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尤昭良 塞尚與柏格森 / 尤昭良著. 901.1 4363 (9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尹衍樑
組織變革策略對組織承諾之影響硏究 : 以潤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電腦化為例 / 尹衍樑撰.
494.59 1724. 史學系

尹衍樑 尋找夢想的家 : 尹敎授敎你10招聰明購屋 / 尹衍樑著. 554.89 1724. 史學系

尹衍樑 大陸證券市場 / 尹衍樑著. 563.5 1724. 史學系

尹衍樑 國內共同基金之硏究 / 尹衍樑著. 563.5 1724-1. 史學系

方元珍 文心雕龍與佛敎關係之考辨 / 方元珍著. 829 00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方元珍 文心雕龍作家論硏究 : 以建安時期為限 / 方元珍著. 829 001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方元珍 紅樓夢賞讀 / 方元珍編著. 857.49 00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王三慶 紅樓夢版本硏究 / 王三慶著. 011.08 4502.8. v.3-5(6F叢書)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王三慶 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硏究 / 王三慶著. 041.4 1010.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王三慶 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敎與中國民俗的融合 / 王三慶著. 224.1 1010.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王三慶 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硏究 / 王三慶著. 797.9 1010.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王三慶 敦煌類書硏究 / 王三慶著. R 797.9 1010-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王大智 靑演堂叢稿. 初輯 / 王大智著. 078 1048. 史學系、藝術碩、史學博

王大智
藝術與反藝術 : 先秦藝術思想的類型學硏究 / 王大智著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901.9201 1048. 史學系、藝術碩、史學博

王大智 中國藝術欣賞 / 王大智編著. 909.2 1048. 史學系、藝術碩、史學博

王大智 靑演堂書畫 / 王大智著. 941.5 1048. 史學系、藝術碩、史學博

王吉林 唐代宰相與政治 / 王吉林著. 573.522 1044. 史學系、史學博

王吉林
王吉林教授80嵩壽紀念論文集 / <<王吉林教授80嵩壽紀念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607 1044. 史學系、史學博

王吉林 安史亂後的北庭 / 王吉林撰著. 624.15 1044. 史學系、史學博

王吉林 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硏究 / 王吉林著. 639.8 1044. 史學系、史學博

王志宇 大里市史 / 王志宇計畫總主持 733.9/117.9/109.2 1043 史學博

王邦雄 生命成長與愛 : 推動終身學習提昇服務品質 / 王邦雄等合

著 ; 推動終身學習提昇服務品質編輯小組編輯.

073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材與不材之間 / 王邦雄著. 078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論語義理疏解 /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編著. 097.1 10541 哲學碩

王邦雄 孟子義理疏解 /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編著. 097.2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儒道之間 / 王邦雄著. 120.7 1054 哲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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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雄 中國哲學論集 / 王邦雄著. 120.7 1054-1 (93) 哲學碩

王邦雄 人人身上一部經典 / 王邦雄著. 120.7 1054-2 哲學碩

王邦雄 中國哲學家與哲學專題 / 王邦雄等編著. 120.9 1054 v.1-2 哲學碩

王邦雄 中國哲學史 / 王邦雄等著. 120.9 1054-1 (94) 哲學碩

王邦雄 21世紀的儒道 : 儒道兩家思想的現代出路 / 王邦雄[著]. 121.0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行走人間的腳步 : 儒門與隱者的對話 / 王邦雄著. 121.20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老子的哲學 / 王邦雄著. 121.31 1054 (94) 哲學碩

王邦雄 老子道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 (94) 哲學碩

王邦雄 生死道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1 (94) 哲學碩

王邦雄 人間道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2 (94) 哲學碩

王邦雄 生命的大智慧 : 老子的現代解讀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3 哲學碩

王邦雄 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4 哲學碩

王邦雄 老子十二講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5 哲學碩

王邦雄 道家思想經典文論 : 當代新道家的生命進路 / 王邦雄著 121.317 1054-6 哲學碩

王邦雄 走在莊子逍遥的路上 / 王邦雄著. 121.33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莊子道 / 王邦雄著. 121.337 1054 (99) 哲學碩

王邦雄 莊子內七篇.外秋水.雜天下的現代解讀 / 王邦雄著 121.337 1054-1 哲學碩

王邦雄 韓非子的哲學 / 王邦雄著. 121.6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陽明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 王邦雄等著. 126.40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當代人心靈的歸鄉 / 王邦雄著. 128.0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當代新儒學的關懷與超越 / 王邦雄等著 ; 陳德和主編. 128.07 1054-1 哲學碩

王邦雄 緣與命 / 王邦雄著. 191 10541 哲學碩

王邦雄 再論緣與命 / 王邦雄著. 191 10541-1  (密集) 哲學碩

王邦雄 人生關卡 / 王邦雄著. 191 10541-2 哲學碩

王邦雄 世道 : 生命的學問十講 / 王邦雄著. 191.0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行走人間 / 王邦雄著. 191.07 1054 (96) 哲學碩

王邦雄 活出自己的風格來 / 王邦雄著. 191.9 1054     (密集) 哲學碩

王邦雄 向儒道思想學情緖管理 / 王邦雄著. 191.91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圓一個人生的夢 / 王邦雄等著. 192.1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人生的智慧 / 王邦雄著. 192.1 1054-01 哲學碩

王邦雄 唐高僧義淨生平及其著作論考 / 王邦維著. 229.34 8032 哲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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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雄 上什麼班?  : 追求工作價值的原相 / 王邦雄等著. 542.7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在家、出家與回家 / 王邦雄著. 855 1054 哲學碩

王邦雄 用什麼眼看人生 / 王邦雄著. 855 1054-1 哲學碩

王邦雄 大塊噫氣 / 王邦雄著. 856.9 1054   (去向不明) 哲學碩

王邦雄 人間因緣 / 王邦雄著. 856.9 1054-1 哲學碩

王邦雄 做個出色的人 / 王邦雄著. 856.9 1054-2 哲學碩

王邦雄 人生是一條不歸路 / 王邦雄著. 856.9 1054-3 哲學碩

王怡辰 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 / 王怡辰著. 561.392 1097 史學碩、史學博

王怡辰 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 王怡辰著. 623.6 1097 史學碩、史學博

王明蓀 含英咀華 : 遼金元時代北族的漢學 / 王明蓀著. 030.9 1064.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 / 王明蓀著. 601.925 1064.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宋遼金元史 / 王明蓀著. 625 1064.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宋遼金史論文稿 / 王明蓀著. 625 1064-1.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宋史論文稿 / 王明蓀著. 625.1007 1064.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遼金元史論文稿 / 王明蓀著. 625.507 1064.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早期蒙古游牧社會的結構 : 成吉思可汗前後時期的蒙古 / 

王明蓀著.

630.8 4275.2. v.23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漢晉北族與邊疆史論 / 王明蓀著. 630.8 4275.4. V.8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博

王明蓀 蒙古民族史略 / 王明蓀著 630.8 4275.9 v.14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博

王俊彥 胡五峰理學思想之硏究 / 王俊彥著. 030.8 5672.11. v.27 (6F叢書) 中文碩、中文博

王俊彥 劉蕺山之成學經過 / 王俊彥著. 030.8 5672.8. v.20  (6F叢書) 中文碩、中文博

王俊彥 王廷相與明代氣學 / 王俊彥著. 126.7 1020. 中文碩、中文博

王俊彥 白俄中國大逃亡紀實 / 王俊彥著. 734.21 1020. 中文碩、中文博

王俊彥
從士兵到總理 : 以色列鐵漢夏隆 = Isreel Ariel Sharon / 王

俊彥著.
783.538 1077. 中文碩、中文博

王俊彥 中美蘇三國演義 / 王俊彥著. 857.458 1020. 中文碩、中文博

王俊彥 戰後台日關係秘史 / 王俊彥著. 857.85 1020. 中文碩、中文博

王祥齡 崇祖敬天思想理論與實踐 / 王祥齡著. 030.8 5672.13 v.5 (6F叢書)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王祥齡 荀子的超越性思維 / 王祥齡著 121.27 103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王祥齡 荀子禮法之法理論 / 王祥齡著 121.27 1032-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王祥齡 周濂溪哲學思想之批判 / 王祥齡著 125.12 103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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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齡 荻生徂徠 / 劉梅琴王祥齡著 131.67 724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王綱領 中國近現代史 / 王綱領編著. 627.6 10281. 史學系、史學博

王綱領 中國現代史 / 王綱領編著. 628 1028. 史學系、史學博

王綱領
民初列強對華貨款之聯合控制 : 兩次善後大借款之硏究 / 

王綱領著.
642.1 1028. 史學系、史學博

王綱領 抗戰前後中美外交的幾個側面 / 王綱領著. 645.2 1028. 史學系、史學博

王綱領 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 / 王綱領著. 752.461 1028. 史學系、史學博

司仲敖 錢大昕之生平及其經學 / 司仲敖著. 030.8 5672.7 v.19-20 (6F叢書) 中文碩

司仲敖 隨園及其性靈詩說之硏究 / 司仲敖著. 821.87 1724. 中文碩

石朝穎 誰聽見我苦悶的心跳聲 : 存在的焦慮與現象的還原 / 石朝

穎作.

107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我憂鬱,所以我存在 : 存在的焦慮與現象的還原 / 石朝穎

作.

107 1042-1.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一顆卑微種子的自我覺醒 : ...過程中的存在自覺者 / 石朝

穎作.

143.46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自我覺醒的卑微種子 : 六祖慧能和聖.奧古斯丁如何自我

覺醒? / 石朝穎著.

143.46 1042-1.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現象學與古典哲學的詮釋問題 / 石朝穎著. 143.67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人類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 : 美學的形上關懷 / 石朝穎作. 180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觀自在手記 / 石朝穎著. 191 10421.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宗敎與人生哲學的詮釋問題 / 石朝穎著. 210.11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斷翼之串連 / 石朝穎著. 856.9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石朝穎
藝術哲學與美學的詮釋問題 = Philosophy of art and the 

problem of aesthetics / 石朝穎著.
901.1 1042. 哲學系、哲學碩

朱重聖 北宋茶之生產與經營 / 朱重聖著. 434.81092 252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朱重聖 宋代太學三舍法 / 朱重聖撰. 520.92 252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朱重聖 從總督府到總統府. [4] : 總統的故事 / 朱重聖,張鴻銘著. 733.2801 2220.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朱鳳玉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 朱鳳玉著. 797.9 25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朱鳳玉 敦煌寫本碎金硏究 / 朱鳳玉著. 802.28 25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朱鳳玉 王梵志詩硏究 / 朱鳳玉著. 821.84 2571 v.1-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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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健 北宋市馬之硏究 / 江天健著. 594.67 3112. 史學碩、史學博

江天健 北宋對於西夏邊防硏究論集 / 江天健著. 625.1 3112. 史學碩、史學博

江天健 北宋陝西路商業活動 / 江天健著. 630.8 4275.3. v.15 (6F叢書) 史學碩、史學博

江冠明 民宿經營管理 : 民宿策略面面觀 / 江冠明著 489.2 3136 哲學系

江冠明
台東縣現代後山創作歌謡踏勘 : 現代後山創作音樂調查

計畫 / 江冠明編著
539.1232 3136 哲學系

江冠明
原住民社區節目發展之硏究 : 從卑南族的參與式傳播談

社區傳播發展 / 江冠明硏究主持.
541.83 3136 哲學系

江冠明 從自己的土地出發 / 江冠明著. 677.9/87.4 3136 哲學系

江冠明
台東縣文化藝術長期發展計劃結案報告 / 江冠明計畫主

持.
677.9/87.4 3136-1 哲學系

江冠明 跟著風往前走 [電子資源] / 江冠明著 http://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1394 哲學系

江冠明 慢走漫遊 [電子資源] / 江冠明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ccu/B/91183 哲學系

吳怡 一束稻草 / 吳怡著. 083.6 1757 v.119 (流通office) 哲學博

吳怡 易經繫辭傳解義 / 吳怡註譯. 091 2693. 哲學博

吳怡
易經與易德 =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Virtues / 吳

怡著.
091 2693-1. 哲學博

吳怡 中庸誠Ci1哲學 / 吳怡著. 097.47 2693. 哲學博

吳怡 中庸誠字硏究 / 吳怡. 097.47 2693. 哲學博

吳怡 哲學的三大柱石 / 吳怡著. 101 2693. 哲學博

吳怡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 吳怡著. 120 2693. 哲學博

吳怡 中國哲學術語 =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rms / 吳怡著. 120 2693-1. 哲學博

吳怡 哲學演講錄 / 吳怡撰. 120.7 2693. 哲學博

吳怡 關心茶 : 中國哲學的心 / 吳怡著. 120.7 2693-1. 哲學博

吳怡 中國哲學發展史 / 吳怡著. 120.9 2693. 哲學博

吳怡
老子道德經 = The Book of Lao Tzu:The Tao Te Ching / 吳怡

著.
121.31 2693. 哲學博

吳怡 新譯老子解義 / 吳怡著. 121.311 2693. 哲學博

吳怡 禪與老莊 / 吳怡著. 121.33 2693. 哲學博

吳怡 新譯莊子內篇解義 / 吳怡著. 121.331 2693. 哲學博

吳怡 逍遥的莊子 / 吳怡著. 121.339 2693 哲學博

吳怡 人與路 / 吳怡著. 190.78 2693. 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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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怡 生命的哲學 / 吳怡著. 191.07 2693. 哲學博

吳怡 我與心 : 整體生命心理學 / 吳怡著. 191.91 2693. 哲學博

吳怡 公案禪語 / 吳怡著. 226.2 2693-1. 哲學博

吳智和 明代的儒學敎官 / 吳智和著. 520.9206 2682. 史學系

吳智和 茶的文化 / 吳智和著. 538.82 7743. 史學系

吳智和 明人休閒生活文化 / 吳智和著. 636 2682. 史學系

吳智和 中國茶藝 / 吳智和著   華僑協會總會主編. 974 2682. 史學系

吳智和 明淸時代飲茶生活 / 吳智和著. 974 2682-1. 史學系

吳智和 茶藝掌故 / 吳智和著. 974 2682-3. 史學系

吳進安 國父道德論之硏究 / 吳進安著. 005.18 2633. 哲學博

吳進安 儒墨哲學比較硏究 / 吳進安著. 030.8 5672.11. v.15  (6F叢書) 哲學博

吳進安 哲學導論 / 吳進安著. 100 26331. 哲學博

吳進安 孔子之仁與墨子兼愛比較硏究 / 吳進安著. 121.23 2633. 哲學博

吳進安 生活的智慧 / 吳進安著. 191 2633. 哲學博

吳進安 哲學與人生 / 吳進安著. 191.9 2633. 哲學博

吳瑞秀 淸末各省官書局之硏究 / 吳瑞秀著. 011.08 4502  v.11  (6F叢書) 史學碩、史學博

宋天瀚 帝制中國前後「甘露」物質文化想像之研究 630 301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宋如珊
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 : 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 / 宋

如珊著.
820.908 304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宋如珊 隔海眺望 : 大陸當代文學論集 / 宋如珊著. 820.908 304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宋如珊 翁方綱詩學之硏究 / 宋如珊撰. 821.87 304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宋建成 淸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 / 宋建成著. 011.08 4502.2. 史學碩

宋建成 中華圖書館協會 / 宋建成著. 020.642 3015. 史學碩

宋建成 著作權法與圖書館營運管理 / 宋建成硏究主持. 588.34 3015. 史學碩

宋建華 漢字理論與敎學 = Theory &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 宋建華著.

802.03 3014. 中文碩、中文博

宋建華 <<說文新論>> / 宋建華著. 802.25 3014. 中文碩、中文博

李李 三蘇散文硏究及其他 / 李李著. 825.85 4040. 中文碩、中文博

李李 古典名篇賞析 / 李李著. 830 4040. 中文碩、中文博

李宗慈 口述歷史 : 吳漫沙的風與月 / 李宗慈撰述. 782.886 26333-1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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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慈 紙筆人間 / 李宗慈著. 855 4038 中文系

李宗慈 與音樂調情 / 李宗慈著. 910.7 4038 中文系

李昂(施淑端) 愛吃鬼 / 李昂著. 427.07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愛吃鬼的華麗冒險 / 李昂著. 427.07 4060-1.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李昂說情 / 李昂著. 544.3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外遇 / 李昂著. 544.38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走出暗夜 / 李昂著. 544.5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單身貴族雙人床 [錄音資料] : 未婚男女必備性知識 / 李昂

主講.

544.7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上好一村 : 十八個充滿Sun與hope的小鎮故事 / 李昂,劉克

襄,林文義著.

545.09232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施明德前傳 / 李昂著. 782.886 0862.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漂流之旅 : 一切皆緣由於謝雪紅這個逃離的女子 / 李昂作. 855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欣賞對手．翱翔藍天 / 李昂等合著. 855 4060-1.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在威尼斯遇見伯爵 : 李昂的極致美食之旅 / 李昂著 855 40601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群像 / 李昂著. 856.9 4060 (密集)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女性的意見 / 李昂著. 李昂專欄. 856.9 4060-1.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女性的意見 / 李昂著. 856.9 4060-2.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非小說的關懷 / 李昂著. 856.9 4060-3.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 李昂編. 857.61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愛情之書 / 李昂等著. 857.61 4060.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殺夫 : 鹿城故事 / 李昂著. 857.63 4060-1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人間世 / 李昂著. 857.63 4060-2.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一封未寄的情書 / 李昂著. 857.63 4060-3.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甜美生活 / 李昂著. 857.63 4060-4.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李昂集 / 李昂作. 857.63 4060-5.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愛情試驗 / 李昂[著]. 857.63 4060-5.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看得見的鬼 / 李昂著. 857.63 4060-6.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北港香爐人人插 : 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 / 李昂作. 857.63 4060-7.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海峡を渡る幽霊 : 李昂短篇集 / 李昂著 ; 藤井省三訳 857.63 4060-8.   (6F日文書) 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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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施淑端) 鴛鴦春膳 / 李昂著. 857.7 4060. (密集)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迷園 / 李昂著. 857.7 4060-1.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自傳の小說 / 李昂著. 857.7 4060-2 (93)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花間迷情 = Bewitching love / 李昂著. 857.7 4060-3.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附身 / 李昂著. 857.7 4060-4.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睡美男 / 李昂著 857.7 4060-5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禁色的暗夜 : 李昂情色小說集 / 李昂著. 857.84 2637 n.2964 哲學系

李昂(施淑端) 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 李昂著. 863.57 4060. 哲學系

李紀祥 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硏究 / 李紀祥著. 097.3 402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李紀祥 道學與儒林 / 李紀祥著. 121.207 402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李紀祥 明末淸初儒學之發展 / 李紀祥著. 127 402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李紀祥 時間.歷史.敘事 : 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 / 李紀祥著. 601.3 402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李紀祥 圖像、電影與歷史 / 李紀祥編著. 607 402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李紀祥 <<史記>>五論 / 李紀祥著. 610.11 4023.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李殿魁 雪泥集 : 漢學文字戲曲論集 / 李殿魁著. 030.7 4072. 中文博

李殿魁 談詞 : 詞的理論及其格律 / 李殿魁著. 823.1 4072. 中文博

李殿魁 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硏究 / 李殿魁著. 824 4072. 中文博

李殿魁 雙漸蘇卿故事考 / 李殿魁著. 824.88 4072. 中文博

李殿魁 元散曲訂律 / 李殿魁著. 853.1 4072. 中文博

李殿魁 傳統戲劇中的丑角 : 無丑不成戲 / 李殿魁著. 982.3 4072. 中文博

李殿魁
功名歸掌上 布袋演春秋 : 臺北市布袋戲發展史 / 李殿魁,

薛湧著.
986.409232 4072. 中文博

李瑞騰 文化理想的追尋 / 李瑞騰著. 078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珍饈小館 = Highlight's Chinese gourmet cooking / 李瑞騰總

編輯.

427.11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踏尋<<小封神>>  : 許丙丁的府城文學地圖 / 李瑞騰等撰

文.

733.9/127.4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文學尖端對話 / 李瑞騰編著. 782.248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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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 累積人生經驗,開創人文空間 : 文學尖端對話(二) / 李瑞騰

編著.

782.248 4017.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晚淸文學思想論 / 李瑞騰著. 820.19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文學關懷 / 李瑞騰著. 820.7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臺灣文學風貌 / 李瑞騰著. 820.7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一曲琵琶說到今 : 白居易詩析 / 李瑞騰著. 821.8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詩心與國魂 / 李瑞騰著. 821.8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水晶簾捲 : 絶句精華賞析 / 李瑞騰著   張夢機主編. 821.84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詩的詮釋 / 李瑞騰著. 821.88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寂寞之旅 / 李瑞騰著. 中國文學論稿. 821.88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新詩學 / 李瑞騰著. 821.886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披文入情 / 李瑞騰著. 825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相思千里 / 李瑞騰著. 831 4017 (80)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相思千里 : 古典情詩中的美麗與哀愁 831.92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雅舍的春華秋實 : 梁實秋學術硏討會論文集 = A Literary 

Man of All Seasons:An Anthology of Academic Papers in 

Honour of Liang Shih-chiu's Centenary / 李瑞騰,蔡宗陽主

編.

848.6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在中央 851.486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有風就要停 / 李瑞騰著. 855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你逐漸向我靠近 / 李瑞騰,李時雍著. 855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梅花. 中國的象徵 / 李瑞騰主編. 856.9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深情 / 李瑞騰楊錦郁合著. 856.9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文學的出路 / 李瑞騰著. 856.9 4017-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老殘遊記>>的意象硏究 / 李瑞騰著. 857.44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老殘夢與愛 : <<老殘遊記>>的意象硏究 / 李瑞騰著. 857.44 4017-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情采飛揚 : 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 / 李瑞騰等作. 863.068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從閨秀到摩登 : 臺灣女性書寫 / 李瑞騰等著,講述   林佩蓉

主編.

863.07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巡禮草鞋墩 863.55 4017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李瑞騰 南投縣文學發展史 863.9/119 4017 v.1-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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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錫佳 1933年以前德國表現主義之成就與發展 / 李錫佳著. 901.943 4082. 美術系、哲學博

李錫佳 德國表現主義繪畫風格與發展 / 李錫佳著. 901.943 4082-1. 美術系、哲學博

李錫佳 斯土有情 : 李錫佳「斯土有情」油畫作品集 / 李錫佳作. 948.5 4082. 美術系、哲學博

杜志成
奇正虛實揚先勝 : 「兵經」<<孫子>>用兵與修辭藝術探究 

/ 杜志成著
592.092 44451 史學博

卓克華 從寺廟發現歷史 : 臺灣寺廟文獻之解讀與意涵 / 卓克華著 272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寺廟與台灣開發史 / 卓克華著 272 2144-1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竹塹媽祖與寺廟 / 卓克華著 272.71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淸代台灣行郊硏究 / 卓克華著. 490.9232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台灣舊慣生活與飲食文化 / 卓克華著. 538.8232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淸代台灣的商戰集團 / 卓克華著. 553.8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古蹟.歷史.金門人 / 卓克華著. 673.19/205.2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從古蹟發現歷史 / 卓克華著. 677.2 2144  v.1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復興基地臺灣之名勝古蹟 / 卓克華編著 677.6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臺灣古道與交通硏究 : 從古蹟發現歷史. 卷之二 / 卓克華

著

733.22 2144  v.2  史學系、史學碩

卓克華 台北古蹟探源 / 卓克華著 733.9/103.6 2144 史學系、史學碩

周大興 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 展望篇 / 周大興主編 121.207 1202  哲學碩、哲學博

周大興 列子哲學硏究 / 周大興著 121.327 7747  哲學碩、哲學博

周大興 自然.名敎.因果 : 東晉玄學論集 / 周大興著. 123.407 7747. 哲學碩、哲學博

周昭翡 開拓人文視野 / 周昭翡著. 856.9 7761 中文系

周健 超心理學探秘 : 預言、幽浮與靈異現象 / 周健著. 175.9 7725. 史學系

周健 世界超自然現象之謎 / 周健著. 297 7725. 史學系

周健 探索謎樣世界:神秘現象狂想曲 / 周健著. 297 7725-1 史學系

周健 反猶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以納粹德國為核心 / 周健著. 546.52 7725. 史學系

周健 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 / 周健著. 578.1935 7725. 史學系

周健 西洋史探微 / 周健著. 740 7725. 史學系

林正芳
日治時期台灣敎育史 / 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

著 ; 林正芳譯
520.9232 4683 文藝組、史學碩

林正芳
鑑潁發千支湖川開萬派 : 擺厘陳家解說手册 / 林正芳, 蘇

美如撰文
677.9/83.2 4414  文藝組、史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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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芳 宜蘭市志 / 林正芳總編纂 733.9/107.9/101.1 3404  v.1-6 文藝組、史學碩

林正芳 頭城 : 續修頭城鎮志 / 林正芳總編纂 733.9/107.9/117.1 1143.2  v.1-2 文藝組、史學碩

林冠群 李唐、回紇、吐蕃三邊關係之探討 : 以肅、代、德宗時期

為中心 / 林冠群著.

630.8 4275.7. 史學系

林冠群 中國大陸藏族地區民族硏究發展評估(一九八〇-一九九

二) / 林冠群著   蕭金松校訂.

536.25 4431. 史學系

林冠群 瑪祥仲巴杰與恩蘭達札路恭 : 吐蕃佛敎法統建立前的政敎

紛爭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 史學系

林冠群 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1. 史學系

林冠群 論唐代吐蕃之對外擴張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2. 史學系

林冠群 漢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失實之硏究 / 林冠群撰著. 639.54 4431-3. 史學系

林冠群 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硏究 / 林冠群撰. 639.54 4431-4. 史學系

林冠群 唐代吐蕃史硏究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5. 史學系

林冠群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6. 史學系

林冠群 唐代吐蕃史論集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7 史學系

林冠群 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 / 林冠群著 639.54 4431-8 史學系

林冠群 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phran) / 林冠群撰. 676.6 4431. 史學系

林冠群 大地之約 : 臺閩古書契 = The promising land   the archaic 

contracts in Taiwan-Fujian region / 林冠群,林國良,編輯小

組撰文.

733.73 4431. 史學系

林登順 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 / 林登順著. 123 441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林登順 北朝墓誌文硏究 / 林登順著. 794.66 441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林慶勳 文字學 / 林慶勳,竺家寧,孔仲溫編著. 802 4402. 中文博

林慶勳 古音學入門 / 林慶勳,竺家寧著. 802.41 4402. 中文博

林慶勳 音韻闡微硏究 / 林慶勳著. 802.44 4402. 中文博

林慶勳 臺灣閩南語概論 / 林慶勳著. 802.5232 4402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中國思想之硏究 / 宇野精一原編 ; 邱棨鐊等譯 112 7238  v.1 -v.2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莊子哲學體系論 / 邱棨鐊著 121.337 7738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陳伯玉年譜 / 邱棨鐊著 782.94 7516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學海心聲 : 邱伯安博士自傳 / 邱伯安口述 ; 卓少蘭筆記 783.3886 77381 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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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伯安(邱棨鐊)
奉獻人生 : 博愛博士邱伯安真道行 / 邱伯安口述 ; 卓少蘭

筆記
783.3886 77381-1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集韻硏究 / 邱棨鐊著 802.423 7738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陳拾遺全集校注．年譜 / 邱棨鐊撰 ; 李漁叔指導. 844 7738 (密集)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願將一得報士林 : 邱伯安日本留學日記 / 邱伯安著 863.55 7738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邱棨鐊畫集 / 邱棨鐊繪 945.6 7738  (密集) 中文博

邱伯安(邱棨鐊)
邱伯安宇宙抽象創作集 : 哲學的道畫 = Vision of non-vision 

in tao ink-color / 邱伯安作
945.6 7738-1   中文博

邱坤良 民俗藝術的維護 / 邱坤良著. 538.82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宜蘭縣口傳文學 / 邱坤良等作. 539.5232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亞太傳統藝術論壇. 2000 : 展演.工作坊.學術會議 = Asia-

Pacific traditional arts forum / 邱坤良計劃主持.

677.4 77431.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呂訴上 : 銀華飄落 / 邱坤良作. 782.886 6002.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陳大禹 : 漂流萬里 / 邱坤良作. 782.886 75422.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跳舞男女 : 我的幸福學校 / 邱坤良著. 855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馬路.游擊 / 邱坤良著. 855 77431.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移動觀點 : 藝術.空間.生活戲劇 / 邱坤良著. 907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昨自海上來 : 許常惠的生命之歌 / 邱坤良著. 910.9886 0895.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創新與蛻變 : 表演藝術產業的新契機 = Innovation & 

Transformation   The new possibilities of performing arts 

980.7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野臺高歌 : 臺灣戲曲活動的參與 / 邱坤良撰. 982 7743.  (密集)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現代社會的民俗曲藝 / 邱坤良撰. 982.5 7743.    (密集)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劇場家書 :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演出實錄 / 邱坤良,李強

編.

982.78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民間戲曲散記 / 邱坤良撰. 982.832 774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舊劇與新劇 : 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硏究(一八九五∀ 一九四

五) / 邱坤良著.
982.832 7743-1.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台灣戲劇現場 : 抗爭與認同 / 邱坤良著. 982.832 7743-2.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台灣劇場與文化變遷 : 歷史記憶與民眾觀點 / 邱坤良著. 982.832 7743-3.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 / 邱坤良著. 982.832 7743-4. 史學系、史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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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 飄浪舞臺 : 台灣大眾劇場年代 / 邱坤良著. 982.832 7743-6. 史學系、史學碩

邱坤良 眞情活歷史 : 布袋戲王黃海岱 / 邱坤良著. 986.4 4432-1. 史學系、史學碩

金炳基
사람과 서예 : 서예가 '웰빙'이다 / 김병기(金炳基)

著
942.23 8094 (6F韓文書) 中文碩、中文博

柯志明 惡的詮釋學 : 呂格爾論惡與人的存有 / 柯志明著. 146.79 2221-2 哲學博

柯志明 談惡 : 呂格爾<<惡的象徵>>簡釋 / 柯志明著. 146.79 6041 哲學博

洪惟仁 台灣方言之旅 / 洪惟仁著. 677.43 3492. 中文系

洪惟仁 台灣語言危機 / 洪惟仁著. 802.507 3492    (遺失) 中文系

洪惟仁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 / 洪惟仁著. 802.5231 3492. 中文系

洪惟仁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 / 洪惟仁著. 802.5232 3492-1 中文系

洪惟仁 台灣話音韻入門 : 歌仔戲敎材 / 洪惟仁作. 802.5232 3492-2. 中文系

洪惟仁 臺灣河佬話語聲調硏究 / 洪惟仁著. 802.527 3492. 中文系

洪惟仁 新編三字經 : 歌仔戲敎材 / 洪惟仁作. 802.81 3492. 中文系

洪惟仁 臺灣禮俗語典 / 洪惟仁著. R 538.823204 3492 (79) 中文系

胡志佳 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 / 胡志佳著. 623.1 4742. 史學博

范銘如 像一盒巧克力 : 當代文學文化評論 / 范銘如著. 812 4484 中文系

范銘如 眾裏尋她 : 台灣女性小說縱論 = Chronological searches of 

Taiwanese women's fiction / 范銘如著.

827.88 44841 (97) 中文系

范銘如 大頭崁仔的布袋戲 / 范銘如編著. 830.8 5984 v.1 n.2 中文系

范銘如 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 / 范銘如編著. 830.8 5984.2 v.1 n.4 中文系

范銘如 穿過荒野的女人 / 范銘如編著. 830.8 5984.2 v.1 n.1 中文系

范銘如
文學地理 : 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 Literary Geography ; 

spatial reading of Taiwanese fiction / 范銘如著.
863.27 4484 中文系

凌越 感謝折磨你的人 / 凌越編著 177.2 3443  v.1 -9 文藝組 

凌越 別為小事鬱卒 : 不要用瑣事來自尋煩惱 / 凌越編著. 177.2 3443-1  文藝組 

凌越 別為小事鬱卒. 2 : 不要把小事裝進腦袋 / 凌越編著. 177.2 3443-1.2  文藝組 

凌越
智在生活好輕鬆 : 50條找到簡單生活的心靈捷運 / 凌越編

著.
177.2 3443-2 文藝組 

凌越 懂得生活最快活 : 美麗生活的心靈快活秘訣 / 凌越著 177.2 3443-3 文藝組 

凌越
改變生活,才會快活 : 想改變生活先從改變自己做起 / 凌越

編著.
177.2 3443-4  文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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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越
用幽默輕鬆溝通 : 幽默是溝通不良的救生圈 = 

Communication with homor / 凌越編著
177.2 3443-5. 文藝組 

凌越
用幽默化解衝突 : 用「機智」代替「幼稚」的人際EQ = 

Good humor is a promoter of friendship / 凌越編著
177.2 3443-6  文藝組 

凌越
用幽默化解冷漠 : 用輕鬆幽默的心態面對人生 = Use 

humor to melt one's coldness / 凌越編著.
177.2 3443-7  文藝組 

凌越
感謝嘲笑你的人 : 別人的嘲笑才能讓你看見自己 = The Art 

Of Getting Along with Pelople / 凌越編著.
177.2 3443-8  文藝組 

凌越
忘掉過去,才有未來 : 別讓未來成為過去的複製品 = Forget 

the past, move forward / 凌越編著.
177.2 3443-9  文藝組 

凌越
傾聽 : 開創100分人生的祕密 = Listen before you speak / 凌

越著
191.92 3443  文藝組 

孫長祥 思維.語言.行動 : 現代學術視野中的墨辯 / 孫長祥著. 121.41 127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師瓊瑜 寂靜之聲 / 師瓊瑜著. 855 2111. 中文系

師瓊瑜 秋天的婚禮 / 師瓊瑜著. 857.63 2111. 中文系

師瓊瑜 離家出走 / 師瓊瑜著. 857.84 2637 n.2449 中文系

師瓊瑜 尋找台北靑鳥 : 陽明山在地遊 / 師瓊瑜作   劉振祥攝影. 992.8 2111. 中文系

徐紀芳 陸象山弟子硏究 / 徐紀芳著. 125.7 2824. 中文碩、中文博

桂齊遜 中西思想與科學發展 / 桂齊遜,湯瑞弘著. 110.9 4403. 史學系、史學博

浦忠成 原住民社區文化與原住民敎育改革關係硏究 / 浦忠成著. 526.08 2541. 中文博

浦忠成 思考原住民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著. 536.29 3355. 中文博

浦忠成 被遺忘的聖域 : 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的追溯 / 浦忠成

著.

536.29 3355-1. 中文博

浦忠成 「原」氣淋漓的文化論辯 : 鄒族兄弟的沈思 / 巴蘇亞.博伊

哲努(浦忠成),浦忠勇,雅柏甦詠合著.

536.2907 3355. 中文博

浦忠成 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著. 536.295 3355. 中文博

浦忠成 庫巴之火 : 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硏究 / 浦忠成著. 536.295 3355-1. 中文博

浦忠成 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 / 浦忠成著. 539.5232 3355. 中文博

浦忠成 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著. 539.5232 3355-1. 中文博

浦忠成 叙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 臺灣原住民特富野部落歷史文化

的追溯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作.

539.529 3355. 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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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忠成 從部落出發 : 思考原住民族的未來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

忠成)著.

588.29 3355. 中文博

浦忠成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作. 863.809 3355. 中文博

耿慧玲 越南史論 : 金石資料之歷史文化比較 / 耿慧玲著. 738.3107 1951.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袁保新 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 / 袁保新著. 121.26 4020 哲學博

袁保新 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 袁保新著. 121.317 4020 哲學博

袁保新 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學 / 袁保新著. 128.07 4020 哲學博

郜瑩 名家上好菜 / 郜瑩著. 427.07 2799 中文系

郜瑩 當代名家健康美食 / 郜瑩著. 427.07 2799 (92) 中文系

郜瑩 前進名校,移學上海 / 郜瑩著. 529.25 2799 (密集) 中文系

郜瑩 大陸名校領航手册 : 文史法商 / 郜瑩著. 529.25 2799-1 中文系

郜瑩 大陸名校領航手册 : 理工醫農 / 郜瑩著. 529.25 2799-2 中文系

郜瑩 藝 :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風情錄. 服飾美藝篇 / 郜瑩著. 538.182 2799 中文系

郜瑩 遊 :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風情錄. 節慶導遊篇 / 郜瑩著. 538.5 2799 中文系

郜瑩 食色 :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風情錄. 婚戀飲食篇 / 郜瑩著. 538.782 2799 中文系

郜瑩 我嚴,因為我愛你 / 郜瑩著. 544.67 2799 中文系

郜瑩 新疆的太陽不睡覺 / 郜瑩[著]. 676.16 2799 中文系

郜瑩 行走在美麗的最深處 / 郜瑩著. 690 2799 中文系

郜瑩 因緣人間 : 獨身女子邊塞行 / 郜瑩著. 690.3 2799 中文系

郜瑩
889488 : 讓家人滿臉斜線的30個天才老爸日記 / 郜瑩文 ; 

沈妮圖.
855 2799 中文系

郜瑩 少食多滋味 / 郜瑩著. 855 2799-1 中文系

郜瑩 愛上大廚 : 29位大廚的私房情緣 / 郜瑩著. 855 2799-2 中文系

郜瑩 美麗心世界 / 郜瑩著. 855 2799-3 中文系

郜瑩 釀一罎有情的酒 / 郜瑩著. 856.9 2799 中文系

郜瑩 原色愛情 / 郜瑩著. 857.63 2799 中文系

郜瑩 信物 / 郜瑩作 ; 惠懿繪. 857.63 2799-1 中文系

郜瑩 一加一等於一 : 靑少年溝通1001問 / 郜瑩採訪. 857.84 2637 n.2339密集 中文系

馬先醒 漢簡與漢代城市 / 馬先醒著. 632 7121 史學博

馬先醒 簡牘學要義 / 馬先醒著. 796.8 7121 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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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先醒 漢居延志長編 / 馬先醒編纂. 796.8 7121-1 史學博

馬先醒 中國古代城市論集 / 馬先醒著. 797.83 7121 史學博

高柏園 中庸形上思想 / 高柏園著. 097.47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孟子哲學與先秦思想 / 高柏園著. 121.26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少年老子 : 寫給少年看的老子 / 高柏園著. 121.317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韓非哲學硏究 / 高柏園著. 121.67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人性管理的終結者 : 我讀韓非子 / 高柏園著. 121.677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禪學與中國佛學 / 高柏園作. 220.7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法家的管理哲學 : 寫給領袖 / 高柏園著. 494.2 00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柏園 心靈游牧族的歸鄉 / 高柏園著. 856.9 0046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高瑋謙 王龍溪哲學系統之建構 : 以「見在良知」說為中心 / 高瑋

謙著.

126.84 0010 哲學博

高禎霙 <<史>><<漢>>論贊之硏究 / 高禎霙著. 011.08 4502.2 .12  (6F叢書)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高禎霙 魚籃觀音硏究 / 高禎霙著. 820.8 4507.3. v.30 (6F叢書)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張國一 唐代禪宗心性思想 / 張國一著. 226.68 1161 哲學博

張殿文 三千億傳奇 : 郭台銘的鴻海帝國 / 張戌誼張殿文盧智芳著. 484.6 1150  中文系

張殿文 五千億傳奇 : 郭台銘的鴻海帝國 / 張戌誼,張殿文,盧智芳

等著.

484.6 1150-1  中文系

張殿文 虎與狐 : 郭台銘的全球競爭策略 / 張殿文著. 484.6 1170 中文系

張殿文 口中之心 : 蔡衍明兩岸旺旺崛起 / 張殿文著 490.99232 4426 中文系

張殿文
尹教授的10堂課 : 興學興人的神隱總裁 / 尹衍樑口述 ; 張

殿文作 ; 郭議鴻整理
490.9933 1724 中文系

張殿文 解碼郭台銘語錄 : 超越自我的預言 / 張殿文編著. 494 1170 中文系

張殿文 融入顧客情境 : 台灣7-ELEVEN的共好經營學 / 張殿文著. 498.93 1170 中文系

張殿文 懸崖邊的貴族 / 蔣友柏,蔣友常口述 ; 張殿文著 782.186 44441 中文系

張殿文 我是余湘 : Chairwoman / 余湘,張殿文著. 783.3886 8036  中文系

莊芳榮 目錄學提要及題解 / 莊芳榮編著. 010 4449 史學碩、史學博

莊芳榮 叢書總目續編 / 莊芳榮撰. R 014.61 4449. 史學碩、史學博

莊芳榮 圖書分類與編目表解題解 / 莊芳榮編撰. 023.3 4449 (密集) 史學碩、史學博

莊芳榮 專門圖書館管理理論與實際 / 莊芳榮著. 025 4449 (密集) 史學碩、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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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芳榮
臺閩地區古蹟巡禮 : 臺閩地區古蹟資料展專輯 / 莊芳榮,吳

淑英執行編輯.
677.6 4449. 史學碩、史學博

莊芳榮 臺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硏究 / 莊芳榮著. 677.61 4449. 史學碩、史學博

許志銘,黃祥旭

(志銘與狸貓)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 後宮交換日記 / 志銘與狸貓作 437.67 4087 中文系

許志銘,黃祥旭

(志銘與狸貓)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 阿瑪建國史 / 志銘與狸貓作 437.67 4087-1 中文系

許志銘,黃祥旭

(志銘與狸貓)

貓永遠是對的! = Cat's never wrong! / 黃阿瑪, 志銘與狸貓作 437.67 4087-2 中文系

許志銘,黃祥旭

(志銘與狸貓)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 被貓咪包圍的日子 = Fumeacats : I can 

count on my cats. They are always by my side / 志銘, 狸貓作

437.67 4087-3 中文系

許俐葳(神小風) 背對背活下去 / 神小風著. 857.7 3597 中文系

許俐葳(神小風) 少女核 / 神小風著. 857.7 3597-1 中文系

許俐葳(神小風) 消失打看 / 神小風作 857.7 3597-2 中文系

許琇禎 台灣當代小說縱論 : 解嚴前後(1977-1997) / 許琇禎著. 827.88 0813 中文系

許琇禎 聞一多 / 許琇禎編著 ; 范銘如主編. 830.8 2442 v.7 中文系

許端容 梁祝故事硏究 / 許端容著 858.01 0803  v.1 -4 文學組、中文碩、中文博

許賢瑤 臺灣包種茶論集 / 許賢瑤著. 481.609232 0871 史學系

許賢瑤 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會史 / 徐英祥,許賢瑤著. 492.83 2843. 史學系

連啓元 明代的獄政管理 : 國家制度的司法權力運作 / 連啓元著 589.8 3531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連啓元 明代的告示榜文 : 訊息傳播與社會互動 / 連啓元著. 630.8 4275.4  v.24 -v.25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郭朝順 佛學槪論 / 林朝成,郭朝順著 220 4445 哲學碩、哲學博

郭朝順 佛敎文化哲學 / 郭朝順著 220.11 0742 哲學碩、哲學博

郭朝順 天台智顗的詮釋理論 / 郭朝順作. 226.4 0742 哲學碩、哲學博

陳文豪 澎湖縣議會會史 / 陳文豪編撰. 575.232/141.6 7500.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陳立文 宋子文與戰時外交 / 陳立文著. 642.4 7500. 史學碩、史學博

陳立文 吾土吾民 : 孫中山與臺灣 =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Dr. 

Sun Yat-sen and Taiwan / 陳立文等撰稿   曾一士總編輯.

941.6 7500. 史學碩、史學博

陳木杉 大陸學界編寫「中國歷史」的理論與實際 / 陳木杉著. 619.2 7544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大陸學界編寫「臺灣歷史」的理論與實際 / 陳木杉著. 619.2 7544-1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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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木杉 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眞相探討 / 陳木杉編著. 628 7544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的蔣汪關係 / 陳木杉著 628.5 7544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汪精衛集團治粤梗槪 / 陳木杉著 628.5 7544-1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從函電史料觀汪精衛檔案中的史事與人物新探 / 陳木杉著 628.5 7544-2  v.1( 7F特藏室)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海峽兩岸編寫「臺灣史」的反思與整合 / 陳木杉編著 677.2 7544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二二八眞相探討 / 陳木杉著 733.2913 7544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木杉 雲林縣布袋戲發展史暨布袋戲宗師黃海岱傳奇 / 陳木杉編

著

986.4 7544 (89) 史學系、大陸碩、史學博

陳信雄 澎湖宋元陶瓷 / 陳信雄著. 797.32/141 7524 史學博

陳信雄 陶瓷臺灣 : 臺灣陶瓷的歷史與文化 / 陳信雄著. 938.09232 7524 史學博

陳柵容(夏霏) 一百個想你 [電子資源] / 夏霏著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E/search_viewOpen.action

?bookId=YsdsdebY187153ccY
中文系

陳柵容(夏霏) 我的可愛134公里 [電子資源] / 夏霏文 ; 嘿體圖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onID=P

20120427056
中文系

陳柵容(夏霏) 把哥聖經首把曲 : 神秘的把哥石 / 夏霏, 穹風作 544.7 1010  中文系

陳柵容(夏霏) 虹色舞臺 / 夏霏著 855 10103 中文系

陳柵容(夏霏) 夏霏絮語 / 陳栅容著 848.6 10101 v.1-v.2 中文系

陳柵容(夏霏) 台客,愛老虎油 / 夏霏作 855 10103-1 中文系

陳英善 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 / 陳英善著. 226.3 7548 哲學碩

陳益源 台灣民間文學採錄 / 陳益源作. 539.5232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俗話說 / 陳益源作. 539.6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 / 陳益源作. 738.389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開澎進士蔡廷蘭與<海南雜著> / 高啓進,陳益源,陳英俊合

著.

782.886 4414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王翠翹故事硏究 / 陳益源著. 820.9707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硏究 / 陳益源著. 827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從<<嬌紅記>>到<<紅樓夢>> / 陳益源著. 827 7583-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 / 陳益源作. 827.8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 / 陳益源作. 858.07 758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益源 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 / 陳益源作. 858.07 7583-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分析文學 / 陳啓佑著. 820.2 753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新詩補給站 / 渡也著. 821.88 753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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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佑(渡也) 花落又關情 : 萬物靜觀皆自得 / 陳啓佑(渡也)著. 831 753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渡也集 / 渡也作. 831.8 4308  v.5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落地生根 / 渡也著 ; 蕭蕭李瑞騰解說. 851.48 753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面具 / 渡也著. 851.486 753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我是一件行李 / 渡也著. 851.486 753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不准破裂 / 渡也著. 851.486 7532-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流浪玫瑰 / 渡也著. 851.486 7532-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攻玉山 / 渡也著. 851.486 7532-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 / 渡也著. 851.486 7532-5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太陽吊單槓 / 渡也著. 851.486 7532-6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夢魂不到關山難 / 渡也著. 856.9 753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永遠的蝴蝶 / 渡也著. 856.9 7532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啟佑(渡也) 地球洗澡 / 渡也著. 859.8 753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陳清河 武術的生命力 / 陳淸河著. 411.12 7533  中文系

陳清河 長拳之路 / 陳淸河著. 528.97 7533  中文系

陳清河 洪拳之鑰 / 陳淸河著. 528.97 7533-1  中文系

陳清河 武學之道 / 陳淸河著. 528.97 7533-2  中文系

陳清河 太極拳講義 / 陳淸河著. 528.972 75331  中文系

陳清香 佛經變相美術創作之硏究 / 陳淸香著. 224.5 7532 史學系、藝術碩

陳清香 台灣佛敎美術的傳承與發展 / 陳淸香撰. 224.509232 7532 史學系、藝術碩

陳清香 台灣佛敎美術. 繪畫篇 / 陳淸香著. 224.52 7532. 史學系、藝術碩

陳清香 羅漢圖像硏究 / 陳淸香著. 224.6 7532. 史學系、藝術碩

陳清香 台灣佛敎美術. 供像篇 / 陳淸香著. 224.6 7532-1.  史學系、藝術碩

陳清香
北朝佛敎造像源流史 : 法相紋飾在埃及、印度、中亞、中

土的傳承演變 / 陳淸香著.
224.6 7532-2. 史學系、藝術碩

陳清香 台灣佛敎美術. 建築篇 / 陳淸香著. 927.2 7532. 史學系、藝術碩

陳福濱 揚雄 / 陳福濱著. 122.5 5640 哲學博

陳福濱 王充性命論硏究 / 陳福濱撰. 122.7 7533 哲學博

陳福濱 現代生活哲學 / 陳福濱,葉海煙,鄭基良編著. 191 75331 哲學博

陳福濱 晚明理學思想通論 / 陳福濱編著 126.8 7533 哲學博

陳錫勇 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初探 / 陳錫勇著. 112.1 7581.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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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勇 老子校正 / 陳錫勇著. 121.311 7581. 中文系

陳錫勇 老子釋義 / 陳錫勇著. 121.311 7581-1. 中文系

陳錫勇 老子釋疑 / 陳錫勇著. 121.317 7581-1. 中文系

陳靜美 莊子「氣」槪念思維 / 陳靜美著. 030.8 5672.8 v.3-4  (6F叢書)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陳靜美 荀子的敎育哲學 : 以「成德理論」為進路 / 陳靜美著. 030.8 5672.10 v.4   (6F叢書)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曾議漢 禪宗美學硏究 / 曾議漢著. 030.8 5672.6 v.27   (6F叢書) 哲學博

游志誠 文選學綜觀硏究法 / 游志誠著. 011.08 4502.13       (6F叢書) 中文系

游祥洲 龍樹認識論之硏究 / 游祥洲著. 161 3833 哲學博

湯瑞弘 西方近代歷史詮釋學理論之硏究 = Hermeneutics of History 

/ 湯瑞弘著.

601.4 3611. 史學系、史學博

辜琮瑜 聖嚴法師的禪學思想 / 辜琮瑜著. 220.92 4011 哲學碩、哲學博

辜琮瑜 活著活著就笑了 / 辜琮瑜著. 856.9 40113 哲學碩、哲學博

馮元玫 華語詞彙 : 難詞釋疑與應用 / 馮元玫編著 802.03 3111 華語碩專

黃文成
神諭與隱喻 : 臺灣當代文學中的宗敎書寫及敘事 / 黃文成

作
863.27 4405. 中文碩、中文博

黃水雲 六朝駢賦硏究 / 黃水雲著. 820.92027 44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黃水雲 傳承與拓新 : 唐代遊藝賦書寫 / 黃水雲著. 820.9204 44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黃水雲 中國辭賦論叢 / 黃水雲著. 822 44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黃水雲 歷代辭賦通論 / 黃水雲著. 822.8 44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黃成權 美學與杜威的美學 : 唯美的、快樂的、懷念的 / 黃成權作 180 4454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給兒媳的十二封信 / 黃成權作. 855 44544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給兒媳的二十四封信 : 素食.環保.救地球 / 黃成權作 855 44544-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爺爺寄來美國的十五封信 : 真善美的追尋 / 黃成權作. 855 44544-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寄給美國兒媳的十二封信 : 哲學爸爸的叮嚀 / 黃成權作 ; 

劉文煥插圖.
855 44544-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二十封信的小故事 : 越老越年青 / 黃成權作 855 44544-4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傳給美國兒媳的LINE : 勵志的、健康的、理財的 / 黃成權

作
855 44544-5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傳給美國兒媳的LINE. (二) : 達觀的﹑隨緣的﹑安命的 / 黃

成權作
855 44544-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傳給美國兒媳的LINE. (三) / 黃成權作 855 44544-5.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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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權
苦難, 讓我們面對人生更加謙卑 : 十二封信的感動 / 黃成

權作
855 44544-6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成權 美國人的爺爺 : 台灣老爸的十二封信 / 黃成權作 856.286 4454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黃勁連 文學的沈思 / 黃勁連著. 810.7 4434 中文系

黃勁連 黃勁連集 / 黃勁連作. 831.8 4308 v.35 中文系

黃勁連 黃勁連台語文學選 / 黃勁連著. 848.6 4413 中文系

黃勁連 黃勁連台語文學選 / 黃勁連著. 848.6 4413 (90) 中文系

黃勁連 黃勁連臺語詩集 / 黃勁連著. 851.486 44131 v.1-v.3 中文系

黃淑基 中國藝術哲學史. 先秦卷 / 黃淑基作. 901.9201 4434 哲學系、哲學博

黃漢光 黃老之學析論 / 黃漢光著. 122.1 4439 哲學博

黃慶明 實然應然問題探微 / 黃慶明著. 150 4406-1  哲學博

黃慶明 知識論講義 / 黃慶明著. 161 4406  哲學博

黃緯中 唐代書法史硏究集 / 黃緯中著. 942.09204 4425. 藝術碩、史學博

黃緯中 楊凝式 / 黃緯中作. 943.3 5416. 藝術碩、史學博

黃寶蓮 流氓治國 / 黃寶蓮著. 690 4434 中文系

黃寶蓮 未竟之藍 / 黃寶蓮著. 740.9 4434 中文系

黃寶蓮 仰天45度角 : 一個女子的生活史 / 黃寶蓮著. 855 44345 中文系

黃寶蓮 無國境世代 / 黃寶蓮著. 855 44345-1 中文系

黃寶蓮 芝麻米粒說 / 黃寶蓮著. 855 44345-2 中文系

黃寶蓮 五十六種看世界的方法 / 黃寶蓮著. 855 44345-3 中文系

黃寶蓮 簡單的地址 / 黃寶蓮著. 856.9 44342 中文系

黃寶蓮 七個不快樂的女人 / 黃寶蓮作. 857.63 44341 中文系

黃寶蓮 Indigo藍 / 黃寶蓮著. 857.63 44341-1 中文系

楊宗翰 臺灣文學的當代視野 / 楊宗翰著. 820.7 4634 中文系

楊宗翰 逆音 : 現代詩人作品新論 / 楊宗翰著 820.9108 4634 中文系

楊宗翰 台灣現代詩史 : 批判的閱讀 / 楊宗翰著. 821.886 4634 中文系

楊宗翰 臺灣新詩評論 : 歷史與轉型 / 楊宗翰著. 863.21 4634 中文系

楊錦郁 溫馨家庭快樂多 : 十九位名人窩裏訪 / 楊錦郁著 544 4684 文學組

楊錦郁 婚姻破繭 / 楊錦郁譯 544.36 4684 文學組

楊錦郁 諸葛亮 / 楊錦郁作 782.823 0440-19 文學組

楊錦郁 嚴肅的遊戲 : 當代文藝訪談錄 / 楊錦郁著 810.7 4684 文學組

楊錦郁 呂碧城 : 文學與思想 / 楊錦郁著 848.7 6014  文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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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錦郁 深情 / 李瑞騰, 楊錦郁合著 856.9 4017-1  文學組

楊錦郁 霧中恆河 / 楊錦郁著 863.55 4684 文學組

楊錦郁 穿過一樹的夜光 / 楊錦郁著 863.55 4684-1 文學組

楊錦郁 遠方有光 / 楊錦郁著. 863.55 4684-2  文學組

楊錦郁 用心演出人生 / 楊錦郁著 863.55 4684-3 文學組

楊錦郁 記憶雪花 / 楊錦郁著. 863.55 4684-4 文學組

楊錦郁 完美的陌生人 / LouAnn Gaeddert 著 ; 楊錦郁譯 874.57 44264 文學組

楊錦郁 小西巷 [電子資源] / 楊錦郁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ccu/B/118633 文學組

雷家驥 資治通鑑 : 帝王的鏡子 / 雷家驥編撰. 083.6 8864 v.14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貞觀政要 : 天可汗的時代 / 雷家驥編撰. 083.6 8864 v.51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 / 雷家驥著. 573.138 1037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中古史學觀念史 / 雷家驥著. 601.92 1037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李靖 / 雷家驥著. 782.8411 1037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孔雀東南飛>箋證 / 雷家驥著 821.82 1037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史詩三首箋證 / 雷家驥著 ; 張加君編 821.4 1037 史學碩、史學博

雷家驥 狐媚偏能惑主 / 雷家驥編著. 武則天的精神與心理分析. 857.45413 1037 史學碩、史學博

趙衛民 老子的道 / 趙衛民著. 121.31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老子的道 : 谷神與玄牝 / 趙衛民著 121.31 4927-1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莊子的道 : 逍遥散人 / 趙衛民著. 121.33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莊子的道 / 趙衛民著. 121.337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莊子的風神 : 由蝴蝶之變到氣化 / 趙衛民著. 121.337 4927-1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尼采的生命哲學 / 趙衛民著. 147.66 4927 (92)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散文啓蒙 / 趙衛民著. 820.9508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新詩啓蒙 / 趙衛民作. 821.88 4927 (100)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戴望舒 / 趙衛民編著. 830.8 2442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巨人族 / 趙衛民著. 851.4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猛虎和玫瑰 / 趙衛民著. 851.486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遊戲人生 / 趙衛民著. 856.9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火天使 / 趙衛民著. 856.9 4927-1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生命交響樂 / 趙衛民著. 856.9 4927-2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荊棘花 / 趙衛民著. 856.9 4927-3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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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衛民 美麗的瞬息 / 趙衛民著. 856.9 4927-4 (93)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趙衛民 燃燒的愛 / 趙衛民著. 857.7 4927 中文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小鈴 北宋薛紹彭硏究 / 劉小鈴著. 630.8 4275.4. V.22 藝術碩、史學博

劉小鈴 日治時期日臺傳統文人書畫研究 / 劉小鈴著 940.9232 7298. 藝術碩、史學博

劉小鈴 盛唐八分書硏究 / 劉小鈴著. 942.092 7298. 藝術碩、史學博

劉小鈴 日治時期日臺傳統文人書畫研究 [電子資源] / 劉小鈴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onID=P

20160603026
藝術碩、史學博

劉秀美 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 / 劉秀美著. 827.88 7228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劉秀美 華嚴文學創作論文集 / 劉秀美等作. 857.7 4466-5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劉秀美 山海的召喚 : 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 / 劉秀美,蔡可欣著. 863.09 4307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劉秀美 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 : 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精神蛻

變與返本開新 / 劉秀美著.

863.82 7228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劉秀美 相遇在臺灣 : 城市老人畫譜 / 劉秀美撰文. 944.5 7228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劉惠萍 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硏究 / 劉惠萍著. 282 7254 中文系、中文碩

劉惠萍 圖像與神話 [電子資源] : 日.月神話之研究 / 劉惠萍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

0120919045
中文系、中文碩

劉貴傑 支道林思想之硏究 = 魏晉時代玄學與佛學之交融 / 劉貴傑

著.

083.6 1011 n.2509-2510 (4Foffice)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竺道生思想之硏究 : 南北朝時代中國佛學思想之形成 / 劉

貴傑著.

083.6 1011 n.2554-2555  (4Foffice)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中國哲學史 / 劉貴傑著. 120.9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僧肇思想硏究 : 魏晉玄學與佛敎思想之交涉 / 劉貴傑著. 123.4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佛學與人生 / 劉貴傑著. 220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佛敎哲學 / 劉貴傑著. 220.11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東晉道安思想硏究 / 劉貴傑著. 220.9203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廬山慧遠大師思想析論 : 初期中國佛敎思想之轉折 / 劉貴

傑著.
220.9203 7252-1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華嚴宗入門 / 劉貴傑著. 226.3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劉貴傑 天台學槪論 / 劉貴傑著. 226.4 7252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歐宗智 好書永遠不寂寞 : 書評與文學批評集 / 歐宗智著. 011.69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加強人文敎育增進祥和社會論文集 / 歐宗智著. 078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觀音山下的沈思 / 歐宗智著. 078 7738-1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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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宗智 透視悲歡人生 : 小說評論與賞析 / 歐宗智著. 812.7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橫看成嶺側成峰 : 臺灣文學析論 ; 評論集 / 歐宗智著. 820.7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多少英雄浪淘盡 : <<浪滔沙>>硏究與賞析 / 歐宗智著. 827.886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 / 歐宗智著. 827.886 7738-1 中文系

歐宗智 春衫猶濕著 / 歐宗智著. 856.28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悲愁的城堡 / 歐宗智著. 857.63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三十歲以後才明白 / 歐宗智著. 857.63 7738-2 中文系

歐宗智 送你一朵花 : 為孩子寫詩 / 歐宗智著. 859.8 7738 中文系

歐宗智 由夏目漱石到村上春樹 : 日本小說名著鑑賞 / 歐宗智著. 861.57 7738 中文系

歐崇敬 中國科學之認知基礎 / 歐崇敬著. 120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中國哲學的脈絡構造理論分析 / 歐崇敬著. 120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中國哲學史 : 與世界哲學對話及重估一切價值的創造轉化 

/ 歐崇敬著.

120.9 7724 v.1-3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先秦哲學史 / 歐崇敬著 121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解構的中國知識型理論分析 / 歐崇敬著. 121.337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莊子與解構主義 / 歐崇敬著. 121.337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世界的圖像與構造 : 邁向存有學的最終理論 / 歐崇敬著. 143.46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中國哲學史. 存有學方法論卷 : 世界的圖像與構造   邁向

存有學的最終理論 / 歐崇敬著.

143.46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中國的後形而上與境界層次哲學 : 二十一世紀中國存有學

創造 / 歐崇敬著.

143.46 7724-2.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後後現代的中國存有學 : 後解構與後差異的中國哲學導論 

/ 歐崇敬著.

143.46 7724-3.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存有學最終理論 / 歐崇敬著 143.46 7724-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 / 歐崇敬著. 143.89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從結構、解構到超解構 : 超越後現代主義的理論   超解構 

/ 歐崇敬著.

143.89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渾沌之知的構造 / 歐崇敬著. 161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中國的知識論史觀 / 歐崇敬著. 161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超越形而上與自覺層次 / 歐崇敬著. 169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靈魂學 : 新世紀的靈魂百科 / 歐崇敬著. 216.9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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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崇敬 上古科學與民族知識傳統 : 從上古到商周史觀的反思 / 歐

崇敬著.

309.2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中國的科學理論及科學原理 / 歐崇敬著. 309.2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華人的第三條路 : 斷裂的華人世界之超越趨勢 = The third 

way for the Chinese / 歐崇敬著.

541.4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未來學方法論 / 歐崇敬著. 541.4801 7724.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台灣小說史. [1]導論卷 / 歐崇敬著. 827.886 7724 v.1 哲學系、哲學博

歐崇敬 來自聖國 / 歐崇敬著. 848 77241. 哲學系、哲學博

滕春興 教育哲學與教育改革 / 滕春興著 520 7957 哲學博

滕春興 西洋上古敎育史 / 滕春興著 520.94 7957 哲學博

滕春興 西洋敎育史 : 中世紀及其過渡世代 / 滕春興著 520.94 7957-1 哲學博

滕春興 西洋近世敎育史 / 滕春興著 520.9407 7957 哲學博

潘弘輝 脫軌的牌戲 : 瀰漫著濃郁少年氣質與死亡況味的魔幻作品 

/ 潘弘輝著.

857.63 3219 中文系

潘弘輝 迴旋木馬女孩 / 潘弘輝著. 857.63 3219-1 中文系

潘弘輝 人馬記事 / 潘弘輝作. 857.63 3219-2 中文系

潘弘輝 夕陽山外山 : 李叔同傳奇 / 潘弘輝著. 857.7 3219 中文系

潘弘輝 水兵之歌 / 潘弘輝著. 857.7 3219-1 中文系

潘弘輝 塵世李叔同 / 潘弘輝著. 857.7 3219-2 中文系

蔡俊傑 世界早被靜悄悄換掉了 857.63 44223 中文系

蔡相煇 復興基地臺灣之宗敎信仰 / 蔡相煇編著 209.232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臺灣民間信仰 / 蔡相煇, 吳永猛編著 271.9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台灣的祠祀與宗敎 / 蔡相煇著 272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祀神與祀典 / 蔡相煇, 陳奕愷作 272 4449-1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匾額、聯文與籤詩 / 蔡相煇, 陳奕愷, 劉美慧作 272.097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關渡宮沿革 / 蔡相煇, 陳奕愷, 劉美慧作 272.097 4449-1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台灣的王爺與媽祖 / 蔡相煇著 272.7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 : 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硏討會

論文集 / 林美容,張珣,蔡相煇主編.

272.7107 4483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笨港史的眞象 : 笨港毀滅論天妃廟正統卅年公案之廓淸 / 

蔡相煇等編修

272.7109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王得祿傳 / 蔡相煇,王文裕著 677.775 4028 v.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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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相煇 北港朝天宫志 / 蔡相煇編著 677.9/681.61 4449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蔡相煇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 / 蔡相煇著 ; 卓克華主

編

733.07 43511.2 v.15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相煇 媽祖信仰研究 [電子資源] / 蔡相煇著 http://taebc.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58 史學系、哲學碩、史學博

蔡振念 杜詩唐宋接受史 / 蔡振念著. 820.9104 4458 中文碩

蔡振念 高適詩硏究 / 蔡振念著. 821.08 4501 中文碩

蔡振念 郁達夫 / 蔡振念編著. 830.8 2442 中文碩

蔡振念 水的記憶 / 蔡振念著. 839.31/205 8707 中文碩

蔡振念 陌地生憶往 / 蔡振念作. 851.486 44581 中文碩

蔡振念 敲響時間的光 / 蔡振念作. 851.486 44581-1 中文碩

蔡振念 人間情懷 / 蔡振念著. 855 4458 中文碩

蔡振念 臺灣現代短篇小說精讀 / 蔡振念編著. 857.61 4458 v.1-v.2 中文碩

蔡泰彬 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 / 蔡泰彬撰. 443.09206 4454. 史學系、史學博

蔡泰彬 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之治河 / 蔡泰彬撰. 443.685 4454. 史學系、史學博

蔣義斌 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 : 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

朱學派之排佛反王 / 蔣義斌撰.

125 4480.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蔣義斌 宋儒與佛敎 / 蔣義斌著. 220.9205 4480.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蔣義斌 史浩硏究 : 兼論南宋孝宗朝政局及學術 / 蔣義斌著. 630.8 4275.2.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蔣勳 天地有大美 : 蔣勳和你談生活美學 / 蔣勳著   楊雅棠攝影. 180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美的覺醒 : 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身 / 蔣勳著. 180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身體美學 : 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自得 / 蔣勳著   楊雅棠攝

影.

184.1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身體記憶52講 = For the love of body / 蔣勳作 184.1 4424 (105)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肉身供養 / 蔣勳作 184.1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此生 : 肉身覺醒 / 蔣勳著 184.1 4424-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美的曙光 / 蔣勳著. 713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吳哥之美 = The beauty of Angkor / 蔣勳著. 738.49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東西南北人 / 蔣勳等著. 781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蒋勋说文学 : 从<<诗经>>到陶渊明 820.91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說文學之美 : 品味唐詩 820.9104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說文學之美 : 感覺宋詞 820.9305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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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 到綠光咖啡屋,聽巴哈,讀余秋雨 / 蔣勳等著. 835.8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少年中國 / 蔣勳著. 851.48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母親 : 蔣勳詩集 / 蔣勳著. 851.48 4424-1. c.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詩與報導 / 蔣勳著. 851.486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眼前卽是如畫的江山 / 蔣勳著. 851.486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祝福 / 蔣勳著. 851.486 4424-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孤獨六講 : 情慾.語言.革命.思維.倫理.暴力 / 蔣勳著. 851.486 4424-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多情應笑我 / 蔣勳著. 851.486 4424-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人與地 / 蔣勳著. 855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今宵酒醒何處,又名,路上書 / 蔣勳著. 855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 蔣勳著. 855 4424-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九歌 : 諸神復活 / 蔣勳著. 855 4424-3 (10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舞動九歌 / 蔣勳作. 855 4424-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旅行台灣 : 名人說自己的故事 = Touring Taiwan / 蔣勳等

著.

855 4424-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生活十講 / 蔣勳著. 855 4424-5.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手帖 : 南朝歲月 / 蔣勳著. 855 4424-6.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少年台灣 / 蔣勳作. 855 4424-7.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此時眾生 / 蔣勳著. 855 4424-8.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捨得 捨不得 : 帶著金剛經旅行 / 蔣勳文字.攝影.書法 855 4424-9.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給靑年藝術家的信 / 蔣勳著. 856.286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感覺十書 : 蔣勳談美 / 蔣勳著. 856.286 44241-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萍水相逢 / 蔣勳著. 856.9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希望我能有條船 / 蔣勳等著. 856.9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大度.山 / 蔣勳著. 856.9 4424-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島嶼獨白 / 蔣勳著. 856.9 4424-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歡喜讚歎 / 蔣勳著. 856.9 4424-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我喜歡閱遊,和我自己 : 可以冒險,也可以流浪   閱遊 / 蔣勳

等著.

856.9 4424-5.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舞動白蛇傳 / 蔣勳著. 857.44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舞動紅樓夢 / 蔣勳著. 857.49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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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 蔣勳說紅樓夢 / 蔣勳著. 857.49 44241-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夢紅樓 / 蔣勳著 857.49 44241-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微塵眾 : 紅樓夢小人物. 1 / 蔣勳著 857.49 44241-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因為孤獨的緣故 / 蔣勳著. 857.63 4424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新傳說 / 蔣勳著. 857.63 44243-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情不自禁 / 蔣勳著. 857.63 44243-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寫給Ly's M-1999 / 蔣勳著. 857.63 44243-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祕密假期 = Vacances secretes / 蔣勳作. 857.7 442410.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傳說 / 蔣勳著. 857.84 2637 n.1478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破解達文西密碼 = Cracking the Da Vinci Code with Chiang 

hsun / 蔣勳著.

874.27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藝術槪論 / 蔣勳著. 900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從羅浮宫看世界美術 = Musee du Louvre / 蔣勳著. 906.8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藝術手記 / 蔣勳著. 907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美的沈思 : 中國藝術思想芻論 / 蔣勳著. 907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 / 蔣勳著. 909.2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寫給大家的西洋美術史 / 蔣勳著. 909.4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破解米開朗基羅 = Michelangelo rediscovered by Chiang 

Hsun / 蔣勳著.

940.9945 9734-7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破解梵谷 / 蔣勳著. 909.9472 4480-1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徐悲鴻 : 中國近代寫實繪畫的奠基者 / 謝里法,蔣勳著. 940.92 281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齊白石 . 文人畫最後的奇葩./ 蔣勳著 = 940.9886 00211-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蔣勳談竇加 [錄音資料] : 凝視繁華的孤寂者 / 蔣勳主講 AP 940.9942 4424 v.1-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破解竇加 : 凝視繁華的孤寂者 / 蔣勳作 940.9942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破解莫內 = Claude monet   rediscovered / 蔣勳著. 940.9942 4440-8.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漢字書法之美 : 舞動行草 / 蔣勳作   楊雅棠攝影. 942.07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張擇端淸明上河圖 / 蔣勳導讀 945.2 1150-3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山水 : 文人畫集與創作札記 / 楚戈,席慕蓉,蔣勳繪著. 945.5 4026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來日方長 ：詩畫集/ 蔣勳作. 945.6 44241 (96)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閱讀畢卡索 : 畢卡索的世界1881-1973 / 蔣勳著. 947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世紀領航 : 達文西 = Da Vinci / 蔣勳著 947.5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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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 我就是我 : 柳依蘭個展 = I am I   Liu I-lan / 蔣勳撰寫   蔡幸

伶執行編輯.

948.5 4424.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魔幻.達利 / 蔣勛著. 949.8 3422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太魯閣國家公園無名天地 / 蔣勳詩文   安世中等攝影. 957.2 44241. 史學系、藝術碩

蔣勳 新編傳說 [電子資源] / 蔣勳作
http://reading.udn.com/libnew/MainPageAction.do?sort=b&fid=22

&iid=65824&UniID=unitedg&UniType=y&U_ID=pccu 史學系、藝術碩

鄧秀梅 儒學中有關「天命流行」一義之探討 / 鄧秀梅著. 030.8 5672.2 v.2 哲學碩、哲學博

鄧秀梅 朱子對<<論語>>的詮釋 / 鄧秀梅著. 030.8 5672.9 v.18  (6F叢書) 哲學碩、哲學博

鄭阿財 開蒙養正 : 敦煌的學校敎育 / 鄭阿財,朱鳳玉著. 797.9 4309.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阿財 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硏究 / 鄭阿財著. 797.9 8776.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阿財 敦煌文獻與文學 / 鄭阿財著. 797.9 8776-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阿財 敦煌蒙書硏究 / 鄭阿財,朱鳳玉著. 797.908 208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基良 先秦兩漢改過思想之硏究 / 鄭基良著. 121 874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鄭基良 魏晉南北朝形盡神滅或形盡神不滅的思想論證 / 鄭基良

著.

123 874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鄭基良 王陽明與康德道德哲學之比較 / 鄭基良著. 126.4 8743 哲學系、哲學碩、哲學博

鄭穎 物志 : 從古典到現代的文學「物」語 / 鄭穎著 820 8721-5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穎 鬱的容顔 : 李渝小說硏究 / 鄭穎著 857.63 87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穎 野翰林 : 高陽硏究 / 鄭穎著 857.7 8721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鄭頻(琹涵) 歡喜田 / 琹涵著. 192.1 113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享山水田園詩 : 偷得浮生半日閒 / 琹涵作. 821.8 113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水深雲款款 / 琹涵著. 851.486 113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留一方心田 / 琹涵著. 855 113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有情相待 / 琹涵著. 855 1131-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生活的簡單滋味 / 琹涵著. 855 1131-10. 中文系

鄭頻(琹涵) 陽光下的笑臉 / 琹涵著. 855 1131-1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讀/唐詩 : 愛上源自生活的美麗 / 琹涵作. 855 1131-12.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讀/宋詞 : 珍愛源自生活的深情 / 琹涵著. 855 1131-13.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讀/元曲 : 就愛源自生活的眞性情 / 琹涵著. 855 1131-14.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享 : 古典詩詞的節日滋味 / 琹涵作. 855 1131-15.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簡單。幸福。真滋味 / 琹涵著 855 1131-16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好詞 : 從唐宋到清初,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 琹涵著 855 1131-17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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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頻(琹涵) 日日好話 : 古典智慧給現代人的生活格言 / 琹涵著 855 1131-18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好詩 : 從先秦到明淸 回到初相遇的一刻 / 琹涵著 855 1131-19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美麗新希望 / 琹涵著. 855 1131-2.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讀泰戈爾 : 源自印度哲人的雋永小詩,時時在心底吐著

歡樂的絮語 / 琹涵著

855 1131-20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宋詞藏情錄 : 緩步微吟,勾起四十幅心底深處的和煦光景 / 

琹涵著

855 1131-2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品茗.夜話 : 敲動心底的六十根弦,靈魂深處迴響著的繞梁

餘音 / 琹涵著

855 1131-22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慢讀唐詩 : 悠然人生的55次美好相遇 / 琹涵著 855 1131-23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歲月的名字 / 琹涵著. 855 1131-3.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希望是一座山 / 琹涵著. 855 1131-4.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心情不下雨 / 琹涵著. 855 1131-5.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圓滿珍珠 / 琹涵著. 855 1131-6. 中文系

鄭頻(琹涵) 雲端的彩虹 / 琹涵著. 855 1131-7. 中文系

鄭頻(琹涵) 飲一罈芳醇 / 琹涵著. 855 1131-8.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森林香草集 / 琹涵[著]. 855 1131-9.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白色鬱金香 / 琹涵著. 855 1137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心中桃源 / 琹涵著. 856.9 113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心海微瀾 / 琹涵著. 856.9 1131-1.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美如花朵 / 琹涵著. 856.9 1131-2. 中文系

鄭頻(琹涵) 一顆最美的心 / 琹涵著. 856.9 1131-3.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在芬芳裏 / 琹涵著. 856.9 1131-4.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天梯 / 琹涵著. 856.9 1131-5.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天天天晴 / 琹涵著. 856.9 1131-6.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像淸泉一般 / 琹涵著. 856.9 1131-7.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典藏深情 / 琹涵著. 856.9 1131-8.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百合雲梯 / 琹涵,周芬伶作. 857.84 2637 n. 2356 中文系

鄭頻(琹涵) 溫暖的心 / 琹涵著. 857.84 2637 n.1999 中文系

鄭頻(琹涵) 一口快樂井 [電子資源] = The well of happiness / 琹涵著
http://reading.udn.com/libnew/MainPageAction.do?sort=b&fid=22

&iid=46438&UniID=unitedf&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鄭頻(琹涵) 生活中找鑽石 [電子資源] / 琹涵, 陳亞南著
http://reading.udn.com/libnew/MainPageAction.do?sort=b&fid=60

7&iid=48797&UniID=unitedf&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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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頻(琹涵) 沉思的百合 [電子資源] / 琹涵著 http://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63 中文系

鄭頻(琹涵)
創意,點石成金 [電子資源] : 創意寫作的20堂課 / 琹涵, 陳

亞南著
http://reading.udn.com/libnew/MainPageAction.do?sort=b&fid=60

7&iid=48796&UniID=unitedf&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鄭頻(琹涵) 詩情.快意 [電子資源] : 對飲唐詩 發現生活真趣 / 琹涵著
http://reading.udn.com/libnew/MainPageAction.do?sort=b&fid=22

&iid=40516&UniID=unitedf&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鄭頻(琹涵) 遇見幸福 [電子資源] : 50則琹涵的深清密碼 / 琹涵著
http://reading.udn.com/libnew/MainPageAction.do?sort=b&fid=27

&iid=46439&UniID=unitedf&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蕭振邦 在亂世中做人 : 我讀荀子 / 蕭振邦著. 121.277 4455 哲學系、哲學博

蕭振邦

深層自然主義 [電子資源] : 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 = Deep 

naturalism ;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ang-Tzu / 蕭

振邦著.

https://taebc.ebook.hyread.com.tw/bookDet

ail.jsp?id=180 哲學系、哲學博

賴昇宏 秦漢諸子禮學思想硏究 : 論<<呂氏.十二紀>>至<<春秋繁

露>> / 賴昇宏著

121.07 5763 文學組、中文碩、中文博

賴昇宏 湛甘泉理學思想之硏究 / 賴昇宏著. 030.8 5672.11  v.34  (6F叢書) 文學組、中文碩、中文博

賴昇宏 <<禮記>>氣論思想硏究 / 賴昇宏著. 030.8 5672.12  v.10 -11 (6F叢書) 文學組、中文碩、中文博

賴建成
晚唐曁五代禪宗的發展 : 以與會昌法難有關的僧侶和禪門

五宗為重心 / 賴建成著.
630.8 4275.2 v.18-19(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賴建成 吳越佛敎之發展 / 賴建成著. 630.8 4275.3v.12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賴建成
臺灣民間信仰、神壇與佛教發展 : 臺灣宗教信仰的特質與

趨勢 / 賴建成,吳世英著
733.08 4375 v.19-22(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賴鼎銘 科學欺騙硏究 / 賴鼎銘著. 011.1 5728. 史學碩

賴鼎銘 圖書館學的哲學 / 賴鼎銘著. 020.11 5728. 史學碩

賴鼎銘 資訊科學的思考 / 賴鼎銘著. 028.07 5728. 史學碩

賴福順 淸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硏究 / 賴福順著. 018.17 5732.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賴福順 鳥瞰淸代台灣的開拓 / 賴福順編著. 830.8 5984.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駱以軍 胡人說書 / 駱以軍作 812.7 7723  中文系

駱以軍 棄的故事 : 駱以軍詩集 / 駱以軍作. 851.486 77231. 中文系

駱以軍 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 / 駱以軍著. 855 7723. 中文系

駱以軍 我愛羅 / 駱以軍著. 855 7723-1. 中文系

駱以軍 小兒子 / 駱以軍著 855 7723-2 中文系

駱以軍 願我們的歡樂長留 ：小兒子.2/ 駱以軍著 855 7723-2.2 c.2 中文系

駱以軍 純眞的擔憂 / 駱以軍作 855 7723-3. 中文系

駱以軍 媲美貓的發情 : LP小說選 / 黃錦樹駱以軍主編 857.61 4822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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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 紅字團 / 駱以軍著. 857.63 7723. 中文系

駱以軍 妻夢狗 / 駱以軍作. 857.63 7723-1. 中文系

駱以軍 我們 / 駱以軍著. 857.63 7723-2. 中文系

駱以軍 降生十二星座 / 駱以軍著. 857.63 7723-3. 中文系

駱以軍 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 / 駱以軍著. 857.63 7723-4. 中文系

駱以軍 臉之書 / 駱以軍著. 857.63 7723-5. 中文系

駱以軍 第三個舞者 / 駱以軍著. 857.7 7723. 中文系

駱以軍 月球姓氏 / 駱以軍著. 857.7 7723-1. 中文系

駱以軍 遣悲懷 / 駱以軍作   王德威主編. 857.7 7723-2. 中文系

駱以軍 遠方 / 駱以軍著. 857.7 7723-3. 中文系

駱以軍 西夏旅館 / 駱以軍著. 857.7 7723-4 v.1-2 中文系

駱以軍 女兒 / 駱以軍著. 857.7 7723-5. 中文系

駱以軍 匡超人 / 駱以軍著 857.7 7723-6. 中文系

駱以軍 我們自夜闇Ci1酒館離開 / 駱以軍著. 857.84 2637 n.2260 中文系

駱以軍 和小星說童話 / 駱以軍著. 859.6 7723. 中文系

駱芬美 明代官員丁憂與奪情之硏究 / 駱芬美著. 630.8 4275.2. v.24 史學碩、史學博

駱芬美 三楊與明初之政治 / 駱芬美著. 630.8 4275.3. v.19 史學碩、史學博

駱芬美
被誤解的臺灣史 : 1553-1860之史實未必是事實 / 駱芬美

著
733.21 7748 史學碩、史學博

駱芬美
被混淆的臺灣史 : 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 駱芬美

著
733.21 7748-1 史學碩、史學博

戴瑞坤 中日韓朱子學陽明學之硏究 / 戴瑞坤著. 125.5 431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戴瑞坤 陽明學漢學硏究論集 / 戴瑞坤著. 126.4 431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戴瑞坤 陽明學說對日本之影響 / 戴瑞坤著. 131.5 431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戴瑞坤 陳澧切韻考考辨 / 戴瑞坤著. 802.407 431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謝明勳
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 : 「傳承」,「虛實」問題之考察

與析論 / 謝明勳著.
827.827 046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謝明勳 六朝小說本事考索 / 謝明勳作. 827.827 046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謝明勳 六朝志怪小說硏究述論 : 回顧與論釋 / 謝明勳著. 827.827 0462-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謝明勳 古典小說與民間文學 : 故事硏究論集 / 謝明勳著. 827.88 0462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韓桂華 宋代官府工場及物料與工匠 / 韓桂華著. 630.8 4275.4. v.21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韓桂華 宋代綱運研究 / 韓桂華著 630.8 4275.9 v.13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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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進雄 六朝服食風氣與詩歌 / 顔進雄撰. 820.91027 013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顔進雄 唐代遊仙詩硏究 / 顔進雄著. 821.84 013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魏綵瑩
世變中的經學 : 王闓運<<春秋>>學思想研究 / 魏綵瑩

著.
030.8 5672.14  v.4 (6F叢書) 史學碩

魏綵瑩
經典秩序的重構 : 廖平的世界觀與經學之路 / 魏綵瑩

著
128.4 2629 史學碩

魏綵瑩
經典秩序的重構  [電子資源]: 廖平的世界觀與經學之

路 / 魏綵瑩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ccu/B/138176 史學碩

羅賢淑 <<莊子>>寓言故事硏究 / 羅賢淑著. 820.8 4507.2. v.30  (6F叢書)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羅賢淑 劍光俠影論金庸 / 羅賢淑著. 857.9 6073.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羅獨修 中國上古文獻學 / 羅獨修著. 032 6042.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羅獨修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 / 羅獨修著. 030.8 5672.6  v.2  (6F叢書)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羅獨修 先秦勢治思想探微 / 羅獨修著 570.921 6042 史學系、史學碩、史學博

嚴紀華 看張.張看 : 參差對照張愛玲 / 嚴紀華著. 782.886 1121-26 中文博

嚴紀華 碧玉紅牋寫自隨 : 綜論唐代婦女詩歌 / 嚴紀華著. 820.9104 6624 中文博

嚴紀華 唐代題壁詩之硏究 / 嚴紀華著. 821.08 4501 v.3 n.3  (6F叢書) 中文博

嚴紀華 當古典遇到現代 / 嚴紀華著. 827.88 6624. 中文博

嚴紀華 大唐詩逸 : 孟浩然詩選 / 嚴紀華編著. 851.4415 6624. 中文博

蘇子敬 胡五峰<<知言>>哲學課題之硏究 : 以「內聖外王」槪念展

開之 / 蘇子敬著.

030.8 5672.3 v.16   (6F叢書) 哲學博

蘇子敬 唐君毅孟學詮釋之系統硏究 / 蘇子敬著. 030.8 5672.4 v.25   (6F叢書) 哲學博

蘇天賜 蘇天賜書法篆刻作品集 / 蘇天賜書刻. 943.5 4416 密集 美術系、中文博

蘇國榮 知識之鑰 : 圖書館利用敎育 / 蘇國榮著 027 4469 史學碩

蘇國榮 國民小學圖書館利用敎育與輔導 / 蘇國榮著 024.6 4469-1 史學碩

蘇國榮 國民小學圖書館規劃與設計 / 蘇國榮著 024.6 4469-2   史學碩

蘇國榮 國民中小學圖書館之經營 / 蘇國榮著. 024.6 4469 史學碩

蘇國榮 樵徑拾零 / 蘇國榮著 520.7 4469 史學碩

龔華 以千年的髮 : 龔華詩集 / 龔華著 851.486 0144 中文碩

龔華 花戀 / 龔華著 851.486 01441 中文碩

龔華 我們看風景去 / 龔華著 851.486 01441-1 中文碩

龔華 自己做陀螺 : 薛林詩選 / 薛林作 ; 龔華主編 851.486 44443-1 中文碩

龔華 玫瑰如是說 = Whispering Roses / 龔華著 855 0144 中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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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華 永不說再見 / 龔華著 855 0144-1 中文碩

龔華 情思.情絲 / 龔華著 855 0144-2 中文碩

龔華 愛過 / 龔華著 855 0144-3 中文碩

龔華 逆光/喬曼.卓根布魯特著,龔華譯 881.751 2442 中文碩

龔顯宗 臺灣文學家列傳 / 龔顯宗著. 782.24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女性文學百家傳 / 龔顯宗著. 782.24 0163-1.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臺灣文學硏究 / 龔顯宗著. 820.7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台灣文學論集 / 龔顯宗著. 820.7 0163-1.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從台灣到異域 : 文學硏究論稿 / 龔顯宗著. 820.7 0163-2.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文史雜俎 / 龔顯宗著. 820.7 0163-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謝茂秦之生平及其文學觀 / 龔顯宗著. 820.8 4507.2.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明淸文學硏究論集 / 龔顯宗著. 820.906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明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之硏究 / 龔顯宗著. 821.08 4501.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論梁陳四帝詩 / 龔顯宗著. 821.835 8242.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詩筏硏究 / 龔顯宗著. 821.86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明初越派文學批評硏究 / 龔顯宗著. 829.6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榴紅的五月 / 龔顯宗撰. 848.6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臺灣小說精選 : 神話.傳奇.鄉野.歷史 / 龔顯宗編著. 857.61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龔顯宗 明代童謡的賞析與硏究 / 龔顯宗著. 859.8 0163. 中文系、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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