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書號

系所

428.24 A261 2017 英文系
428.0076 C967

英文系

805.1895 28373

英文系

805.1895 0270

英文系

805.1895 0228

英文系

805.1895 02281

英文系

428.0076 L887-1

英文系

428.0076 L887-8
2012
428.0076 L887-10
2012
805.1895 37021
805.1895 1024

英文系
英文系
英文系
英文系

作者

書名
Powerful vocabulary builder : [useful for SAT, TOEFL, IELTS, GRE, GMAT etc.] / Anjana
Agarwal, Anjana, author.
Agarwal.
The official Cambridge guide to IELTS for academic & general training. Student's book with
Cullen, Pauline, author.
answers / Pauline Cullen, Amanda French, Vanessa Jakeman.
Educational Testing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 TOEIC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Service(ETS)作 ETS TOEIC臺灣區代表編輯委員會編譯
Mozilge new TOEIC economy RC/LC 1000. 中文;"新制New TOEIC閱讀超高分: 最新多益改
Lee, Ki Taek
版黃金試題1000題 / 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作 林育珊譯"
Mozilge new basic RC. 中文;"新制多益閱讀考題完全戰略Basic = Perfect learning for the
Lee, Ki Taek
TOEIC reading comprehension / Ki Taek Lee著 彭尊聖, 陳依辰譯"
Mozilge new basic LC. 中文;"新制多益聽力考題完全戰略Basic = Perfect learning for the
Lee, Ki Taek
TOEIC reading comprehension / Ki Taek Lee著 彭尊聖, 沈家淩譯"
Barron's how to prepare for the computer-based TOEFL essay :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ougheed, Lin, 1946language / by Lin Lougheed.
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Listening and reading. Advanced course / Lin
Lougheed, Lin, 1946Lougheed.
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Listening and reading. Introductory course / Lin
Lougheed, Lin, 1946Lougheed.
Tsai, Raymond
完勝TOEIC新制多益 : 電腦嚴選7,500個必考多益單字 / Raymond Tsai著
王, 名楷
闖關!全民英檢初級精選試題 / 王名楷, 江雅玲著
TOEIC L&Rテスト集中ゼミ : 新形式問題対応. Part1-4. 中文;"TOEIC® L&R test多益聽力
早川, 幸治
解密 / 早川幸治, Paul Wadden, Robert Hilke著 許可欣, 胡宥豪譯"
시나공 토익 실전 모의고사. 中文;"全新! New TOEIC新多益題庫解析全新試題版 / 李寬雨,
李, 寬雨
金丙奇著 李聖婷, Joung, 章敏, 蘇慧容, 賴維妤譯"

805.1895 6243-2

英文系

805.1895 4031-2

英文系

805.1895 1171
(107)

英文系

林, 昱伶 (英語)

805.1895 8064

英文系

金, 暎權

805.1895 1844
805.189 4602

英文系
英文系

珍妮芙
英國文化協會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Holly Lin, Kathy Chyu教材編撰
시나공 토익 D-5 실전테스트(5회분, 신토익 개정판). 中文;"Dr. TOEIC 2018多益教授的全
新制多益5回模擬試題(
金色證書 : 新制TOEIC必考句型大全 / 珍妮芙, Johnson Mo合著
IELTS雅思考試官方指南 = IELTS essential guide / 英國文化協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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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

系所

作者

805.1895 2249

英文系

柴山, かつの

805.1892 6700-39 英文系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805.1895 1199-5

英文系

張, 小怡

805.1895 1199-6

英文系

張, 小怡

805.1895 1199-7

英文系

張, 小怡

805.1895 1199-8

英文系

張, 小怡

805.1895 1199-9

英文系

張, 小怡

805.1895 1199-10 英文系
805.1892 7564英文系
4(022) (104)
805.1895 6524
英文系

張, 小怡

805.1895 1661
428.0076 O323
2017
805.1895 1310
803.289 1034-1
803.289 1034
803.28 2681-1
803.289 4097-1

英文系

陳, 明華 (英語)
陳豫弘
키 영어학습방법연구
소

書名
TOEIC L&Rテスト集中ゼミ : 新形式問題対応. Part7. 中文;"TOEIC® L&R test多益閱讀解
密 / Katsuno Shibayama, Robert Hilke, Paul Wadden著 許可欣, 黃薇嬪譯"
新版全民英檢中高級 : 聽力&閱讀能力測驗 = New GEPT /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Scott Lee
Shepard編著
金色證書 : New TOEIC必考單字 / 張小怡, Johnson Mo合著
金色證書 : 新制TOEIC必考單字文法 : PDCA鬼速學英語,衝高TOEIC分數 / 張小怡, Johnson
Mo合著
金色證書 : 新制TOEIC必考單字大全 : PDCA鬼速學英語,衝高TOEIC分數 / 張小怡, Johnson
Mo合著
金色證書 : 新制TOEIC必考片語大全 : PDCA鬼速學英語,衝高TOEIC分數 / 張小怡, Johnson
Mo合著
金色證書 : 新制TOEIC必考單字片語 : PDCA鬼速學英語,L&R激增200分 / 張小怡, 珍妮芙
合著
金色證書 : 新制TOEIC單字聽力大全 / 張小怡,Johnson Mo合著
朗文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試題本 = Longman access to GEPT (Intermediate) : reading test /
陳明華編著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for beginners / 陳豫弘總編輯
키新토익LC daily training book. 中文;"2018全新制TOEIC這樣考! : 多益聽力秘笈 =
Listening / Key Publications著 Alice I. H. Chen譯"

英文系

The official guide to the TOEFL test.

英文系
韓文系
韓文系
韓文系
韓文系

王, 淸棟
王, 清棟
吳, 忠信 (韓語)
李, 炫周

803.289 5033-2

韓文系

車, 淑禎

803.289 5033-1

韓文系

車, 淑禎

一定要記住的New TOEIC新多益必考單字 : 用老外學母語的方式記單字 / 董春磊主編
新韓檢中.高級TOPIK 2試題完全攻略 / 王淸棟, 李美林著
新韓檢初級TOPIK 1 試題完全攻略 / 王清棟, 李美林作
我的韓語第一步 / 吳忠信著
完全征服TOPIK I新韓檢初級 : 聽力.閱讀全科總整理 / 李炫周著
TOPIK Voca 4004 한국어 어휘 학습 : 입문+초급. 中文;"新韓檢TOPIK 1初級詞彙單字王 :
最適合華人的漢字語學習法 / 車淑禎, 金蓮實, 尹惠淑著 吳艷蓴譯"
TOPIK Voca 4004 한국어 어휘 학습 : 중급+고급. 中文;"新韓檢TOPIK 2中高級詞彙單字王 :
最適合華人的漢字語學習法 / 車淑禎, 金蓮實, 尹惠淑作 吳艷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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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

系所

803.289 8072-1

韓文系

803.289 8082

韓文系

803.27 3029

韓文系

803.289 7752

韓文系

803.289 1144-1
803.289 1144
803.27 8733
803.289 4640

韓文系
韓文系
韓文系
韓文系

803.289 46021-1

韓文系

803.289 2220

韓文系

作者

書名
New 토픽 1 필수문법 101 초급 중국어판. 中文;"New TOPIK新韓檢必修文法101. 初級 / 金
金, 周衍
周衍等著"
쏙쏙 TOPIK 한국어 어휘. 초급 40. 中文;"新韓檢初級單字 : 40天搞定 / 金美貞, 卞暎姬著
金, 美貞
周羽恩譯"
扈, 貞煥
活用文法之韓文寫作 / 扈貞煥, 金善孝, 鍾長志作
2018토픽 한국어능력시험 perfect TOPIK. 中文;"TOPIK I新韓檢完全解密 : 初級 = Test of
閔, 泰允
proficiency in Korean / 閔泰允著 許露西譯"
裴, 英姬
新韓檢初級閱讀全攻略 / 裴英姬著
裴, 英姬
新韓檢初級聽力全攻略 / 裴英姬作
鄭, 潤道
活用文法之韓文寫作. 初級 / 鄭潤道, 鍾長志作
韓國敎育振興硏究會 新韓檢初級TOPIK 1官方試題完全解析 / 韓國敎育振興硏究會著 EZ Korea編輯部翻譯
한국어 능력시험 TOPIK2(토픽) 한 번에 통과하기(2017). 中文;"通過新韓檢TOPIK II / 韓國
韓國語能力考試硏究會
語能力考試硏究會編著 邱敏瑤, 蕭素菁譯"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
韓語檢定初級單字帶著背! /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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