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方蘭生 心情好創意 : 世紀新生活主義 / 方蘭生等著. 073 0042. 新聞系

方蘭生 魅力公關 / 方蘭生著. 177.3 0042. 新聞系

方蘭生 傳播原理 / 方蘭生著. 541.83011 0042. 新聞系

方蘭生 方蘭生談自助公關 / 方蘭生著. 541.84 0042. 新聞系

方蘭生 形象魅力 / 方蘭生著. 541.84 0042-1. 新聞系

方蘭生 不敗的小方 / 方蘭生著. 782.886 00421. 新聞系

方蘭生 年輕有夢 / 方蘭生著. 856.9 00421. 新聞系

方蘭生 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 / 方蘭生著. 891.1 0042. 新聞系

方蘭生 自我成長系列 [錄音資料] / 方蘭生主講. AC 177.3 0042-1. 新聞系

方蘭生 快樂系列 = A Series of Happiness [錄影資料] / 方蘭生主講. DVD 177.3 0042-2. 新聞系

王成勉 文社的盛衰 : 二〇年代基督敎本色化之個案硏究 / 王成勉著. 248.2 1052. (密集) 新聞系、中美所碩

王成勉 品味荷蘭 : 一位歷史敎授的人文觀察 / 王成勉著. 529.28472 1052. 新聞系、中美所碩

王成勉 氣節與變節 : 明末淸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 / 王成勉著 546.1135 1052 新聞系、中美所碩

王成勉
薪火西傳 : 牟復禮與漢學硏究 = Perpetual torch of learning inthe west   F.W. Mote 

and sinology / 王成勉等作.
636.07 1052. 新聞系、中美所碩

王成勉 留美經驗談 / 王成勉著. 856.9 1052. 新聞系、中美所碩

王成勉 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 1945年11月 - 1947年1月 / 王成勉編著. R 642.5 1052 (參考書) 新聞系、中美所碩

王偉忠
這些創意不是亂講 : 王偉忠團隊的13堂獨門創意課 / 王偉忠,陳志鴻合述   王蓉

整理.
176.4 1025. 新聞系

王偉忠 偉忠姐姐的眷村菜 / 王蓉蓉,王偉忠著. 427.11 10442   新聞系

王偉忠 偉忠姐姐的眷村菜. 2 : 王家祕傳33道吹牛好菜 / 王蓉蓉,王偉忠著. 427.11 10442.2   新聞系

王偉忠 吃喝也可以玩樂 / 王偉忠,熊姐著. 483.8 1025. 新聞系

王偉忠 歡迎大家收看 : 王偉忠的... / 王偉忠口述   王蓉採訪整理. 782.887 1025. 新聞系

王偉忠 寶島一村 : 眷.戀, 在這一村 / 賴聲川, 王偉忠作 854.6 5742-2   新聞系

王偉忠 我是康樂股長 : 王偉忠週記......亂講有理,娛樂無罪! / 王偉忠著. 855 10252. 新聞系

王偉忠 不機車很推車 : 我是康樂股長. 2 / 王偉忠著. 855 10252.2. 新聞系

王偉忠 王偉忠 VS 臺北朋友 / 王偉忠主持   鍾愛文字整理. 856.9 1025. 新聞系

史丹利(賴永鑫) 史丹利.大叔的法則 : 我不懂人生的體會,只懂人生的體位 / 史丹利作 191.9 5072  大傳系

史丹利(賴永鑫) 去我的沖繩!! = Okinawa / 史丹利作 ; 陳立偉攝影 731.788769 5072 大傳系

史丹利(賴永鑫) 史丹利沖繩不能停! = Okinawa go go go!! / 史丹利著 731.7889 5072  大傳系

史丹利(賴永鑫) 史丹利來去夏威夷 / 史丹利著 752.799 5072  大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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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賴永鑫) 史丹利熱血不能停 = Stanley yo yo yo! / 史丹利著 855 5072  大傳系

史丹利(賴永鑫) 去我的冒險!! = Go! Go! Stanley's adventure / 史丹利作 855 5072-1  大傳系

史丹利(賴永鑫) 史丹利一定要熱血 = Stanley go go go! / 史丹利著. 856.9 5072 大傳系

史丹利(賴永鑫)
挑戰人生,夢想不設限 [電子資源] : 人生不能重來,由自己決定看世界的方式 / 史

丹利著

http://www.airitibooks.co

m/Detail/Detail?Publicati

onID=P20170206001

大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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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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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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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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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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小云 台灣風雲論戰 : 十五位政壇超級人物共論大臺灣新遠景 / 余小云著. 573.07 8091. 新聞系

吳東權 千言萬語 / 吳東權著. 191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婚變基因 / 吳東權著. 544.361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越老活得越好 / 吳東權著. 544.8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開創美好退休生活 / 吳東權著. 544.83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螢光幕後 / 吳東權著. 557.778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絶代紅妝 / 吳東權著. 782.22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先秦的口語傳播 / 吳東權著. 782.29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浩氣英風 : 史堅如傳 / 吳東權著. 782.88 5074. 新聞系

吳東權 革命第一烈士 : 陸浩東傳 / 吳東權著. 782.88 7425.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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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權 高志航傳 / 吳東權著. 782.886 0042. 新聞系

吳東權 文學境界 / 吳東權著. 820.7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綵筆紅顔 / 吳東權著. 831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風雨中的寧靜 : 廣播劇集 / 吳東權等撰. 854.7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百感交集 / 吳東權著. 856.9 2654-1. 新聞系

吳東權 知福惜福 / 吳東權著. 856.9 2654-2. 新聞系

吳東權 人言平話:賞析古代中國六十部平話小說 857.41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喜上眉梢 / 吳東權著. 857.6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十步橋 / 吳東權著. 857.63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橄欖林 / 吳東權著. 857.63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颱風草 / 吳東權著. 857.63 2654-2. 新聞系

吳東權 離巢燕 / 吳東權著. 857.63 2654-3. 新聞系

吳東權 吳東權自選集 / 吳東權著. 857.63 2654-4. 新聞系

吳東權 一翦梅 / 吳東權著. 857.7 2654.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七步蛇 / 吳東權著. 857.7 2654.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九孔橋 / 吳東權著. 857.7 2654.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三人行 / 吳東權著. 857.7 2654-1.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碧血黃沙 / 吳東權著. 857.7 2654-2.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勇者的畫像 / 吳東權著. 857.7 2654-3.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高處不勝寒 / 吳東權著. 857.7 2654-4.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陸皓東傳 / 吳東權著. 857.7 2654-7. 新聞系

吳東權 死狼峽 / 吳東權著. 857.7 2654-8.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玉骨冰心 / 吳東權撰. 857.7 6054.    (密集) 新聞系

吳東權 電影與傳播 / 吳東權撰. 987 2654. 新聞系

吳東權 又見筧橋 / 吳東權撰. 987.4 2654. 新聞系

吳鑫 攝影眼的培養. 2 952.2 4491.2 大傳系

何來美 重修苗栗縣志. 卷十, 自治志 / 何來美編纂 ; 陳運棟總編纂 677.9/47.1 2241-1  v.10  新聞碩

何來美 鄉醫鄉依 : 謝春梅回憶錄 / 何來美著 783.3886 0454 新聞碩

何來美 鄉醫鄉依  [電子資源]: 謝春梅回憶錄 / 何來美著
https://reading.udn.com/u

dnlib/pccu/B/138175
新聞碩

何來美 客家身影 [電子資源] : 客家典範人物 / 何來美等著
https://reading.udn.com/u

dnlib/pccu/B/29432
新聞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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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來美 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 [電子資源] / 何來美著
https://reading.udn.com/u

dnlib/pccu/B/108966
新聞碩

宋晶宜 看星斗的夜晚 / 宋晶宜著. 855 3063. 新聞系

宋晶宜 那一陣雨 / 宋晶宜著. 855 3063-1. 新聞系

宋晶宜 我和春天有約 / 宋晶宜著. 855 3063-2. 新聞系

宋晶宜 靑靑季 / 宋晶宜著. 856.9 3063. 新聞系

宋晶宜 綠夢谷 / 宋晶宜著. 856.9 3063-1. 新聞系

宋晶宜 總是翰墨香 / 宋晶宜著. 中國文化人在美國. 856.9 3063-3. 新聞系

宋晶宜 橋 / 宋晶宜等著. 856.9 3063-4. 新聞系

宋晶宜 那個陽光午後 / 宋晶宜著. 856.9 3063-5. 新聞系

宋晶宜 生活逗點 / 宋晶宜作. 857.84 2637. 新聞系

李濤 中國聯想 / 李濤著. 484.67 4034. 新聞系

李濤 IT中國潮 / 李濤著. 484.67 4034-1. 新聞系

李濤 幸福一念間 : 李濤的台灣行腳 / 李濤著 540.933 4034   新聞系

李濤 李濤寓言 / 李濤著. 856.8 4034 v.1-2 新聞系

李濤 親愛關係 / 李濤,李豔秋著. 857.84 2637. 新聞系

李濤 大眾文化語境下的上海職業話劇 : 1937-1945 / 李濤著 982.61 4034   新聞系

李濤 世紀大審 [電子資源] : 從權力之巔到階下之囚 / 李濤編著

http://reading.udn.com/lib

new/MainPageAction.do?

sort=b&fid=28&iid=3509

5&UniID=unitedf&UniTy

pe=y&U_ID=pccu

新聞系

沈智慧
經濟立法作為經濟輔助手段之硏究 = A study on imrpving the economics through 

the mesure of economic legislation / 沈智慧著.
553.4 3485. 新聞系

周荃 學習在中國 / 周荃著. 529.282 7744. 新聞系

張岳山 新聞編輯實務 : 標題之製作與比較 / 張岳山著 893.4 1172 新聞所

陳長華

走過震災再造新校園 / 921-1022受災學校,陳長華,阮忠義撰文 ; 敎育部兒童讀物

出版資金管理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輯
527.5 7574 新聞系

陳長華 最初的溫柔 / 陳長華著 855 7574 新聞系

陳長華 疼惜往事 / 陳長華著 855 7574-1 新聞系

陳長華 打開記憶的盒子 : 疼惜往事 / 陳長華著 855 7574-2 新聞系

陳長華 剪燭小記 / 陳長華著 856.9 7574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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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陳長華 美感經驗 / 陳長華著 856.9 7574-1 新聞系

陳長華 照亮塞納河的燈 / 陳長華著 907 7574 新聞系

陳長華

台灣現代美術大系. 西方媒材類 = Taiwan modern art series / [藝術家出版社編輯

製作].
909.232 4423-3 v.1 新聞系

陳長華 中國當代畫家 / 陳長華著. 940.92 7574 新聞系

陳長華 寫景.抒情 : 何肇衢 / 陳長華著 940.9886 2132 新聞系

陳長華 童心.創意.劉興欽 / 陳長華著 940.9886 7278 新聞系

陳長華 綺麗.寫實 : 陳輝東 / 陳長華著 940.9886 7595 新聞系

陳長華 藝術中的首飾 = Jewelry in art / 陳長華著 947.5 7574 新聞系

葉明德 一九九七過渡與臺港關係 / 葉明德等作. 552.238 4462. 新聞系

葉明德 政治學 = Politics / 葉明德著. 570 4462. 新聞系

葉明德 大陸人民的政治參與. 1978-1992 / 葉明德著. 573.07 44621. 新聞系

葉明德 兩岸三地的政治 / 葉明德著. 573.09 4462. 新聞系

葉明德 泰國簡史 / 葉明德著. 738.21 4462. 新聞系

漆梅君 透視消費者 : 消費行為理論與應用 / 漆梅君著 496.34 3441 新聞系

漆梅君 EBM消費決策模式分析曁其在廣告與行銷策略面之應用 / 漆梅君[撰]. 496.34 3441-1 新聞系

漆梅君 廣告學 / 漆梅君編著. 497 3441-1 新聞系

趙良燕 愛的生與死 / 趙良燕著. 848.6 4934. 新聞系、政治碩

劉克襄 小綠山之歌 : 台北盆地四季的自然觀察 / 劉克襄文. 攝影. 366.232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小綠山之舞 : 台北盆地四季的自然觀察 / 劉克襄文. 攝影. 366.232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小綠山之精靈 : 台北盆地四季的自然觀察 / 劉克襄文. 攝影. 366.232 7240-2. 新聞系

劉克襄 快樂綠背包 / 劉克襄著. 367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花紋樣的生命 : 自然生態散文集 / 劉克襄主編 367.07 4242   新聞系

劉克襄 早安, 自然選修課 = 24 Chapters about wildlife / 劉克襄文.圖 385.232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望远镜里的精灵 : 写给小朋友的观鸟书 / 刘克襄文/图 388.8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鳥語北方三島 / 江明亮,劉克襄等撰文, 攝影 388.8232 3160 新聞系

劉克襄 臺灣鳥類硏究開拓史(1840-1912) / 劉克襄著. 388.8232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失落的蔬果 / 劉克襄著. 435.2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野狗之丘 : 劉克襄動物故事 / 劉克襄作. 437.66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男人的菜市場 498.7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綠色童年 : 親子戶外旅行 / 劉克襄文.自然圖繪   楊麗玲繪圖. 521.54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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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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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劉克襄 四分之三的香港 : 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 / 劉克襄著 673.869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深入陌生地 : 外國旅行者所見的臺灣 / 劉克襄著. 677.27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大山下,遠離台三線 : 劉克襄的山際旅行 / [劉克襄著]. 677.6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橫越福爾摩沙 : 外國人在台灣的旅行(一八六０ ̃一八八０) / 劉克襄著. 677.6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臺灣舊路踏查記 / 劉克襄著. 677.6 7240-2. 新聞系

劉克襄 福爾摩沙大旅行 / 劉克襄著. 677.6 7240-3. 新聞系

劉克襄 北臺灣自然旅遊指南 / 劉克襄撰文．攝影．繪圖. 677.6 7240-4. 新聞系

劉克襄 北台灣漫遊 : 不知名山徑指南 / 劉克襄著. 677.6 7240-5. v.1-v.2 新聞系

劉克襄 浩克慢遊 : 尋找新舊交錯的美麗 733.6 1031 新聞系

劉克襄 福爾摩沙大旅行 733.6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11元的鐵道旅行 / 劉克襄著. 733.69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裡台灣 / 劉克襄著 733.69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當景色如詩 / 劉克襄等著. 733.9/135.69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劉克襄集 / 劉克襄作. 831.8 4308. 新聞系

劉克襄 劉克襄精選集 / [劉克襄著]. 848.7 7584. 新聞系

劉克襄 河下游 / 劉克襄(劉資塊)撰. 851.4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不需要名字的水鳥 / 劉克襄文．圖. 851.486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豆鼠私生活 / 劉克襄文．圖. 851.486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鯨魚不快樂 / 劉克襄文．圖. 851.486 7240-2. 新聞系

劉克襄 最美麗的時候 / 劉克襄著. 851.486 7240-3. 新聞系

劉克襄 革命靑年 : 解嚴前的野狼之旅 / 劉克襄著. 851.486 7240-4. 新聞系

劉克襄 少年綠皮書 : 我們的島嶼旅行 / 劉克襄文.圖. 855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小鼯鼠的看法 / 劉克襄著 855 72401-1 新聞系

劉克襄 小鼯鼠的看法 / 劉克襄著. 855 72401-1. 新聞系

劉克襄 十五顆小行星 : 探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 / 劉克襄著. 855 72401-2. 新聞系

劉克襄 兩天半的麵店 855 72401-3 新聞系

劉克襄 虎地貓 855 72401-4 新聞系

劉克襄 隨鳥走天涯 / 劉克襄著. 856.9 72402. 新聞系

劉克襄 消失中的亞熱帶 / 劉克襄著. 856.9 72402-1. 新聞系

劉克襄 自然旅情 / 劉克襄著. 856.9 72402-2. 新聞系

劉克襄 山黃麻家書 / 劉克襄著. 856.9 72402-3. 新聞系

劉克襄 座頭鯨赫連麼麼 / 劉克襄著. 857.7 7240.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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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克襄 小島飛行 / 劉克襄文圖. 857.7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風鳥皮諾查 / 劉克襄著. 857.7 7240-2. 新聞系

劉克襄 扁豆森林 / 劉克襄文圖. 857.7 7240-3. 新聞系

劉克襄 永遠的信天翁 : 劉克襄動物故事 / 劉克襄作. 857.7 7240-4. 新聞系

劉克襄 豆鼠回家 / 劉克襄作.繪. 857.7 7240-5. 新聞系

劉克襄 安靜的遊蕩 : 劉克襄旅記 / 劉克襄著. 857.84 2637. n.3125 新聞系

劉克襄 迷路一天,在小鎮 : 劉克襄的漫遊地圖 / 劉克襄作. 857.84 2637. n.3205 新聞系

劉克襄 小石頭大流浪 859.6 7240 新聞系

劉克襄 大頭鳥小傳奇 859.6 7240-1 新聞系

劉克襄 老樹之歌 859.6 7240-2 新聞系

劉克襄 大便蟲 859.6 7240-3 新聞系

劉克襄 回到美好的夜晚 859.6 7240-4 新聞系

劉克襄 在地圖裡長大的台灣 / 劉克襄文 ; 江彬如圖 859.6 7240-5   新聞系

劉克襄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 挑戰極限探險故事 859.7 5726 新聞系

劉克襄 淒麗地航向未知 : 白鯨記 874.57 4121 (100) 新聞系

劉克襄 輕輕呼氣 小白鯨 874.59 7180 新聞系

劉克襄 小蜥蜴的回憶 / 劉克襄著;張慧嵐插圖 857.7 7240-6 新聞系

劉克襄 劉克襄自然生態綠皮書 [電子資源] : 臺灣特稀有動物 / 劉克襄作.

https://taebc.ebook.hyread

.com.tw/bookDetail.jsp?id

=2282

新聞系

羅文坤 企業 CS Q & A / 羅文坤,莊雅萌,黃建新作. 496.3022 6004. 新聞系

羅文坤 行銷傳播學 / 羅文坤著. 496.5 6004. 新聞系

羅文坤 刺客列傳 : 刺激顧客的策略與成功實例 / 羅文坤作. 496.5 6004-1. 新聞系

羅文坤 廣告學 : 策略與創意 / 羅文坤,鄭英傑編著. 497 6004. 新聞系

羅文坤
電視對靑少年影響之硏究 : 不同暴力程度的電視節目對不同焦盧程度及電視暴

力接觸程度的國中學生在暴力態度上的差異 / 羅文坤撰.
557.776 6004.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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