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仉桂美 選舉、人權與政府體制 / 薄慶玖,仉桂美合著. 573.3 44011 政治系

仉桂美 監察院在憲政體系中的防腐功能 / 仉桂美著. 573.83 2748 政治系

仉桂美 地方政府與文官體系 / 仉桂美著. 575 2748  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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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利 台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42.13232 1032 經濟博

王金利 建構周延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 / 王金利等作. 547.1 1082 經濟博

王金利 臺灣人口因素對家庭消費型態之影響 / 王金利著. 551.85 1082 經濟博

王金利 泡沫經濟與金融危機 / 徐滇慶,于宗先,王金利著 552.1 2830 (密集) 經濟博

王金利 中韓兩國產業結構之比較分析 / 王金利撰. 552.2 1082 經濟博

王金利 一隻看得見的手 : 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52.232 1032-7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泡沫經濟 / 于宗先, 王金利著 552.2832 1032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中小企業的成長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53.712 1032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土地問題 : 社會問題的根源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54.9232 1032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產業發展何去何從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55.9232 1032-1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通貨膨脹(1945-1998) / 于宗先, 王金利著 561.17 1032 經濟博

王金利 生活的夢魘 : 通膨與通縮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61.17 1032-1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金融體制之演變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61.9232 1032-1 經濟博

王金利 台灣賦稅體制之演變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67.933 1032 經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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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鍵 圖解立法學 : 立法程序與技術 / 王保鍵著 572.6 1028 政治博

王保鍵 圖解地方政府與自治 / 王保鍵著. 575 1028 政治博

王保鍵 圖解客家政治與經濟 / 王保鍵著 536.211 1028 政治博

王保鍵 圖解政治學 / 王保鍵著. 570 1028 政治博

王保鍵 圖解行政法 / 王保鍵著 588 1028 政治博

王冠軍 轉職 Q & A / 王冠軍編著. 542.33022 1033 勞工系、勞工碩

王騰坤 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 / 王騰坤著. 558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王騰坤 兩岸貿易經濟 : ECFA與全球化的理論實務 / 王騰坤著 558.52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王騰坤
國際金融與貿易匯兑 =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 王騰坤著.
561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王騰坤 歐洲貨幣整合 : 理論分析與現況探討 / 王騰坤著. 561.94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甘露澤 經濟資源硏究 / 甘露澤編著. 551 4413  (密集) 經濟碩

甘露澤 國際金融 / 甘露澤著 561 4413 (95) 經濟碩

甘露澤 臺灣經濟發展與信託投資公司之成長 / 甘露澤主編. 563.36 4413  (密集) 經濟碩

甘露澤 新經濟時代產業發展策略 : 論大陸國營企業再造之硏究 / 甘露澤著 564.62 4413  經濟碩

白俊男 換檔中的經濟 / 白俊男著. 494.08 0042 v.17 經濟博

白俊男 國際經濟學 / 白俊男著. 552.1 2626. 經濟博

白俊男 轉變中的世界經濟 / 白俊男著. 552.1 2626-1. 經濟博

白俊男 國際金融 / 白俊男著. 561 2626. 經濟博

白俊男 創造國際新準備資產之硏究 / 白俊男撰. 561.135 2626. (密集) 經濟博

白俊男 貨幣銀行學 / 白俊男著. 561.3 2626. 經濟博

白俊男 交通銀行七十五年 / 白俊男等編. 562.42309 2626(去向不明)經濟博

白俊男 投資學 / 白俊男,吳麗瑩著. 563.5 2626. 經濟博

曲兆祥
公民投票理論與臺灣的實踐 = The theories of referendum and their 

practices on Taiwan / 曲兆祥著.
573.63 5533. 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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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兆祥 翻滾的蘭陽溪 : 宜蘭政治反對運動之硏究 / 曲兆祥著. 576.27 5533. 政治系

曲兆祥 春節訪問憶往與中東工區巡禮 / 曲頡著. 856.9 5541. (密集) 政治系

江豐富
生命循環勞動所得人力資本生產與投資成本及敎育補貼之估計 : 臺

灣勞動市場理論與實證硏究 / 江豐富著.
542.71 3123. 經濟系

何慧卿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 541.75 2157 兒福系、兒福碩

余適安 理財規劃 : 重點整理曁試題解析. 2017-2018年版 / 余適安編著 563 80331 經濟碩

余適安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 余適安編著 563.022 8033 經濟碩

余適安 投資學 / 余適安黃卓盛彭丞靖編著 563.5 8033-1 經濟碩

余適安 衍生性金融商品百問 / 余適安編著. 563.5022 8033 經濟碩

余適安 期貨、選擇權與其他衍生性商品 : 金融證照測驗模組化 / 余適安編著 563.534 8033 經濟碩

余適安 金融英語一本通 : 投資規劃 / 陳文正,余適安,張惠龍作 805.18 7501  經濟碩

吳永猛 企業倫理 / 吳永猛,余坤東,陳松栢編著. 198.49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中國佛敎經濟發展之硏究 / 吳永猛著. 220 2634 (密集) 經濟碩

吳永猛 禪畫欣賞 / 吳永猛著. 226.6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臺灣民間信仰 / 蔡相煇, 吳永猛編著 271.9 4449  經濟碩

吳永猛 臺灣省城隍廟志 / 吳永猛等著.主編 272.22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商學槪論 / 吳永猛等編著. 490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台灣集團企業 / 吳永猛等編著. 490.9232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財務管理 / 吳永猛等編著. 494.7 26341 經濟碩

吳永猛 社會科學槪論 / 江亮演等合著 500 3103  經濟碩

吳永猛 經濟學 / 吳永猛等編著. 550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經濟學入門 / 吳永猛等編著. 550 2634-1 經濟碩

吳永猛 倫理經濟學槪要 / 吳永猛著 550.1 2634 (密集) 經濟碩

吳永猛 洪範經濟思想之硏究 / 吳永猛著. 550.92 2634 (62) (密集) 經濟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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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猛 先秦經濟思想史. 洪範篇 / 吳永猛撰. 550.921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經濟思想史 / 吳永猛著. 550.94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經濟學 : 個體部份 / 吳永猛等合著. 551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中國經濟發展史導論 / 吳永猛著. 552.2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中國經濟發展史導論 / 吳永猛著. 552.2 2634 (71) 經濟碩

吳永猛 臺灣經濟發展 / 吳永猛等編著. 552.232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西洋經濟發展史大綱 / 吳永猛著. 552.4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金融市場與機構管理 / 吳永猛等編著. 561 2634 經濟碩

吳永猛 投資理財 / 吳永猛等編著. 563.5 2634 經濟碩

吳麗瑩 個體經濟學 : 理論與應用 / 張原卿,吳麗瑩合著. 551 1177  經濟碩、經濟博

吳麗瑩 投資學 / 白俊男,吳麗瑩著. 563.5 2626  經濟碩、經濟博

李復甸 蔣中正先生與中國之現代化 / 李復甸,朱言明著. 005.32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大陸外商投資法令要點及合同範例 / 李復甸著. 553.4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貨櫃運送之法律問題 / 李復甸著. 557.13 4022. (密集)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中共外人投資法令之硏究 / 李復甸著. 563.51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呆商.台商 : 大陸熱談投資 / 李復甸編著. 563.51 4022-1.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瞭解大陸臺商權益保障. 投資篇 / 李復甸作. 563.52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抗衡當道 : 衛護人權與改革司法 / 李復甸著. 579.2707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人權護衛與司法改革 / 李復甸著. 579.2707 4022-1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法學槪論 / 李復甸,劉振鯤著. 580 4022 (92)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中共經濟合同法之硏究 / 李光燾,李復甸合著. 584.31 4094  法律系、三研所

李復甸 海上貨物運送公約釋論 / 李復甸著. 587.6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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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復甸 智慧財產權導論 / 李復甸,鄭中人作. 588.34 4022. 法律系、三研所

杜建衡 金融機構風險管理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isk management / 杜建衡著. 561.7 4412 經濟碩、經濟博

周信利 外勞引進管理寶典 / 周信利著. 556 7722 勞工系

周慶祥 網路新聞 : 理論與實務 / 周慶祥著. 890.29 7703 經濟系、新聞碩

周慶祥 新聞查證 : 理論與硏究 / 周慶祥著 891.9 7703 經濟系、新聞碩

周慶祥 深度報導 / 周慶祥著. 893 7703 經濟系、新聞碩

周慶祥 新聞採訪理論與實務 / 方怡文,周慶祥著 895 0090 經濟系、新聞碩

周慶祥 新聞採訪寫作 / 周慶祥,方怡文著. 895 7703  經濟系、新聞碩

周慶祥
新聞採訪與寫作 = News Reporting ; Interviewing and Writing / 鄭貞銘,

廖俊傑,周慶祥著.
895 8728-2  經濟系、新聞碩

林大鈞 (勞工) 勞工政策與勞工法論 / 林大鈞著. 556.84 44481  勞碩研

林大鈞 (勞工) 就業服務相關勞動法規解析 / 林大鈞編著. 556.84 44481-1 勞碩研

林文政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林

文政,龐寶璽著.
494.3 4401 勞工系、勞碩研

林忠山 開發中國家科學政策之硏究 : 中華民國個案分析 / 林忠山著. 572.9 4452 政治系

林忠山 台北大浩劫 / 林忠山編著. 857.7 4452 政治系

林春植 현대사회의 제문제 : 사회문제의 인식과 그 윤리성 / 林春植著 542.0932 4454 (6F韓文書)三研博

林春植 韓國老人의 意識構造에 關한 硏究 / 林春植撰 544.8 4454  (密集) 三研博

林春植 現代社會와 老人問題 / 林春植著. 544.8 4454-1  (6F韓文書) 三研博

林春植 고령화 사회의 도전 / 임춘식著 544.8 4454-2  (6F韓文書) 三研博

林國榮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 Management of soprt club / 呂銀益等合著 991.3 6088 經濟系、經濟碩、經濟博

林連聰 休閒農業與民宿管理 / 林連聰等編著. 431.23 4431  (108)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休閒遊憩槪論 / 林連聰,歐聖榮,陳思倫著 990 4431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觀光學槪論 / 林連聰,宋秉明,陳思倫著 992 4431 (100)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旅遊與文化 / 林連聰等著 992 4431-1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觀光行政與法規 = Tourism adm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 紀俊臣,楊正寬,

林連聰著

992.1 2727 (98) 觀光碩、中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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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連聰 觀光行政與法規 [電子資源] / 紀俊臣, 楊正寬, 林連聰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

okDetail.jsp?id=93936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導遊領隊理論與實務 / 林連聰等編著 992.5 44311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生態旅遊 [電子資源] / 林連聰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

okDetail.jsp?id=94155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休閒活動設計 [電子資源] / 林連聰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

okDetail.jsp?id=93758
觀光碩、中山博

金忠烈 時空與人生 / (韓)金忠烈(Kim Chung Yull)著 120 8051 三研博

金忠烈 高麗儒學思想史 / 金忠烈著 132 8051  三研博

柯勝揮 當前臺灣農產品對日外銷問題之硏究 / 呂崇基,柯勝揮,黃瑞祺著. 431.25 6034 經濟博

洪玉欽 民眾的心聲 : 立法委員洪玉欽博士問政記 / 洪玉欽編著. 573.07 3418. (去向不明) 三研博

胡婉玲 語言讓人更自信 / 胡婉玲作. 800.3 4741. 中山博

胡婉玲 台語也會通 [錄影資料] : 台灣孩子王 / 胡婉玲主講   方南強規劃. VCD 802.5232 4741. 中山博

倪仁禧 投資學 = Investments / 陳琪龍, 倪仁禧, 謝振環著 563.5 7510 經濟碩、經濟博

孫武彥 餐飲管理學 / 孫武彥,謝明城合著. 483.8 1210 行管系

孫武彥 旅館管理槪要 : 管理規則曁客房作業 / 孫武彥編著. 489.2 1210    (去向不明) 行管系

孫武彥 人類社會學 :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之硏究 / 孫武彥著. 540 1210 行管系

孫武彥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社會心理與行為硏究 / 孫武彥編著. 541.75 1210 行管系

孫武彥
觀光與休閒槪論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 leisure / 孫武彥,俞玫

妏著.
992 1210 (99) 行管系

耿雲卿 民生哲學的法律思想 / 耿雲卿著. 005.129 1917.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先秦法律思想與自然法 / 耿雲卿著. 580.12 1917 (92)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中華民國憲法論 / 耿雲卿著. 581.2 1917 v.1-2 (密集)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侵權行為之硏究 / 耿雲卿著. 584 1917. (密集)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實用強制執行法 / 耿雲卿著. 586.89 1917-1. v.1-2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破產法釋義 / 耿雲卿著. 587.81 1917. 法律碩、三研博

耿雲卿 國家安全工作重要法令槪論 / 耿雲卿著. 599.7 1917. v.1-3 法律碩、三研博

袁金和 經濟學槪要 / 袁金和,謝明瑞編著. 550 4082 國貿系、經濟碩、經濟博

袁金和 經濟分析 / 袁金和,謝明瑞編著. 550.1 4082 國貿系、經濟碩、經濟博

袁金和 中共食品工業之發展 / 袁金和[著]. 550.7 5423 v.33 (密集) 國貿系、經濟碩、經濟博

高凱聲 西洋中世紀後商業組織與發展之硏究 / 高凱聲著. 480.94 0024. 經濟系、經濟碩、經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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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高凱聲 經濟學理論 / 高凱聲著. 550.1 0024. 經濟系、經濟碩、經濟博

高凱聲 臺灣電信與經濟發展 / 高凱聲著. 557.7 0024. 經濟系、經濟碩、經濟博

高準 異議的聲音 : 文學與政治社會論評 / 高準著. 078 00301 政治碩

高準 反專制主義大師黃梨洲 / 高準著 127.11 0030 政治碩

高準 文學與社會改造 / 高準著 810.7 0030 政治碩

高準 七星山 / 高準著 812.15 0030 c.3 (密集) 政治碩

高準 文學與社會(1972-1981) / 高準著. 821.88 0030 政治碩

高準 中國大陸新詩評析. 一九一六-一九七九 / 高準著 831.8 0030-1 政治碩

高準 詩潮選集 / 高準總主編 831.86 0332 政治碩

高準 中國新詩風格發展論 / 高準著 831.98 0030 政治碩

高準 中國古今名詩三百首 / 高準主編 831.99 0030 政治碩

高準 丁香結 / 高準撰 848.5 0030 政治碩

高準 高準詩抄 / 高準著 851.48 0030 政治碩

高準 高準詩集全編 : 附詩篇賞析選錄 / 高準著 851.486 00301 政治碩

高準
高準游踪散紀 : 山水.藝術.紀敘 = Footprints & memories ; landscape, 

art, traveling & biographical essays / 高準著.
855 0030 政治碩

高準 中國繪畫史導論 / 高準著 909.2 0030 政治碩

張其恆 職災補償論 : 中美英德日五國比較 / 黄越欽,王惠玲,張其恆著. 548.18 4448  勞工系、三研碩

張原卿 個體經濟學 : 理論與應用 / 張原卿著. 551 1177 (96) 經濟碩

張啓雄
海峽兩岸在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代表權之爭 : 名分秩序論觀點的分

析 / 張啓雄著.
573.09 1134  政治系

張啓雄 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1911̃1916 / 張啓雄著. 675.22 1134  政治系

張啓雄 收復外蒙主權1917-1920 / 張啓雄撰. 675.22 1134-1 政治系

張啓雄 全蒙統一運動 : 喀爾喀獨立的另類觀點 / 張啓雄撰著. 675.22 1134-2  政治系

張啓雄
中國國際秩序原理的轉型 : 從「以不治治之」到「實效管轄」的清

末滿蒙藏籌邊論述/張啟雄著
681.507 1134 政治系

張啓雄 琉球認同與歸屬論爭 / 張啓雄等著. 733.107 1134 政治系

張盛華
現代企業管理 : 理論與實務導向 =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 / 李正綱,陳基旭,張盛華編著.
494 40123 經濟系、經濟碩

戚嘉林 孫中山與祖國統一 / 戚嘉林著 005.18 5344  經濟碩

戚嘉林 迴歸分析 / 戚嘉林編著. 313.89 5344 經濟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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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嘉林 臺生就學就業在大陸 520.7 4207 經濟碩

戚嘉林
李登輝兩岸政策十二年 = Lee Teng-hui's political cross-straits policy 

and Mainland China's reaction / 戚嘉林著.
573.09 5344 經濟碩

戚嘉林 中國崛起與台灣 / 戚嘉林著. 573.09 5344-1 經濟碩

戚嘉林 中國軍隊近代化 : 湘軍淮軍與新軍 國軍共軍中國軍 / 戚嘉林主編 590.92 5367 經濟碩

戚嘉林 祖國八年抗戰與台灣 / 戚嘉林作 628.507 5644 經濟碩

戚嘉林 坎坷復興路 : 中共建政70年成就 / 戚嘉林作 628.7 5344 經濟碩

戚嘉林 臺灣史眞相思索 / 戚嘉林著. 677.2 5344 經濟碩

戚嘉林 臺灣史 : A.D. 1600-1945 / 戚嘉林[著]. 677.21 5344 (82) 經濟碩

戚嘉林 台灣史 : 江山如此多嬌 / 戚嘉林著. 677.21 5344 (97) 經濟碩

戚嘉林 台灣新歷史 : 二十一世紀新臺灣歷史眞貌 / 戚嘉林著. 677.21 5344-1 經濟碩

戚嘉林 台灣二二八大揭秘 / 戚嘉林著. 677.29 5344 經濟碩

戚嘉林 臺灣史 / 戚嘉林著. 733.21 5344 經濟碩

戚嘉林 台灣歷史眞貌 / 戚嘉林著 733.21 5344-1  經濟碩

戚嘉林 台灣史問與答 / 戚嘉林作 733.21 5344-2  經濟碩

戚嘉林
1895日軍侵臺圖紀 [圖表] : 臺灣民主國抗敵實錄 / 杜晴惠,曾文娟撰

文.(附註 與下列著作合刊:1895年日軍侵臺日誌 / 戚嘉林撰文. )
733.286 4465  (視聽密集)經濟碩

戚嘉林 台灣六十年 / 戚嘉林著. 733.29 5344 經濟碩

粘碧芳 臺灣地區公共設施的投資與都市規模關係之硏究 / 粘碧芳撰 445.1 9114 (密集) 市政系、政治碩

粘碧芳 生命沒有留白/粘碧芳作 863.55 9114  市政系、政治碩

莊水吉 關稅之經濟功能與經濟發展之硏究 : 以臺灣為例 / 莊水吉著. 568 4414  (密集) 經濟碩

莊水吉 外銷退稅制與實務 / 莊水吉著. 568.875 4414 (密集) 經濟碩

許添財 景氣循環之硏究 : 歷史.本質與存在 / 許添財著. 551.9 3836. 經濟系、經濟碩

許添財 IPO-景氣測驗 : 1975-1976臺灣景氣預測 / 許添財編著. 551.927 0836. (密集) 經濟系、經濟碩

許添財 改造國會救臺灣 : 許添財立法院問政實錄 / 許添財著. 573.07 0836. 經濟系、經濟碩

郭恆慶 金融市場 / 郭恆慶著. 561.7 0790 (94) 經濟碩

郭恆慶 金融期貨 : 避險性操作與投資策略 / 郭恆慶著. 563.5 0790-1 經濟碩

郭展銓 寵物達人引領您進入寵物業/ 郭展銓, 張御丞編著 489.14 0778 經濟博

郭靜晃 心理學 / 郭靜晃等著. 170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心理學槪論 / 郭靜晃等著. 170 0756-1. 兒福系、兒福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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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靜晃 靑少年心理學 = Adolescent psychology / 郭靜晃著. 173.2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發展與保育 / 郭靜晃等編著. 428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SPSS統計實務操作 = Social statistics in SPSS / 郭靜晃著 512.4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心理學 / 郭靜晃著. 523.12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發展與輔導 = Child development and guidance / 郭靜晃著. 523.12 0756-1.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混齡編班幼敎方案對幼兒社會戲劇遊戲之影響硏究 / 郭靜晃計畫主

持.
523.2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敎保機構行政管理 =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n child care 

institutes / 郭靜晃著.
523.27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托育家庭的管理與佈置 / 郭靜晃,黃惠如著. 523.28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中途輟學靑少年之現況分析及輔導 / 郭靜晃著. 527.119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親職敎育 : 理論與實務 = Parent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靜

晃著.
528.2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關心孩子的成長 / 郭靜晃等著. 528.21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親子話題 / 郭靜晃,吳幸玲著. 528.21 0756-1.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親職敎育理論與實務 / 郭靜晃著. 528.21 0756-2.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安全管理 = Child safety management / 郭靜晃著. 528.39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生命敎育 / 郭靜晃等著. 528.5907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社會行為硏究法 =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 郭靜晃著. 540.1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 郭

靜晃作.
541.75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社會問題與適應 / 郭靜晃等著. 542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安全的童年 / 郭靜晃著. 544.6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中途離校靑少年現況分析硏究 / 郭靜晃硏究主持. 544.67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少年身心與生活狀況 : 台灣地區調查分析 / 郭靜晃著. 544.69232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少年與家庭社會工作 = Childadolescent and family social work. 547.51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少年司法轉向制度之因應 / 郭靜晃,曾華源著. 548.13 0756.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少年社會工作 / 郭靜晃著. 548.13 0756-1. 兒福系、兒福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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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靜晃 兒童少年福利與服務 / 郭靜晃著. 548.13 0756-2.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福利 : 兒童照顧方案規劃 / 郭靜晃等著. 548.13 0756-3.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福利 / 郭靜晃著. 548.13 0756-4. 兒福系、兒福碩

郭靜晃 兒童福利概論/ 郭靜晃著. 548.13 0756-5 兒福系、兒福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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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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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裕 系統規劃實務 : 電腦化導引 / 陳明裕,劉元仁合著. 494.029 7563 勞工系、勞研碩

陳明裕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實務 / 陳明裕著. 553.61 7563 勞工系、勞研碩

陳明裕 外籍勞工引進與管理實務 / 陳明裕著. 556 75631 勞工系、勞研碩

陳明裕 勞動政策 / 陳明裕著. 556 75631-1 勞工系、勞研碩

陳明裕 勞工法企業應用實務 / 陳明裕編著. 556.84 7563 勞工系、勞研碩

陳金福 勞工問題槪論 / 陳金福著. 556 7583 (去向不明) 勞工系、勞研碩

陳金福 勞工行政與勞工問題 / 陳金福著. 556 7583-1 勞工系、勞研碩

陳金福 我國企業員工分紅入股制度 / 陳金福著. 556.134 7583 勞工系、勞研碩

陳清春 漁業經濟學 / 陳淸春,莊慶達合著. 437.81 7535  經濟博

陳登源
A Linkage approach to analysis of 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West 

Germany and Taiwan / Ding-yuan Chen (陳登源).
331.88091 C518. (密集) 經濟系、經濟碩

陳登源
管理數學導論 = Essential mathematics for management and finance / 

楊錦章,陳登源著.
493.1 4680. 經濟系、經濟碩

陳登源
管理數學 = Introductory mathematics for Management / 陳登源,林茂

文,楊錦章作.
493.1 7513 經濟系、經濟碩

陳登源 基金管理 / 陳登源等編著. 563.5 7513 (96) 經濟系、經濟碩

陳毓鈞 蔣中正先生與中國憲政民主建設 / 陳毓鈞著. 005.32 7588. 大陸碩

陳毓鈞 信念的歷程 / 陳毓鈞著. 573.07 7588. 大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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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鈞 到民主之路 / 陳毓鈞著. 573.07 7588-1. 大陸碩

陳毓鈞 走向多元民主社會 / 陳毓鈞著. 573.07 7588-2. 大陸碩

陳毓鈞 一個中國與臺北-華府-北京 / 陳毓鈞著. 573.07 7588-3. 大陸碩

陳毓鈞 半個民主先生 : 李登輝 / 陳毓鈞著. 573.07 7588-4. 大陸碩

陳毓鈞 第一線觀察 : 兩岸攜手,建構世代和平 / 陳毓鈞著. 573.09 7588. 大陸碩

陳毓鈞 中美台風雲錄 / 陳毓鈞著. 573.09 7588-1. 大陸碩

陳毓鈞 新世紀中美台關係 : 困境與出路 / 陳毓鈞著. 573.09 7588-2. 大陸碩

陳毓鈞 我們是誰?台灣是什麼? / 陳毓鈞著. 573.09 7588-3. 大陸碩

陳毓鈞 胡錦濤時代的中美台動向 : 維持現狀.遏制台獨 / 陳毓鈞著. 573.09 7588-4. 大陸碩

陳毓鈞 保守主義與美國政治 / 陳毓鈞著. 574.5207 7588. (密集) 大陸碩

陳毓鈞 美國民主的解析 / 陳毓鈞著. 574.5207 7588-1. 大陸碩

陳毓鈞 戰爭與和平 : 解析美國對華政策 / 陳毓鈞著. 578.521 7588. 大陸碩

彭百崇 勞動經濟學 / 彭百崇著. 556 4212. 勞工系、勞研碩

彭百顯 臺灣災難的歷史紀錄 : 我的921經驗 / 彭百顯著. 548.317 4216.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世紀災變之借鑑與啓示 : 921十週年論壇論文集 / 彭百顯等著. 548.31707 4222.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南向政策與台灣經濟未來 / 彭百顯主編. 552.232 4216.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臺灣改造經濟學 : 經濟在臺灣民主化過程的角色 / 彭百顯著. 552.232 4216-1.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國際經濟分析 : 國際貿易理論 / 彭百顯著. 558 4216. (密集)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貨幣銀行學 = Moneybanking and economic activity / 彭百顯作. 561 4216.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金融服務需求調整對我國金融發展的影響 / 彭百顯著. 561.08 2281 v.4 (密集)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我國資金疏導問題之硏究 / 彭百顯等著. 561.92 4216. (密集)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你可以相信政府會用錢 : 8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診斷書 / 彭百顯著. 564.3 4216.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追求效率政府 : 1994中央政府預算總診斷 / 彭百顯著. 564.42 4216.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國格分裂 : 台灣中國結結纏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1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特權幽靈 : 黑手眞能掩靑天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2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政軍頑強 : 民主理想路遥遥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3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經濟病態 : 現代化障碍重重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4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百業沈沈 : 產業轉型難題多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5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稅制疴深 : 財政改革費力推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6 經濟系、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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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百顯 金融蹣跚 : 體制藍圖聲聲催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7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失去的地平線 : 社會文敎亂糟糟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8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吃定納稅人 : 有字天書把關難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9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苦苦乞求 : 基層發展望天嘆 / 彭百顯著. 573.07 4216 v.10 n.1-2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建構台灣新社會藍圖 / 彭百顯主編. 573.07 4216-1. 經濟系、實業碩

彭百顯 散播愛苗的人 : 包迪英 / 彭百顯撰. 781 0001. 經濟系、實業碩

游美貴 幼兒保育政策與法令 / 游美貴,李文懿編著. 523.2 3885 兒福碩

游美貴 受虐婦女庇護實務 / 游美貴著 548.143 3885 兒福碩

黃同圳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10th ed.;"人力資源管理 : 全球思維 臺

灣觀點 / 黃同圳
494.3 2114 (100) 勞研碩

黃志成 搭起友誼的橋梁 / 黃志成著. 192.11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快樂走過成長路 / 黃志成著. 192.13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女性眞善美 : 成功地扮演妳的角色 / 黃志成著. 192.15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幼兒保育 / 黃志成著. 428 4445 (83) 兒福系

黃志成 幼兒保育槪論 / 黃志成著. 428 4445-1 兒福系

黃志成 兒童發展 / 黃志成編著. 523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幼兒發展 = Child development / 黃志成,王淑芬,陳玉玟著. 523.1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幼兒的發展與輔導 / 黃志成,王淑芬著. 523.12 4445-1 兒福系

黃志成 幼兒遊戲 / 黃志成,邱碧如著. 523.13 4445-1 兒福系

黃志成 嬰幼兒的敎育與學習 / 黃志成著. 523.2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嬰幼兒的敎育與輔導 / 黃志成,林貞谷著. 523.2 4445-1 兒福系

黃志成 嬰幼兒的敎育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黃志成,林貞谷,張培英著. 523.2 4445-2 兒福系

黃志成 特殊敎育 / 黃志成,王麗美,高嘉慧著. 529.6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特殊敎育槪論 = Introduction to educating exceptional chindren / 黃志

成等著
529.6 4445 (102) 兒福系

黃志成 燈塔 / 黃志成邱碧如同著. 544.67 4445 兒福系

黃志成 成長的困惑 : 靑少年的方向 / 黃志成著 ; 鄭淑娟圖. 544.67 4445-1 兒福系

黃志成
臺北市八十一年殘障人口普查報告 : 以領有殘障手册者為對象 / 黃

志成著.
548.2 4445 兒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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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成 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 / 黃志成,王麗美著. 548.2 4445-1 (94) 兒福系

黃河 藝術市場探索 / 黃河著. 489.7 4431. 民族碩

黃河 買畫也能賺大錢 : 黃河帶你進入藝術投資的26堂課 / 黃河作. 489.71 4431. 民族碩

黃河 王士禛與淸初詩歌思想 / 黃河著. 821.87 4431. 民族碩

黃河 最後一擊 / 黃河著. 857.7 44313. (密集) 民族碩

黃河 失速的眞相 / 黃河著. 857.7 44313-1. (密集) 民族碩

黃河 誰殺了總統 / 黃河著. 857.7 44313-2. (密集) 民族碩

黃河 狗仔人生 / 黃河著. 857.7 44313-3. (密集) 民族碩

黃河 白手套 / 黃河著. 857.7 44313-4. (密集) 民族碩

黃河 背叛者 / 黃河著. 857.7 44313-5. (密集) 民族碩

黃河 死了一個少將 / 黃河著. 857.7 44313-6. 民族碩

黃河 偷天換日 / 黃河著. 857.81 44311. 民族碩

黃智輝 國際經濟學 / 黃智輝著. 550 4489 經濟博

黃智輝 高科技時代的挑戰 / 黃智輝著. 552.1 4489 經濟博

黃智輝 臺灣經驗的省思 / 黃智輝編著. 552.232 4489 經濟博

黃智輝
臺灣工業發展策略與貿易型態之轉變 / 黃智輝著 ; 臺灣銀行經濟硏

室編.
555.1 4489 經濟博

黃智輝 臺灣的工業發展政策與策略 / 黃智輝著. 555.9232 4489 經濟博

黃智輝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台灣產業結構調整策略 : 貿易救濟防火牆與進

口救濟 / 黃智輝著.
558.1 4489 v.2 經濟博

黃智輝
貿易救濟防火牆進口救濟與世界貿易組織 : 台灣產業結構調整策略 

/ 黃智輝著.
558.1 4489-1 經濟博

黃智輝 世界貿易組織與進口救濟 / 黃智輝編著. 558.1 4489-2 經濟博

黃智輝 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 : 臺灣的理論實證與政策 / 黃智輝著. 558.5232 4489 經濟博

黃智輝 臺灣物價變動型態及價格策略 / 黃智輝著. 561.163 4489 (密集) 經濟博

楊振榮 臺灣茶葉內外銷市場發展趨勢之硏究 / 劉欽泉,楊振榮硏究主持. 434.81 7282 經濟碩

楊開煌 談判策略硏究 : 與中共談判 / 楊開煌著. 573.07 4679. 大陸碩

楊開煌 縱論兩岸尋雙贏 / 楊開煌作. 573.09 4679. 大陸碩

楊開煌 崢嶸 : 兩岸關係之鬥爭與對策 / 楊開煌著. 573.09 4679-1. 大陸碩

楊開煌 出手 : 胡政權對臺政策初探 / 楊開煌著. 573.09 4679-2. 大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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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煌 新政 : 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變遷 / 楊開煌著. 573.09 4679-3. 大陸碩

楊開煌 新局 : 對胡六點之解讀 / 楊開煌著. 573.09 4679-4. 大陸碩

楊開煌 兩岸關係論叢 : 乙亥至己卯年 / 趙春山,楊開煌,邵宗海作. 573.09 4952 大陸碩

楊開煌 中共「文件」詮釋之方法學探討 / 楊開煌著. 576.25 4679.(密集) 大陸碩

楊開煌 中國大陸硏究槪論 / 楊開煌,王誠,羅懷家編著. 628.7 4679. 大陸碩

楊開煌 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 / 楊開煌撰著. 676.64 4679. 大陸碩

楊開煌 札西德勒 : 中共,達賴喇嘛與台灣 / 楊開煌著. 676.64 4679-1. 大陸碩

廖忠俊 臺灣珍貴老樹與神木 / 廖忠俊著 436.13232 0052 中美碩

廖忠俊 台灣茶葉史地與人文 / 廖忠俊著 439.4 0052 中美碩

廖忠俊 政治學簡論 / 廖忠俊編著 570 0052  中美碩

廖忠俊 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 / 廖忠俊著. 573.09 0052 中美碩

廖忠俊 台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 / 廖忠俊著 573.09 0052-1  中美碩

廖忠俊 史記漢書槪說 / 廖忠俊編著 610.11 0052  中美碩

廖忠俊 臺灣鄉鎮舊地名考釋 / 廖忠俊著 733.37 0052 中美碩

管中閔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 計量方法與R程式 =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 : 

econometric methods with R / 黃裕烈, 管中閔著
313.76 4431  經濟系

管中閔 統計學 : 觀念與方法 = Statis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 管中閔著. 510 8857 (93) 經濟系

管中閔

我國第八波景氣循環谷底之認定及形成原因之探索 = Identifying the 

trough of the elghth business cycle in Taiwan and the cause of its 

formation / 周濟,管中閔作.

550.7 5423  v.192  (密集) 經濟系

趙良燕 愛的生與死 / 趙良燕著. 848.6 4934. 新聞系、政治碩

劉振鯤 法學槪論 / 劉振鯤著 580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實用民法槪要 / 劉振鯤著 584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圖解刑法入門 / 劉振鯤著 585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圖解保險法入門 / 劉振鯤著 587.5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振鯤 保險法 / 劉振鯤著 587.5 7252-1 財經組、中山博

劉敏熙 人力資源管理 : 理論與實務導向 / 李正綱,陳基國,劉敏熙著. 494.3 40121-2  勞工系

潘世偉

責任與利潤 : 台商全球化新經營學 = Responsibility and profit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of Taiw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 潘世偉等撰寫 ; 沈泰民,蘇薔華主編.

553.78 3242 勞研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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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世偉 投身亞太新合縱的韓國 / 潘世偉著. 574.32 3242 勞研碩

潘誠財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 578.31 3206 政治博

潘維和 韓.中老人福祉比較 / 潘維和等著. 548.15 3222.(韓文叢書) 三研碩

潘維和 家族關係在唐律處刑上之影響 / 潘維和著. 580.16 3222. (密集) 三研碩

潘維和 唐律家族主義論 / 潘維和著. 582.141 3222. 三研碩

潘維和 唐律學通義 / 潘維和撰. 582.141 3222-1. 三研碩

潘維和 民法要義 / 潘維和著. 584 3222. (密集) 三研碩

潘維和 中國民法精義 / 潘維和著. 584 3222-1. (密集) 三研碩

潘維和 民法槪要 / 潘維和編著. 584.01 3222. (密集) 三研碩

潘維和 中國歷次民律草案校釋 / 潘維和著. 584.01 3222-1. 三研碩

蔡良文 行政中立與政治發展 / 蔡良文著. 570.11 44301 行管系

蔡良文 人事行政學 : 論現行考銓制度 / 蔡良文著 573.4 44301 (107) 行管系

蔡良文 我國文官體制之變革 : 政府再造的價值 / 蔡良文著. 573.4 44301-1 行管系

蔡良文 考銓人事法制專題硏究 / 蔡良文著. 573.407 4430 行管系

蔡良文 考銓人事法制專題硏究 / 蔡良文著 573.407 4430 行管系

蔡良文 重建文官體制 / 蕭全政等著 573.407 4481 行管系

蔡良文
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政務職務設置及相關制度考察報告 / 蔡良

文等報告
574.38 4430 (密集) 行管系

蔡良文 日本消防人事法制考察報告 / 蔡良文等報告 575.87 4430 行管系

鄭津津
我國就業歧視評議運作機能與制度建立硏究報告 / 焦興鎧硏究主

持 ; 鄭津津協同主持
542.77 2078  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

鄭津津
性別工作平等法逐條釋義 = Cases and materials on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act / 鄭津津著
542.77023 8733  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

鄭津津
性別平等政策與法制之執行評估 : 以勞動參與為例 / 鄭津津硏究

主持 ; 行政院硏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556.84 8733-1 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

鄭津津 法律倫理學 / 鄭津津著 198.58 8733  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

鄭津津 職場歧視專題 / 鄭津津, 陳宜倩, 焦興鎧等著 542.707 8733 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

鄭津津 職場與法律 = Workplace and the law / 鄭津津著 556.84 8733 (107) 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

鄭善明 社會統計學 = Social statistics / 鄭善明潘雪芳著 540.14 8786  兒福系、兒福碩

鄭善明 社會個案工作 / 吳鄭善明編著 547.2 2886  兒福系、兒福碩

鄭瑞隆 兒童虐待與少年偏差 : 問題與防治 / 鄭瑞隆著. 548.13 8717 兒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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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峰雄 產業經濟學 / 蕭峰雄,黃金樹編著. 551 44241 經濟碩

蕭峰雄 景氣分析與對策 / 蕭峰雄.洪慧燕編著. 551.9 4424 經濟碩

蕭峰雄 公元2000年我國工業發展之展望及策略 / 蕭峯雄著. 555.12 4424 經濟碩

賴建誠 重商主義的窘境 / 賴建誠著. 550.1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敎堂經濟學 : 宗敎史上的競爭策略 / 賴建誠, 蘇鵬元著 550.162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亞當史密斯與嚴復 : <<國富論>>與中國 / 賴建誠著. 550.1842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經濟史的趣味 = The taste of economic history / 賴建誠著. 550.9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經濟思想史的趣味 / 賴建誠著. 550.9 5710-1 經濟碩

賴建誠 梁啓超的經濟面向 / 賴建誠著. 550.928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西洋經濟史的趣味 = The taste of western econnomic history / 賴建誠

著.
550.94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井田辨 : 諸說辯駁 / 賴建誠著. 554.22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近代中國的合作經濟運動 : 社會經濟史的分析 / 賴建誠著. 559.092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邊鎮糧餉 : 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 1531-1602 / 賴

建誠著.
560.9206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年鑑學派管窺 / 賴建誠譯著. 601.942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布勞代爾的史學解析 / 賴建誠著. 601.98 4921 經濟碩

賴建誠 王室與巨賈 : 格雷欣爵士(1519-79)與都鐸王朝的外債籌措 / 賴建誠著 741.241 5710  經濟碩

賴建誠 綠野仙蹤與中國 / 賴建誠著. 855 5710 經濟碩

閻嘯平
游於<<論語>>之藝 : 尋找一種章際與篇際的義理修辭遊戲 / 閻嘯平

作
097.17 7761 政治系

閻嘯平 馬克思理論的詮釋 : 阿弘和阿圖塞的對話 / 閻嘯平著. 549.4 7761 政治系

閻嘯平 追尋向晚的城邦 : 硏究希臘政治思想的策略遊戲 / 閻嘯平作. 570.9401 7761 政治系

閻嘯平 硏習電影符號學的策略遊戲 / 閻嘯平著. 987.01 7761 v.1-2 政治系

謝坤鐘 地球科學 / 謝坤鍾編著 324 0448 夜地理系、兒福碩

謝坤鐘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2018 = Social work / 謝坤鐘編著 547 0448 (2018) 夜地理系、兒福碩

謝振環 經濟學 = Economics / 謝振環著 550 0451 (106) 經濟碩

謝振環 經濟學 : 探索生活經濟的新世界 / 謝振環著. 550 0451-1 經濟碩

謝振環 計量經濟學 / 李選卿,蕭承德,謝振環著. 550.19 4037 經濟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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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振環 個體經濟學 = Microeconomics / 謝振環著. 551 0451 (105) 經濟碩

譚光豫 先秦儒法經濟思想與民生主義 / 譚光豫著. 550.16 0191 經濟博

譚光豫 均田制度之硏究 / 譚光豫著. 554.2 0191 經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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