價｜380元

就藝術的角度來看，從文藝復興至現當代的文學、藝術創作
者，經常將「睡眠」視為一種創作的再生產媒介。本書同時引
用攝影、影片及繪畫作品，透過睡眠議題來檢驗及對照文化觀
和社會價值。人們常認為睡眠是種休眠形式，是種被動的狀
態，然而本書主張，睡眠是種能力、一種力量，當這種力量與
其他類型的關係與能力結合時，就會變得具有生產力。它是一
種複雜的生命現象，具備一貫的美學與生物動力。

從哲學、藝術以及科學角度觀察睡眠樣貌。

當藝術家變成貓：
藝術史上最強藝術貓的生活與時代
認識藝術界最具影響力、毛絨絨的貓咪們。不論是當代藝術大

師草間喵生、法國的野獸派大師亨利‧貓諦斯，還是墨西哥

的芙烈達‧貓蘿⋯⋯本書鉅細靡遺介紹「牠」們不可思議的貓

生，展現藝術作品背後最扣人心弦的生命（每隻貓貓都有九條

命），以及「牠」們獨特著名的風格，讓你一睹這些大師貓的

迷人丰采。本書以貓咪的幻想視角重構藝術史，將用呼嚕呼嚕

的藝術力，挑起所有人的藝術神經。

 不只愛貓人要看，藝術愛好者更要看～喵

霸氣登場！

藝術史上最偉大的22位藝術家「貓」來了！

作者｜妮雅．古德

譯者｜王文娟

定價｜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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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ÉE 

B50007 策展簡史
漢斯．烏爾里希．
奧布里斯特 380 9789866049897 平裝

B50010 如何書寫當代藝術 吉塔．威廉斯 450 9789869478151 精裝

B50011 策展人工作指南 亞德里安．喬治 500 9789869478199 精裝

B50013 臂距之外：行政法人博物館的觀察 黃心蓉 350 9789579057844 平裝

B50014 博物館／美術館的未來性：行政法人制度研究
林曼麗、張瑜倩、 
陳彥伶、邱君妮

480 9786267031124 平裝

B50015 博物館策展人工作指南：認識、管理與展示物件 妮可拉．皮克寧 480 9786267031155 精裝

藝思有法 ARTS LAW 

BAL001 當文創遇上法律：智慧財產的運用 賴文智 300 9789579057806 平裝

BAL002 當文創遇上法律：公司治理的挑戰 劉承愚 300 9786267031087 平裝

BAL003 當文創遇上法律：從匠人到企業 劉承慶 300 9789579057882 平裝

文化創意產業 

B40018 樓外青山：文化‧休閒‧類博物館 黃光男 320 9789866049323 平裝

B40020 HANS  J . WEGNER 名椅大師．丹麥設計 織田憲嗣 650 9789866049699 精裝

B40021 押井守的角色學：從電影學來的工作生存法則 押井守 430 9789869225922 平裝

B40022 設計生意經：空間設計師的創業獲利提案 基斯．葛蘭內特 580 9789869225977 精裝

B40023 1人藝術無限公司：我是藝術家，我自己賣作品！ 
個人創意事業營生指南

麗莎．康頓 360 9789869280273 平裝

B40024 宮崎駿論：眾神與孩子們的物語 杉田俊介 480 9789869478120 平裝

B40026 藝術家的正職 喬安娜．奈格勒爾 340 9789869615532 平裝

B40027 丟掉你的爛劇本！：
故事不NG！一下筆就能寫的43個關鍵技巧 D．B．吉爾 360 9789869639743 平裝

B40028 演員還是別太出色比較好 竹中直人 380 9789869639781 平裝

B40029 插畫家的初心：
永不放棄夢想！插畫家 kowei 15年接案實例全紀錄！ kowei 350 9789579057479 平裝

B40030 用藝術力突破商業瓶頸 增村岳史 380 9789579057714 平裝

B40031 找到你的藝術家靈魂：
啟動你創造性魔法的實用指南

麗莎．康頓 400 9786267031032 精裝

B40032 JOJO論 杉田俊介 480 9789869690096 平裝

作品集 

BL0010 人外人 姚瑞中 1200 9789866833304 精裝

BL0023 跨界：當代藝術中的游轉與鄉愁
陳明惠、
歐蒂．琳絲

499 9789866049903 平裝

BL0025 趙洋 ZHAO YANG 趙洋 1000 9789869343282 精裝

BL0032 巨神連線 姚瑞中 3000 9789869535403 精裝

BL0035 影像軌跡．策展美學：春之當代藝論2015-2016 龔彥等 580 9789869615594 平裝

BL0036 楊允城作品集2&3 楊允城 990 4719294100957 裸背
線裝

BL0040 自由之路．人權光影：
美麗島事件（1979-2019）四十週年影像．詩 李敏勇等13人 420 9789579057554 裸背

線裝

BL0041 在當代之後：2017-2018春之當代藝論 辛友仁 580 9789869259712 平裝

BL0042 光之穹頂.夢想的入口：
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創作故事與作品導覽 (中英雙語) 關水仙 400 9789869690058 平裝

BL0045 地獄空：姚瑞中拍立得地獄寫景 姚瑞中 700 9789579057998 平裝

ART MARKET 藝術市場 

BG0007 錢暴：21世紀藝術市場大爆發 喬治娜．亞當 380 9789869225946 平裝

BG0008 錢暴後的暗處：操作下的21世紀藝術市場 喬治娜．亞當 380 9789869690034 平裝

BG0009 當藝術遇上法律：藝術投資收藏的攻防對策 葉茂林 380 9789579057509 平裝

BG0010 貝耶勒傳奇：巴塞爾藝博會創辦人的藝術世界 莫里 340 9789579057615 平裝

BG0011 藝術市場上的攝影：從交易到收藏的操作與演變 茱麗葉．海金 580 9789579057707 精裝

徐冰書系

B80022 背後的故事 徐冰等8人 380 9789869639712 平裝

典藏人物 

B80007 給大地寫家書：李喬 許素蘭 280 9789866833410 平裝

B80012 骷顱與金鎖：魏海敏的戲與人生 黃淑文 320 9789866833793 平裝

B80014 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 藍祖蔚 320 9789866833847 平裝

B80016 林磐聳的設計地圖 林磐聳、吳秋瓊 380 9789866833885 平裝

B80017 逆境激流：林惺嶽傳 彭宇薰 420 9789866049316 平裝

B80018 王農：觀想．寫意．大自在 張潔 1200 9789866049408 精裝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ISBN    裝訂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ISBN    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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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0019 沙發前的佛洛伊德：盧西安肖像 喬迪．葛瑞格 460 9789866049774 平裝

B80021 世紀王大閎 王大閎等18人 880 9789869615570 精裝

B80023 大收藏家：謝爾蓋．舒金和他失落傑作的故事
娜塔莉亞．賽米諾娃、
安得烈．德洛格

480 9789579057752 平裝

B80024 李歐和他的圈子：美國畫廊教父卡斯特里的一生 安妮．科恩−索拉爾 620 9786267031001 平裝

藝術札記 

BH0020 走近當代藝術家：鄭勝天的五十一次訪談 鄭勝天 420 9789866049712 平裝

BH0026 寫藝人間：漢寶德談書法藝術 漢寶德 380 9789869690003 平裝

BH0027 邁向繆思：漢寶德談博物館 漢寶德 480 9789579057462 平裝

BH0028 保存生活：漢寶德談鄉土與藝術 漢寶德 350 9789579057516 平裝

BH0029 金玉藝采：漢寶德談文物 漢寶德 380 9789579057721 平裝

BH0030 歲月意象：漢寶德續談文物 漢寶德 380 9789579057738 平裝

ESSAI 

BH0021 故宮90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 野島剛 450 9789869280235 平裝

BH0022 灰色的狂歡節：2000年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 朱朱 480 9789869280266 平裝

BH0023 凝視的身影：
 37位台灣當代藝術家的生命歷程與藝術創作 孫曉彤 450 9789869406000 平裝

BH0024 時光收藏者：品味中國藝術三百年 劉鋼 450 9789869478113 平裝

BH0025 色繪古都：京都陶瓷漫步 陳彥璋 400 9789869406093 平裝

BH0031 來聊聊繪本吧
長新太、五味太郎等
18人 480 9789579057776 平裝

美学――史作檉系列 

BIA006 水墨十講：哲學觀畫 史作檉 350 9789867519740 平裝

BIA008 純粹詩境：自然之中，美學之外 史作檉 320 9789866049309 平裝

BIA009 讀老子：筆記62則 史作檉 300 9789866049606 平裝

BIA010 史作檉的六十堂哲學課：
中國哲學精神溯源（精裝收藏版）

史作檉 420 9789866049637 精裝

BIA011 史作檉講藝：藝術的終極關懷 史作檉 320 9789866049675 平裝

BIA012 三月的哲思 史作檉 333 9789866049941 精裝

BIA013 三月後的五卷 史作檉 355 9789866049958 精裝

BIA014 一個人的哲學：九卷 史作檉 300 9789869343275 平裝

BIA015 我的後現代：史作檉的八十歲後哲學筆記 史作檉 320 9789869615587 平裝

BIA016 哲學方法性基礎之意象邏輯：
史作檉的八十歲後哲學筆記

史作檉 320 9789579057455 平裝

ARCHI+  

BD0007 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 殷寶寧 360 9789866049798 平裝

BD0009 我們該住在哪裡？建築師找尋宜居地的標準 俞炫準 480 9789579057400 平裝

BD0010 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殷寶寧 480 9789579057523 平裝

BD0011 幻影建築：世界頂尖建築師最想建造的50個夢幻建築 菲利浦．威爾金森 680 9789579057547 精裝

BD0013 聖地牙哥．卡拉特拉瓦：
關於他的手繪與建築的所思所想

克莉絲汀娜．卡西歐．
德．阿爾伯諾茲

580 9789579057684 精裝

BD0014 城市如何運作：從人文學看待城市的15種觀點 俞炫準 480 9789579057745 平裝

BD0015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 殷寶寧 480 9786267031209 平裝

ARCHI. 建築 
BD0006 百年古蹟滄桑：臺灣建築保存紀事 李乾朗 420 9789866049613 平裝

BD0012 探索貝聿銘
黃健敏、黃承令、
賴德霖、李瑞鈺等

350 9789579057653 平裝

CRITIQUE 

B70010 表現出時代的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 李淑珠 480 9789866049194 平裝

B70011 風火林泉：當代亞洲藝術專題研究 高千惠 420 9789866049491 平裝

B70012 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 陳香君 500 9789868132566 平裝

B70013 第三翅膀：藝術觀念及其不滿 高千惠 420 9789866049651 平裝

B70014 台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 呂佩怡 500 9789866049859 精裝

B70015 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 林惺嶽 680 9789866049927 平裝

B70016 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 克萊兒．畢莎普 580 9789866049934 平裝

B70017 從行動到觀念：晚期現代主義藝術理論的轉型 皮力 350 9789866049989 平裝

B70018 詮釋之外：藝評社會與近當代前衛運動 高千惠 400 9789869478175 平裝

B70019 藝術史學的世界觀：
從宮布利希與葛林柏格到阿爾珀斯及克勞斯

理查．雄恩、
約翰─保羅．史多納 630 9789869535465 精裝

B70020 向道德主義告別：關於當代藝術的思考 皮力 380 9789869535489 平裝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ISBN    裝訂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ISBN    裝訂

2022 ARTCO BOOK｜2 52 4｜2022 典藏書目

出版列表｜BOOK LIST 出版列表｜BOOK LIST



B70021 策展詩學：教育、諸眾與民主之後 林宏璋 340 9789869615556 平裝

B70022 不沉默的字：藝評書寫與其生產語境 高千惠 320 9789869639736 平裝

B70023 當代藝術生產線：創作實踐與社會介入的案例 高千惠 480 9789579057387 平裝

B70024 出界：水墨空間的人間詩學：意識、物質、身體、
文化、政治想像的時空旅誌

高千惠 480 9789579057608 平裝

B70025 生態藝術：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 保羅 阿登納 480 9786267031100 平裝

SEE 

B20023 瘋狂人生：達利小傳 林惺嶽 280 9789866049217 平裝

B20026 醜：萬物的美學 史蒂芬．貝利 630 9789866049590 精裝

B20027 想像的博物館 菲利普．達維里歐 690 9789869225908 精裝

B20031 誰怕當代藝術！
安景輝、潔西卡．
瑟拉思

400 9789869639729 精裝

B20032 什麼是繪畫？
我們該如何觀看、如何思索所見之物？

朱利安．貝爾 580 9789579057448 精裝

B20033 包浩斯的女性藝術家：45位被遺忘的女性紀錄 伊莉莎白．奧托、
派翠克．洛斯勒

580 9789579057561 精裝

B20034 藝術7鑰：
從現代到當代，解密20位大師的經典之作！ 西門‧莫雷 480 9789579057790 平裝

B20035 藝術，原來要這樣看！：
10個口訣，秒懂藝術大師內心戲 奧森．沃德 450 9789579057837 平裝

TREASURE 

B10055 畫夢上海：任伯年的筆墨世界 楊佳玲 699 9789866049071 平裝

B10063 畫語錄：王季遷教你看懂中國書畫 徐小虎 380 9789866049422 平裝

B10068 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定
（再刷增修版）

傅申 3000 4719294100612 精裝

B10072 中國書畫．日本收藏：關西百年收藏記事
關西中國書畫
收藏研究會

620 9789866049880 精裝

B10074 佛像的臉：從人臉 讀佛臉 看時代人心 清水真澄 360 9789866049972 平裝

B10083 2018書畫拍賣大典 典藏編輯部 2000 9789869615518 平裝

B10084 2018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大典 典藏編輯部 2000 9789869615501 平裝

B10085 2019中國文物拍賣大典 典藏編輯部 2000 9789869690072 平裝

B10086 2019書畫拍賣大典（僅電子書） 典藏編輯部 999 9789579057431 平裝

B10087 2019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大典（僅電子書） 典藏編輯部 999 9789579057417 平裝

B10088 2020中國文物拍賣大典 典藏編輯部 2000 9789579057592 平裝

B10089 方聞的中國藝術史九講 方聞、談晟廣 480 9789579057783 平裝

B10090 2021文物拍賣大典 典藏編輯部 2000 9789579057813 平裝

B10091 2022文物拍賣大典 典藏編輯部 2000 9786267031148 平裝

ÄSTHETIK+ 美學 PLUS 

BIB005 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皮耶．布赫迪厄 580 9789869225960 平裝

BIB006 睡眠的方法：無意識的藝術、生物學和文化 馬修．富勒 380 9789579057660 平裝

BIB007 當藝術家變成貓：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妮雅．古德 450 9789579057875 精裝

ASPECT 

BJ0003 蒙太奇的微笑：城市影像/空間/跨領域 黃建宏 320 9789866049446 平裝

西洋美學藝術學經典名著箋註 

BIB002 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 梅洛龐蒂 250 9789866833113 平裝

東西美學藝術學對話 

BIC005 禪與現代美術：現代東西方藝術互動史（二版） 海倫．威斯格茲 420 9789869639774 平裝

MANU+S 

BE0001 細說義．美人生：關於你我的生命禮俗書 歐瑞雲 299 9789867519955 平裝

BE0003 木之匙 三谷龍二 280 9789866049200 平裝

BE0004 10公分 三谷龍二 300 9789866049521 平裝

BE0005 手作的日常：播種人的手繪日記 早川由美 480 9789579057820 平裝

藝．小說 

BK0003 幻城 王大閎 360 9789866049347 平裝

BK0004 Phantasmagoria D. Wang and 
C. Bartholomew 660 978986604935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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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co Books 典藏藝術出版藝術
專業論叢，從策展、建築、藝術

史、藝術投資市場、藝評書寫到

文創產業等。

主力是藝術出版品的我們，在典

藏藝術blog嘗試以字裡行間的不同
可能與讀者相遇、接觸，從紙本

到數位的出版訊息、叢書精選書

摘、獨家專欄、讀者書評等，期

望透過書籍和生活美學欣賞，帶

給讀者豐富藝術觀點！

小典藏出版童書，透過多元文化

的視野與動手創作的過程中，尋

找每一個奇想故事，希望讓孩子

們可以翻著一頁又一頁充滿創造

力的圖畫，激發思考力、想像力

和創作力，培養對美好事物的欣

賞和感受能力。

小典藏網站是以藝術、親子、閱

讀、生活為主的藝文平台，邀約

各界作者與活動單位，每週專欄

精選內容，帶來滿滿的藝術能

量！同時也匯集新鮮有趣的展覽

報導、親子活動，在線上閱讀同

時也提供線下活動資訊參與！

《極樂園辯證100條》作者｜史作檉

《朱延平七日談：永遠不回頭的電影人生路》作者｜藍祖蔚

《生命縮圖：圖像小說中的人生百態》作者｜郭書瑄

《鄉關何處：高雄眷村三部曲》作者｜侯淑姿

《當文創遇上法律：讀懂IP授權合約》作者｜賴文智律師

《城市裡，那些屬於我的座標》（暫譯）作者｜俞炫準

《�e Art Collector’s Handbook: �e De�nitive 
  Guide to Acquiring and Owning Art》（暫譯：收藏指南）
   作者｜Mary Rozell

《�e Simple Truth: �e Monochrome in Modern Art》
（暫譯：單色畫）作者｜Simon Morley

《Écrire une histoire de l’art taïwanais, une entreprise 
  politique controversée》
（暫譯：書寫一個台灣美術史——一個爭議的政治進程）

  作者｜蔡潔妮、譯者｜劉曉文

《�e Ends of Art Criticsm》（暫譯：藝術評論終結）
  作者｜Patricia Bickers

即將
出版。

全方位
藝術觀點！

帶孩子 
看讀藝術！

典藏藝術 blog 

小典藏網站

典藏藝術出版粉專

小典藏粉專

典藏藝術出版 IG

更多小典藏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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