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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356020
叫我第1名 = Front of the

class

華納(Werner, Peter)導演;沃克

(Wolk, Jimmy),凱伊(Kay,

Dominic Scott),威廉斯

(Williams, Treat)主演

公播版 天馬行空 2010 DV987.83/4424/ 成長電影

2 C356021 湄公河行動 = Operation Mekong
林超賢導演;張涵予,彭于晏,陳

寶國主演
公播版 采昌國際 2017 DV987.83/4447/ 犯罪電影

3 C356022 灣生回家 = Wansei Back Home
黃銘正導演;富永勝,松本洽盛,

家倉多惠子主演
公播版 輝洪 2016 DV987.81/4481/ 紀錄片

4 C356023 關鍵少數 = Hidden Figures

梅爾菲(Melfi, Theodore)導演;

韓森(Henson, TarajiP.),史班

森(Spencer, Octavia),夢內

(Monáe, Janelle)主演

公播版 影傑公播發行 2017 DV987.83/4814/ 傳記電影

5 C356024 判決 = The children act

艾爾(Eyre, Richard)導演;湯普

遜(Thompson, Emma),圖奇

(Tucci, Stanley),懷海德

(Whitehead, Fionn)主演

公播版 傳影互動 2019 DV987.83/4410/ 法官電影

6 C356025 正義辯護人 = The attorney
楊宇碩導演;宋康昊,吳達庶,金

姈愛主演
公播版 影聯公播發行 2015 DV987.83/4631/ 律師電影

7 C356026
辛德勒的名單 = Schindler's

list

史匹柏(Spielberg, Steven)導

演;尼遜(Neeson, Liam),金斯利

(Kingsley, Ben),范恩斯

(Fiennes, Ralph)主演

公播版 得利影視 2013 DV987.83/5074/v.1 二戰電影

8 C356027
辛德勒的名單 = Schindler's

list

史匹柏(Spielberg, Steven)導

演;尼遜(Neeson, Liam),金斯利

(Kingsley, Ben),范恩斯

(Fiennes, Ralph)主演

公播版 得利影視 2013 DV987.83/5074/v.2 二戰電影

9 C356028 人生的最後功課 = Being Mortal 詹寧斯(Jennings, Thomas)導演 公播版 宇勗公播發行 2017 DV419.8/2734/ 生命教育

10 C356029
巴哈旺大飯店 = Hotel

Salvation

普塔尼(Bhutiani,

Shubhashish)導演;胡珊

(Hussain, Adil),貝爾(Behl,

Lalit),高斯(Ghosh, Palomi)主

演

公播版 宇勗 2018 DV987.83/8047/ 生命教育

11 C356030
送行者的日常對話 = City of

the dead
易克(Eek, Miguel)導演 公播版 天馬行空 2019 DV489.66/6040/ 生命教育

12 C356031 沙塵暴 = Dust storm 卡麥倫(Cameron, Neil)導演 公播版 宇勗企業 2019 DV328.55/2142/ 環境生態

13 C356032

打開社會事件S檔案: 大數據的兩

面刃 = Open the S files: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the big

data

東臺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公播版 視納華仁文化 2019 DV987.81/5425/ 
科學大數

據

14 C356033
虛你人生 =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
吳皓導演 公播版 視納華仁 2019 DV987.81/2624/ 社群網路

15 C356034

生命旅程: 藝術大師的腦內旅程

= Hello Brain!: Power of Body

and Movement

東臺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公播版 視納華仁文化 2019 DV987.81/5425/v.1 生命科學

16 C356035

生命旅程: 尋找聲音的腦內旅程

= Hello Brain!: Power of

Sound and Hearing

東臺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公播版 視納華仁文化 2019 DV987.81/5425/v.2 生命科學

17 C356036

生命旅程: 飲食饗宴的腦內旅程

= Hello Brain!: Power of Food

and Eating

東臺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公播版 視納華仁文化 2019 DV987.81/5425/v.3 生命科學

18 C356037

兩地 = Home in Two Cities(他

們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師系列電

影典藏版))

楊力州導演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4643/v.1
文學大師

電影

19 C356038

兩地 = Home in Two Cities(他

們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師系列電

影典藏版))

楊力州導演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4643/v.2
文學大師

電影

20 C356039

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他們

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師系列電影

典藏版))

溫知儀導演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3682/v.1
文學大師

電影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圖 書 館 1 0 9 年 新 片 登 錄 簿(視聽館藏)

第 1 頁，共 2 頁



登錄號 片 名 作 者 版本項 出 版 社 出版年 索 書 號 類別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圖 書 館 1 0 9 年 新 片 登 錄 簿(視聽館藏)

21 C356040

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他們

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師系列電影

典藏版))

溫知儀導演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3682/v.2
文學大師

電影

22 C356041

化城再來人 = The coming of

Tulku(他們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

師系列電影典藏版))

陳傳興導演;周夢蝶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7527/v.1
文學大師

電影

23 C356042

化城再來人 = The coming of

Tulku(他們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

師系列電影典藏版))

陳傳興導演;周夢蝶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7527/v.2
文學大師

電影

24 C356043

逍遙遊 =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他們在島嶼寫作一(文

學大師系列電影典藏版))

陳懷恩導演;余光中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7596/v.1
文學大師

電影

25 C356044

逍遙遊 =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他們在島嶼寫作一(文

學大師系列電影典藏版))

陳懷恩導演;余光中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7596/v.2
文學大師

電影

26 C356045

尋找背海的人 = The man behind

the book(他們在島嶼寫作一(文

學大師系列電影典藏版))

林靖傑導演;王文興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4402/v.1
文學大師

電影

27 C356046

尋找背海的人 = The man behind

the book(他們在島嶼寫作一(文

學大師系列電影典藏版))

林靖傑導演;王文興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4402/v.2
文學大師

電影

28 C356047

如霧起時 = Port of mists(他們

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師系列電影

典藏版))

陳傳興導演;鄭愁予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7527/v.1
文學大師

電影

29 C356048

如霧起時 = Port of mists(他們

在島嶼寫作一(文學大師系列電影

典藏版))

陳傳興導演;鄭愁予 公播版 目宿媒體 2012 DV987.81/7527/v.2
文學大師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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