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今泉江利子 我的第一堂日語聽力課 / 今泉江利子作. 803.18 8232.  推廣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6週衝刺日檢四級 / 今泉江利子等著. 803.189 8232 v.1-4推廣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日檢N3聽解一次掌握! = 聽解力カがみするアップ / 今泉江利子著. 803.189 8232-1.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N2新日檢聽解 : 一本搞定 / 今泉江利子作 803.189 8232-2 N2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日檢N2聽解總合對策 : 要点スッキリ、一発合格! / 今泉江利子, 淸水裕美子作 803.189 8232-4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日檢N3聽解總合對策 / 今泉江利子著 ; 林郁鳳 , 游翔皓譯 803.189 8232-4 N3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日檢N4聽解總合對策 / 今泉江利子著 ; 林郁鳳 , 游翔皓譯 803.189 8232-4 N4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日檢N5聽解總合對策 / 今泉江利子著 ; 游翔皓, 詹兆雯譯 803.189 8232-4 N5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樂讀日本民間故事選 = ふるさとの話 / 今泉江利子, 須永賢一, 津田勤子

著 ; 林雪星譯
861.58 8232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日檢N4聽解總合對策 / 今泉江利子,本間崎理著;詹兆雯,游翔皓譯 803.189 8232-4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N1新制日檢聽解一本搞定[有聲] [電子資源] / 今泉江利子作 ; 詹兆雯中文解說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

ail.aspx?PublicationID=P2013

0523021

日文碩

今泉江利子

瘋狂聽日語[有聲] [電子資源] / 今泉江利子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

t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

140829028

日文碩

王清棟 一個人用韓文去旅行 / 王淸棟,李美林著 803.288 1034 韓文系

王麗萍 新日檢 : 三回全科模擬試題(言語知識、聽解)+聽解+完全解析 / 王麗萍作. 803.189 1014. 日文碩

王麗萍 新日檢N3完全對策 : 文法 = これさえあれば N3は完璧! / 王麗萍著. 803.189 1014-1. 日文碩

王麗萍 新日檢N3完全對策 : 語彙 = これさえあれば N3は完璧 / 王麗萍著. 803.189 1014-2. 日文碩

向陽(林淇瀁) 為台灣祈安 / 向陽著. 078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起造文化家園 : 向陽文化評論集 / 向陽著. 078 44331-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判斷力 / 向陽編著. 176.45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卡耐基名言集 / 向陽編著. 192.8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寄情山水 : 6位文學家的水土保持駐村故事 434.27307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巧筆刻繪生活情 : 臺灣民俗圖繪 / 向陽編著 ; 立石鐵臣圖 538.8232 4433 (8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讓你的經濟細胞活起來 / 向陽編著. 550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守護民主臺灣 : 向陽政治評論集 573.07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公僕報告 / 向陽,呂東熹,黃旭初著. 573.09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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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林淇瀁) 台灣的故事 / 向陽執筆. 677.2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迎向眾聲 : 八〇年代臺灣文化情境觀察 / 向陽著. 820.7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喧嘩、吟哦與嘆息 : 臺灣文學散論 / 向陽著. 820.7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浮世星空新故鄉 : 臺灣文學傳播議題新論 / 向陽著. 820.7 4433-2.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書寫與拼圖 : 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硏究 / 林淇瀁著. 820.7 443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康莊有待 / 向陽著. 829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致島嶼 / 向陽編著. 830.8 5984.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航向福爾摩莎 / 向陽編著. 830.8 5984. v.3 n.4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太平洋的風 / 向陽編著. 830.8 5984.2. v.3 n.2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春天在我血管裏唱歌 / 向陽編著. 830.8 5984.2. v.3 n.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台灣現代文選 / 向陽,林黛嫚,蕭蕭編著. 830.86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向陽集 / 向陽作. 831.8 4308.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台灣現代文選. 新詩卷 / 向陽編著. 831.86 4433-2.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四季 / 向陽著. 851.486 4433-1 (77)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寫字年代 :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 851.486 4433-10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向陽詩選 一九七四-一九九六 / 向陽著. 851.486 4433-2.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心事 / 向陽著. 851.486 443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向陽臺語詩選 / 向陽著. 851.486 4433-4.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亂 / 向陽著. 851.486 4433-5.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十行集 / 向陽著 851.486 4433-7 (9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種籽 / 向陽著. 851.486 4433-8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土地的歌 : 向陽方言詩集 / 向陽著 851.486 4433-9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跨世紀傾斜 / 向陽著. 855 2776.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 / 向陽著. 855 2776-2.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日與月相推 / 向陽著. 855 2776-5.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為自己點盞小燈 / 向陽著. 855 4433 (92)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暗中流動的符碼 / 向陽著. 855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一個年輕爸爸的心事 / 向陽著. 855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月光冷冷地流過 / 向陽著. 855 443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安住亂世 / 向陽著. 855 4433-4.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旅人的夢 / 向陽著. 855 4433-5. 日文系、新聞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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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林淇瀁) 世界靜寂下來的時候 / 向陽著. 856.9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失去的月光 / 向陽選編. 857.61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變翼的蝴蝶 / 向陽選編. 857.61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記得茶香滿山野 859.6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大鐘抓小偷 : 成語也會說故事 859.6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我的夢夢見我在夢中作夢 859.8 4433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春天的短歌 859.8 4433-1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詩.手跡 863.51 3402 日文系、新聞碩

朱湘潔(Jessy C.)Bonjour我的巴黎情人 / Jessy C.著 863.55 2272 法文系

何致和 失去夜的那一夜 / 何致和著. 857.63 2112 英文系

何致和 白色城市的憂鬱 / 何致和著. 857.7 2112 英文系

何致和 花街樹屋 / 何致和著 857.7 2112-1 英文系

何致和 外島書 / 何致和著 857.7 2112-2 英文系

吳奕芳 淸晰的模糊 : 藝術中的人與人 / 吳奕芳著. 907 2604  俄文系

吳奕芳 藝術贊助者與藝術家 : 馬蒙托夫的藝術贊助事業與俄羅斯19世紀後期的藝術

發展 / 吳奕芳著.
909.48 2604  俄文系

吳奕芳 俄羅斯,這玩藝! : 視覺藝術&建築 / 吳奕芳著. 923.48 2604  俄文系

吳家興 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 / 吳家興著. 552.32 2637 韓文系

吳淑華 實用俄語入門 = Русский яык для начинающих / 吳淑

華, 吳鴻傑合著
806.18 2634 俄文系

吳惠純 我的第二堂韓語課 : 基本句型232 / 游娟鐶,吳惠純合著. 803.26 3848 韓文系

吳潤璿 1919 : 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 埃雷

斯.馬內拉著 ; 吳潤璿譯

571.113 7145  法文系

吳潤璿 空中堡壘 : 盟軍轟炸機 / Chris Chant作 ; 吳潤璿譯 598.62 8324-11  法文系

吳潤璿 鷹擊長空 : 盟軍戰鬥機 / Chris Chant作 ; 吳潤璿譯 598.61 8324  法文系

吳潤璿 看不見的屏障 : 決定台灣命運的第七艦隊 / 布魯斯.艾里曼(Bruce A. Elleman)著 

; 吳潤璿譯
599.8 4466  法文系

吳潤璿 在滿州 : 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 / 梅英東(Michael Meyer)著 ; 吳潤璿譯 674.04 4845  法文系

吳潤璿 被隠藏的中國 : 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 / 大衛.艾默(David 

Eimer)著 ; 吳潤璿譯
690 4463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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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璿 帝國落日 : 大日本帝國的衰亡, 一九三六-一九四五 / 約翰.托蘭(John Toland)著 ; 

吳潤璿譯
731.278 0646  v.1-v.2 法文系

吳潤璿 西進的帝國 : 地理如何形塑美國的世界地位 /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 吳潤璿譯

752.6 4044 法文系

吳潤璿 鄧小平 : 革命人生 /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著 ; 吳潤璿譯
782.886 1791-26  法文系

吳潤璿 盲眼律師 : 在黑暗中國尋找光明的維權鬥士 / 陳光誠著 ; 吳潤璿譯 782.887 7590 法文系

李細梅 現代俄語句法之硏究 / 李細梅著. 806.16 4024. 俄文系、俄文碩

林 熙強 修辭.符號.宗敎格言 : 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硏究 815.6 4471 英文系、英文碩

林 熙強 吠 874.57 2610-1 英文系、英文碩

林先渝 韓國과 中國의 公企業管理制度에 관한 比較硏究 = Management system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in korea amd china ; Comparative analysis,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s / 林先渝著.

494 44231 韓文系

林先渝 韓國的地理資源與文物 / 林先渝著. 732.6 4423 韓文系

林先渝 韓語韓文 / 林先渝編著. 803.28 4423 韓文系

林明德 實用中國語會話 : 生活篇 / 林明德編著. 802.88 4462 韓文系

林明德 實用國際中國語會話 / 林明德編著. 802.88 4462-1 韓文系

林明德 實用生活中國語會話 / 林明德編著. 802.88 4462-2 韓文系

林明德 輕鬆學好韓語 / 林明德著. 803.2 4462 韓文系

林明德 韓語生活會話 [錄音資料] / 林明德編著. 803.288 44261-1 韓文系

林明德 實用華語會話 / 林明德編著. 803.288 44621 韓文系

林明德 韓.中夢幻小說研究 : 그功名思想避世思想을 中心으로 / 林明德著 862.57 4462-1 韓文系

林德祐 藍色小孩 / 亨利.伯修(Henry Bauchau)作 ; 林德祐譯 876.57 2627 法文系、法文碩

林德祐 環城大道 / 派屈克.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著 ; 林德祐譯 876.57 4330-1  法文系、法文碩

武忠森 種子寶寶 / 提利.勒南(Thierry Lenain)作 ; 塞哲.布洛克(Serge Bloch)圖 

; 武忠森翻譯

429.1 4440 法文系

武忠森 蘋果熱與皮克斯瘋 / 希瑞爾.菲飛特(Cyril Fievet)著 ; 武忠森譯 484.67 44121  法文系

武忠森
企業公民 / 卡洛斯.高恩(Carlos Ghosn),飛利浦.耶斯(Philippe Ries)著 ; 武忠森譯 494 5360-1  法文系

武忠森 巧克力經濟學 / 安德烈.傅頌(Andre Fourcans)作 ; 武忠森譯 550 2381  法文系

武忠森 這就是你面對的全球化 / 安德列.傅頌(Andre Fourcans)著 ; 武忠森譯 552.1 23812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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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忠森
經濟不說謊 : 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 / 索爾孟(Guy Sorman)著 ; 武忠森譯 552.1 40111  法文系

武忠森 影天子 / 戴思杰著 ; 尉遲秀,武忠森譯 857.84 2637  n.4265  法文系

武忠森 阿里雜貨店 / 吉勒.波內(Gilles Bornais)著 ; 武忠森譯 876.57 3440 法文系

武忠森 明天我就不追了! /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作 ; 武忠森譯 876.57 4107  法文系

武忠森 明天我就不幹了! /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著 ; 武忠森譯 876.57 4107-1  法文系

武忠森 星期二的匿名信 / 伊蓮.葛蕾米雍(Helene Gremillon)著 ; 武忠森譯 876.57 4490 法文系

武忠森 這年夏天 / 薇若妮克. 歐樂蜜(Veronique Olmi)著 ; 武忠森譯 876.57 7723  法文系

武忠森 偶像 / 塞哲.鍾顧(Serge Joncour)作 ; 武忠森譯 876.57 8231 法文系

武忠森 小小彭西 / 索耶.夏隆東(Sorj Chalandon)著 ; 武忠森譯. 876.59 1075  法文系

武忠森 小女巫薇荷特 / 瑪莉.德布萊珊(Marie Desplechin)作 ; 武忠森譯 876.59 4212  法文系

武忠森 你大,我小 / 葛黑瓜爾.索羅塔賀夫文.圖 ; 武忠森譯 876.59 4644  法文系

武忠森 三封寫給獨裁者的信 / 費南度.阿拉巴爾(Fernando Arrabal)著 ; 陳小雀,武忠森,

張懿德等譯
878.6 7571  法文系

武忠森 遇見野兔的那一年 / 亞托.帕西里納(Arto Paasilinna)著 ; 武忠森譯 881.157 4162  法文系

武忠森 當我們一起跳海 / 亞托.帕西里納(Arto Paasilinna)著 ; 武忠森譯 881.157 4162-1 法文系

武忠森 德國人的村莊 / 布瓦連.桑薩(Boualem Sansal)著 ; 武忠森譯 886.7257 7744  法文系

武忠森 法國淸新舒壓著色畫50 : 療癒曼陀羅 / 伊莎貝爾.熱志-梅納(Isabelle Jeuge-

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 克萊兒.摩荷爾-法帝歐(Claire Morel 

Fatio)編 ; 武忠森譯

947.45 3630 推廣 法文系

武忠森

這次不能搞砸了/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著 ; 武忠森譯

http://www.airitibooks.com/De

t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

171118196

法文系

胡逢瑛 俄羅斯傳媒體制創新 = Innovation of russian media system / 吳非,胡逢

瑛著
541.83 2611 俄文系

胡逢瑛 透視蘇俄傳媒轉型變局 / 胡逢瑛,吳非著 541.83 4731 俄文系

胡逢瑛 全球化下的俄中傳媒在地化變局 : 大公報之傳媒睇傳媒 = Globalization 

factor in Russian and China media reform / 胡逢瑛,吳非著
541.83 4731-1 俄文系

胡逢瑛
俄羅斯傳媒新戰略 : 從普京到梅普共治的時代 = Russian Media Strategy 

from Putin to Medvedev ; Under the Power of Putin / 胡逢瑛著
541.83 4731-2 俄文系

胡逢瑛 政治傳播與新聞體制 / 胡逢瑛,吳非著 541.83016 4731 俄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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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逢瑛 俄羅斯民主轉折 : 衝突、反恐與危機處理 / 胡逢瑛著 574.48 4731 俄文系

胡逢瑛 俄羅斯再次崛起? : 雙頭鷹的亞太政策與戰略思想 / 胡逢瑛著 574.48 4731-1 俄文系

胡逢瑛 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 : 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 / 胡逢瑛, 

吳非著
578.48 4731 俄文系

胡逢瑛 蘇俄新聞傳播史論 / 胡逢瑛,吳非著 890.948 4731 俄文系

胡逢瑛 反恐年代中的國際新聞與危機傳播 / 胡逢瑛,吳非著 895.35 4731 俄文系

胡逢瑛
俄羅斯民主轉折 [電子資源] : 衝突.反恐與危機處理 / 胡逢瑛著

http://taebc.ebook.hyread.com.

tw/bookDetail.jsp?id=15852
俄文系

孫國祥(孫吳) 非人間 / 孫吳著. 857.63 1263  法文系

徐先正 善用30分鐘日檢N4楽楽過 / 徐先正編著 803.189 2821-1 日文碩

徐先正 超圖解個體經濟學入門 : 考試全攻略.快速上手 / 石川秀樹著 ; 徐先正譯 551 1224 日文碩

袁哲生 靜止在 / 袁哲生著. 848.6 4052. 英文系

袁哲生 倪亞達 / 袁哲生著   陳弘耀繪. 855 40522. 英文系

袁哲生 寂寞的遊戲 / 袁哲生著. 857.63 4052. 英文系

袁哲生 秀才的手錶 / 袁哲生著. 857.63 4052-1. 英文系

袁哲生 靜止在樹上的羊 / 袁哲生著. 857.63 4052-2. 英文系

袁哲生 羅漢池 / 袁哲生著   陳弘耀繪圖. 857.7 4052. 英文系

袁哲生 猴子 / 袁哲生著   蘇意傑繪圖. 857.7 4052-1. 英文系

張台麟 法國「學術自由」專題硏究報告 / 張台麟報告 525.08 4041  v.6 密集 法文系

張台麟 政治生活 / [布侯] P. Braud 著 ; 張台麟譯 570.1 1140 法文系

張台麟 法國政府與政治 = Frenc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 張台麟著 574.42 1140 (102)  法文系

張台麟 法國選舉法規釋義 / [馬斯勒]Jean-Claude Masclet著 ; 張台麟譯. 574.423 1140  法文系

張台麟 法國第五共和國會之外交權 / 張台麟撰稿 574.4265 1140  密集 法文系

張台麟 歐盟在全球化下的角色 : 機會與挑戰 =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global role ;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 張台麟等作.
578.164207 1140  法文系

張台麟 歐洲聯盟推動對外政策的策略與主軸 = The Making of EU's External Actions ;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 張台麟等作 ; 張台麟主編.
578.164207 1140-1  法文系

張台麟 歐洲聯盟推動建構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與挑戰 = The multiculturalism of the 

European Union : issues and studies / 張台麟主編 ;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暨歐

盟莫內教學模組計畫編

578.164207 7316  法文系

張台麟 美國製造 : 凝視美國文明 / 索爾孟(Guy Sorman)著 ; 張台麟等譯 752.3 4011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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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台麟 全球化下的歐洲語言與文化政策 : 台灣的觀點 = Globalization witnessed in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Taiwan's perspective / 阮若缺等作 ; 張台麟主

編

800.94 7148  法文系

張台麟 法國選舉法規輯要 / 張台麟譯 R 574.433023 1140  法文系

張台麟 德法地方自治法規彙編 / 董保城,張台麟譯. R 575.43 4010  法文系

張維中 半日東京. はんにちトウキョウ / 張維中著. 731.72609 1125 英文碩

張維中 東京等等我 / 張維中著 731.72609 1125-1  英文碩

張維中
東京,半日慢行 : 一日不足夠, 半日也幸福. 東京在地人深愛的生活風情散策 = 731.72609 1125-2 英文碩

張維中 日本 一日遠方 = ひとひ えんぼう / 張維中著 731.9 1125 英文碩

張維中 Sayonara bus / 張維中[著]. 855 1125 英文碩

張維中 TAIPEI國際航線 : 發現台北異國風 / 張維中作. 855 1125 英文碩

張維中 流光旅途 / 張維中作. 855 1125-1 英文碩

張維中 飛導遊 : 六年級生與臺北城的時空對話 / 張維中[作]. 855 1125-2 英文碩

張維中 台北國際航線 / 張維中[作]. 855 1125-3 英文碩

張維中 不是太堅強 / 張維中著. 855 1125-4 英文碩

張維中 東京上手辭典 / 張維中著. 855 1125-5 英文碩

張維中 東京開學 : 出發吧!30代的新生活 = もう一度、学校にる : 始めよう、30代の

東京新生活 / 張維中著
855 1125-6  英文碩

張維中 夢中見 / 張維中著 855 1125-7  英文碩

張維中 Love Meor Not?花草愛情 / 張維中,谷淑娟等著. 857.61 1125 英文碩

張維中 我願意做你的天使 / 張維中等文 ; 曹瑞芝等圖. 857.61 1125-1 英文碩

張維中 501,紅標男孩 / 張維中著. 857.63 11251 英文碩

張維中 帶著水母去流浪 / 張維中作. 857.63 11251-1 英文碩

張維中 戀戀眞夏 / 張維中[作]. 857.63 11251-2 英文碩

張維中 天地無用 = テンチムヨウ / 張維中著. 857.63 11251-3 英文碩

張維中 岸上的心 / 張維中作. 857.7 11251 英文碩

張維中 大好時光 : 三明治俱樂部. 2 / 張維中著. 857.7 11251.2 英文碩

張維中 三明治俱樂部 / 張維中[作]. 857.7 11251-1 英文碩

張維中 九層之家 / 張維中著. 857.7 11251-2 英文碩

張維中 無影者 / 張維中著 857.7 1125-3 英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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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國 Vospriiatie aktsentno-ritmicheskoi struktury slova i tipologiia iazyka / Chzhan Chin-

go (張慶國).
491.7 C564  俄文系

張慶國 俄語能力檢定模擬試題+攻略. 第一級 / 張慶國編著 806.18 1106  俄文系

陳兆麟 初級俄語 / 陳兆麟編著. 806.18 7530 (81) 俄文系

陳志明 法國遊學生活會話 = Partir etudier et vivre en France / 陳志明,[哈沙尼] Claire 

Harsany 合著
804.588 7546 法文系

陳泓易 後學新論 : 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 = New essays on postism / 黃瑞祺

，何乏筆，陳泓易等/編著
540.207 4413   法文系

陳益群 戰爭 / 布杜爾(Gaston Bouthoul)著 ; 陳益群譯 542.2 7581  法文系

陳益群 和平 = La paix / 佐爾格比布(Charles Zorgbibe)著 ; 陳益群譯 542.28 7581 法文系

陳益群 法語初級詞彙讀看聽 / 陳益群編輯 ; Fabienne Boughet, 李欣怡錄製 804.5 3032  法文系

陳益群 法語看字讀音與初級詞彙 = La prononciation du Francais et Le Vocabulaire du 

Francais debutant / 陳益群主編
804.5 7581 法文系

陳益群 法語每日必背分類詞彙 / 陳益群主編 804.52 3086  法文系

陳益群 法語電話通 / Michele Hyppolyte,陳益群作 804.588 3322  法文系

陳益群 校園法語逍遥行 = FAC-Guide De Conversation:Infos pratiques et dialogues / [史

托西克]Marc Stosic,陳益群合著
804.588 5514 法文系

陳益群 法語會話文法自學測驗輯 / 陳益群主編. 804.588 7581  法文系

陳寧寧 韓國硏究導論 / 陳寧寧,劉德海著. 732.07 7533 韓文系

陳寧寧 韓客記 : 一本蒐羅韓國小說.韓國作家.韓國文學事件的報導文學 / 陳寧寧著. 857.85 7533 韓文系

傅茹璋 婚禮風格規劃槪論 = Wedding planning / 傅茹璋編著 489.61 2341 法文系、建築博

傅茹璋 主題婚禮規劃 = Planning of themed wedding / 傅茹璋編著 489.61 2341-1 法文系、建築博

傅茹璋 理想城邦 : 都市環境設計的觀念和技術實務整合 / 傅茹璋作 445.1 2341  法文系、建築博

游娟鐶 我的第一堂韓語發音課 : 游娟鐶老師的韓語發音祕笈 / 游娟鐶作. 803.24 3848 韓文系

游娟鐶 我的第二堂韓語課 : 基本句型232 / 游娟鐶,吳惠純合著. 803.26 3848 韓文系

游娟鐶 我的第一堂韓語課 / 游娟鐶作. 803.28 3848 韓文系

楊人從 階梯韓語 / 楊人從編著. 803.2 4682. 韓文系

楊人從 韓語語法 / 楊人從編著. 803.26 4682. 韓文系

楊人從 韓語讀本 / 楊人從編著. 803.28 4682. 韓文系

楊淑娟 快樂女木匠 / [楊淑娟著]. 474.3 4634 法文系

楊淑娟 快樂女木匠. 2 : 寶貝房間的木工遊戲 / [楊淑娟著]. 474.3 4634.2  法文系

楊淑娟 法國人怎麼說 : 口語詞彙.慣用語.手勢 / 楊淑娟, David Fontan合著 804.58 4634-1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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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娟 法文秘笈 = Botte Secrete / 胡品淸,楊淑娟著 804.588 4763  法文系

楊淑娟 法文動詞的句型與結構 / 劉儀芬,楊淑娟等著. 804.565 7224  法文系

楊淑娟 法國百年近代史 = Un siecle d'histoire de France 1870-1970 / 戴固(Jacques 

Decaux)著 ; 楊淑娟譯
742.258 4634 法文系

楊淑娟 法語凱旋門 : 文法圖表精解 = Clés du français / 楊淑娟, Julien Chameroy著 804.56 4634  法文系

葉曉祥 國境極南 太平島 : 揭開台灣國土最南端的神秘面紗 / 葉曉祥著 673.29/131.6 4463  日文系、日文碩

賈翊君 給神的信 / Rene Guitton著 ; 賈翊君,陳蓁美譯 813.6 3750  法文系

賈翊君 喬埃.波默拉的童話三部曲劇本書 : 小紅帽.小木偶.灰姑娘 / Joël Pommerat作 ; 

王世偉, 賈翊君譯
876.55 3465  法文系

賈翊君 我親愛的瑪德蓮 / 芭芭拉.康絲坦汀(Barbara Constantine)著 ; 賈翊君譯 876.57 0243 c.2 法文系

賈翊君 小王子 : [全球獨家電影紙藝動畫插圖版]聖修伯里原著改編. 青少年讀本 / 安東

尼.聖修伯里(Robert Penn Warren)著 ; 賈翊君譯

876.57 1242-8 (104) 法文系

賈翊君 惡童藍調 / 安娜.朗奈(Anne Leener)著 ; 賈翊君譯. 876.57 3740  法文系

賈翊君 波戴克報告 / 菲利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著 ; 賈翊君譯 876.57 4321-2  法文系

賈翊君 被遺忘的公主 / 菲利浦.勒榭米耶(Philippe Lechermeier)文 ; 海貝卡.朵特梅

(Rebecca Dautremer)圖 ; 賈翊君譯
876.59 4491  法文系

賈翊君 法式小確幸 / 珍妮克.特朗布(Janik Tremblay)著 ; 賈翊君譯 885.357 2341  c.2 法文系

賈翊君 極度疼痛 / 蘇菲.卡爾(Sophie Calle)作 ; 賈翊君譯 958.42 2110  法文系

熊宗慧 俄羅斯私風景 : 走過生活,讀過文學 / 熊宗慧著 855 2135-1 俄文系、俄文碩

熊宗慧 當酸黃瓜遇上伏特加 / 熊宗慧著 855 2135 俄文系、俄文碩

蔡君婷 咬一口聖彼得堡 : 俄羅斯歷險記 / 蔡君婷著. 748.9 4414  俄文系、俄文碩

蔡鈺鑫 讀英詩學英文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etry / 蔡鈺鑫編著. 805.18 4488 英文系、英文碩

簡伊玲 與熊共度的夏天 / 傑克．貝克隆德(Jack Becklund)作 ; 簡伊玲譯 389.813 8821  法文系

簡伊玲 聽!骨頭在說話 / 凱絲．萊克斯(Kathy Reichs)著 ; 簡伊玲譯 857.84 2637  n.2929 法文系

簡伊玲 還好遇見大灰熊 / 提摩帝.崔德威(Timothy Treadwell),茱兒.帕洛伐克(Jewel 

Palovak)著 ; 簡伊玲譯
857.84 2637  n.2980 法文系

簡伊玲 編織的女孩 / 巴斯卡.雷內(Pascal Laine)著 ; 簡伊玲譯 857.84 2637  n.3449 法文系

簡伊玲 惡童三部曲 /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著 ; 簡伊玲譯 882.357 8821 v.1-3 法文系

簡伊玲 在我小小的園中 / 瑪喬莉．哈里森(Marjorie Harris)著 ; 簡伊玲譯. 885.36 8821  法文系

簡江作 韓國歷史 / 簡江作著. 732.1 8832 韓文系

簡江作 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 / 簡江作著. 732.1 8832-1 韓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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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江作 韓國與朝鮮現代史 / 簡江作,劉順福著. 732.27 8832 韓文系

簡江作 韓國戰爭起因和韓半島分割之硏究 : 以韓半島週邊國家的相互關係和角色為硏

究中心  / 簡江作編著.
732.2723 8832 韓文系

簡江作 最新韓國語會話 / 簡江作編著. 803.288 8832  韓文系

簡秀如 放棄的力量 / 佩格.史翠普(Peg Streep),艾倫.柏恩斯坦(Alan B. Bernstein)著 ; 簡

秀如譯
177.2 5018  法文系

簡秀如 食不由己 : 揭露科學家、政客及商人如何掌控你的每日飲食 / 哈維.利文斯坦

(Harvey Levenstein)著 ; 簡秀如譯
411.3 4044  法文系

簡秀如 山羊.尿袋.飛行墊肩 : 時尚伸展台下的瘋狂記事 / 賽門.杜南(Simon Doonan)著 ; 

簡秀如譯
423 44401  法文系

簡秀如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 愈複雜的人生,愈需要用簡單來解題 / 夏.瓦兹蒙德

(Shaa Wasmund)著 ; 簡秀如譯
494.01 1842 c.2 法文系

簡秀如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 一生必遊的500聖地之旅 /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著 ; 簡秀

如,盧明琦,方淑惠譯
719 6341-2 法文系

簡秀如 王者之聲 / 大衛.西德勒(David Seidler)著 ; 簡秀如校譯. 805.18 3021  法文系

簡秀如 閣樓裡的小花. 2, 風中的花朵 / V.C. 安德魯絲(V.C. Andrews)著 ; 鄭安淳, 簡秀如

譯
874.57 32641.2 c.2 法文系

簡秀如 閣樓裡的小花. 3, 花中荊棘 / V.C.安德魯絲(V. C. Andrews)著 ; 簡秀如譯 874.57 32641.3 c.2 法文系

簡秀如 分歧者 /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 簡秀如譯 874.57 60604 法文系

簡秀如 叛亂者 /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 簡秀如譯 874.57 60604.2  法文系

簡秀如 拍出你的觀點 /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 簡秀如翻譯 952 63412  法文系

羅清菁 法語初級會話與聽力訓練 = Le francais au quotidien / 羅淸菁編著 804.588 6034. 法文系

蘇淑燕 Grammatika russkogo iazyka bazovyi kurs=基礎俄語語法 / 蘇淑燕編著 491.75 G7453 俄文系、俄文碩

蘇淑燕 Grammatika russkogo iazyka prodvinutyi kurs=進階俄語語法 / 蘇淑燕編著 491.75 G7452 俄文系、俄文碩

朴鎮權 我的第一本德語課本 = German made easy! / 朴鎮權著 ; 呂欣穎譯 805.28 4384

李慧鏡 我的第一本俄語課本 = Russian made easy! / 李慧鏡著 ; 蔡佳吟譯 806.18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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