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著作清單─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丁育群 台灣地區古蹟曁歷史建築室內環境品質綜合評估技術彙編之硏究 / 丁育

群硏究主持   周伯丞協同主持.

441.3 1001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建築技術規則性能防火法規轉換之硏究 / 丁育群計畫主持   陳火炎,簡賢

文共同主持.

441.51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建築工程現場監造日誌資訊系統應用之硏究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郭榮欽,

謝尚賢共同主持.

441.527029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金屬與混凝土建築材料耐久耐候試驗規範與方法手册之建立 / 丁育群硏

究主持   楊仲家共同主持. 卓世偉協同主持.

441.53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具協力桿件鋼骨梁柱接頭耐震性能之硏究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陳誠直協

同主持.

441.571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百貨商場建築之標示設備及外部消防救助空間之先期調查硏究 / 丁育群

主持   林慶元協同主持.

441.574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創新建材防火及煙毒性能硏究」 = The combustibility and toxicity 

research of new and innovative building materials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陳俊

勳,嚴定萍協同主持.

441.574 1001-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省水器具排水性能實驗及相關法規探討之硏究」 : 以省水馬桶為例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鄭政利協同主持.

441.615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都市窳陋地區環境災害評估方法之硏擬. (一)社區空間致災風險評估之硏

究 =.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assessment method for environment 

disaster in urban blue collar areas. (一)Research on assessment of disaster 

causing risks in community spaces / 丁育群硏究主持   李威儀協同主持.

445.5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建立住宅性能評估制度之硏究. 四 / 丁育群硏究主持   楊逸詠協同主持. 542.6 443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物業管理服務業法令制度整合曁評鑑與示範團隊獎勵制度之硏究 / 丁育

群硏究主持   黃南淵協同主持.

554.89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威仁
三國時期魏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硏究 : 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

歌為硏究對象 / 丁威仁著
821.08 4501  v.10n.1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明洪武、建文時期詩學理論硏究 / 丁威仁著. 821.08 4501  v.3n.10  (叢書) 夜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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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威仁 在馬祖的地圖上 : 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4 / 丁威仁等著 830.86 1052 夜資訊系

丁威仁 筆走田園嘉鄉 : 文學家筆下的山茶漁鹽風光 830.86 1052-1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末日新世紀 : 丁威仁詩集 / 丁威仁著 851.486 1052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流光季節 / 丁威仁著 851.486 1052-1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戰後台灣現代詩的演變與特質 : 1949-2010 / 丁威仁著. 863.091 1052 夜資訊系

丁威仁 走詩高雄 / 丁威仁作 863.51 1052 夜資訊系

丁薇芬 古董配件 = Antique / 丁薇芬作 422.3 1044-1 美術碩專

丁薇芬 布可思議的色彩空間 : 丁薇芬不動大工.時尚布料輕裝修 ; 100種黃金法則

布料搭配設計 = Mixing fabric / 丁薇芬作

422.5 1044 美術碩專

丁薇芬 居家玩色彩PROJECT250 / 丁薇芬作 422.3 1044 美術碩專

丁薇芬 磁磚拼貼 = Tile / 丁薇芬作. 938 1044 美術碩專

于復華 劇場安全 / 于復華著. 981.1 1024 影劇系、藝術碩

于復華 劇場管理論集 / 于復華著. 981.8 1024 影劇系、藝術碩

于復華 <<玉茗堂四夢>>戲劇危機硏究 / 于復華著. 982 1024 影劇系、藝術碩

于復華 南戲論集 / 于復華著. 982.52307 1024 影劇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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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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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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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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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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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今泉江利子 N5新日檢聽解 : 一本搞定 / 今泉江利子作 803.189 8232-2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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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2-3 N2 日文所碩士

今泉江利子 日檢N1聽解總合對策 / 今泉江利子作 ; 詹兆雯, 游翔皓譯 803.189 8232-4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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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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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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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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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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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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所碩士

今泉江利子 世界最強日文助詞 / 今泉江利子著;洪玉樹譯 B01060850 編目中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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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

l.aspx?PublicationID=P2013052

3021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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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

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40

829028

日文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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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長安
權威食品安全專家教你安心買健康吃 : 9個基本觀念﹑17種食物陷阱﹑ 5

大飲食原則一次告訴你! / 文長安著
411.3 0073 食營系

文長安
食安守門人教你聰明擇食、安心飲食 : 不開伙族 x 超商族 x飲料族 x 零

食客首選必看! / 文長安, 陳俊成, 張凱甯著
411.3 0073-1 (推廣) 食營系

文長安
餐飲安全衛生 : 餐飲安全好 危害風險少 = Restaurant food safety / 文長安

著
412.37 0073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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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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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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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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川海 談戲論劇 / 牛川海著. 980.7 2523. 影劇系、藝術碩

牛川海 歌臺舞榭 : 中國傳統舞台之沿革與性格 / 牛川海著. 981.3 2523. 影劇系、藝術碩

牛川海 乾隆時期劇場活動之硏究 / 牛川海著. 982.774 2523. 影劇系、藝術碩

王三郎 生物技術 / 王三郎著. 369 1013-1 化學系

王三郎 應用微生物學 / 王三郎編著. 369 1013 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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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樵
另類視界觀 : 新世紀的視覺經驗 =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 visual literacy 

in the new century / 王士樵著
960 1044  美術系

王士樵
一廬展 : 臺北市一廬畫學會會員作品聯展. 2004 / 郭實渝主編 ; 張浩龍執

行編輯
902.232 1007  (2004)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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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奇 LED製程化學淸洗設備操作安全性硏究 =The study of safety operation for 

wet bench in LED process / 張承明王子奇著

412.53 1116 化工系

王子奇 空氣分離廠遠端管理之可行性硏究-冷箱氣氮製程 = Feasibility of remote-

controlled operation of air separation plants-cold box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gas nitrogen / 曹常成等著

556.83 5595  (密集) 化工系

王子奇 製造業重大職災災因與趨勢分析 = Analysis for Tendency and Factors of 

Maj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曹常成王子奇施

元斌硏究主持

556.83 5595-1   (密集) 化工系

王小棣 靑春方程式 : 27位名家給靑少年的私房話 855 10943 戲劇系

王小棣 酷馬 / 莊慧秋作 ; 王小棣,黃黎明原著劇本 857.7 44521 戲劇系

王小棣 文學澄觀 : 府城講壇. 2014 / 王小棣等作 ; 楊蕙如主編 863.07 0404  (103)   戲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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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棣 魔法阿媽 : 我把阿媽變卡通了 / 王小棣等著   稻田電影工作室編. 987.85 1094. 戲劇系

王小棣
擁抱大白熊 = Bear Hug [錄影資料] / 王小棣導演   陳冠柏,洪顥瑄,汪建民

等演出.
DVD 987.83 1094. 戲劇系

王小棣 酷馬 [錄影資料] = Fantôme, où es-tu? / 王小棣導演 DVD 987.83 1094-1 v.1-2 戲劇系

王小棣 魔法阿媽 [錄影資料] = Grandma and Her Ghosts / 黃黎明製作,導演:王小棣 VCD 987.85 4426  v.1-2 戲劇系

王小棣
45度C天空下 [錄影資料] : Main dans la main / 王小棣導演   林佑威,,藍正

龍,楊玉欣等演出.
DVD 989.2 1094-1. v.1-3 戲劇系

王小棣 赴宴 [錄影資料] : Banquet / 王小棣導演   馬志翔,周幼婷,藍正龍等演出. DVD 989.2 1094-2. v.1-3 戲劇系

王小棣
刺蝟男孩 [錄影資料] = Boys can fly / 王小棣, 安哲毅導演 ; 何以奇, 李佳

穎, 鍾承翰主演
DVD 989.2 1094-3  v.1-6 戲劇系

王仁傑 王仁傑作品集 948.5 1022 美術系

王友輝 姚一葦 / 王友輝作. 782.886 4214-1 影劇系

王友輝 風景. II / 王友輝[著]. 854.6 1049 影劇系

王友輝 獨角馬與蝙蝠的對話 / 王友輝作. 854.6 1049-2 v.1-4 影劇系

王友輝 風景. I / 王友輝著. 854.608 3144 影劇系

王友輝 我是油彩的化身原創音樂劇 / 王友輝編劇.作詞 983.3 2632 影劇系

王文志 藝術在河左右 : 地景裝置展 930 4243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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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文 國際法與兩岸法律問題論集 / 王志文[著]. 579.07 1040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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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文 國際公法論集 = Essaysen international law / 王志文著 579.07 1040-1  法律系

王志文 海域油氣探採之法律觀 / 王志文著. 579.14 1040 法律系

王志文 海洋法之硏究 / 張寶樹著. 579.14 1134 法律系

王志文 國際私法論集 = Essays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王志文著 579.907 1040  法律系

王志文 商事法. 保險法、海商法篇 / 王志文著. 587 1040 (97)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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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明 文化資源導論 / 王志明著 541.2 1046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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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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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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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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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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元 現代零售業管理 / 林正修,王明元編著. 496 44121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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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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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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利 台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 / 于宗先,王金利著 542.13232 1032報損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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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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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娟娟 心之所向 : 傾聽山林海風的聲音 : 王娟娟風景畫作品集 / 王娟娟作 947.32 1044 美術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Red Hat Linux 8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2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1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3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2 紡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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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4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3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5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4 紡工系

王振民 徹底剖析PHP & MySQL / 王振民編著. 312.9754 1057 紡工系

王振安 王振安作品集 960 1053 紡工系

王素華 美容營養學 = Nutrition of beauty / 王素華著. 411.3 1054 夜家政系

王素華 百歲操 / 王素華著. 411.7 1054 夜家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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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欽 兩天挑戰CEO : 一門老闆定生死的服務業MBA求生學分 = Two days with 

CEO / 王國欽著.

489.2 1068. 觀光系、觀光碩、國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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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祥熏 王祥熏畫選 945.6 103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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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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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進琦 食品微生物學 / 王進琦編著. 369.36 1031  食營系、實業農碩

王義仲 中國文化大學校園植物解說手册 / 王義仲計畫主持 ; 林志欽等撰文. 375.232/101 1082 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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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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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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緒昂 在鯨的國度悠遊 / 王緖昂著. 855 1026.  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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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寶輝 購屋法律常識 / 王寶輝等著. 441.51 1039 (密集) 財經組

王寶輝 司法造法之本質及其實踐 / 王寶輝著 589.07 1039 財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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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名伸 完美,稍縱即逝 : 舞蹈家古名伸的追尋筆記 / 古名伸著 976.9232 4022 舞蹈系

古名伸 無動不舞 = Moving into dance / 古名伸, 吳怡瑩著 976.7 4022  舞蹈系

古耀華 若水藝事 : 古耀華作品集 / 古耀華作 採購中 美術碩

古耀華 質盦瑑刻 : 古耀華篆刻選輯 / 古耀華作 採購中 美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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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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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Deta

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70

206001

大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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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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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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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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丰中 天籟無聲 : 白丰中作品展 / 林嫣柔主編 945.5 2625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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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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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立中 行銷源典 : 任意行銷首部曲 = Dr.J on marketing   the origins of marketing / 

任立中著.

496 2205. 企管系

任立中 行銷硏究 : 發展有效行銷策略之基石 = Marketing research : the backnone 

of developing effective marketing strategies / 任立中, 陳靜怡著

496 2205-1 企管系

任立中 統計學 : 管理者必備的修鍊 = Statistics : the key discipline for managers / 

任立中等著

510 2205. 企管系

任立中 探索數位制度 / 佘日新主筆 ; 任立中等合著 552.1507 8060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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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立中 臺灣策略性工業獎勵措施之成效評估 : 廠商調查分析 / 楊雅惠,任立中,周

榮乾[著].

555.1 4675 企管系

任立渝 四季風情 : 輕鬆解讀四季氣候 / 任立渝著. 328 2203-1. 大氣系

任立渝 透視氣象 : 了解天氣的入門書 / 任立渝著. 328 2203. 大氣系

任立渝 認識颱風 : 遠離風災洪害 / 任立渝著. 328.55 2203. 大氣系

伍曼麗 舞蹈敎學預防傷害之硏究 / 伍曼麗著. 976 2161. 舞蹈系

伍曼麗 中國邊疆舞蹈硏究 / 伍曼麗編著. 976.22 2161. 舞蹈系

伍曼麗 芭蕾基本技巧 / 伍曼麗編著. 976.62 2161. 舞蹈系

伍曼麗 舞蹈欣賞 / 伍曼麗等作 976 2161-1 (99)  舞蹈系

伍澤元 都市住宅區與交通網路之規劃硏究 / 伍澤元著. 557.8 2131. 實業工博

刑福泉 臺灣的佛敎與佛寺 / 刑福泉著. 220.92 1732. 藝術碩

向高世 臺灣蜥蜴自然誌 = Natural Portraits of Lizards of Taiwan / 向高世撰文.攝影 

  林松霖繪圖.

388.792 2704. 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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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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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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 / 向陽著 851.486 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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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中流動的符碼 / 向陽著. 855 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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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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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帖 / 向陽著 855 4433-6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跨世紀傾斜 / 向陽著. 855 4433-7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 / 向陽著. 855 4433-8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日與月相推 / 向陽著. 855 4433-9 日文系、新聞碩

向陽(林淇瀁) 寫眞年代 :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叁 / 向陽著 855 4433-10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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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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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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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林淇瀁) 詩.手跡 863.51 3402 日文系、新聞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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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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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幼華 朱幼華畫集 : 1993-1996 / 朱幼華[繪] 945.5 2524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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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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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道力 旅遊地理學 = Geography of tourism / 朱道力,薛雅惠著. 992.016 2534  地學系、地理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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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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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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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碩、史學博

江明亮 鳥語北方三島 / 江明亮著 388.8232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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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cu/B/91183
哲學系

江映碧 舞蹈敎育原論 / 江映碧著. 523.37 3161 舞蹈系

江映碧 動作分析與記錄之硏究 / 江映碧著. 976.01 3161 舞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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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映碧 高棪 : 舞動春風一甲子 / 江映碧撰文. 976.92 0049 舞蹈系

江界山 徑賽 : 跑步 / 江界山譯. 528.945 3162. 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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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lib/p

c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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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lib/p

ccu/B/29432
新聞碩

何來美 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 [電子資源] / 何來美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

ccu/B/108966
新聞碩

何和明 裝飾光背中火焰圖紋之硏究 / 何和明著. 224.5 2126. 美術系

何和明 商業空間動線硏究 / 何和明著. 497.27 2126. 美術系

何和明 變奏的心靈空間 : 何和明創作畫集 948.5 2126 美術系

何和明 何和明油畫創作集 948.5 2126-1 美術系

何明錦 人工溼地水質曁環境衛生之硏究 / 何明錦主畫主持   洪玉秀共同主持. 367.47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鈍形體空氣動力流場實驗量測技術之建立 / 何明錦計畫主持   苗君易共

同主持.

440.138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公共工程(含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之硏擬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榮堯協同

主持.

441.5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台北101大樓結構工程施工監造紀錄」 / 何明錦硏究主持   甘錫瀅,謝

紹松協同主持.

441.527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推動公有建築落實結構特別監督制度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正誠

協同主持.

441.527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鋼筋續接器續接設計規範與施工規範及解說硏修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

正誠共同主持.

441.53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RC建築物防蝕技術施工準則與檢驗技術之建立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然

協同主持.

441.556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及管理維護機制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

持   黃健二,陳建忠協同主持.

441.571 2168. 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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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錦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硏修與示範例

硏擬 / 何明錦硏究主持   張國鎮協同主持.

441.571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低層廠棚式建築物風載重評估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若華協同主

持.

441.57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易受海潮海嘯侵襲地區土地使用與建築減災管理對策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薩支平協同主持.

441.573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舊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技術之開發 / 何明錦計畫主持   簡賢文

協同主持.

441.574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住商複合建築物火災危險評估與防火避難安全對策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

主持   張寬勇協同主持.

441.574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技術手册修訂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簡賢文協同主持.

441.574 2168-2. 實業碩

何明錦 建材音響性能測試ISO標準CNS化之可行性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江哲

銘,林芳銘協同主持.

441.576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整合型太陽能光電板結合建築外殼之效益分析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建

富共同主持.

441.577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單一建築物樓頂風場特性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苗君易協同主持. 441.577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撒水幕防火設備評定基準之硏究 = Assessment standard for water curtain 

using for fire protection facility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鄭紹材協同主持.

441.6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風洞實驗技術於土木建築構造物之應用與驗證計畫 : 橋梁風洞實驗 / 何

明錦硏究主持   葉祥海,鄭啓明共同主持.

441.8175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淹水潛勢地區建築防洪設計規範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林文欽協同主

持.

443.6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GPS/GIS/RS科技整合應用於大高雄都會區坡地社區環境潛勢災害防治技

術之硏究 = Application of GPS/GIS/RS technology on the potential hazard 

mitigation for the community on hillsope in Kaohsiung metropolitan / 何明

錦計畫主持   蔡光榮共同主持.

445.5 2168. 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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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錦 GPS/GIS/RS科技整合應用於大高雄都會區坡地社區環境潛勢災害防治技

術之硏究. 二 =. Application of GPS/GIS/RS technology on the potential 

hazard mitigation for the community on hillsope in Kaohsiung metropolitan 

/ 何明錦計畫主持   蔡光榮共同主持. 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2. 實業碩

何明錦 岡山鎮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張益三,陳建

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高雄市鼓山地區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計畫主持   李

泳龍協同主持.

445.5 2168-10. 實業碩

何明錦 台中縣太平與中平地區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

持   楊龍士共同主持.

445.5 2168-11. 實業碩

何明錦 都市防災空間系統避難據點區位評估與最佳化配置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李泳龍協同主持.

445.5 2168-12. 實業碩

何明錦 氣候變遷下之臺灣都市災害型態與衝擊評估先期硏究計畫 / 何明錦硏究

主持   詹士樑協同主持.

445.5 2168-13. 實業碩

何明錦 永康市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李泳龍,陳建

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2. 實業碩

何明錦 GPS/GIS/RS科技整合應用於南投縣坡地社區環境潛勢災害分析模式之硏

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蔡光榮,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3. 實業碩

何明錦 建築物利用實態與人員避難行動特性調查硏究. 一以百貨商場為例 / 何

明錦計畫主持   江崇誠共同主持.

445.5 2168-4. 實業碩

何明錦 山坡地住宅災害緊急應變及急難救助 / 何明錦計畫主持   田永銘共同主

持.

445.5 2168-5. 實業碩

何明錦 台南市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Disaster-prevention planning of 

the urban shelter spacesystem-Tainan as an example / 何明錦計畫主持   張

益三協同主持.

445.5 2168-6. 實業碩

何明錦 頭份鎮竹南鎮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健

二協同主持.

445.5 2168-7. 實業碩

何明錦 新化鎮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李泳龍,陳建

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8. 實業碩

何明錦 都市防災空間系統手册彙編增修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洪鴻智協同主持. 445.5 2168-9. 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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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錦 新竹市之防災空間系統規劃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洪鴻智,葉錦動協同主持. 445.5 4041. 實業碩

何明錦 新竹市舊城區資料庫與參數庫之建置 = Establishing the database of Hsin-

Chu downtown areas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詹士樑協同主持.

445.5 4041. 實業碩

何明錦 太陽能光電系統結合建築外殼效益分析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建富共同

主持.

446.6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鋼筋與混凝土表面處理效能之實驗硏究 = Effectiveness tests of coated 

concrete/rebar and evaluation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re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然協同主持.

472.16 2168. 實業碩

何金鑄 地球科學 / 何金鑄編著 350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自然地理學 / 何金鑄編著 351.1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地學通論 / 何金鑄撰. 609.1 2188  (95) 地學博

何金鑄 新編中國地理 / 何金鑄著 660 2188  v.1-v.2 地學博

何金鑄 中國地理總論 / 何金鑄編著 660 2188-1 地學博

何金鑄 世界地理 / 何金鑄編著 716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人文地理學 / 何金鑄編著. 718.5 2188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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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連國 中國大陸專利法 / 何連國著 440.61 2136-1(去向不明) 法律系

何連國 商標法規及實務 / 何連國著 492.5023 2136-1 (73) 法律系

何連國 中國大陸商標法 / 何連國著 587.3 2136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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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宥嫺(余春蘭) 兒童立體書之設計與製作 =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Childen's Pop-up 

Books / 余春蘭著.

523.39 8054 美術系、藝術碩

余森林 國際貿易實務 =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 余森林編著. 558.5 8044. 國貿系

余森林 出、進口押匯 / 余森林編著. 558.7 8044. 國貿系

余森林 擔保信用狀與銀行保證函 / 余森林編著. 563 8044.      (密集) 國貿系

余森林 信用狀單據瑕疵個案之硏究 = Queries and case studies 100 on 

documentary credit / 余森林編著.

563 8044-1.   (密集) 國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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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森林 信用狀統一慣例解說 = ICC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 余森林著.

563 8044-2.    (密集) 國貿系

余森林 信用狀實務 : 理論與實例 / 余森林編著. 563.25 8044.   國貿系

余森林 信用狀統一慣例(UCP600)逐條解說 / 余森林,楊安和編著. 563.25 8044-1. 國貿系

余森林 出、進口押匯與信用狀實務 / 余森林編著. 563.25 8044-2. 國貿系

余森林 分期付款每月償還金額表 / 余森林編著. R 496.54 8044-1. 國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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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士偉 吳士偉畫選 : 點染新境 945.6 26422-1 美術系

吳大光 象罔 : 吳大光創作報告書 / 吳大光著. 940.7 2649  美術系、藝術碩

吳大光 象罔 : 吳大光創作作品集 = Tangible & Intangible / [吳大光著]. 940.7 2649-1 美術系、藝術碩

吳大光 形塑與色變 : 吳大光創作報告書 / 吳大光著 940.7 2649-2 美術系、藝術碩

吳大光 形塑與色變 : 吳大光創作畫集 948.5 2649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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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永猛 先秦經濟思想史. 洪範篇 / 吳永猛撰. 550.921 2634 經濟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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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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光庭 城市風格與建築形式 / 吳光庭著. 435.79 2690. 建築系

吳光庭 台北大街風情 / 吳光庭等著. 677.9/2.6 2690. 建築系

吳光庭 實構築ing. 2012 : Tectonic becoming 2012 / 吳光庭主編 920.25 3048 建築系

吳光庭 跨躍建築新世紀 : 築生建築講義之一 / 吳光庭等著   長安建設編. 920.7 2690. 建築系

吳光庭
意外的現代性 : 臺灣現代建築論述文集 = Unexpected modernity / 吳光庭

著
920.7 2690-1 建築系

吳幸娟 營養學實驗 = Nutrition experiments / 吳幸娟, 郭靜香合著 411.3 2644-1 (104) 食營系、家政碩

吳幸娟 營養評估 / 吳幸娟等合著. 411.3 2644 (99) 食營系、家政碩

吳幸娟 社區營養學 = Community nutrition / 吳幸娟等合著 411.3 2644-2 (103) 食營系、家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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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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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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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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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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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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墩 : 吳東權短篇小說集 / 吳東權作 857.63 2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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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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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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松明
夢的遠足 : 吳松明木刻版畫 = An excursion into my dreams : the woodblock 

prints / 吳松明作
937 2646 美術系

吳武忠 中國大陸觀光旅遊總論 / 吳武忠,范世平著. 992.92 2615 觀光系

吳武忠 台灣觀光旅遊導論 / 吳武忠,范世平著. 992.9232 2615 觀光系

吳勉勤 旅館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tel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吳勉

勤著.

489.2 2624 (98)  觀光系、觀光碩

吳勉勤 餐旅服務業管理槪論 =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ment / 吳勉勤著.

489.2 2624-1  觀光系、觀光碩

吳勉勤 觀光餐旅概論 : 餐旅達人必備的服務知識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 吳勉勤著

489.2 2624-2  觀光系、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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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威志 商事法 / 吳威志等編著. 587 2654 財經組

吳玲瑤 幽默酷小子 / 吳玲瑤著. 173.1 2611 英文碩

吳玲瑤 鬥智鬥趣酷小子 / 吳玲瑤著 173.1 2611-1 (密集) 英文碩

吳玲瑤 化解感情的危機 / 吳玲瑤譯. 176.55 2611   (密集) 英文碩

吳玲瑤 打開幸福罐子 / Hazelden Foundation著 ; 吳玲瑤譯 192.15 3815  英文碩

吳玲瑤 成功女性的智慧 / Harper, Hazelden著 ; 吳玲瑤譯. 192.15 6821-2  英文碩

吳玲瑤 幽默伊甸 / 吳玲瑤著. 839.31/205 8707  v.2 n.17  英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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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玲瑤 請幽默來證婚 / 吳玲瑤著 855 2611  英文碩

吳玲瑤 美國孩子中國娘 / 吳玲瑤著 855 2611-1  英文碩

吳玲瑤 Easy生活放輕鬆 / 吳玲瑤著 855 2611-2  英文碩

吳玲瑤 幽默百分百 / 吳玲瑤著. 856.8 2611  英文碩

吳玲瑤 用幽默來拉皮 / 吳玲瑤著. 856.8 2611-1  英文碩

吳玲瑤 生活麻辣燙 / 吳玲瑤著 856.8 2611-2 英文碩

吳玲瑤 女人難為 / 吳玲瑤著 856.9 26111  英文碩

吳玲瑤 女人 Love 幽默 / 吳玲瑤著. 856.9 26111-1 英文碩

吳玲瑤 做個快樂的女人 / 吳玲瑤著 856.9 26111-2 英文碩

吳玲瑤 做個幽默的女人 / 吳玲瑤著. 856.9 26111-3  英文碩

吳玲瑤 比佛利傳奇 / 吳玲瑤著. 856.9 26111-4  英文碩

吳玲瑤 家庭幽默大師 / 吳玲瑤作. 856.9 26111-5  英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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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連賞
高雄市升格直轄市30週年學術硏討會論文集 = Kaohsiung City 30 years / 

吳連賞等著.
545.19232 0402. 地學博

吳連賞 中國發展.發展中國 / 嚴勝雄,吳連賞編著 552.2 6674 (93) 地學博

吳連賞 臺灣地區工業發展的過程及其環境結構的變遷 / 吳連賞著. 555.9232 2639. 地學博

吳連賞 高雄市港埠發展史 / 吳連賞著. 557.5832 2639. 地學博

吳連賞 黃昏的故鄉 / 吳連賞,楊玉姿,莊忠山作. 733.9/131.9/103.2 2639. 地學博

吳連賞
紅毛港遷村實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v.3],地政與戶政篇/吳連賞等著, 

[v.5],產業篇/吳連賞等著.

733.9/131.9/103.2 0743  v.3,

v.5
地學博

吳連賞 觀光地理 / 林綱偉, 吳連賞編著 992 4422  v.1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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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朝彥 旅遊休閒的法律智慧 / 吳朝彥,陳怡全,蘇錦霞著. 992.1 2640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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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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慧君 運動能力的生理學評定 / 吳慧君編著. 528.9012 2651. 體育系

吳慧君 運動生理學實驗 / 吳慧君編著. 528.9012034 2651. 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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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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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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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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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鑫 攝影眼的培養. 2 952.2 4491.2 大傳系

呂江泉 郵輪旅遊實務 / 呂江泉(Chiang-Chuan Lu)著 557.43 6032 觀光碩、地學博

呂江泉 郵輪旅遊概論 = Cruise tour introduction / 呂江泉編著 557.43 6032-1 觀光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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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江泉
航空服務業管理 : 航空票務、航管業務、地勤運務、空勤服務 = Air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 呂江泉,郭名龍著.
557.943 6032 觀光碩、地學博

呂江泉 遊輪旅遊 = Cruise tour / 呂江泉編著 992.75 6032 觀光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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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秉明 觀光學槪論 / 林連聰,宋秉明,陳思倫著. 992 4431 (100) 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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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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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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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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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010(密集) 新聞系

李天來 李天來攝影集 / 李天來作 958.2 4014 美術系

李正綱 管理學 : 理論與應用 = Management ;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廖

勇凱,李正綱,楊湘怡編著

494 00121-2 (98)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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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新世紀觀點 / 李正綱,黃金印著. 494.3 4012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跨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 李正綱,黃金印,陳基國著 494.3 40121-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新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 李正綱,黃金印,魏鸞瑩著 494.3 40121-1 (97)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理論與實務導向 / 李正綱, 陳基國著 494.3 40121-2 (10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永貴 李永貴畫集 = Sam Lee exhibition / 李永貴作. 948.5 4035 美術系
第 25 頁



校友著作清單─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李永貴 李永貴油画選集 = Oil paintings by Sam Lee / 李永貴[作] ; 高儷燕編輯 948.5 4035-1 美術系

李伸一 消費者保護法論 / 李伸一著. 548.39 4021-1 (密集) 法律碩

李伸一 監察權之理論與實務 / 李伸一著. 573.8 4021 法律碩

李伸一 因為有好心 : 一位平民律師的幸福密碼 / 李伸一著. 783.3886 4021 法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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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 論美術欣賞 / 李沛著. 901.1 4030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 宋元文人畫特質之硏究 / 李沛著. 940 4030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 藝苑挹翠 / 李沛著. 944 4030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 山水畫法 / 李沛撰. 944.4 4030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 水墨山水畫創作之硏究 / 李沛著. 944.4 4030-1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 李沛畫集 / 李沛著. 945 4030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 李沛彩墨畫集 = Li Pei water & ink paintings / 李沛作. 945.6 4030 美術系、美術碩

李沛慶 時尚經營管理 [電子資源] / 李沛慶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110720
企管碩、國企博

李沛慶 專案企劃之理論與實務 / 李沛慶等編著 494 4030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沛慶 服務管理 [電子資源] / 李沛慶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95709
企管碩、國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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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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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宜芳 湘軍團練對國術發展影響之硏究 / 李宜芳撰. 528.97 4034. 運教所

李姿瑩
孤獨島嶼 : 消失之島 : 論有無過程/消失型態翻轉 = Monologue of isle : a 

story of the disappearance island / 李姿瑩著
921 4039 建築系

李思根

電光泥火山地景保育與生物資源之調查硏究 =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biological resource investigation of the Tienkuang Mud Volcano 

/ 李思根硏究主持 ; 何鎮平,林明聖協同主持

354.1 4064 地學碩

李思根 綠島小區域地理之硏究 / 李思根著 677.9/83.3 4064 地學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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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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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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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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既鳴 邁向無限 : 臺灣美術硏究論述 / 李既鳴著. 909.232 4076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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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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乾朗 李乾朗手繪臺博建築 解構 : 李乾朗手繪臺博建築 = Deconstruction : 

architectural drawings of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by LiChien-lang / 李乾朗

作.手繪 ; 郭昭翎主編

069.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台北市孔廟 / 李乾朗著. 271.18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傳統建築入門 / 李乾朗著. 538.82 7743 v.5 建築系

李乾朗
首都文化園區歷史空間調查、再利用與文化步道規劃硏究 / 李乾朗硏究

主持
541.29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金門提督衙振威第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3.19/205.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金門海印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3.19/205.6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爸爸講古蹟 : 古蹟保存與維護 / 李乾朗撰文繪圖. 677.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古蹟入門 / 李乾朗,俞怡萍合著. 733.6 4043 (107)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的寺廟 / 李乾朗著. 677.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臺北古城門 / 李乾朗著. 677.9/2.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艋舺龍山寺 = The Lung-Shan temple at Wanhua Taipei / 李乾朗著. 677.9/23.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淡水紅毛城 / 李乾朗著. 677.9/32.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鹿港龍山寺 = The Lung-Shan temple at Lukang / 李乾朗著. 677.9/572.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北港朝天宫 = The Chau Tien / 李乾朗著. 677.9/681.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鳳山縣舊城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前淸打狗英國領事館修復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旗後礮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3 建築系

李乾朗 旗後礮臺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雄鎮北門礮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5 建築系

李乾朗 旗後砲臺 = Chi Hou fortress / 李乾朗著   [黃啓哲英譯]. [吳漢彬日譯]. 677.9/721.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澎湖天后宫 = The Tien-Hou Temple at Penghu / 李乾朗著. 677.9/91.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古蹟新解 : 珍重故事的舞臺 / 李乾朗著. 684.0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李乾朗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 / 李乾朗著 ; 卓克華主編 733.07 43511.2  v.4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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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朗 獅球嶺淸代鐵路隧道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790.7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鳳山縣舊城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 790.7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獅球嶺淸代鐵路隧道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790.72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地區第一級古蹟圖集 / 李乾朗圖說攝影   黃美英執行編輯. 797.32 4484. 建築系

李乾朗 陳玉峰 : 郭子儀厥孫最多 / 李乾朗著 909.886 7512-1 建築系

李乾朗 中華藝術大觀 / 李乾朗著. 建築. 92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傳統建築 / 李乾朗著. 92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建築 / 李乾朗著. 922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海峽兩岸古建築十六講 = 16 lectures on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 劉致平,李乾朗著

922 7211-2 建築系

李乾朗 神靈的殿堂 / 李乾朗著. 922 7731 v.1 建築系

李乾朗 帝王的國度 / 李乾朗著. 922 7731 v.2 建築系

李乾朗 眾生的居所 / 李乾朗著. 922 7731 v.3 建築系

李乾朗 巨匠神工. 透視中國經典古建築 / 李乾朗著. 922 7731. 建築系

李乾朗 臺北近代建築 / 李乾朗著. 922.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金門民居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1/205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建築史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近代建築 : 起源與早期之發展1860-1945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20世紀台灣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0.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建築之美 = Building Taiwan the beautiful / 李乾朗等專文. 922.932 4043-11. 建築系

李乾朗 19世紀台灣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2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 = 20 speeches on th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Taiwan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攝影

922.932 4043-13 建築系

李乾朗 彰化節孝祠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14 建築系

李乾朗 百年古蹟滄桑 : 臺灣建築保存紀事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5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傳統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6 建築系

李乾朗
直探匠心 : 李乾朗剖繪台灣經典古建築 = Into the heart of craftsmanship : 

section drawings of classical Taiwanese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8 建築系

李乾朗 板橋林本源庭園 = The Lin Family Residence At Panchiao.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墾丁國家公園傳統民居與聚落環境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3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傳統建築彩繪之調查硏究 : 以台南民間彩繪畫師陳玉峰及其傳人之

彩繪作品為對象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4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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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朗 臺閩地區近代歷史建築調查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5 v.1-2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近代建築之風格 / 李朝朗著 922.932 4043-6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近代建築之風格 / 李朝朗著. 922.932 4043-6.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建築閱覽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7 建築系

李乾朗 臺閩地區的古蹟與歷史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8 建築系

李乾朗 神岡筱雲山莊 / 李乾朗著   黃啓哲英譯. 吳漢彬日譯. 922.932 4043-9.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 / 李乾朗著. 922.93202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高雄市市定古蹟 : 鳳儀書院建築之美 / 李乾朗著 926.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廟宇建築 / 李乾朗著. 927.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北港朝天宫建築與裝飾藝術 / 李乾朗著. 927.1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新竹市都城隍廟建築藝術與歷史 / 李乾朗等著. 927.1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廟宇裝飾 : 精雕細琢 / 李乾朗著. 927.1 4043-3. 建築系

李乾朗 第三級古蹟新竹都城隍廟調查硏究曁修護計畫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1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艋舺淸水巖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1 4043-5 建築系

李乾朗 台北市三級古蹟陳德星堂調查硏究與修護計畫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1 4043-6 建築系

李乾朗 宜蘭昭應宫調查硏究 / 李乾朗計畫主持. 927.1 4043-7 建築系

李乾朗 淡水鄞山寺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艋舺龍山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十大傳統民居 / 李乾朗著. 928.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梅鏡傳芳 : 台中市大甲區頂店梁宅傳統建築修復或再利用硏究計畫 / 李

乾朗鄭碧英等著

928.23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圖解臺灣民居 928.232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水彩臺灣近代建築 : 賞古蹟.畫建築 / 李乾朗著. 948.4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陽明山國家公園傳統聚落曁建築調查硏究 / 李乾朗主持 992.8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中国式建筑 / 李乾朗著 922 4043-5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地區傳統建築術語集錄 / 李乾朗硏究主持 R 920.4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前世今生話林園 : 板橋林本源園邸的構造之謎與勝景分析 / 李乾朗著 採購中 建築系

李乾朗 台湾古建筑 / 李乾朗著 922 4043-6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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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逢春 地理資訊系統MapInfo基礎操作自學方案 / 李逢春,徐世豪編著. 609.029 4035 地學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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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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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復甸 貨櫃運送之法律問題 / 李復甸著. 5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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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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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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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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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貽鴻 觀光事業發展．容量．飽和 / 李貽鴻著. 992 4063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行政與法規 / 李貽鴻著. 992 4063-2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學導論 / 李貽鴻著. 992 4063-3 (92)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行政 / 李貽鴻著. 992.2 4063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行銷學 : 供應與需求 / 李貽鴻著. 992.2 4063-1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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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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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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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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載鳴 臺灣之美 : 地理 / 盧光輝李載鳴張政亮編著. 677.3 2199-1. 森林系

李福臻 唐代楷書之硏究 / 李福臻著. 802.297 4031. 戲劇碩

李福臻
華岡美宴 : 李福臻敎授作品集 = Banquet at Hwa Kang   works of professor 

Fu Chen Lee / 李福臻著.
902.2 4031. 戲劇碩

李福臻 我國書體之衍變 / 李福臻著. 942.1 4031. 戲劇碩

李翠英 幼兒基礎游泳敎學 / 李翠英著. 528.96 4014. 體育系

李銘輝 觀光地理 / 李銘輝編著. 992 4089 (102)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觀光遊憩資源規劃 / 李銘輝,郭建興著. 992 4089-1. 地學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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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銘輝 觀光導論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劉修祥著 ; 李銘輝主編 992 7223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觀光心理學 = The psychology of tourism / 劉翠華,李銘輝著 992.014 7214.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台北縣野柳風景特定區遊憩設施規劃 : 可行性評估 / 唐學斌主持 ; 李銘

輝等協同主持
992.3 0070-1.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圓山風景區整體規劃 / 李銘輝計劃主持   郭建興協同主持. 992.3 4089. 地學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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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蕭錕 台灣色 / [李蕭錕著]. 677.4 4048.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造化在手匠心獨運 / 李蕭錕著. 909.28 4342.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文人.四絶.江兆申 / [李蕭錕作]. 940.9886 3135-1.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靜心寫經 : 修身心.習書藝 / 李蕭錕等著. 942 4048.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中國書法之旅 / 李蕭錕著. 942.092 4048.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書法空間藝術 / 李蕭錕著. 943.3 5416.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書法與生活 / 李蕭錕作. 943.3 5416.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坐者何人 : 李蕭錕禪畫公案 / 李蕭錕圖文. 945.6 4048.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色彩的魅力 / 李蕭錕著. 963 4048-4. 美術系、藝術碩

李蕭錕 色彩學講座 / 李蕭錕著. 963 4048-5.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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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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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968(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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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new/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2

8&iid=35095&UniID=unitedf&

UniType=y&U_ID=pccu

新聞系

李鴻棋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籃球三人裁判法 = UBA / 李鴻棋著. 528.917 4034. 體育系、運教碩

李鴻棋 籃球 : 基本動作圖解 / 鄭錦和,李鴻棋,徐武雄著. 528.952 8782. 體育系、運教碩

李鴻棋 籃球敎練專書 / 鄭錦和,李鴻棋,徐武雄編著. 528.952 8782-1. 體育系、運教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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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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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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德範 心是另一架相機 : 汪德範的攝影心法 = photographer's mind isanother 

camera / 汪德範著.

950.1 3128. 觀光系、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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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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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璋 建築法規彙編 / 周世璋,吳玫芳主編 441.51 1835 (100) 建築系、實業碩、實業博

周世璋
臺北市古蹟保存區涵蓋範圍規劃調查硏究 / 周世璋主持 ; 閻亞寧協同主

持
790.31 7741 建築系、實業碩、實業博

周信利 外勞引進管理寶典 / 周信利著. 556 7722 勞工系

周昭翡 開拓人文視野 / 周昭翡著. 856.9 7761 中文系

周哲 生涯一片靑山 : 周哲書畫展 = A career in verdant green mountains ; an 

exhibition of Chou Tse's paintings / [周哲畫]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

編輯.

941.5 7752 美術系

周荃 學習在中國 / 周荃著. 529.282 7744.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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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4 頁



校友著作清單─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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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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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天華 易天華降三高一步活氧操 411.12 6014 舞蹈系

易天華 減重運動食譜 411.35 6014 舞蹈系

易天華 大家一起來運動 411.9 6014 (密集) 舞蹈系

易天華 易天華降血壓大雁功法 415.62 6014  舞蹈系

易天華 易天華降血糖十全甩手操 415.85 6014  舞蹈系

易天華 易天華有氧健康韻律操 DVD 411.7 60142 .1-2 舞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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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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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正芳 宜蘭市志 / 林正芳總編纂 733.9/107.9/101.1 3404  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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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利 洄瀾石頭夢 / 林永利編著. 934 4432 美術系

林永利 靑年創作營與花蓮石雕創作的未來 / 林永利著. 934 4432-1 美術系

林永利 林永利畫展選集 : 變形標本. 2000 / 林永利著. 945.6 44321 美術系

林永利 林永利作品集 : 水墨藝象 / 林永利著 945.6 44321-1 美術系

林永利 林永利畫展圖錄 / 林永利作 945.6 44321-2 美術系

林永發 七友畫會及其藝術之硏究 / 林永發著 940.92 4431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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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發 日出.台東.丁學洙 / 林永發作 940.9886 1073  藝術碩

林永發  藝海情深 : 林永發 林冠廷 父子書畫集 / 林永發, 林冠廷作 941.5 44311  藝術碩

林永發 孺慕之歌 : 林永發 林冠廷父子書畫聯展 / 林永發,林冠廷作 945.5 4431  藝術碩

林永發 特殊美學 : 父子心靈對話 / 林永發,林冠廷作 945.5 4431-1 藝術碩

林永發
林永發水墨畫集 = The ink painting by Yung-Fa Lin / 林永發作 ; 劉國棟等翻

譯-v.6, 海山對話 / 蔡焜霖等翻譯
945.6 4431  v.6  藝術碩

林永發

自然與藝境 : 林永發水墨畫創作理念與作品解析 = Nature and mind of the 

artist ; The painting concepts and analysis of the ink painting by Yung-Fa Lin / 

林永發作

945.6 4431-1  藝術碩

林永順 農企業管理 =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 林永順著. 431 4432 園藝系、實業博

林永順 企業管理學 / 林永順著. 494 44323 (92) 園藝系、實業博

林永順 e時代管理學 / 林永順著. 494 44323-1 (92) 園藝系、實業博

林永順 高級管理學 = Advanced management / 林永順著. 494.1 44323 園藝系、實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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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佩親 彩幻人生 : 林佩親-粉彩人體畫展 = Colors of life / 林佩親著. 948.6 4420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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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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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金標 「岩洞浮史」到「悠微照臨」 : 林金標創作報告書 / 林金標著. 901.1 4484 美術系

林金標 悠微照臨 : 林金標 = Endurance obscurity reflection revival ; Lin Chin-Piao ; 

works 2000-2003 / 林金標著.

948.4 44841 美術系

林金標 林金標= Lin Chin-piao works 1990-1995/林金標作 948.5 4484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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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標 迎光而行 / 林金標著 948.5 4484-1 美術系

林俊寬 風水.景觀.藝術與科學 / 林俊寬著. 294 4423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道家陽宅學新講 / 林俊寬著. 294.1 4423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觀葉植物 / 林俊寬編著. 374.1 4423 (密集)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水在中國造園上之運用 / 林俊寬著. 435.7 4423-1 園藝系,實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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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品章 設計與視覺環境 / 林品章著. 435.79 4460. 美術系

林品章 視覺傳達設計的理論與實踐 / 林品章著. 960 4460. 美術系

林品章 臺灣近代視覺傳達設計的變遷 : 臺灣本土設計史硏究   1985-1990之共進

會、展覽會、博覽會以及設計相關活動 / 林品章著.

960.9232 4460. 美術系

林品章 字學 / 林品章編著. 文字造形設計的技法實務. 961 4460. 美術系

林品章 基本設計 : 設計及造形藝術的基礎 / 林品章著   V.D視覺設計硏究室編. 962 4460. 美術系

林品章 最新平面設計基礎 / 林品章編著. 962 4460-1. 美術系

林品章 基礎設計敎育 : 造形敎育的理論與實踐 / 林品章著. 962 4460-2. 美術系

林品章 造形原理 : 藝術.設計的基礎 / 林品章編著. 962 4460-3.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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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品章 商業設計 : 理論．基礎．實務 / 林品章著. 964 4460.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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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亭 嘉義地區繪畫之硏究 / 林柏亭著. 940.9232 4440. 藝術碩

林柏亭 花鳥畫法 1.2.3 / 林柏亭編著. 944.6 4440. 藝術碩

林貞吟 由感性與理性之間談舞蹈創作之過程 / 林貞吟著. 976.01 4426 舞蹈系

林郁欽 環境科學槪論 / 林郁欽,張錦松,黃政賢編著. 445 4448  地學系、地理碩、地學博

林純秀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 林純秀著 545.1 44221  市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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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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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ookDet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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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ookDet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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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ookDetail.jsp?id=93758

觀光碩、中山博

林欽榮 都市設計在臺灣 = Urban design in cities of Taiwan / 林欽榮作 445.1 4489 實業工碩

林欽榮
城市空間治理的創新策略 : 三個台灣首都城市案例評析 ; 台北.新竹.

高雄 / 林欽榮著
 445.1232 4489 實業工碩

林欽榮
城市空間治理的創新策略 : 三個台灣首都城市案例評析 ; 台北.新竹.

高雄 / 林欽榮著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

E/search_viewOpen.action?book

Id=YsdsdebY1871330cY

實業工碩

林欽榮
再生與創新 : 台北都市發展議程 = Regeneration and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agenda of Taipei / 林欽榮著
545.19232 4489 v.1-v.2 實業工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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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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進忠 林進忠畫集 / [林進忠畫] ; 賴惠英主編. 906.6 5002-7 美術系

林進忠 筆歌墨舞.任心馳騁 / 林進忠著. 909.28 4342 美術系

林順益 最新洗錢防制法實用 / 林順益, 邱錦添著 561.2 4428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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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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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耀生 意象之間 林耀生 / [林耀生畫] ; 游雅慧, 林愛卿編輯 948.5 4492  v.2  美術系

林耀生
自然的樂章 : 秋憶 = Memory of the autumn / [林耀生畫] ; 游雅慧, 呂麗華, 

吳美惠編輯.設計
948.5 4492  v.3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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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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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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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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

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71

118196

法文系

花滿堂 刑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 / 花滿堂著 586.2 4439 財經組、法律碩

邱永和 政府機關引進企業績效評估作法之硏究 / 邱永和硏究主持 ; 行政院硏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572.93 7732 紡工系

邱永和 進口救濟制度在智財權商品上之適用硏究 / 范建得計畫主持 ; 邱永和協

同主持.

558.43 4412 紡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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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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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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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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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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es / 邱坤良等作   蔡旻峻執行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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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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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定夫 中國畫民初各家宗派風格與技法之探究 / 邱定夫著. 944 7735 美術系

邱定夫 邱定夫畫集 / 邱定夫作. 945.6 7735 美術系

邵隆志 圖解實用食品微生物學 / 李明清, 邵隆志, 吳伯穗等著 369.36 4063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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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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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一涵 易經美學十二講 = Twelve outlooks on I Ching aesthetics / 姜一涵作. 091.7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中國美學 / 姜一涵等編著. 180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 / 姜一涵著. 635.7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萬古長空 : 姜一涵的中西美學觀 / 姜一涵作. 941.5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書道美學隨緣談 / 姜一涵著. 942.07 8013 v.1-v.2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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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一涵 「石濤畫錄」硏究 / 姜一涵著. 944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石濤畫語錄硏究 / 姜一涵著. 944.01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苦瓜和尚畫語錄硏究 / 姜一涵著. 944.9 8013. 藝術碩

姜一涵 姜一涵畫集 / 姜一涵繪. 947.5 8013. 藝術碩

施明智 食物製備 :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常識 / 施明智編著 427 0868 食營系

施明智 食物學原理 / 施明智編著. 463 0868. 食營系

施明智 食品加工學 = Food processing / 施明智蕭思玉蔡敏郎著 463.12 0868  食營系

施明智 食品科學槪論 = Fundamentals of food science / 曹欽玉,施明智等合著 463 5581 (105) 食營系

施義燦 肉用種雞飼養管理實用要點 = Broiler breeder feeding & management practice 

/ 施義燦編著

437.71 0889 畜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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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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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昌穀 李奇茂水墨畫 華梵美術系所教授暨雄獅書法獎得主書藝創作書展 2008 

熊宜中, 洪昌穀著

採購中 美術系、藝術碩

洪明爵 洪明爵創作集 : 心靈圖像 947.5 3462 美術系、美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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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水上 台灣的梅雨 / 紀水上作. 328 1293 地學系、地理碩、地學博

紀家琳 臺灣當代廟宇劇場戲臺體制硏究 / 紀家琳著. 981.9232 2731 影劇系、戲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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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芳芳 掀起你的蓋頭來 : 王洛賓永遠的靑春舞曲 782.886 1033-1 國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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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淑惠 疾病營養學 / 胡淑惠等作 411.3 4735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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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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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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ookDetail.jsp?id=15852

俄文系

胡維新 臺灣低海拔植物新視界 / 胡維新,洪夙慶著. 375.232 4720 森林系

胡興華 台灣漁會譜 / 胡興華作   台灣省漁業局編. 437.8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台灣的漁業 / 胡興華著. 437.8 4774-1. 海洋系

胡興華 拓漁台灣 / 胡興華著. 437.809232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話漁臺灣 / 胡興華作. 437.811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台灣的養殖漁業 / 胡興華著. 437.82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躍漁臺灣 / 胡興華作. 437.82 4774-1. 海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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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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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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毅舜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 范毅舜著 249.9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公東的敎堂 : 海岸山脈的一頁敎育傳奇 = The chapel of Kung-Tung: an 

education legend in the coastal range of Taiwan / 范毅舜(Nicholas Fan)著

528.89232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法國文化遺產行旅 = French heritage / 范毅舜著 742.9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德國文化遺產行旅 = German heritage / 范毅舜著 743.9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悠遊山城 : 從薩爾斯堡到因斯布魯克 / 范毅舜撰文.攝影 744.19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華盛頓文化藝術行旅 = Washington DC ; journeys through art and culture / 范

毅舜撰文.攝影

752.7239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臺南 : 家 = Tainan : home / 范毅舜文字.攝影 855 44021 美術系

范毅舜 普羅旺斯的聖誕夜 : 十二篇關於生死、友誼的生命故事 = A Christmas 

Eve in Aix-en-Provence / 范毅舜著

855 44021-1 美術系

范毅舜 歐陸敎堂巡禮 : 基督聖靈的原鄉 / 范毅舜撰文.攝影. 927.4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走進一座大敎堂 = Gothic cathedral / 范毅舜著 927.4 4402-1 美術系

范毅舜 山丘上的修道院 : 科比意的最後風景 = The convent on the hill : la 

Corbusier's last vision / 范毅舜著

927.4 4402-2 美術系

范毅舜  走進一座大教堂 = A walk into gothic cathedral : german and french cultural 

heritage. / 范毅舜著

927.4 4402-3 美術系

范毅舜 攝影行遊間 : 旅行攝影的技法與欣賞 / 范毅舜作 950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逐光獵影 : 范毅舜的攝影心法 = Approaches to photography via Nicholas Fan 

/ 范毅舜著

952 4402 美術系

范毅舜 野台戲 [電子資源] = Taiwan folk opera : a moving feast / 范毅舜作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137080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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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再沁 臺灣當代美術初探 / 倪再沁作. 857.84 2637 n.2225 密集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藝術蓋論 / 倪再沁作. 857.84 2637 n.2381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喜相逢 : 鹿港觀光魅力   福祿壽國際雙年展. 2010 / 倪再沁等撰文   

Megan Fang翻譯.

902.232 3346.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 / 倪再沁著. 907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美感的探險 / 倪再沁作. 907 2713-1.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美感的魅惑 = Art fascination / 倪再沁著. 907 2713-2.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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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再沁 藝術初體驗 / 倪再沁著. 907 2713-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台灣當代美術通鑑 : 藝術家雜誌30年版 / 倪再沁著. 909.2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高雄現代美術誌 = Kaohsiung modern art / 倪再沁著. 909.232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台灣當代藝術之美 = The beauty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art / 倪再沁

撰文   Andrew Wilson英文翻譯.

909.232 2713-1.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台灣美術論衡 = A critique on Taiwan art / 倪再沁著. 909.232 2713-2.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藝術家⇔臺灣美術 : 細說從頭二十年 / 倪再沁著. 909.286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席德進 / 倪再沁，廖瑾瑗著. 909.886 6024.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藝術反轉 : 公民美學與公共藝術 = Civic aesthetics and public art / 倪再沁

著.

920 8787.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台灣公共藝術的探索 / 倪再沁著. 926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公共藝術觸擊 / 倪再沁著. 926 2713-1.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慧照乾坤 : 陳慧坤的藝術人生 / 倪再沁著. 940.9886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水墨畫講 : 文人美學與當代水墨的世紀之辯 = A critique on Chinese ink 

painting / 倪再沁著.

944.07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山水過渡 : 中國水墨畫的南遷 / [倪再沁著]. 944.4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倪再沁 眾彩交響 : 陳慧坤藝術硏究論文集 / 倪再沁等作. 948.93 2713.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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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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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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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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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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國祥(孫吳) 非人間 / 孫吳著. 857.63 1263  法文系

宮重文 宮重文陶藝集 906.6 5002-17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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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君臨 中國地理 / 張伯宇,徐君臨編著 660.3 1123 地理系、地學博

徐君臨 臺灣地理圖說 / 張伯宇,高慶珍,徐君臨編著 733.3 1123 地理系、地學博

徐亞湘 徐亞湘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初編) / 徐亞湘著 ; 卓克華主編 733.07 43511  v.1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臺北市歌仔戲資源調查硏究計畫 / 徐亞湘計畫主持 ; 王麗嘉協同主持. 982.532 2813  v.1-4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客家劇藝留眞 : 臺灣的廣東宜人園與宜人京班 / 徐亞湘編著. 982.532 2813-1.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母女同行 : 阿玉旦。黃秀滿的客家戲曲人生 / 徐亞湘著. 982.532 2813-2.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臺灣劇史沉思 / 徐亞湘著 982.7 2813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 / 徐亞湘著. 982.832 2813.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 : 現代化作用下的劇種與劇場 / 徐亞湘著. 982.832 2813-1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史實與詮釋 : 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 / 徐亞湘著. 982.832 2813-2.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島嶼歌戲 : 王金櫻世代 / 王金櫻口述 ; 徐亞湘撰著 982.9 1084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老爺弟子 : 張文聰的客家演藝生涯 / 徐亞湘著. 982.9 1101. 影劇系、藝術碩

徐亞湘 霞光璀璨 : 世紀名伶戴綺霞 / 徐亞湘, 高美瑜著 982.9 4321. 影劇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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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義 徐明義畫集. (一) / 徐明義(Shyu Ming Yih)作 945.6 2868  v.1  藝術碩

徐明義 徐明義國畫選集. (二) / 徐明義作 945.6 2868  v.2  藝術碩

徐明義 徐明義畫集. (五) / 徐明義作 945.6 2868  v.5  藝術碩

徐明義 徐明義畫集. (六) = Collected paintings of Hsu Ming-yi / 徐明義作 945.6 2868  v.6 藝術碩

徐明義
徐明義六六風華畫集. 七 = Splendor at works : album of Hsu Ming-yi's 

paintings / 徐明義作
945.6 2868-1  v.7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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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榮崇
從異域他鄉到落地生根 : 滇緬孤軍的越界遷移、文化認同與跨國網絡 / 

徐榮崇, 廖鶴群專案編著
577.2382 2892 地學博(2002)

徐榮崇 續修臺北市志 [電子資源] / 黃秀政總纂,卷五交通志/捷運篇 / 徐榮崇撰稿 DO 733.9/101.1 4200.2 (103)  v.5 n.2   地學博(2002)

徐露 台視國劇 [錄影資料] : 京華再現 / 徐露等演出. DVD 982.1 2810. 戲劇系

柴智屏 用心看明星 / 柴智屏著. 855 2187. 影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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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富 應用數值分析 : 使用Matlab = Applied numerical analysis   using Matlab / 

殷富,殷立德著.

319.4 2730. 海洋系

殷富 海洋物理學槪論 / 殷富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351.9 2730 海洋系

殷富 基隆港口航道八尺門第二港口航道入尺碼頭區附近水域潮流海流調查分

析硏究報告 / 殷富,陳森河同撰.

351.9669 2730. 海洋系

殷富 台東港水工模型試驗硏究報告 / 殷富,王惠琮同著. 443.31 2730. 海洋系

殷富 媒灰廢棄物拋棄環境及相關法令硏究報告 / 殷富,曹采文著. 557.545 2730. 海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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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建翊 台灣的氣候 / 涂建翊,余嘉裕,周佳著. 328.9232 3810 大氣系、大氣碩、地學博

涂維政 藝術在河左右 : 地景裝置展 960 4243 美術系

翁美娥 翁美娥素描選集 / 翁美娥作. 906.6 7700. 美術系

翁美娥 中階主義 = Mouvement Intermediaire / 翁美娥著. 940.1 8084. 美術系

翁美娥 翁美娥素描集 = Les fusains de Ueng Meei-Er 1993-1996 / 翁美娥作. 947.16 8084.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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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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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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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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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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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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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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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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樹秀 周代體育之硏究 / 馬樹秀著. 528.992015 7142. 體育系

高千惠
移動的地平線 : 藝文烏托邦簡史 = The moving horizon ; the essential guide 

of Utopain art / 高千惠著
870.2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非藝評的書寫 : 給旁觀者的藝術書 = Nothing about critique / 高千惠著 901.2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風火林泉 : 當代亞洲藝術專題硏究=Transpassing : special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Asia art in 2010s / 高千惠著
901.2 0025-1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詮釋之外 : 藝評社會與近當代前衛運動 / 高千惠著 901.2 0025-2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當代藝術生產線 : 創作實踐與社會介入的案例 = The production line of 

contemporary art : cases of creative practice and social engagement / 高千惠著
901.2 0025-3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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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惠
不沉默的字 : 藝評書寫與其生產語境 = Unsilent words : text and its 

productive context of art criticism / 高千惠著
901.2 0025-4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當代文化藝術澀相 / 高千惠著 907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在藝術界河上 : 當代藝術思路之旅 / 高千惠著 907 0025-1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當代藝術思路之旅 / 高千惠著 907 0025-1 (92)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藝種不原始 : 當代華人藝術跨領域閱讀 / 高千惠著 907 0025-2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日常的誘惑 : 給白日夢者的藝術書 = Seduction of daily life / 高千惠著 907 0025-3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叛逆的捉影 : 當代藝術家的新迷思 = Rebellion in silhouette ; the new myth 

of the contemporary artist / 高千惠著
907 0025-4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藝術,以XX之名 = Art in the name of XX / 高千惠著 907 0025-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第三翅膀 : 藝術觀念及其不滿 = Third wing : art concept and its discontents / 

高千惠著
907 0025-6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第三翅膀 [電子資源] = Third wing : 藝術觀念及其不滿 : art concept and its 

discontents / 高千惠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6493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戰後台灣現代藝術發展 : 兼談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角色扮演硏討會論文集 

= The developmant of modern art in postwar Taiwan ;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 高千惠等作

909.232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百年世界美術圖象 / 高千惠著 909.4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芝加哥公共藝術現代化運動 / 高千惠著 926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千惠 千里絲一線牽 : 漢唐織錦的跨域風華 / 高千惠著 966.092 0025 美術系、藝術碩

高木森 西周靑銅彝器彙考 / 高木森著. 793.5 0044. 藝術碩

高木森 東西藝術比較 / 高木森著   尹彤雲譯 909 0044 藝術碩

高木森 印度藝術史槪論 / 高木森著. 909.371 0044. 藝術碩

高木森 明山淨水 : 明畫思想探微 / 高木森著. 940.19206 0044. 藝術碩

高木森 宋畫思想探微 / 高木森著. 940.9205 0044 藝術碩

高木森 元氣淋漓 : 元畫思想探微 / 高木森著. 940.92057 0044 藝術碩

高木森 中國繪畫思想史 / 高木森著. 944.9 0044.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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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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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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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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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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準 丁香結 / 高準撰 848.5 0030 政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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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實珩 漫遊的藝術世界 : 高實珩1999-2004作品集 / [高實珩作]. 937 0031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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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慶珍 臺灣地理圖說 / 張伯宇,高慶珍,徐君臨編著. 733.3 1123 地學博

崔慈芬 女人獅子心 / 崔慈芬著. 177.2 2284. 國劇系

崔慈芬 搶救腰痠背痛 : 職場人的健康管理 / 崔慈芬,鄭雲龍著. 411.75 2284. 國劇系

崔慈芬 一本敎企業人Social的書 / 崔慈芬著. 494.35 2284. 國劇系

崔慈芬 眞希望一出社會就知道的職場潛規則 / 崔慈芬著. 494.35 2284-1. 國劇系

崔慈芬 注意力經濟學 : 知名度讓你名利雙收 / 崔慈芬著. 496 2284  國劇系

崔慈芬 你的北京學姊 : 大陸輕鬆求學101 / 崔慈芬著. 529.282 2284. 國劇系
第 51 頁



校友著作清單─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張乃航 台灣地區重要林木幼苗圖鑑 / 張乃航,陳國章作   陳國章攝影. R 436.13232 1112. 植物系、實業碩

張文華 旅行業經營管理 : 基礎到進階完整學習 992.2 1186-1 美術系

張文華 旅行業實務與管理議題. 上 [電子資源] http://www.airitibooks.com/d

etail.aspx?PublicationID=P

20120621219

美術系

張文華 超簡單!Dreamweaver CS6互動多媒體網頁設計與行動瀏覽 / 張文華著 312.91695 1104 美術系

張世博 十路彈腿 : 進入武術世界的第一套拳 / 張世博編輯 528.97 4617  國術系、運教碩

張世博 埋伏拳 : 武術形體架勢的奠基者 / 張世博編輯 528.972 4291  國術系、運教碩

張世博 孫紹棠宗師武藝資料彙編 / 張世博張育愷著. 528.97 1144 國術系、運教碩

張世博 瘋魔五虎群羊棍; / 張世博主編 528.974 0012  國術系、運教碩

張世博 羅漢拳 : 融合內壯功的武術鍛鍊法 / 張世博編著. 528.972 1144 國術系、運教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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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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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育愷 孫紹棠宗師武藝資料彙編 / 張世博,張育愷著 528.97 1144 國術系

張育愷 八卦揉身連環掌抉微 / 張育愷編著 528.972 1109 國術系

張育愷 八卦揉身連環掌抉微 / 張育愷編著 528.972 1109 國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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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 二二八事件讀本 : 2 28 1947 / 張亞中著 733.2913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小國崛起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 張亞中著 740.7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小國崛起 [電子資源]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 張亞中著 https://taebc.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2618

機械系

張亞中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槪論 / 張亞中, 李英明著 574.1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反六一〇八軍購 : 人民的聲音 / 張亞中等作 594.42 1115  (密集) 機械系

張亞中 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2   機械系

張亞中 艾德諾東進與德國政策之硏究(1955-1963) / 張亞中撰 574.4307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 / 張亞中,孫國祥著 578.193 1115  2001-2002  機械系

張亞中 兩岸主權論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兩岸統合論 = On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1   機械系

張亞中 美國的中國政策 : 圍堵、交往、戰略夥伴 = America's China Policy : 

Containment, Engagement, Strategic Partnership / 張亞中,孫國祥著

578.52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剝復之間 : 兩岸核心問題探索 / 張亞中著 573.07 11152-1  機械系

張亞中 孫文思想基本讀本 / 張亞中著 005.18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統合方略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3  機械系

張亞中 開放政治市場 : 全球治理臺灣 / 張亞中著 573.07 11152   機械系

張亞中 台灣史基本讀本 / 蔡正元, 張亞中著 733.21 4411  機械系

張亞中 德國問題 : 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 / 張亞中著 574.43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歐洲統合 : 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 / 張亞中著 578.164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world stage 

/ 張亞中等作

578.164207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world stage 

/ 張亞中等作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

ccu/B/142168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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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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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承晉 台灣原住民飲食植物圖鑑 = The Illustration in Edible Plants of 

Aborigines Taiwan / 陳豐村硏究計畫主持 ; 張承晉共同主持

374.6024 7524 食營系、家政碩

張承晉 膳食計畫與供應 = Diet planing and supply / 張承晉,符明伶等合著 411.3 1111 (107) 食營系、家政碩

張承晉 西餐檢定理論與技術 / 黃莎美編著 ; 張承晉主編 ; 古來生技術指導 427.12 44481 食營系、家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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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亮 劃時代之國際法 : 漢堡規則論 / 張東亮著. 579.97 1150 法律系、法律碩

張東亮 <新編>民法槪要 / 張東亮等著. 584 1150    (密集) 法律系、法律碩

張金明 旅行業實務與管理議題 = EMBA ; for travel agencies & tour operators / 張

金明著

992.2 1186  v.1 觀光系

張金明 旅行業實務與管理議題 = EMBA ; for travel agencies & tour operators / 張

金明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

l.aspx?PublicationID=P2012062

1219

觀光系

張金明 旅行業經營管理 : 基礎到進階完整學習 / 張金明等編著 992.2 1186-1 觀光系

張政亮 模式、理論及系統在地理學的分析與應用 : Geography / 張政亮著 609 1110 地學博

張政亮 臺灣之美系列. I, 地理 / 盧光輝,李載鳴,張政亮編著. 677.3 2199  地學博

張政亮 臺灣之美 : 地理 / 盧光輝, 李載鳴, 張政亮編著 677.3 2199-1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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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一 唐代禪宗心性思想 / 張國一著. 226.68 1161 哲學博

張國根 草山紀石 / 張國根．原創石雕
http://pcc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d=81409
美術系

張國根 草山紀石 / 張國根．原創石雕 934 1164 美術系

張國根 紫薇之裸 /劉昌源, 張國根等著 上下冊 293.1 7263 v.1-v.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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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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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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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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義權 土地登記規則 / 張義權作 554.28 1184 (107)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土地登記法令與實務 / 張義權著 554.28 1184-1 (103)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兩岸土地利用之探討 / 金康 , 張義權編著. 554.507 8000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區段徵收地區評定地價之硏究 : 以台北縣淡海新市鎮綜合示範社區為例 

/ 張義權硏究主畫主持 ; 田懷親硏究主畫副主持.

554.7 118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面面觀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認識大陸房地產管理及制度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1 建築碩專

張義權 認識大陸房地產管理法規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2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估價入門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3 建築碩專

張義權 預售屋119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估價槪要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5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估價理論槪要 / 張義權編著 554.89 1184-6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實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與規則 / 張義權編著. 554.89 1184-7 (96) 建築碩專

張義權 預售屋疑難信箱 / 張義權, 田懷親合著 554.89022 118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大陸不動產投資指南 / 李永然,張義權合著 554.89022 4032 建築碩專

張熙懷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年鑑. 2016 / 張熙懷編著 586.5 1179 (2016)  財經組

張熙懷 臺灣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年鑑. 2016 / 張熙懷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117033

財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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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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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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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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臨生 如何進行博物館藏品徵集編目與收藏管理 / 張臨生著. 069 1177. 藝術碩

張臨生 故宫博物院所藏匜形器硏究 / 張臨生[撰]. 793.208 7204. 藝術碩

張臨生 說盉與匜 : 靑銅彝器中的水器 / 張臨生[撰]. 793.208 7204. v.37 藝術碩

張寶誠 一起成長 / 張寶誠作 494 11301  造紙所

張寶誠 再創卓越 = Recreating excellence / 張寶誠文 ; 蘇愼愼圖 494 11301-1  造紙所

張寶誠 再創卓越 = Recreating Excellence [電子資源] / 張寶誠文 ; 蘇慎慎圖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

E/search_viewOpen.action?book

Id=YsdsdebY18712da4Y

造紙所

張寶誠 打造新五力競爭力 : +.-.x.÷ / 張寶誠作 494.07 1130  造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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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寶誠 打造新五力競爭力 [電子資源] / 張寶誠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

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5

1021104

造紙所

張寶誠 智慧生產力起手式 / 張寶誠著 494.07 1130-1 造紙所

張寶誠 管理淬煉 [電子資源] / 張寶誠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

E/search_viewOpen.action?book

Id=YsdsdebY18712dabY

造紙所

張讚昌 實用微生物學(含免疫學) / 張讚昌等編著. 369 1106 植物系、生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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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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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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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東屏 一個人@東南亞 / 梁東屏著. 857.85 3357  新聞系

梁東屏 閒走@東南亞 / 梁東屏著 738.09 3357  新聞系

梁東屏 搖滾 : 狂飆的年代 / 梁東屏著 911.6 3357 新聞系

梁東屏 說三道四@東南亞 / 梁東屏著 857.85 3357-1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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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東屏 逃離東京審判 : 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的瘋狂人生 / 艾瑞克.賈菲(Eric Jaffe)著 

; 梁東屏譯

731.2788 2544 新聞系

梁東屏 種族戰爭 : 白人至上主義與日本對大英帝國的攻擊 / 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著 ; 梁東屏譯

712.84 4760  新聞系

符明伶 膳食計畫與供應 = Diet planing and supply / 張承晉,符明伶等合著 411.3 1111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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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世滋 檜意山林 : 阿里山林業百年的故事 = Alishan ; Alishan Forest Century Story 

/ 余國信等口訪撰文 ; 莊世滋編撰.

436.09232 8062 森林系

莊世滋 戀戀丹巒 : 南投林業印記 = A development history about Nantou forest 436.09232 4443 森林系

莊伯和 佛像之美 / 莊伯和撰. 224.5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慶典裝置與景觀美化 / 莊伯和著. 435.757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中國造型 / 莊伯和著. 538.82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台灣民藝造型 / 莊伯和著. 538.82 4422-1. 藝術碩

莊伯和 中國雕刻藝術 / 莊伯和著. 538.82 7743 v.36 藝術碩

莊伯和 臺灣傳統工藝 / 莊伯和著. 538.8232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臺灣傳統工藝之美 / 莊伯和,徐韶仁合著. 538.8232 4422-1. 藝術碩

莊伯和 廁所曼陀羅 / 莊伯和著. 856.9 44225. 藝術碩

莊伯和 東西方藝術欣賞 / 莊伯和,宋龍飛等編著. 901.2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民間美術巡禮 / 莊伯和撰. 907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中國藝術札記 / 莊伯和著. 907 4422-1. 藝術碩

莊伯和 永遠的童顔 / 莊伯和著. 907 4422-2. 藝術碩

莊伯和 審美的趣味 / 莊伯和著. 907 4422-3. 藝術碩

莊伯和 民俗美術探訪錄 / 莊伯和著. 907 4422-4. 藝術碩

莊伯和 中國美術之旅 / 莊伯和. 909.2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中國音樂史 / 莊伯和著. 910.92 44221 藝術碩

莊伯和 傳藝巧工叢書. 竹籐工藝卷 / 莊伯和, 張憲平著 933 4422 藝術碩

莊伯和 臺灣民俗文物專輯(二) / 莊伯和, 劉愷俐, 鄭惠英撰稿 ; 粘銘波總編輯 538.8232 4372 藝術碩

莊伯和 淸人篆書三家 : 鄧完白．吳讓之．趙之謙 / 莊伯和編著. 940.9207 4422.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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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伯和 使命.關懷.莊索 / 莊伯和著. 940.9886 4440. 藝術碩

莊伯和 臺灣民間吉祥圖案 : 祝福祈祥 / 莊伯和著. 961.2 4422.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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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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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民陽 秀姑巒溪﹑恒春半島﹑關西地區地質﹑地形考察指引 / 台北市立中山女

子高級中學編 ; 許民陽撰稿

356.232 0877 地學博

許民陽  第十屆「台灣之第四紀」暨「台北盆地環境變遷」研討會 = Xth 

Symposium on quaternary of Taiwa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aipei basin / 

中國地質學會第四紀研究會主辦 ; 許民陽總編輯

352.07 4338 (93) v.10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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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坤成 大預言 / 許坤成著. 296.5 0845. 美術系

許坤成 當代美術史 / 許坤成著. 909.1 0845. 美術系

許坤成 透視現代美術 / 許坤成著. 947.9 0845. 美術系

許坤成 許坤成油畫展 / 許坤成繪. 948.5 0845. 美術系

許坤成 許坤成畫集 / [許坤成繪]. 948.5 0845. 美術系

許坤成 SHEU 許坤成 / 許坤成繪. 948.5 0845-1. 美術系

許坤成 許坤成SHEU1974-1990回顧與前瞻 / 許坤成繪. 948.5 0845-2. 美術系

許坤成 許坤成油畫集 : 1999-2007後立體派系列 = Oil painting album of Sheu 

Kuen-Cherng   post-cubism series / 許坤成作.

948.5 0845-3.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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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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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俐葳(神小風) 消失打看 / 神小風作 857.7 3597-2 中文系

許政賢 民事法學之比較與會通 / 許政賢著 584.07 0817-2 法律系、法律碩

許政賢 民事法學與司法制度 / 許政賢著 584.07 0817 法律系、法律碩

許政賢 兩岸民事法學會通之道 / 許政賢等合著 584.07 0817-1 法律系、法律碩

許郁芳
一廬展 : 臺北市一廬畫學會會員作品聯展. 2004 / 郭實渝主編 ; 張浩龍執

行編輯
902.232 1007  (2004)  藝術碩

許時晴(許美慧) 109巷的罐子/野粟Jamie（許時晴） 855 0866 園藝系

許海欽 世界藝壇大師許海欽 : 藝學雙璧的文人畫家 / 許海欽繪著 ; 荷筱夫人編

著

940.9886 0838 藝術碩

許海欽 許海欽畫集 / 許海欽繪. 945.6 0838 藝術碩

許海欽 許海欽書畫集 / 許海欽繪著. 945.6 0838 (84)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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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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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朝欽 五線譜上的許石 / 許朝欽作 910.9886 0810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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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建興 連建興 : 魔幻寫實真 = C.H.Line : Magic realism / [連建興畫] ; 誠品畫廊策

劃

948.5 3517 美術系

連建興 連建興 = C. H. Lien : works 1994-1997 / 大都會藝術環境策劃 948.5 3517-1 美術系

連建興 寂寞樂土 = Lonely earth / [連建興(Lien Chien Hsing)畫] ; 誠品畫廊策劃 948.5 3517-2 美術系

連建興 連建興個展 = Lien Chien Hsing sole exhibition / [連建興(Lien Chien Hsing)

畫] ; 誠品畫廊策劃

948.5 3517-3 美術系

連建興 抽象與寫實的對話 : 魔.幻.寫.實 連建興作品集 / [連建興(Lien Chien Hsing)

畫] ; 許梅貞主編

948.5 3517-4 美術系

連娟瓏 國際禮儀 / 連娟瓏編著. 530 3541 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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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乃惇 藝術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 / 郭乃惇著. 907 0719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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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乃惇 音樂之父 : 巴哈 / 郭乃惇, 楊麗仙編著 910.9943 7768-3 藝術碩

郭乃惇 教會音樂 : 本色化聖樂的沈思 / 郭乃惇, 楊麗仙合著 913.4 0719 藝術碩

郭乃惇 如何進入 MIDI 世界 / 郭乃惇著. 919.8 0719 藝術碩

郭乃惇 電腦音樂 : 理論與實踐 / 郭乃惇著 919.8 0719-1 藝術碩

郭乃惇 劇場經營與管理 / 郭乃惇著 981.2 0719 藝術碩

郭大玄 台中區域計劃分析報告 /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編. 445.1 9127-2. v.6,7,9(密集)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地理 = Geography / 郭大玄編著 609 0740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中國地理 / 郭大玄編著. 660.3 0740.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臺灣地理 : 自然、社會與空間的圖像 / 郭大玄著. 677.3 0740.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續修臺北市志 [電子資源] 卷五, 交通志, 郵政與電信篇 / 郭大玄撰稿
DO 733.9/101.1 4200.2 (103)  

v.5 n.3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小莊 天涯相依 / 郭小莊著. 856.9 07941. 國劇系

郭小莊 雅音小集 [錄影資料] : 光照雅音 / 郭小莊演出. DVD 982.1 0794-1. 國劇系

郭小莊 雅音小集精選 [錄影資料] / 郭小莊演唱. VC 982.1 0794. 國劇系

郭亙榮 臺灣地區自行車道、體育場雙語化標示規劃與建置報告 / 郭亙榮建築師

事務所編著

528.981 0719 景觀系

郭亙榮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油坑、魚路古道乙帶史蹟保存計畫可行性評估 / 郭亙

榮計畫主持 ; 劉益昌協同主持

541.27 0719 景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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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春敏 房務作業管理 / 郭春敏著. 489.2 0758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旅館前檯作業管理 / 郭春敏著. 489.2 0758-1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旅館客房作業管理 / 郭春敏著. 489.2 0758-2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旅館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tel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春敏

著.
489.2 0758-3 (103)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觀光餐旅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春敏著.
489.2 0758-4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餐旅業行銷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spitality marketing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春敏陳細鈿著
489.2 0758-5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博奕娛樂事業槪論 = Introduction of gami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 郭春

敏著.
998 0758 觀光系、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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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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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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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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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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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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子英 棲蘭山珍貴稀有植物解說手册 / 林世宗,陳子英,魏瑞廷編著. 375.232 4443 森林系

陳子英 冰河孑遺的夏綠林 : 臺灣水靑岡 = Taiwan beech a relic summer-green 

forest / 陳子英等著

436.11 7514 森林系

陳子英 臺灣全志 / 李筱峰等著  v.2 n.3土地志.生物與自然保育篇/許嘉恩,陳子英

著
733.1 4384  v.2n.2 

森林系

陳文尚 台灣傳統三合院式家屋的身體意象 : 地理知識學( Geosophy )的例證硏究

之二 / 陳文尚著.

538.31 7509 地理碩、地學博

陳文尚 臺灣戰略評析 / 陳文尚, 雷家驥主編 591.4 7509 c.2 地理碩、地學博

陳文尚 戰略理論硏究 / 陳文尚, 雷家驥主編 592.4 7509 地理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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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麗 營養學 = Nutriology / 金蘭馨, 陳文麗, 鄭惠珍, 黃秀珠, 洪淑麗, 陳秀華著 411.3 44212 (107) 食營系、家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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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正改 天氣與氣候學 / 陳正改著 328 7511 地學系、氣象碩

陳正改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冷鋒之移動速度及其伴生天氣之硏究 / 陳正改著 328.3 7511 地學系、氣象碩

陳正改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 / 陳正改著 367.28 7511 地學系、氣象碩

陳正改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 / 陳正改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

il?PublicationID=P20180806085
地學系、氣象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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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模 陳永模水墨藝術展 = Die kunst der tuschmalerei eine ausstellung der werke 

Chen Yung-mo's / 陳永模作

945.6 75341 美術系

陳永模 陳永模畫選 / 陳永模作 945.6 75341-1 美術系
陳永模 陳永模畫集 / 陳永模著 945.6 75341-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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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588 7546 法文系

陳佳彬 李漁戲曲作品及理論研究 820.8 4507.12 國劇系、戲劇碩

陳明竺 都市設計 / 陳明竺作. 445.1 7568. 建築系

陳明竺 臺灣省國宅使用現況之調查與評估 : 結案報告書 / 陳明竺計畫主持. 542.65 7568. 建築系

陳明竺 街區組織 / 陳明竺著. 545 75681. 建築系
陳明竺 改進山坡地開發管理之硏究 : 以住宅社區開發為例 / 陳明竺硏究主持. 554.53 7568. 建築系

陳明竺 建立臺北市公新建作業模式之硏究 / 陳明竺硏究主持. 575.232/101 0156.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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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牧雨 墨楮流月 : 陳牧雨六十回顧展畫集 = Chinese Paintings by Chen Mu-Yu 

2008 / 陳牧雨作.

945.6 7521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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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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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華 剪燭小記 / 陳長華著 856.9 7574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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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F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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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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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

h_viewOpen.action?bookId=YsdsdebY

187153c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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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

il?PublicationID=P2012042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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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英偉 陳英偉現代畫展 948.5 7542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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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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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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素秋 城市書寫 : 33位作家臺中印象 733.9/115.4 4053 夜企管系

陳健民 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要義 / 陳健民著 採購中 法律碩

陳健民 大陸刑法總則要論 / 陳健民著 採購中 法律碩

陳健民 大陸物權法要義 / 陳健民著 採購中 法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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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佑(渡也) 新詩新探索 / 渡也 821.88 7532-1 中文系、中文碩、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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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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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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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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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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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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惠蘭 鏡前的戲子 / 陳惠蘭著 ; 江志豪插圖 ; 周抱樸英譯 855 75541 美術系

陳惠蘭 紙彫花 / 陳惠蘭著 972 7554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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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進財 高爾夫球運動之科學理論與技術應用 / 陳進財著. 993.52 7536. 體育系、運教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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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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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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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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文 阿多諾美學論 : 評論、模擬與非同一性 / 陳瑞文著. 180 7510 美術系

陳瑞文 阿多諾美學論 : 雙重的作品政治 / 陳瑞文著. 180 7510-1 美術系

陳瑞倫 遊程規劃與成本分析 / 陳瑞倫著. 992.2 7512  觀光碩

陳嘉隆 旅遊健康管理 : 兼談旅遊安全 / 譚健民李連春陳嘉隆著 411.98 0127-1  觀光系

陳嘉隆 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 Travel agency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 陳嘉隆編

著.

992.2 7547 (100)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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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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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蒨蒨 舞蹈管理和製作的理論與實踐 / 陳蒨蒨, 李艾倩著 ; 李宛霖繪 901.6 7544 舞蹈系

陳蒨蒨
50則非知不可的舞蹈欣賞槪念 = Appreciation of dance ideas you really need 

to know / 陳蒨蒨著
976 7544  舞蹈系

陳墀吉 休閒農業民宿 = The B&B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 陳墀吉,楊永盛著. 489.2 75441.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產業發展與管理 : 新思維與新方法 / 黃璀娟,郭迺鋒,陳墀吉主編 553.07 0317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資源開發 / 陳墀吉,陳桓敦著. 992.3 7544.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 Leisure farming management / 陳墀吉,李奇樺著. 992.3 7544-1.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槪論 / 陳墀吉,陳德星著. 992.3 7544-2.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環境規劃 / 陳墀吉,謝長潤著. 992.3 7544-3.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與民宿管理 / 林連聰, 陳墀吉, 鄭健雄, 沈進成著 431.23 4431 (108) 地學碩、地學博

陳錦賜 建材標準化模矩尺度之訂定 : 以整體衛浴為例 / 陳錦賜計畫主持. 441.5 7586. 建築系、實業碩、實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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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錫勇 老子校正 / 陳錫勇著. 121.311 7581.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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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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鴻 深情的另一種藍 = Another Blue for Deep Love / 陳鴻著 851.486 7537  地理系

陳藍谷 和孩子共圓音樂夢 / 陳藍谷著. 910.33 7548. 音樂系

陳藍谷 台北市北管藝術發展史 / 陳藍谷計畫主持   范揚坤,鄧為丞協同主持. 915.18 7548. 音樂系

陳藍谷 小提琴演奏之系統理論 / 陳藍谷著. 916.1 7548. 音樂系

陳藍谷 小提琴演奏統合技術 = Integrated technique of violin playing / 陳藍谷著. 916.1 7548-1 音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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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慶豐 傅慶豊畫集 = Alixe Fu Ching Li / [傅慶豊作] L 947.5 2305 美術系

單煒明 八月南風飛/單煒明著 863.57 6696 美術系

彭心儀 WTO服務貿易與通訊科技法律 / 彭心儀著. 558.2 4232 法律系

彭心儀 台灣在WTO規範下之經貿新頁 : 國際經貿法學發展硏討會. 第一屆 / 彭心

儀等合著 ; 楊光華主編.

558.607 6727 v.1-3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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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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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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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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武興 PHP聖經 / 彭武興著 312.932P575 4217 畜產系

彭淑美 職場女性全適能塑身效果之實驗硏究 / 彭淑美著. 424.1 4238 體育系

彭聖錦 蕭滋 : 歐洲人台灣魂 / [彭聖錦撰文]. 910.9886 4911. 音樂系、藝術碩

彭聖錦 鋼琴音樂敎育論文集 / 彭聖錦等著. 917.103 4218. 音樂系、藝術碩

彭聖錦 彈鋼琴的藝術 / 彭聖錦著. 917.2 4218. 音樂系、藝術碩

彭聖錦 鋼琴演奏與風格 / 彭聖錦著. 917.2 4218-1. 音樂系、藝術碩

曾西霸 香港流言 / 曾西霸著. 854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三人行 / 曾西霸著. 854 8011-1. 戲劇系

曾西霸 爐主 : 電影劇本及其解析 / 曾西霸著. 854.9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兒童戲劇編寫散論 / 曾西霸著. 985.07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談影論戲 / 曾西霸撰. 987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走入電影天地 / 曾西霸著. 987.07 8011-1. 戲劇系

曾西霸 夢想者一號 : 電影編劇的流程與技巧 / 曾西霸著. 987.34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電影劇本結構析論 / 曾西霸著. 987.34 8011-2. 戲劇系

曾西霸 我愛電影 / 曾西霸著. 987.8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電影論集 / 曾西霸作. 987.8 8011-1. 戲劇系

曾西霸 冷眼觀影 / 曾西霸著. 987.9 8011. 戲劇系

曾西霸 電影時代 / 曾西霸著. 987.9 8011-1. 戲劇系

曾晴賢 臺灣淡水魚 ( I ) = The Freshwater fishes of Taiwan ( I ) / 曾晴賢著. R 385.232 8022.  v.4  生物系、資源碩

曾興平 曾興平水彩畫選集 / 曾興平作 906.6 7700  v.8  (密集) 美術系、藝術碩

曾興平 自然之漾 : 2014曾興平70繪畫創意展 / 曾興平作 948.4 8071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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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議漢 禪宗美學硏究 / 曾議漢著. 030.8 5672.6 v.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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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美貴 受虐婦女庇護實務 / 游美貴著 548.143 3885 兒福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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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學不可的實用韓語基礎文法 / 游娟鐶著 803.26 3848-1 韓文系

游娟鐶 我的第一堂韓語課 / 游娟鐶作. 803.28 3848 韓文系

游祥洲 龍樹認識論之硏究 / 游祥洲著. 161 3833 哲學博

游登良 撞見野生動物 / 游登良著. 383.7 3813. 生物系

游登良 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 / 游登良著. 992.8 3813. 生物系

游登良 太魯閣步道 / 游登良圖文. 992.8232 3813. 生物系

湯惠民 行家這樣買寶石 : 20年功力一次傳授 / 湯惠民著 486.8 3657-1 地質系

湯惠民 行家這樣買翡翠 : 翡翠鑑賞、選購、投資權威指南 / 湯惠民著 486.8 3657-2 地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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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仁和 商品責任之比較硏究 / 焦仁和著. 551.85 2022.   (密集) 法律系

程仁宏 環保與生活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s. Life / 程仁宏著. 445.07 2623. 地理系、地學博

程仁宏 歐洲地理 / 程仁宏編著. 740.6 2623. 地理系、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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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才郎 公共藝術與社會的互動 / 黃才郎著. 435.79 4443. 美術系、藝術碩

黃才郎 郭柏川<鳳凰城-台南一景> / 黃才郎著. 909.886 0742. 美術系、藝術碩

黃才郎 臺灣地區戶外藝術彙編 / 黃才郎計畫主持. 920 4443.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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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世富 臺灣的竹節蟲 : 採集與飼養圖鑑 / 黃世富著. 387.73024 4443. 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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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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好吟 東河箏譜 [樂譜] : 箏獨奏曲 / 黃好吟著. @ 916.73 4446. 國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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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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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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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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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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孟娟 新編體重控制學 / 黃孟娟、朱瑩悅等 415.599 4414 食營系

黃忠成 海軍與國際海洋法 / 黃忠成著. 579.14 4455 法學組

黃忠成 海軍與海洋法論文集 / 黃忠成著 579.14 4455-1  法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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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信健 跨領域物理視算 : 力學與電磁系統之視覺化、模擬與平行運算 / 黃信健

作.

331.5029 4422. 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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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庭超 杜米埃(Honore-Victorin Daumier1808-1879) : 用石版畫為他的時代寫歷史 

/ 黃庭超著.

940.9942 4494-1 美術系

黃崇鏗 黃崇鏗書法篆刻展 / 臺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943.5 4428 美術系、藝術碩

黃惟馨 劇場實務提綱 = Theater praicum / 黃惟馨著. 981 4494 戲劇系

黃惟馨 從<<捕鼠器>>看導演的創作歷程與劇場調度 / 黃惟馨著. 981.4 4494. 戲劇系

黃惟馨 導演檔案 : 娜拉離開丈夫以後的解析與演繹 / 黃惟馨著. 981.4 4494-1. 戲劇系

黃惟馨 再現李爾 : 一次演出的導演功課 / 黃惟馨著. 984.3 4494 戲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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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俐 實用營養與膳療學 / 黃淑俐、孔慶聞等 等 411.3 1031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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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朝恩 人類與自然災害 / 黃朝恩著 350 4446 地學博

黃朝恩 火山與地震 / 石再添,鄧國雄,黃朝恩著 354.1 1013   (密集) 地學博

黃朝恩
自然地理學新概念 : 環境與人 = Frontiers in Physical Geography : 

Environment and Man / 黃朝恩
351 4446 地學博

黃朝恩 河流與地下水 / 石再添, 張瑞津, 黃朝恩著 351.81 1013 地學博

黃朝恩 埔里盆地西面北部大坪頂地區坡面的地形學硏究 / 黃朝恩撰 351.18 4446  (密集) 地學博

黃朝恩
行政院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國民中學地理科環境價值

教學模式之研究(II) / 黃朝恩計畫主持
524.34 4446.2 地學博

黃朝恩
環境也是災害 : 你準備好面對了嗎? / 伊恩.波頓(Ian Burton), 羅伯.凱特

(Robert W. Kates), 吉爾伯.懷特(Gilbert F. White)著 ; 黃朝恩譯
367.28 4651 地學博

黃朝恩 生活化地理 : 美國國家地理科課程標準. 1994年 / 李薰楓,黃朝恩譯 521.73 4044   (密集) 地學博

黃葳威 數位時代資訊素養 =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digital genesis / 黃葳威著 521.539 4445  新聞系、新聞碩

黃葳威 文化傳播 / 黃葳威著 541.83 4445  新聞系、新聞碩

黃葳威 閱聽人與媒體文化 / 黃葳威著 541.83 4445-1  新聞系、新聞碩

黃葳威
數位傳播與資訊文化 =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 黃葳

威著
541.83 4445-2   新聞系、新聞碩

黃葳威 數位時代網路治理 = Internet governance in digital genesis / 黃葳威著 541.83 4445-3  新聞系、新聞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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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葳威
數位世紀傳播生態 =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age of digital genesis / 黃

葳威主編 ; 呂傑華, 李志珍, 林俊孝等箸
541.8307 44451  新聞系、新聞碩

黃葳威 瞄準有線電視市場 : 兼論閱聽人分析與廣告管理 / 黄葳威著 557.778 4445  新聞系、新聞碩

黃榮鵬 旅遊銷售技巧 / 黃榮鵬著. 489.2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管理學 : 建立觀光休閒事業的競爭優勢 / 邱繼智黃榮鵬著 494 7728-1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領隊英文 = English for tour leaders / 黃榮鵬著. 805.18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觀光資源槪要 / 黃榮鵬編著 992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觀光曁旅遊個案分析 / 黃榮鵬著. 992.2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領隊實務 / 黃榮鵬著. 992.5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觀光領隊與導遊 : 遊遍世界七大奇景,不用花自己一毛錢 / 黃榮鵬編著. 992.5 4497-1 觀光系、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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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文德 最美麗的出走 : 尋找香格里拉 / 楊文德著. 719.85 4602  會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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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賢 國際禮儀與商務應對 / 楊明賢等編著 530 4667 觀光碩

楊明賢 解說敎育 / 楊明賢著. 541.84 4667 觀光碩

楊明賢 觀光學槪論 / 楊明賢著. 992 4667 觀光碩

楊明賢
世界旅遊文化與觀光 : 世界遺產、節慶、飲食與人文歷史 = Tourism and 

global culture / 楊明賢著
992 4667-1 觀光碩

楊明賢 旅遊文化 = Travel and culture / 楊明賢著. 992.015 4667 觀光碩

楊奕華 法律人本主義 : 法理學硏究詮論 / 楊奕華著. 580.1 4604 法律系

楊奕華 問法為何物 : 人本法學導論 / 楊奕華著 580.1 4604-1 法律系

楊炤濃(楊渡) 民間的力量 : 臺灣社會的現代啓示錄 / 楊渡著. 541.4808 2734.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強控制解體 : 解嚴前後臺灣社會的變貌 / 楊渡著. 543.232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被遺忘的島嶼 : 由分散而凝聚的蘭嶼社區意識 / 楊渡作. 545.09232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兩岸迷宫遊戲 / 楊渡著. 573.07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大逆轉 : 世紀末透視中國 / 楊渡著. 573.09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解體分裂的年代 / 楊渡著. 573.09 4693-1.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天安門紀事 / 楊渡著. 576.25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鐵腕金融情 : 何顯重的一生 / 楊渡著. 782.886 2162.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紅雲 : 嚴秀峰傳 / 楊渡著. 783.3886 6622.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簡吉 : 台灣農民運動史詩 = The Man Who Led Peasants   A Short Biography 

of Chien Chi / 楊渡著.

783.3886 8840.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刺客的歌 / 楊渡著. 851.486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飄流萬里 / 楊渡著. 855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三兩個朋友 / 楊渡著. 855 4693-1.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終站的月臺 / 楊渡著. 857.7 4693.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穿梭兩岸的密使 : 兩岸關係密史1949-1980 / 楊渡作. 857.84 2637. 藝術碩

楊炤濃(楊渡) 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 一九二三-一九三六 / 楊渡著. 982.832 4693.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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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偉文 新公平交易法 / 楊偉文,胡浩叡著. 553.42 4620 財經組

楊偉文 金融控股公司法 / 楊偉文,張世宏,胡浩叡合著. 561.2 4620 財經組

楊偉文 商事法. 公司法篇 / 楊偉文,楊德庸著. 587.2 4620 財經組

楊淑娟 快樂女木匠 / [楊淑娟著]. 474.3 4634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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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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語Oh làlà : 最活潑又實用的法語入門讀本 / 楊淑娟, Alain 

Monier著
804.58 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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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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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貴三 臺灣全志 / 李筱峰等著 677.1 4384  v.2n.4  地學博

楊鄂西 楊鄂西花鳥畫選集 / 楊鄂西作. 906.6 7700 美術系

楊鄂西 楊鄂西臺灣之鳥語花香 944.6 4661-2 美術系

楊鄂西 寫意花鳥畫法 / 楊鄂西繪著. 944.6 4661 美術系

楊鄂西 百花畫譜 = 100 Flowers Chinese Techniques For Painting Flowes / 楊鄂西編

繪.

944.6 4661-1 美術系

楊鄂西 畫小鳥 = Drawing little Birds / 楊鄂西繪著. 944.7 4661 美術系

楊鄂西 百鳥畫譜 = 100 Birds:Chinese Techniques For Painting Birds / 楊鄂西繪著. 944.7 4661-1 美術系

楊鄂西 珍禽畫法 = Rare Bird Painting Techniques / 楊鄂西繪著. 944.7 4661-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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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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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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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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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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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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cu/B/118633
文學組

葉仁焜 末日 未日 耒日 945.6 4429 美術系

葉明德 一九九七過渡與臺港關係 / 葉明德等作. 552.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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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振富(焦桐) 飲食文選 427.07 2047(103)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飲食文選 427.07 2047(104)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蔬果歲時記 427.07 2047-1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臺灣小吃指南 483.8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暴食江湖 / 焦桐著 538.707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臺灣味道 / 焦桐著 538.78232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臺灣肚皮 / 焦桐著 538.78232 2047-1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臺灣舌頭 / 焦桐著 538.78232 2047-2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滇味到龍岡 538.78232 2047-3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味道福爾摩莎 538.78232 2047-4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一九七七̃世紀末) / 焦桐著 820.7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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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富(焦桐) 焦桐集 / 焦桐作 831.8 4308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蕨草-焦桐詩集(1980-1983) = 焦桐著 851.48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失眠曲 / 焦桐著 851.486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焦桐. 世紀詩選 / 焦桐作 851.486 2047-1.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咆哮都市 / 焦桐著 851.486 2047-2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靑春標本 / 焦桐作 851.486 2047-3.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焦桐詩集. 一九八〇-一九九三 / 焦桐作 851.486 2047-4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我的房事 / 焦桐作 855 2047-4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當你失去親愛的人 : 走過悲傷的幽谷 855 9224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在世界的邊緣 / 焦桐著 856.9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振富(焦桐) 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 焦桐著 982.532 2047 影劇系、藝術碩

葉泰民 會議與展覽現場管理 / 葉泰民,朱梅君作. 494.4 4457  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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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夢梅 中國佛敎石雕藝術 / 董夢梅著 224.5 4444  藝術碩

董夢梅 董夢梅佛畫選輯. 法相部 / 董夢梅繪 224.6 4444 藝術碩

董夢梅 董夢梅畫集 / 董夢梅編繪 945.6 4444  v.1 c.2 藝術碩

解淑芬 50歲前後必看!營養師敎你打造黃金熟年養生力 / 長庚紀念醫院營養治療

科團隊合著

411.3 7100  食營系

解淑芬 營養師教你跟著四季吃健康 : 現代醫學結合節氣智慧,96道旬味料理簡單

做 / 長庚紀念醫院營養治療科團隊作

411.3 7028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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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經宇

第三屆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論文集 : 可持續環境 : 城市住居質素 =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 quality urban livig / 鄒經宇,林鳳琪

編輯.

542.692 5640  v.3  建築系

鄒經宇

第九届中国城市住宅研讨会论文集 : 低碳绿色城市与和谐人居环境 = 

Proceedings of the 9th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 low 

carbon green city and harmonious habitat society / 邹经宇, 李

秉仁, 许溶烈主编

542.692 5640  v.9  建築系

鄒經宇

第十一届中国城市住宅研讨会论文集 : 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下的可

持续人居环境建设 =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 green·low carbon : the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modern urbanization / 邹经宇[

等]主编

542.692 5640  v.11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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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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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振順 敎育這種病 / 廖振順著 520.7 0052 地理系

廖振順 敎育這種病 [電子資源] / 廖振順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

ccu/B/95922
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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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 用Google Earth大開眼界 / 廖振順著. 716 0052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電子資源] : 用Google Earth大開眼界 / 廖振順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

ail.aspx?PublicationID=P201207

06027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2 : 用Google Earth穿越古今 / 廖振順著 716 0052.2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3 : 看見地球的變動 / 廖振順著 716 0052.3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教的事. 4 : Google Earth全功能實作 / 廖振順著 716 0052.4 地理系

廖舜濔 廖舜濔書法作品集 = Liaw Shun-mi colligraphy exhibition 2002 / 廖舜濔著. 943.5 00231 美術碩專

廖福彬(幾米) 台灣人物誌 [錄影資料]. 2 =. Portraits Taiwan. DVD 782.886 2382.2.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 幾米著. 855 2290.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1.2.3.木頭人 : 幾米插畫故集 / 幾米著. 855 2290-1.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藍石頭 = The blue stone / 幾米著. 855 2290-10.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向左走.向右走 = Turn leftturn right / 幾米著. 855 2290-11.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戀之風景 = Meeting you in dreamscape / 幾米著. 855 2290-12.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 = Don't blame meit's not my fault / 幾米著. 855 2290-13.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月亮忘記了 / 幾米著. 855 2290-14.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幾米故事的開始 / 幾米著. 855 2290-15.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走向春天的下午 = One more day with you / 幾米作. 855 2290-16.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我不是完美小孩 / 幾米作. 855 2290-17.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世界別為我擔心 = Don't worrybe happy! / 幾米作. 855 2290-18.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擁抱 : 沒有任何一個擁抱該被忘記 = Hug / 幾米著. 855 2290-19.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 幾米[著]. 855 2290-2.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 / 幾米作. 855 2290-20.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並不很久很久以前 = It was not a long time ago / 幾米作. 855 2290-21.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星空 = The starry starry night / 幾米作 855 2290-22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故事團團轉 / 幾米著 855 2290-23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忘記親一下 = Kiss & Goodbye / 幾米作 855 2290-24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我的世界都是你 / 幾米作 855 2290-25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布瓜的世界 = Pourquoi / 幾米著 855 2290-26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聽幾米唱歌 / [幾米文.圖]. 855 2290-3.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照相本子 / [幾米著]. 855 2290-4.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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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福彬(幾米) 又寂寞又美好 / 幾米著. 855 2290-5.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遺失了一隻貓 / 幾米著. 855 2290-6.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履歷表 / 幾米著. 855 2290-7.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小蝴蝶小披風 / 幾米著. 855 2290-8.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失樂園 = Paradisr Lost / 幾米作. 855 2290-9.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地下鐵 / 幾米著. 856.9 2290.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幸運兒 / [幾米著]. 859.6 2290.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你們我們他們 / [幾米著]. 859.6 2290-1.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幾米創作10年精選 = Best of Jimmy Liao collection / 幾米著. 947.45 2290.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幾米畫册創作精選 = Jimmy Liao a collection / 幾米作. 947.45 2290-1.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悦讀眞幸福 / 幾米,朱里安諾等41位插畫家文.圖. 郭雪貞,殷麗君翻譯. 947.45 2290-2. 美術系

廖福彬(幾米) 地下鐵電影珍藏紀事 / [幾米原著繪本]. 987.83 2290. 美術系

廖鴻興 北空銀星 / 何文雄詩 ; 廖鴻興畫 851.486 21041 美術系

廖鴻興 廖鴻興書畫選 / 廖鴻興作 906.6 5002-18  v.8  美術系

廖鴻興 鴻興追雲 / 廖鴻興[畫] 945.6 0037 美術系

廖鴻興 廖鴻興畫集 / 廖鴻興作 945.6 0037-1 美術系

廖鴻興 廖鴻興作品集 / 廖鴻興著 945.6 0037-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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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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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宜中 大崙論藝 : 熊宜中書法文集 / 熊宜中著. 942.07 2135. 美術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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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玉蓓 拼布裏的空靈與唯美 : 蒲玉蓓的創藝布繪 = The spirit and beauty of 

quilting ; original artworks by Yu-Pei Pu / 蒲玉蓓作.

426.7 4414 美術系

蒲金標 航空氣象學 / 蕭華原著 ; 蒲金標修訂. 447.82 4444 (92)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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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金標 航空氣象學試題與解析 [電子資源] / 蒲金標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146952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蒲浩明 蒲添生蒲浩明父子雕塑集 / 嘉義市政府主辦 ;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承辦. 930 4432 藝術碩

趙良燕 愛的生與死 / 趙良燕著. 848.6 4934. 新聞系、政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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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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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璧玉 營養學 = Nutrition / 徐成金,趙璧玉等合著 411.3 2858 食營系

趙璧玉 生命期營養學 = Nutrition / 蔡文騰,趙璧玉等合著 411.3 44471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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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

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60

603026

藝術碩、史學博

劉永仁 眾妙生鋒 : 東方思維之情愫 = The Wondrous all : leading edge of Eastern 

thought / 劉永仁執行編輯

902.2 6428 美術系

劉永仁 米蘭公共藝術縱覽 / 劉永仁著 926 723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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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仁 寂弦.高韻 : 霍剛 / 劉永仁著 940.9886 1072 美術系

劉永仁 封答那 / 劉永仁著 940.9945 0042 美術系

劉永仁 黃盒子 : 台灣當代書畫展 = The yellow box :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aiwan / [臺北市立美術館主辦] ; 劉永仁執行編輯

941.6 4814 美術系

劉永仁 水墨變相 : 現代水墨在台灣 = Ink transformation : modern ink painting in 

Taiwan / 劉永仁執行編輯 ; 張至維翻譯

945.5 1624 美術系

劉永仁 劉永仁 : 深度呼吸之複次方 = Liu Yung-jen / 賴香伶總編輯 948.5 7232 美術系

劉永仁 義大利家具風情 / 劉永仁著. 969 723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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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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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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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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2 新聞系

劉克襄 劉克襄精選集 / [劉克襄著]. 848.7 7584 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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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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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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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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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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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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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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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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ookDetail.jsp?id=2282
新聞系

劉宏祐 校園網球志工服務類型分析與甄選取向探討 / 劉宏祐著. 547.16 7233 (密集) 體育系、運教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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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良佑 陶藝學 / 劉良佑著. 464.1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絢麗多姿的傳統陶塑 / 劉良佑著. 538.82 7743.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古玉新鑑 / 劉良佑作. 794.4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陶瓷 : 宋、元、明、淸 / 劉良佑著. 796.6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古瓷硏究 / 劉良佑著. 796.6 7232-1.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故宫所藏琺瑯器的硏究 / 劉良佑著. 796.9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明淸兩代琺瑯器之硏究 = Painted and cloisonne enamel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 劉良佑著.
796.9 7232-1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中國器物藝術 / 劉良佑著. 900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中國工藝美術 / 劉良佑著. 909.2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玩泥巴的藝術 : 陶瓷 / 劉良佑著   臺灣省政府敎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

編輯.
938 7232-2.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陶瓷 / 劉良佑著. 938 7232-4. 美術系、藝術碩

劉良佑

陶藝硏究 : 硏究報告展覽專輯彙編 = Study on Four Decades of Ceramics in 

Taiwa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Catalogue of Exhibition / 

劉良佑,溫淑姿著.

938.09 7232. 美術系、藝術碩

劉佳玫 台灣的溫泉 / 宋聖榮,劉佳玫著. 354.3 3019  地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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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揚 大氣測計學 / 劉明揚著 328.1 7265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劉明揚 人文地理 = Human geography / 劉明揚等編著 718.5 7265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劉長富 劉長富油畫個展 : 靜與美 948.5 7273 美術系

劉若瑀 劉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課 / 劉若瑀著. 980.7 7241. 國劇系

劉振鯤 法學槪論 / 劉振鯤著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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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民法槪要 / 劉振鯤著 584 7252 (107) 財經組、中山博

劉效鵬 亞里斯多德詩學論述 / 劉效鵬著. 871.31 7207 戲劇系、藝術碩

劉效鵬 海達蓋伯樂硏究 / 劉效鵬著. 881.455 7207  戲劇系、藝術碩

劉效鵬 戲劇評論集 / 劉效鵬著. 980.7 7207  戲劇系、藝術碩

劉效鵬 戲劇論集 / 劉效鵬著 980.7 7207-1 戲劇系、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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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惠珍 世界觀光地理 = Global tourism geography / 劉惠珍何旭初著 719 7251 觀光碩

劉惠珍 台灣觀光地理 : 閱讀台灣的自然與人文牽引對環境的感動與關懷 = 

Tourism geography of Taiwan / 劉惠珍,何旭初編著.

733.6 7251 觀光碩

劉惠珍 旅遊糾紛處理實務 : 保障旅客權益 維護旅遊品質 = Traveling dispute / 陳

怡全,劉惠珍著.

992.1 7598  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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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

l.aspx?PublicationID=P2012091

9045

中文系、中文碩

劉智惠 未來館 / 劉智惠 435.7 5048 觀光碩

劉智惠 台北典藏植物園．植物導覽圖鑑 / 劉智惠 375.232/101 4154 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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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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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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順達 你好嗎?我是朴槿惠 : 韓國最美麗的力量 真心真愛真幸福 / 劉順達著 783.28 4345-3 民族碩

劉順達 英文幽默笑話 : 外交100分 / 劉順達編著. 805.18 7223  民族碩

劉順達
介壽路二號的燈光永不熄滅 : 一個年輕外交人員之熱情與苦惱 / 劉順達

作.
855 72231  民族碩

劉順達 外交部與歪交部 [電子資源] : 外交小兵外交事件簿 / 劉順達作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143739
民族碩

劉翠華 郵輪旅遊經營管理 = Cruise management / 劉翠華, 李銘輝, 周文玲著 557.43 7214 英文系

劉翠華 觀光學槪論 = An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楊明賢, 劉翠華著 992 4667 (105)  英文系

劉翠華 觀光心理學 = The psychology of tourism / 劉翠華,李銘輝著. 992.014 7214  英文系

劉繼湘 自然地理學名詞辭典 / 劉繼湘主編 R 351.104 7223 地學博

劉繼湘 科技工程大辭典 / 劉繼湘,連錦杰主編 R 404 7223   (密集) 地學博

樊慰慈 飛躍高加索的琴韻 : 俄羅斯鋼琴演奏樂派的歷史傳承 = Aspects of the 

(Russian) pianism / 樊慰慈著.

917.1 4478 國樂系

樊慰慈 今樂曾經照古人 : 音樂文本.面相與評論 = Moonlighting liszt ; music 

criticism at history crossings / 樊慰慈著.

917.1 4478  國樂系

樊慰慈 夕陽下的琴鍵沙場 : 國際鋼琴比賽的制度與問題 = sunset colosseum for 

aspiring young pianists / 樊慰慈著.

917.1 4478-1. 國樂系

樊慰慈 樊慰慈箏樂創作曲譜集 = Fan Wwi-Tsu Music for Zheng Volume I Facsimile 

Edition / 樊慰慈著

910 4478-4  v.1(樂譜) 國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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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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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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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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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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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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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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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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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富俊 詩經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 ; 呂勝由攝影. 093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台北植物園步道 / 潘富俊黃小萍撰文 ; 呂勝由攝影. 375.232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福爾摩沙植物記 : 101種台灣植物文化圖鑑&27則台灣植物文化議題 / 潘

富俊文.攝影 ; 臺灣館編輯製作.
375.232024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成語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攝影. 802.35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中國文學植物學 / 潘富俊著. 820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唐詩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攝影. 821.84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楚辭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 ; [呂勝由攝影]. 832.18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紅樓夢植物圖鑑 / 潘富俊作.攝影. 857.49 3232 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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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韓文叢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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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友 大地新韵 : 蔡友教授六十歲個展作品集 945.6 4440-1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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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友 自在耕耘意悠然 : 蔡友五十歲個展作品特集 / 蔡友作 945.6 4440-2 美術系

蔡文騰 生命期營養學 = Nutrition / 蔡文騰,趙璧玉等合著 411.3 44471 食營系、家政碩

蔡文騰 膳食療養學實驗 / 蔡文騰等 418.91 0431 食營系、家政碩

蔡文騰 新編食物學原理  / 陳肅霖,蔡文騰等著 463 7551 食營系、家政碩

蔡文騰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 蔡文騰等著 463 7551-1 食營系、家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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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玲 實用營養學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3623045) 411.3 1031 (101)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營養學概論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3622765) 411.3 1152-1 (106)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膳食設計實驗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5828325) 411.3034 4420 (102)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實用公共衛生營養學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3622185) 412 2668 (105) 食營系、家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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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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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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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消防人事法制考察報告 / 蔡良文等報告 5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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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宗憲 刀痕心跡 : 鷺洲子行蔡宗憲印集. II / 蔡宗憲作 931 44331  v.2  美術系、美術碩

蔡明亮 房間裏的衣櫃 / 蔡明亮著. 854.608 3144 v.12 影劇系

蔡明亮 靑少年哪吒 / 蔡明亮著   張靚菡編. 854.9 4460. 影劇系

蔡明亮 愛情萬歲 : 蔡明亮的電影 / 蔡明亮等作. 854.9 44602. 影劇系

蔡明亮 河流 : 蔡明亮的電影 / 蔡明亮電影   焦雄屏主編. 857.84 2637 n.2690 影劇系

蔡明亮 你那邊幾點 / 蔡明亮[作]. 987.83 44602 影劇系

蔡明亮 臉 = face / 蔡明亮等作. 987.83 44602-3. 影劇系

蔡明亮 你那邊幾點 = What Time is It There? [錄影資料] / 蔡明亮導演   李康生,陳

湘琪,陸弈靜主演.

DVD 987.83 44602-1. 影劇系

蔡明亮 天邊一朵雲 = The Wayward Cloud [錄影資料] / 蔡明亮導演   李康生,陳湘

琪,陸奕靜等演出.

DVD 987.83 44602-2. 影劇系

蔡明亮 絶地花園 = Born Fighters   八個罕見病友的眞情故事 [錄影資料] / 蔡明亮

等導演   林美秀,陸弈靜,沈時華等演出.

DVD 989.2 4460. 影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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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亮, 愛情萬歲 [錄影資料] /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DVD 987.83 44602-4 影劇系

蔡松益 會說話的虎尾蘭 : 臺灣第一個取得碩士學位的肯納自閉症者 / 蔡松益著. 415.9468 4448 景觀系、景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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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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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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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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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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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龍銘 植物荷爾蒙的活用 : 生長調節劑的應用法 / 太田保夫著 ; 蔡龍銘譯 373 4408 園藝系、實業碩

蔡龍銘 日本庭園石之空間構成 / 蔡龍銘著 435.72 4408 (88) 園藝系、實業碩

蔡龍銘 食品加工 : 蔬菜篇 / J. G. woodroof原著 ; 蔡龍銘譯 463 4408  v.1-v.2 園藝系、實業碩

蔡龍銘 農村觀光資源之調查分析相關研究 / 蔡龍銘著 992.1 4408 園藝系、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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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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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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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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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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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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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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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2

2&iid=65824&UniID=unitedg&

UniType=y&U_ID=pccu

史學系、藝術碩

鄧天德 地理學論文索引 : 民國78年版 / 鄧天德編 R 016.609 4170 地理系、地學博

鄧天德 臺灣淡新走廊環境評估及其土地利用硏究 / 孫宕越計劃主持 ; 鄧天德協

同主持.

554.5 1234 地理系、地學博

鄧天德 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敎育親子手册 / 鄧天德計劃主持 ; 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委託.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敎系硏究.

992.8 1712  地理系、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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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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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國雄 火山與地震 / 石再添,鄧國雄,黃朝恩著. 354.1 1013     (密集)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台灣北端富貴角海岸風稜石計量硏究 / 鄧國雄撰. 358.727 1764.  (密集)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台灣史地 / 鄧國雄, 秦照芬, 張政亮編著 ; 大中國圖書公司編輯 733.2 1764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地形硏究 / 鄧國雄計劃主持 992.8 1764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台灣東部地區特殊地景簡介 / 李思根、鄧國雄著;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敎

系編 採購中 地學碩、地學博

鄧景衡 符號、意象、奇觀 : 臺灣飲食文化系譜 / 鄧景衡[作]. 538.782 1762. 地學碩、地學博

鄧景衡 黑飲.金食.鏽島 : 台灣飲食文化系譜 / 鄧景衡著. 538.782 1762-1. 地學碩、地學博

鄭吉祥 柔道運動訓練理論與實際 / 鄭吉祥著. 528.973 8743. 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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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建昌 土地在說話. 2010 : 鄭建昌畫集 / 鄭建昌作 948.5 8716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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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師中 氣象學 : 理論與應用 = Meteorology ;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鄭師中編著 

;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運硏究中心主編.

328 8725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鄭師中 臺北盆地空氣流動與空氣汙染之硏究 / 鄭師中硏究主持. 575.232/101 0156 v.193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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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富元 健康醫學 / 鄭富元著. 410 8731 國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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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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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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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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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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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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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6

07&iid=48797&UniID=unitedf

&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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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6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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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2

2&iid=40516&UniID=unitedf&

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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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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inPageAction.do?sort=b&fid=2

7&iid=46439&UniID=unitedf&

UniType=y&U_ID=pccu

中文系

盧翠滋 身心結合的舞蹈思維 : 從中國傳統「動形」之養生觀點探討中國古典舞

「身韻」 / 盧翠滋著

976 2113P 舞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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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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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bookDetail.jsp?id=180

哲學系、哲學博

蕭新浴 專技考照用書 : 領隊與導遊理論與實務 / 蕭新浴編著. 992.5 4403. 觀光碩、地學博

蕭新浴 領隊導論 : 理論.實務 = Tour manager theory & practice / 蕭新浴編著. 992.5 4403-1. 觀光碩、地學博

蕭新浴 導遊槪論 : 理論.實務 = Tour guide theory & practice / 蕭新浴編著. 992.5 4403-2. 觀光碩、地學博

蕭慧美 營養生化學 / 蕭慧美等  (ISBN-9789863622826) 411.3 44122 食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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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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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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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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純純 雕塑自然 : 時間自然空間自然人性自然 930 5722-1 美術系

賴純純 色光美樂地 新視野 : 賴純純公共藝術 : 1998-2004 930 5722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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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南章 木管五重奏 = Mozert's Capriccio [樂譜] / 錢南章作. @ 912.25 8340. 音樂系

錢南章 詩經五曲 [樂譜] / 錢南章作曲. @ 913.23 8340. 音樂系

錢南章 織雲 =  Nebula  for String Orchestra [樂譜] / 錢南章作. @ 912.2 8340. 音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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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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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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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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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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旭志 中華傳統武術的現代化形塑 : 以臺灣創意武術經營策略硏究為例 / 戴旭

志著.

528.97 4344. 國術系、運教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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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銘昇 商業會計法 495.2 4386 (108) 法律系

戴銘昇 記帳士法典 495.2 4386-1 法律系

戴銘昇 證券交易法物語(一)(二)(三) 563.51 4386 v.1-v.3 法律系

戴銘昇 臺灣證券交易法 / 戴銘昇著 563.51 4386-1 法律系

戴銘昇 商事法 587 8713 (105) 法律系

戴銘昇 股份有限公司法研究 587.25 4386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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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銘昇 股份有限公司法研究2 587.25 4386.2  法律系

薛益忠 都市地理學 = Urban geography / 薛益忠著. 545.1 4485 地學系、地理碩

謝依庭
球根花卉超好種：園藝世家四代栽培密技大公開，50種球根花卉四季管

理‧Q&A種花問答 / 謝依庭
435.45 0420 園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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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幸芬
心理韌性的力量 : 從創傷中自我超越 / 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

著 ; 謝幸芬, 林德祐譯
178.8 1674 c.2 法文系

謝幸芬
逃,生 : 從創傷中自我救贖 / 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著 ; 謝幸芬, 

林說俐譯
784.28 1674  法文系

謝幸芬

餐桌上的紅色經濟風暴 [電子資源] : 黑心、暴利、壟斷, 從一顆番茄看市

場全球化的跨國商機與運作陰謀 / 尚-巴普提斯特.馬雷(Jean-Baptiste 

Malet)作 ; [謝幸芬譯]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

w/bookDetail.jsp?id=182862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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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庭晃 捷徑刑法總論 / 甘添貴,謝庭晃合著. 585.1 4435-1 (95)  法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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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體經濟學 = Microeconomics / 謝振環著. 551 045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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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政瑩(鍾喬) 城市邊緣 / 鍾喬著 542.07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滾動原鄉 / 鍾喬著 851.486 82201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來到邊境 : 鍾喬詩抄 / 鍾喬作 851.486 82201-1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魔幻帳篷 = Magic tent theatre : 4 plays / 鍾喬著 854.6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身體的鄉愁 / 鍾喬著 855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靠左走 : 人間差事 / 鍾喬著 855 8220-1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靠左走 [電子資源] : 人間差事 / 鍾喬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

ail/Detail?PublicationID=P2013

0315014

藝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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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政瑩(鍾喬) 述說一種孤寂 : 劇場.社會與文化行動 / 鍾喬作 855 8220-2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雨中的法西斯刑場 / 鍾喬著 857.63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阿罩霧將軍 / 鍾喬著 857.7 8220-1 (密集)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戲中壁 / 鍾喬著. 857.7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邊緣檔案 / 鍾喬著 857.85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回到人間的現場 / 鍾喬著 895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亞洲的吶喊 : 民眾劇場 / 鍾喬著 980.7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變身 : 民眾、戲劇與亞洲連帶 / 鍾喬著 980.7 8220-1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觀眾,請站起來... / [鍾喬等編著] 981.9232 8220  藝術碩

鍾政瑩(鍾喬)
這裡就是羅陀斯 [電子資源] : 鍾喬詩抄 / 鍾喬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t

aebc109pda/B/140592
藝術碩

鍾寶善 藝文政策 演藝管理 : 戲曲團隊的機遇與挑戰 / 鍾寶善著 980.9 8238  影劇系

鍾寶善 藝術政策!誰玩誰? : 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地旜 / 鍾寶善著 採購中 影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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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基祥 千手擒拿韓慶堂 : 武林啟示錄 / 韓基祥著 528.97 4443  國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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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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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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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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聖哲 顏聖哲水墨畫集 / 顏聖哲[作] 944.4 0115 美術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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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子喻 Andres painting, sketch & drawing 947.5 2616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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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cu/B/138176
史學碩

羅元宏 老人休閒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 Leisure activity desig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aged / 羅元宏等著

990 6013 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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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M的行銷傳播策略與效果 : 以遠傳電信開口說愛系列為例 = Consumer 

generated marketing / 羅文坤著
496 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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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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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玲玲 豬隻性能改良方法 / 羅玲玲著. 437.6 6011-1. 畜牧系

羅玲玲 養豬人的動物福利秘笈 = The pig welfare times / 羅玲玲文字, 照片, 策畫, 

編輯 ; 羅傳樵故事設計, 草圖 ; 彩虹軒設計整合行銷圖片繪製

947.41 6011 畜牧系

羅啟宏 編製國家地圖 / 張維一,謝兆祥,羅啓宏撰 554.308 4148  v.10 地學博

羅啟宏 續修南投縣志. 卷一, 沿革志 / 張永楨總纂 ; 陳哲三協纂 ; 羅啟宏

等著

733.9/119.1 4492.2  v.1 地學博

羅啟宏 續修臺北市志 [電子資源] / 黃秀政總纂,卷2, 土地志,城市發展篇 / 羅

啓宏, 林志重撰稿

DO 733.9/101.1 4200.2 (103)  

v.2 n.2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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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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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興樑 亞洲神射手 : 羅興樑投出生命曲線最美的三分球 / 羅興樑口述 ; 郭信宏

執筆.

782.886 6074. 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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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國智 時代風景 : 譚國智作品集 / [譚國智作]   楊桂杰主編. 948.5 0168. 美術系

嚴治民 不「衣」樣的地球 / 魏稽生嚴治民游才潤作 303 26221  地質系、地理碩、地學博

嚴治民 滋養萬物的地球 / 魏稽生嚴治民游才潤作 303 26221-1  地質系、地理碩、地學博

嚴治民 台灣的礦業 / 魏稽生,嚴治民著. 450.933 2622  地質系、地理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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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祥鸞 性別與工作 : 社會建構的觀點 / 嚴祥鸞著. 556 6632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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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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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守政 視覺傳達設計 / 田中正明著 ; 蘇守政譯 960 4431  (密集) 美術系

蘇守政 蘇守政光軌造形展 = Pendulum photo series 1988-89 / 蘇守政造形 ; 臺灣

省立美術館編

960 4431-1 美術系

蘇宗雄 海報的藝術與機能性 / 蘇宗雄著. 964 44341 美術系

蘇芳基 採購 / 蘇芳基編著 483.8 4444-1  觀光碩

蘇芳基 最新餐飲槪論 / 蘇芳基編著 483.8 4444 觀光碩

蘇芳基 餐旅槪論 =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 蘇芳基著 483.8 4444-2 (100) 觀光碩

蘇芳基 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 Purchasing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蘇芳基著

483.8 4444-3  觀光碩

蘇芳基 餐飲管理 =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operatio / 蘇芳基

著

483.8 4444-4  觀光碩

蘇芳基 餐飲採購學 : 管理、實務與成本控制 = Purchasing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cost control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蘇芳基著

483.8 4444-5 觀光碩

蘇芳基 餐旅服務管理與實務 =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in hospitality / 蘇芳基

編著.

489.2 4444  觀光碩

蘇芳基 觀光餐旅行銷 =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 蘇芳基著 489.2 4444-1  (103) 觀光碩

蘇芳基 觀光餐旅行銷 =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電子資源]  / 蘇芳基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

ail.aspx?PublicationID=P201108

12007

觀光碩

蘇芳基 餐飲英語會話 = Spoken English for restaurant personnel / 蘇芳基編著 805.18 4444  v.1 -v.3  觀光碩

蘇芳基 最新觀光事業槪論 / 蘇芳基編著 992 44441 觀光碩

蘇芳基 海峽兩岸旅行硏討會紀實 / 蘇芳基,胡蕙霞主編 ; 胡蕙霞編撰 992.92 3212 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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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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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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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華 永不說再見 / 龔華著 855 0144-1 中文碩
第 106 頁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0110812007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0110812007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blicationID=P20110812007


校友著作清單─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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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重光
 創作與回顧 : 顧重光的繪畫 = Creation and retrospect paintings by Koo 

Chung-kuang / 顧重光作 ; 臺灣省立美術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948.5 3129  美術碩

共計576位 2883/件  2021.10.22           展期： 2021.11.1-11.30

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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