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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001 黎明文化 ﹝特藏﹞ 1996 y(7IJ5H1*QKORNM( 百子全書 [一至四十 ][精 ] ◎ 15000

EB000002 黎明文化 ﹝舊鈔本﹞ 1983 國學研究論集 [平 ] ◎ 熊公哲 220

EB000003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81 y(7IJ5H1*TKLSMO( 國父道德言論類輯 ◎ 陳立夫 233

EB000004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1965 y(7IJ5H0*PKKRLO( 三民主義新論 ◎ 崔書琴 著 243

EB000005 黎明文化 ﹝中山文庫﹞ 1981 三民主義教育學 [平 ] ◎ 吳寄萍 360

EB000006 黎明文化 ﹝中山文庫﹞ 1981 三民主義教育學 [精 ] ◎ 吳寄萍 400

EB000007 黎明文化 ﹝中山文庫﹞ 1990 建國方略 [平 ] ◎ 孫中山 200

EB000009 黎明文化 ﹝中山文庫﹞ 1993 y(7IJ5H1*QKMNSR( 孫學闡微 [平 ] ◎ 蔣一安 340

EB000010 黎明文化 ﹝中山文庫﹞ 2000 y(7IJ5H1*QKOOQQ( 國父思想 [平 ] ◎ 劉高陳 306

EB000011 正中書局 ﹝中山文庫﹞ 1992 y(7IJ5H0*TKQOPP( 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 ◎ 華中興 240

EB000012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3 y(7IJ5H1*OKKTTK( 國父遺教表解 ◎ 尹讓轍 70

EB000013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93 y(7IJ5H1*OLQORM( 三民主義 ◎ 孫文 -著 110

EB000014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2 y(7IJ5H1*OKKKLN( 三民主義要論 ◎ 周世輔編著 200

EB000015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87 y(7IJ5H1*OKLKKN( 三民主義要義 ◎ 涂子麟 156

EB000016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95 y(7IJ5H1*OLRRKR( 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 ◎ 周世輔、周陽山著 260

EB000017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91 y(7IJ5H1*TKMOTO(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傳統」與「現代」理性的結合 (平 ) ◎ 成中英 144

EB000018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1 y(7IJ5H1*OLSRSK( 中山思想新詮－民權主義與中華民國憲法 ◎ 周世輔、周陽山著 560

EB000019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1980 y(7IJ5H0*PKSNNS( 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論 ◎ 陳儀深 撰 160

EB000020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2003 y(7IJ5H0*PLRTQP( 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 ◎ 茅家琦 著 480

EB000021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93 y(7IJ5H1*OKSOTL( 民權初步 ◎ 孫文著 78

EB000022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95 y(7IJ5H1*OKKTOP( 國父思想新論 ◎ 周世輔 390

EB000023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94 y(7IJ5H1*OKSORR( 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 ◎ 孫文著 111

EB000024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4 y(7IJ5H1*OMOSQQ( 國父思想 (涂 .林 ) ◎ 涂子麟、林金朝編著 350

EB000025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6 y(7IJ5H1*ONSSSR( 國父思想綱要 (修訂七版 ) ◎ 周世輔 -著、周陽山 -修訂 320

EB000026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5 y(7IJ5H1*ONTLMT( 國父思想要義 (修訂八版 ) ◎ 周世輔 390

EB000027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7 y(7IJ5H1*OOQNRK( 國父思想 (修訂七版 ) ◎ 周世輔、周陽山 -著 550

EB000028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81 y(7IJ5H1*TKLSNL( 國父道德言論類輯 ◎ 陳立夫 167

EB000029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1985 y(7IJ5H0*PLQPLR( 中山思想體系 ◎ 傅啟學 編著 280

EB000030 幼獅文化 ﹝中山文庫﹞ 2005 y(7IJ5H5*ROPPOR( 意識型態與發展 ◎ 葛永光 400

EB000031 幼獅文化 ﹝中山文庫﹞ 2006 y(7IJ5H5*ROQKKL( 從中山思想論統獨前途 ◎ 馮滬祥 400

EB000032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2009 y(7IJ5H0*PMNTOM( 國民黨興衰史 (增訂本 ) ◎ 蔣永敬 420

EB000033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2003 y(7IJ5H0*PLRQRP( 國民黨興衰史 ◎ 蔣永敬 著 360

EB000034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2008 y(7IJ5H1*OOTOMP( 革命先行者：孫中山 ◎ 子魚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00035 三民書局 ﹝中山文庫﹞ 1989 y(7IJ5H1*TKKORQ( 懷聖集 (平 ) ◎ 鄭彥棻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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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036 小魯文化 ﹝中山文庫﹞ 2007 y(7IJ5H5*RKSQOL( 孫中山 ◎ 朱傳譽 200

EB000037 台灣商務 ﹝中山文庫﹞ 2007 y(7IJ5H0*PMLPQQ( 孫中山 ◎ 王壽南 120

EB000038 東方出版 ﹝中山文庫﹞ 2007 y(7IJ5H5*RKSQOL( 孫中山 ◎ 朱傳譽 200

EB000039 黎明文化 ﹝中山文庫﹞ 2001 y(7IJ5H1*QKPTMK( 廣角鏡下的蔣經國 [平 ] ◎ 漆高儒 300

EB000040 台灣商務 ﹝目錄學總論﹞ 1976 y(7IJ5H0*PLLLOR( 中國古今治學方法 ◎ 王雲五 著 200

EB000041 台灣商務 ﹝目錄學總論﹞ 1994 y(7IJ5H0*PKSSQO( 中國古代藏書史話 ◎ 焦樹安 著 140

EB000042 台灣商務 ﹝目錄學總論﹞ 1965 y(7IJ5H0*PLRPML( 中國目錄學史 ◎ 姚名達 著 300

EB000043 三民書局 ﹝圖書學﹞ 2007 y(7IJ5H1*OOOSRL( 文獻學 ◎ 劉兆祐 400

EB000044 正中書局 ﹝圖書學﹞ 1995 y(7IJ5H0*TLKLQM( 童書王國 ◎ 黃宣勳主編 100

EB000045 三民書局 ﹝圖書學﹞ 1994 y(7IJ5H1*OMKONL( 文獻計量學導論 ◎ 何光國 333

EB000046 網路與書 ﹝圖書學﹞ 2008 y(7IJ8G6*SOLLTO( 不見天日之書 ◎ 史都華．凱利 420

EB000047 台灣商務 ﹝圖書學﹞ 1994 y(7IJ5H0*PKSSPR( 中國古代書籍史話 ◎ 李致忠 著 140

EB000048 台灣商務 ﹝圖書學﹞ 1992 y(7IJ5H0*PKQKMK( 中國書籍簡史 ◎ 嚴文郁 著 300

EB000049 萬卷樓 ﹝圖書學﹞ 2000 y(7IJ5H7*NTNKQR( 變革有成文化傳—中國書史 ◎ 袁立澤 200

EB000050 九歌 ﹝圖書學﹞ 2002 y(7IJ5H4*OOKKMN( 雅舍談書 ◎ 陳子善 / 編 400

EB000051 三民書局 ﹝圖書學﹞ 1995 y(7IJ5H1*OLPKSQ( 書的光華 (精 ) ◎ 彭歌著 110

EB000052 三民書局 ﹝圖書學﹞ 1991 y(7IJ5H1*OLPKTN( 書的光華 (平 ) ◎ 彭歌著 70

EB000053 台灣商務 ﹝圖書學﹞ 1997 y(7IJ5H0*PLOLNL( 增訂蟫菴群書題識 ◎ 昌彼得 著 360

EB000054 九歌 ﹝圖書學﹞ 2006 y(7IJ5H4*OONQQQ( 琦君讀書（紀念珍藏版） ◎ 琦君 240

EB000055 三民書局 ﹝圖書學﹞ 2003 y(7IJ5H1*ONRKMQ( 與書同在 ◎ 韓秀著 160

EB000056 三民書局 ﹝圖書學﹞ 2003 y(7IJ5H1*ONRKOK( 食字癖者的札記 ◎ 袁瓊瓊 150

EB000057 三民書局 ﹝圖書學﹞ 2005 y(7IJ5H1*OOLSTO( 在閱讀與書寫之間 -評好書300種 ◎ 鄭秉政 等 -著 150

EB000058 三民書局 ﹝圖書學﹞ 1997 y(7IJ5H1*TMKTLR( 交織的邊緣―政治和性別 (精 ) ◎ 康正果 270

EB000059 三民書局 ﹝圖書學﹞ 1997 y(7IJ5H1*TMKTMO( 交織的邊緣―政治和性別 (平 ) ◎ 康正果 200

EB000060 台灣商務 ﹝圖書學﹞ 2008 y(7IJ5H0*PMMQQM( 好書永遠不寂寞 -書評與文學批評集 ◎ 歐宗智 250

EB000061 萬卷樓 ﹝圖書學﹞ 1996 y(7IJ5H7*NTLPTT( 古籍異文研究 ◎ 王彥坤 220

EB000062 心理 ﹝圖書學﹞ 2008 y(7IJ8G1*TLLSNK( 幼兒文學 -零歲到八歲的孩子與繪本 ◎ Mart Renck Jalongo著；葉嘉青編譯 320

EB000063 台灣商務 ﹝圖書學﹞ 1983 y(7IJ5H0*PKRMLS( 兒童讀物研究 ◎ 司 琦 著 153

EB000064 萬卷樓 ﹝圖書學﹞ 2005 y(7IJ5H7*NTPMPM( 閱讀與觀察－青少年文學的檢視 ◎ 張子樟 340

EB000065 三民書局 ﹝圖書學﹞ 1977 y(7IJ5H1*OLOKTQ( 暢銷書 (平 ) ◎ 彭歌著 70

EB000066 台灣商務 ﹝總目錄﹞ 1992 y(7IJ5H0*PKOMSQ( 文獻學講義 ◎ 王欣夫 述 180

EB000067 幼獅文化 ﹝總目錄﹞ 1998 y(7IJ5H5*ROKPPT( 好書之旅：愛亞導遊 ◎ 愛亞 120

EB000068 大穎文化 ﹝總目錄﹞ 2006 y(7IJ8G7*MNPRLS( 這些書可以讓你的孩子變第一名（文字書） ◎ 謝淑美著 250

EB000069 幼獅文化 ﹝總目錄﹞ 2000 y(7IJ5H5*ROMNKK( 彩繪兒童又十年：台灣（1945~1998）兒童文學書目 ◎ 林文寶 150

EB000070 幼獅文化 ﹝總目錄﹞ 2005 y(7IJ5H5*ROPPKT( 小學生必讀的40本好書 ◎ 管家琪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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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071 幼獅文化 ﹝總目錄﹞ 2007 y(7IJ5H5*ROQSNO( 閱讀的苗圃－－我的讀書單 ◎ 許建崑 250

EB000072 台灣商務 ﹝國家書目﹞ 1990 y(7IJ5H0*PKMMSM(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三 )歷史類 ◎ 中央圖書館 編輯 1035

EB000073 昭明 ﹝專科目錄﹞ 2002 y(7IJ5H0*NNQTQM( 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單中惠 .楊 320

EB000074 昭明 ﹝專科目錄﹞ 2002 y(7IJ5H0*NNQTNL( 西方歷史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陳啟能主編 320

EB000075 昭明 ﹝專科目錄﹞ 2002 y(7IJ5H0*NNQTMO( 西方軍事學名著提要 (全 )(昭明 ) ◎ 劉慶主編 360

EB000076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TKK( 西方政治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俞可平 220

EB000077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TLR( 西方政治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俞可平 220

EB000078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SQN( 西方倫理學名著題要 (1)(昭明 ) ◎ 唐凱麟主編 320

EB000079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SRK( 西方倫理學名著題要 (2)(昭明 ) ◎ 唐凱麟主編 320

EB000080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SSR( 西方美學名著題要 (1)(昭明 ) ◎ 朱立元 主 320

EB000081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STO( 西方美學名著題要 (2)(昭明 ) ◎ 朱立元 主 320

EB000082 昭明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NNQMRQ( 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李建立 280

EB000083 昭明 ﹝專科目錄﹞ 2000 y(7IJ5H0*NNQMSN( 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胡宗澤 280

EB000084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MNS( 西方法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張萬洪 240

EB000085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MOP( 西方法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張萬洪 240

EB000086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LNT( 西方管理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孫耀君 240

EB000087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LOQ( 西方管理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孫耀君 240

EB000088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KTM( 西方心理學名著題要 (1)(昭明 ) ◎ 羅清旭等著 280

EB000089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KSP( 西方心理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劉祥平等著 280

EB000090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KLQ( 西方經濟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尹伯成 320

EB000091 昭明 ﹝專科目錄﹞ 1999 y(7IJ5H0*NNQKMN( 西方經濟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尹伯成 320

EB000092 昭明 ﹝專科目錄﹞ 2002 y(7IJ5H0*NNQTOS( 西方歷史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陳啟能主編 320

EB000093 昭明 ﹝專科目錄﹞ 2003 y(7IJ5H0*NNQTRT( 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單中惠 .楊 320

EB000094 昭明 ﹝專科目錄﹞ 2003 y(7IJ8G7*ROQKOR( 西方宗教學名著提要 (1)(昭明 ) ◎ 孫亦平 420

EB000095 昭明 ﹝專科目錄﹞ 2003 y(7IJ8G7*ROQKPO( 西方宗教學名著提要 (2)(昭明 ) ◎ 孫亦平 420

EB000096 國家 ﹝專科目錄﹞ 2005 y(7IJ5H3*QKTSRM( 臺灣戲曲研究成果述論 ◎ 蔡欣欣 600

EB000097 國家 ﹝專科目錄﹞ 2006 y(7IJ5H3*QLKMTS( 戲曲文獻研究叢稿 ◎ 黃仕忠 800

EB000098 國家 ﹝專科目錄﹞ 2002 y(7IJ5H3*QKSLMR( 崑曲研究資料索引 ◎ 洪惟助 1,000

EB000099 蘭臺 ﹝專科目錄﹞ 2001 y(7IJ5H0*OMMMPM( 中國史學名著 ◎ 250

EB000100 心理 ﹝專科目錄﹞ 2006 y(7IJ5H7*KMTLNN( 教育雜誌（1909-1948）索引 ◎ 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
會總策畫；周愚文總校定；吳美瑤、劉子菁、丁千恬、林嘉瑛編

550

EB000101 台灣商務 ﹝專科目錄﹞ 1993 y(7IJ5H0*PKRRLN( 中國古代著名史籍 ◎ 畢素娟 著 140

EB000102 三民書局 ﹝專科目錄﹞ 2006 y(7IJ5H1*ONQNPR( 中國史學名著 ◎ 錢穆 240

EB000103 國家 ﹝專科目錄﹞ 2003 y(7IJ5H3*QKSONL( 傳記文學名著選介 ◎ 徐達民 500

EB000104 萬卷樓 ﹝專科目錄﹞ 2007 y(7IJ5H7*NTPTNL( 近五十年台灣地區修辭學研究論著目錄 (1949-2005) ◎ 溫光華 240

EB000105 國家 ﹝專科目錄﹞ 2004 y(7IJ5H3*QKSOOS( 世界文學名著選粹 ◎ 何紹聞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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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106 國家 ﹝專科目錄﹞ 2003 y(7IJ5H3*QKSOPP( 中國文學名著導讀 ◎ 俞培恩 500

EB000107 萬卷樓 ﹝專科目錄﹞ 2004 y(7IJ5H7*NTOQMK(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博士論文總目提要 ◎ 成功大學中研所 300

EB000108 萬卷樓 ﹝專科目錄﹞ 1996 y(7IJ5H7*NTLONS( 臺灣出版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 ◎ 黃文吉 1000

EB000109 台灣商務 ﹝個人目錄﹞ 1993 y(7IJ5H0*PKRNSQ( 韓非子知見書目 ◎ 鄭良樹 著 225

EB000110 台灣商務 ﹝藏書目錄﹞ 1993 y(7IJ5H0*PKQTML( 四庫全書藝術類分類索引 ◎ 文復會四庫小組主編 9900

EB000111 台灣商務 ﹝藏書目錄﹞ 1986 y(7IJ5H0*PMNNQM(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目錄、索引 (POD) ◎ 本館編審會 編 1200

EB000112 網路與書 ﹝讀書法﹞ 2001 y(7IJ5H3*KMQQKK( 閱讀的風貌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0113 心理 ﹝讀書法﹞ 2004 y(7IJ5H7*KMRKQL( 研究方法 -實徵性研究取向（第二版） ◎ 周文欽著 600

EB000114 台灣商務 ﹝讀書法﹞ 2002 y(7IJ5H0*PLRPTK( 王雲五對青年談求學與生活 ◎ 王學哲 編 150

EB000115 台灣商務 ﹝讀書法﹞ 1999 y(7IJ5H0*PLPTNK( 閱讀地圖 -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 ◎ 阿爾維托 .曼古埃爾 390

EB000116 台灣商務 ﹝讀書法﹞ 1964 y(7IJ5H0*PKQKLN( 古今名人讀書法 ◎ 張明仁 編 120

EB000117 台灣商務 ﹝讀書法﹞ 2006 y(7IJ5H0*PMKTTQ( 讀書力 ◎ 齋藤孝 240

EB000118 幼獅文化 ﹝讀書法﹞ 1995 y(7IJ5H5*NKMLNT( 有效的讀書方法 ◎ 小林良彰 100

EB000119 幼獅文化 ﹝讀書法﹞ 1996 y(7IJ5H5*NKTNLM( 上學威龍：99招快樂讀書法 ◎ 李維倫 120

EB000120 幼獅文化 ﹝讀書法﹞ 1998 y(7IJ5H5*ROKKQL( 讀書不難，考試不怕 ◎ 林瓊姿 120

EB000121 幼獅文化 ﹝讀書法﹞ 2001 y(7IJ5H5*RONPTS( 大家一起來閱讀 ◎ 段秀玲 180

EB000122 幼獅文化 ﹝讀書法﹞ 2008 y(7IJ5H5*RORKKS( 有效的讀書方法 ◎ 小林良彰 200

EB000123 蘭臺 ﹝讀書法﹞ 2000 y(7IJ5H0*OMMMLO( 學籥 ◎ 180

EB000124 正中書局 ﹝讀書法﹞ 1998 y(7IJ5H0*TLLTOR( 你想更 Smart?! ◎ 陳紅旭 120

EB000125 網路與書 ﹝讀書法﹞ 2004 y(7IJ5H3*KMQQSQ( 閱讀的狩獵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0126 網路與書 ﹝讀書法﹞ 2004 y(7IJ5H3*KMQQTN( 書的迷戀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0127 網路與書 ﹝讀書法﹞ 2005 y(7IJ8G8*KRSQPT( 閱讀的所在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0128 網路與書 ﹝讀書法﹞ 2007 y(7IJ8G8*MRLLTR( 《他們說》――有關書與人生的一些訪談 ◎ 郝明義 220

EB000129 網路與書 ﹝讀書法﹞ 2007 y(7IJ8G6*SOLKMQ( 越讀者 ◎ 郝明義‧著∕張妙如‧繪 280

EB000130 心理 ﹝讀書法﹞ 2009 y(7IJ8G1*TLMOQM( 閱讀的力量 -從研究中獲得的啟示 ◎ Stephen D. Krashen著；李玉梅譯 200

EB000131 台灣商務 ﹝讀書法﹞ 2009 y(7IJ5H0*PMNSKP( 精讀指導舉隅 ◎ 朱自清 190

EB000132 台灣商務 ﹝讀書法﹞ 2009 y(7IJ5H0*PMOKPP( 略讀指導舉隅 ◎ 朱自清 著 260

EB000133 台灣商務 ﹝讀書法﹞ 2003 y(7IJ5H0*PLRTST( 如何閱讀一本書 ◎ 莫提默 .艾德勒 著 420

EB000134 國家 ﹝讀書法﹞ 1998 y(7IJ5H3*QKPQQT( 讀書的方法 ◎ 王子堅 200

EB000135 國家 ﹝讀書法﹞ 1999 y(7IJ5H3*QKQNPM( 讀書與品書 ◎ 張　健 200

EB000136 台灣商務 ﹝讀書法﹞ 1967 y(7IJ5H0*PKRTKO( 四角號碼檢字法附檢字表 ◎ 王雲五 著 120

EB000137 萬卷樓 ﹝讀書法﹞ 2003 y(7IJ5H7*NTONNK( 學術資料的檢索與利用 ◎ 林慶彰 主編 360

EB000138 三民書局 ﹝圖書資訊學﹞ 1991 y(7IJ5H1*OLRQKS( 圖書資訊學導論 ◎ 周寧森 244

EB000139 三民書局 ﹝圖書資訊學﹞ 2002 y(7IJ5H1*ONMRTN( 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 何光國 400

EB000140 正中書局 ﹝圖書資訊學﹞ 1994 y(7IJ5H0*TKTMST( 當代圖書館事業論集 (平 ) ◎ 王振鵠教授七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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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141 台灣商務 ﹝圖書資訊學﹞ 2008 y(7IJ5H0*PMNKRM( 深夜裡的圖書館 ◎ 阿爾維托 .曼古埃爾 360

EB000142 三民書局 ﹝圖書館建築﹞ 1990 y(7IJ5H1*OKKRKT( 圖書館建築趨勢 ◎ 張鼎鍾編譯 256

EB000143 三民書局 ﹝圖書館管理﹞ 2004 y(7IJ5H1*OMNSKR( 現代化圖書館管理 ◎ 李華偉 280

EB000144 三民書局 ﹝圖書館業務﹞ 1993 y(7IJ5H1*OKKQLR( 圖書資訊組織原理 ◎ 何光國 289

EB000145 三民書局 ﹝圖書館業務﹞ 2001 y(7IJ5H1*ONNNQN( 美國國會圖書館與主題編目 (增訂二版 ) ◎ 陳麥麟屏；林國強著 290

EB000146 國家 ﹝檔案學﹞ 2009 y(7IJ5H3*QLLRML( 中英文檔案管理 ◎ 范金波 400

EB000147 三民書局 ﹝資訊處理﹞ 1997 y(7IJ5H1*OMPNKQ( 圖書館與當代資訊科技 ◎ 李燦傳、景懿頻、楊宗英著 170

EB000148 大塊 ﹝資訊處理﹞ 9705 y(7IJ8G2*LNKPQS( 黑天鵝效應 ◎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 450

EB000149 台灣商務 ﹝資訊處理﹞ 1991 y(7IJ5H0*PKMTTM( 資訊學概論 ◎ 張新華 著 160

EB000150 黎明文化 ﹝私家藏書﹞ 1986 曾文正公家書 [平 ] ◎ 曾國藩 85

EB000151 網路與書 ﹝私家藏書﹞ 2007 y(7IJ8G6*SOLKKM( 失書記 ◎ 鄭振鐸 250

EB000152 藝術家 ﹝私家藏書﹞ 2009 y(7IJ8G6*PQPPPR( 藏書票藝術解碼 ◎ 潘青林 480

EB000153 萬卷樓 ﹝私家藏書﹞ 2000 y(7IJ5H7*NTMSRT( 天祿琳琅—古代藏書和藏書樓 ◎ 黃燕生 200

EB000154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0 y(7IJ5H1*OLTSQM( 國學導讀 (四 ) ◎ 邱燮友、田博元、周何編著 590

EB000155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1 y(7IJ5H1*OLTSRT( 國學導讀 (五 ) ◎ 邱燮友、田博元、周何編著 450

EB000156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8 y(7IJ5H1*OMKOQM( 新譯明夷待訪錄 (精 ) ◎ 李廣柏注譯；李振興校閱 270

EB000157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5 y(7IJ5H1*OMLRKO( 新譯新語讀本 (精 ) ◎ 王毅注譯；黃俊郎校閱 220

EB000158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6 y(7IJ5H1*OMLRPT( 新譯抱朴子 (上 )(精 ) ◎ 李中華注譯；黃志民校閱 480

EB000159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6 y(7IJ5H1*OMLSMR( 新譯說苑讀本 (精 )(左 ) ◎ 左松超注譯 660

EB000160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5 y(7IJ5H1*OMMKLP( 新譯西京雜記 (精 ) ◎ 曹海東注譯；李振興校閱 260

EB000161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5 y(7IJ5H1*OMMMNR( 新譯燕丹子 (精 ) ◎ 曹海東注譯；李振興校閱 160

EB000162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QMK( 新譯抱朴子 (下 )(精 ) ◎ 李中華注譯；黃志民校閱 610

EB000163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STL( 國學導讀 (一 ) ◎ 邱燮友；周何；田博元 -編著 600

EB000164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5 y(7IJ5H1*OOKMQM( 國學導讀 (二 ) ◎ 邱燮友；周何；田博元編著 550

EB000165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7 y(7IJ5H1*OOKMSQ( 國學導讀 (三 ) ◎ 邱燮友、田博元、周何編著 450

EB000166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84 y(7IJ5H1*TKLQSS(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精 ) ◎ 錢穆著 270

EB000167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SMP( 論語新注 (精 ) ◎ 陳冠學 280

EB000168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6 y(7IJ5H1*TMRPLK( 國學常識精要 (修訂二版 ) ◎ 邱燮友等編著 250

EB000169 三民書局 ﹝國學總論﹞ 2008 y(7IJ5H1*TMRRNM( 國學常識 (二版 ) ◎ 邱燮友、張文彬、張學波、馬森、田博元、李建崑編著 450

EB000170 台灣商務 ﹝國學總論﹞ 1968 y(7IJ5H0*PLNRTK( 學生國學問答 ◎ 葉北巖 編 220

EB000171 萬卷樓 ﹝國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SOM( 台灣文化采風—黃淑璥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 ◎ 林淑慧 300

EB000172 蘭臺 ﹝國學總論﹞ 2000 y(7IJ5H0*OMMLSO( 國學概論 ◎ 270

EB000173 蘭臺 ﹝國學總論﹞ 2000 y(7IJ5H0*OMMLTL( 中國學術通義 ◎ 270

EB000174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ONS( 國學概論 (中 )(部定大學用書 ) ◎ 程發軔 編著 175

EB000175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2000 y(7IJ5H0*TKRNSO( 禮記選注 (國學萃編 )(平 ) ◎ 王夢鷗 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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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176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9 y(7IJ5H0*TKQTSL( 史學概要 (國學萃編 )(平 ) ◎ 李宗侗 編著 220

EB000177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3 y(7IJ5H0*TKSPTQ( 莊子選注 (平 ) ◎ 嚴靈峰 選注 120

EB000178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8 y(7IJ5H0*TKSPTQ( 莊子選注 (平 ) ◎ 嚴靈峰 選注 120

EB000179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NPN( 墨子選注 (平 ) ◎ 李漁叔 選注 170

EB000180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NPN( 墨子選注 (平 ) ◎ 李漁叔 選注 170

EB000181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2001 y(7IJ5H0*TKQTTS( 詩選注 (平 ) ◎ 劉太希選注 205

EB000182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1997 y(7IJ5H0*TKMRMN( 詩品注 (平 ) ◎ 汪中 選注 190

EB000183 正中書局 ﹝國學總論﹞ 2000 y(7IJ5H0*TLNKNN( 修辭學 (平 ) ◎ 傅隸樸 125

EB000184 國家 ﹝國學總論﹞ 2004 y(7IJ5H3*QKTLOS( 國學答問 ◎ 張振鏞 250

EB000185 萬卷樓 ﹝國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RLP( 蔣凡學術論文集 (上集 ) ◎ 蔣 凡 700

EB000186 萬卷樓 ﹝國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RNT( 蔣凡學術論文集 (下集 ) ◎ 蔣 凡 500

EB000187 三民書局 ﹝古籍讀法研究﹞ 2004 y(7IJ5H1*OMTTRR( 治學方法 (二版 ) ◎ 劉兆祐 350

EB000188 三民書局 ﹝古籍讀法研究﹞ 1989 y(7IJ5H1*TKKNKS( 莊子新注 (內篇 )(精 ) ◎ 陳冠學 322

EB000189 三民書局 ﹝古籍讀法研究﹞ 1991 y(7IJ5H1*TKLROT( 先秦諸子繫年 ◎ 錢穆著 590

EB000190 三民書局 ﹝古籍讀法研究﹞ 1991 y(7IJ5H1*TKLRQN( 朱子學提綱 ◎ 錢穆著 230

EB000191 三民書局 ﹝古籍讀法研究﹞ 1981 y(7IJ5H1*TKNTQP( 周禮的政治思想 (精 ) ◎ 周世輔、周文湘著 244

EB000192 三民書局 ﹝古籍讀法研究﹞ 1991 y(7IJ5H1*TKPPKL( 詩經研讀指導 (精 ) ◎ 裴普賢 289

EB000193 萬卷樓 ﹝漢學會議﹞ 2008 y(7IJ5H7*NTQNMR( 第六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論文集：民間文學與漢學研究 ◎ 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等
400

EB000194 三民書局 ﹝漢學家傳記﹞ 1996 y(7IJ5H1*OMORON( 域外知音 ◎ 張堂錡 170

EB000195 萬卷樓 ﹝漢學家傳記﹞ 2001 y(7IJ5H7*NTNPLR( 楊家駱教授九十冥誕紀念集 ◎ 編委會 300

EB000196 萬卷樓 ﹝百科全書總論﹞ 1998 y(7IJ5H7*NTLSOL( 古籍知識手冊 (一 ) ◎ 高振鐸 400

EB000197 萬卷樓 ﹝百科全書總論﹞ 1998 y(7IJ5H7*NTLSPS( 古籍知識手冊 (二 ) ◎ 高振鐸 400

EB000198 萬卷樓 ﹝百科全書總論﹞ 1998 y(7IJ5H7*NTLSQP( 古籍知識手冊 (三 ) ◎ 高振鐸 400

EB000199 萬卷樓 ﹝百科全書總論﹞ 2000 y(7IJ5H7*NTNKKP( 讀書指導 ◎ 許錟輝等 200

EB000200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一 )[精 ] ◎ 高明 1600

EB000201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七 )[精 ] ◎ 高明 1700

EB000202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二 )[精 ] ◎ 高明 1350

EB000203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十二 )[精 ] ◎ 高明 1750

EB000204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十三 )[精 ] ◎ 高明 1950

EB000205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十五 )[精 ] ◎ 高明 1950

EB000206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十四 )[精 ] ◎ 高明 1500

EB000207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三 )[精 ] ◎ 高明 1350

EB000208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五 )[精 ] ◎ 高明 1400

EB000209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六 )[精 ] ◎ 高明 1500

EB000210 黎明文化 ﹝百科全書總論﹞ 1982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四 )[精 ] ◎ 高明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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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211 台灣商務 ﹝百科全書總論﹞ 1994 y(7IJ5H0*PKTQRK( 中國的類書、政書與叢書 ◎ 戚志芬 著 140

EB000212 萬卷樓 ﹝百科全書總論﹞ 2001 y(7IJ5H7*NTNOMP( 百川匯海—古代類書與叢書 ◎ 彭邦炯 200

EB000213 台灣商務 ﹝分類類書﹞ 1967 y(7IJ5H0*PKOMLR( 太平御覽 ◎ 宋太宗 敕撰 2800

EB000214 台灣商務 ﹝韻目類書﹞ 1967 y(7IJ5H0*PLKMOT( 佩文韻府 (索引本 ) ◎ 張玉書 纂修 4500

EB000215 健行 ﹝常識手冊﹞ 2007 y(7IJ8G7*RPNTQK( 生死密碼――名人死亡之謎 ◎ 林葉青 249

EB000216 健行 ﹝常識手冊﹞ 2006 y(7IJ8G7*RPNRRT( 生存密碼――世界未解之謎 ◎ 林葉青 249

EB000217 出色 ﹝常識手冊﹞ 2009 y(7IJ8G6*QRTOSN( 為什麼過生日要吹蠟燭？ ◎ 雷克斯 220

EB000218 出色 ﹝常識手冊﹞ 2008 y(7IJ8G6*QRTLOS( 為什麼13是個倒楣數字 (新版 ) ◎ 雷克斯 200

EB000219 出色 ﹝常識手冊﹞ 2006 y(7IJ8G7*NPLRNT( 為什麼13是個倒楣的數字 ◎ 雷克斯 190

EB000220 出色 ﹝常識手冊﹞ 2006 y(7IJ8G7*NPLQTM( 沒知識也要有常識 III ◎ 出色文化小組 190

EB000221 出色 ﹝常識手冊﹞ 2006 y(7IJ8G7*NPLQQL( 沒知識也要有常識 II ◎ 出色文化小組 190

EB000222 出色 ﹝常識手冊﹞ 2006 y(7IJ8G7*NPLPNL( 沒知識也要有常識Ｉ ◎ 出色文化小組 180

EB000223 黎明文化 ﹝常識手冊﹞ 2004 y(7IJ5H1*QKQSMS( 寰宇101妙聽聞 [平 ] ◎ 楊俊昭 320

EB000224 黎明文化 ﹝常識手冊﹞ 2005 y(7IJ5H1*QKRMNS( 101世紀大搜秘 [平 ] ◎ 楊俊昭 300

EB000225 台灣商務 ﹝各國百科全書﹞ 2010 y(7IJ5H0*PMONML( 歷史難解之謎 ◎ 艾倫‧貝克 300

EB000226 黎明文化 ﹝青少年‧兒
童雜誌﹞ 世界文學名著 -兒童精選版共40冊 [精 ] ◎ 11200

EB000227 藝術家 ﹝博物館學﹞ 2003 y(7IJ8G7*TPRQRM( 博物館能量 ◎ 黃光男 著 280

EB000228 藝術家 ﹝博物館學﹞ 2007 y(7IJ8G7*KNOQKL( 博物館就是劇場 ◎ 劉婉珍 280

EB000229 正中書局 ﹝博物館學﹞ 2002 y(7IJ5H0*TLOTQM( 飛行台北‧逛博物館 ◎ 應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00

EB000230 正中書局 ﹝博物館學﹞ 2002 y(7IJ5H0*TLOTQM( 飛行台北‧逛博物館 ◎ 應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00

EB000231 國家 ﹝博物館學﹞ 2002 y(7IJ5H3*QKRTMM( 博物館四論 ◎ 陳　媛 350

EB000232 藝術家 ﹝博物館學﹞ 2007 y(7IJ8G7*KNOMPK( 博物館企業 ◎ 黃光男 280

EB000233 藝術家 ﹝博物館學﹞ 1997 y(7IJ5H9*PNKSOM( 博物館行銷策略 ◎ 黃光男 著 280

EB000234 田園城市 ﹝博物館學﹞ 2000 y(7IJ5H8*OOKTSM( 展示規劃 --理論與實務 ◎ 漢寶德 400

EB000235 藝術家 ﹝博物館學﹞ 2006 y(7IJ8G7*OSRTTP( 展覽複合體 ◎ 大衛．迪恩 著／蕭翔鴻 譯 360

EB000236 國家 ﹝博物館學﹞ 2008 y(7IJ5H3*QLLKTR( 中國博物館 ◎ 黎先耀等 500

EB000237 藝術家 ﹝博物館學﹞ 2009 y(7IJ8G6*PQPMTS( 天府永藏 --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 ◎ 鄭欣淼 380

EB000238 雄獅 ﹝博物館學﹞ 1997 y(7IJ5H0*MKMSKT( 古物歷險記 --老博物館員說故事 ◎ 那良志 / 文‧張鶴金 / 圖 350

EB000239 遠足 ﹝博物館學﹞ 2006 y(7IJ8G7*QNKRNP( 台灣的特色博物館 ◎ 李怡君編著、廖俊彥攝影 400

EB000240 幼獅文化 ﹝博物館學﹞ 2001 y(7IJ5H5*RONOKQ( 愛上博物館 ◎ 桂雅文 280

EB000241 田園城市 ﹝博物館學﹞ 2004 y(7IJ8G7*RKPORL( 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館的路上 ◎ 李俊明 400

EB000242 田園城市 ﹝博物館學﹞ 2006 y(7IJ8G7*KKTKTS( 漢撒橘色：德國博物館散步 ◎ 劉家蓁 320

EB000243 田園城市 ﹝博物館學﹞ 2005 y(7IJ8G7*RKPQSQ( 見藝思遷：雪梨．墨爾本博物館私旅行 ◎ 李俊明 350

EB000244 遠景 ﹝普通論叢﹞ 1995 y(7IJ5H3*TKORKK( 金庸傳 ◎ 冷夏 350

EB000245 遠景 ﹝普通論叢﹞ 1997 y(7IJ5H3*TKOTKS( 金庸小說評彈 ◎ 董千里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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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246 遠景 ﹝普通論叢﹞ 1997 y(7IJ5H3*TKPQPN( 金庸傳說 ◎ 楊莉歌 240

EB000247 遠景 ﹝普通論叢﹞ 2002 y(7IJ5H3*TKRKQK( 解放金庸 ◎ 餘子 240

EB000248 三民書局 ﹝雜說﹞ 2007 y(7IJ5H1*OOQRLO( 新譯幽夢影 (精 )(二版 ) ◎ 馮保善 -注譯、黃志民 -校閱 250

EB000249 三民書局 ﹝雜說﹞ 2007 y(7IJ5H1*OOQRML( 新譯幽夢影 (平 )(二版 ) ◎ 馮保善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80

EB000250 台灣商務 ﹝雜說﹞ 1967 y(7IJ5H0*PLNTLM( 東塾讀書記 ◎ 陳 澧 撰 250

EB000251 萬卷樓 ﹝雜說﹞ 2004 y(7IJ5H7*NTOQPL( 張潮與《幽夢影》 ◎ 高旖璐 300

EB000252 三民書局 ﹝雜說﹞ 1990 y(7IJ5H1*OLPRQP( 讀書與行路 (精 ) ◎ 彭歌著 110

EB000253 三民書局 ﹝雜說﹞ 1990 y(7IJ5H1*OLPRRM( 讀書與行路 (平 ) ◎ 彭歌著 70

EB000254 三民書局 ﹝雜說﹞ 1989 y(7IJ5H1*OLOMNM( 從根救起 (平 ) ◎ 陳立夫 70

EB000255 健行 ﹝現代論叢﹞ 2010 y(7IJ8G6*RTSMPM( 醫師不是天使――一位醫師作家的人性關懷（增訂新版） ◎ 黃崑巖 240

EB000256 九歌 ﹝現代論叢﹞ 2007 y(7IJ5H4*OOONNP( 人生的探索與選擇 ◎ 孫 震 260

EB000257 健行 ﹝現代論叢﹞ 2005 y(7IJ8G7*RPNQRK( 黃崑巖談人生這堂課 ◎ 黃崑巖 220

EB000258 九歌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5*QKSOSO( 試開天眼看人生 ◎ 曾昭旭 190

EB000259 九歌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5*QKQMMK( 麻辣臺灣 ◎ 卜大中 200

EB000260 九歌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5*QKOTLM( 史家能有幾張選票？ ◎ 張作錦 250

EB000261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1 y(7IJ5H1*OLNPNM( 世變建言 (平 ) ◎ 曾虛白 70

EB000262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84 y(7IJ5H1*OLOLPR( 思想方法 (平 ) ◎ 秀河著 70

EB000263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OLONTN( 生命的學問 ◎ 牟宗三 170

EB000264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7 y(7IJ5H1*OLOPPN( 理想和現實 (平 ) ◎ 毛子水 70

EB000265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3 y(7IJ5H1*OLPRKN( 管艇書室學術論叢 (精 ) ◎ 顧翊群 110

EB000266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3 y(7IJ5H1*OLPRLK( 管艇書室學術論叢 (平 ) ◎ 顧翊群 70

EB000267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7 y(7IJ5H1*OLPSMQ( 迎頭趕上 (精 ) ◎ 陳立夫 110

EB000268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7 y(7IJ5H1*OLPSNN( 迎頭趕上 (平 ) ◎ 陳立夫 70

EB000269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2 y(7IJ5H1*OLSPLN( 走出銅像國 ◎ 龔鵬程 211

EB000270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2 y(7IJ5H1*OLSSLK( 瞬間 ◎ 周志文 189

EB000271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3 y(7IJ5H1*OMKMPR( 在沈寂與鼎沸之間 ◎ 黃碧端 178

EB000272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3 y(7IJ5H1*OMKPPO( 美育與文化 ◎ 黃昆輝主編 456

EB000273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8 y(7IJ5H1*OMRSLM( 晴空星月 ◎ 馬遜著 120

EB000274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1*OMTLTT( 半洋隨筆 ◎ 林培瑞 200

EB000275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1*ONQLLL( 懷沙集 ◎ 止庵著 200

EB000276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1*ONRLMP( 倚杖聽江聲 (一 ) / (二 ) ◎ 許倬雲 650

EB000277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1*ONSKRS( 在心集 ◎ 彭歌著 120

EB000278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1*ONSNRP( 橘子、蘋果與其它―新世紀看臺灣舊問題 ◎ 陸以正 150

EB000279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ONTPNM( 江心現明月 (一 ) / (二 ) ◎ 許倬雲 640

EB000280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ONTPOT( 江渚候潮汐 (一 ) / (二 ) ◎ 許倬雲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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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281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ONTQOS( 莎士比亞的政治語言 ◎ 謝鵬雄 120

EB000282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OOKOSO( 台灣的新政治意識―局外人對二○○四年大選的觀察 ◎ 陸以正 150

EB000283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5 y(7IJ5H1*OONKPS( 吵吵鬧鬧 紛紛亂亂―徘徊難決的台灣走向 ◎ 陸以正 180

EB000284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6 y(7IJ5H1*OOPKTK( 從台灣看天下 ◎ 陸以正 180

EB000285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7 y(7IJ5H1*OORORQ( 2006驚濤駭浪的一年 ◎ 陸以正 250

EB000286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8 y(7IJ5H1*OORSST( 江口望海潮 (一 ) / (二 ) ◎ 許倬雲 420

EB000287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8 y(7IJ5H1*OPKPKQ( 世界多元 台灣蛻變 ◎ 陸以正 260

EB000288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89 y(7IJ5H1*TKKKNM( 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 (平 ) ◎ 韋政通 233

EB000289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0 y(7IJ5H1*TKNMPP( 我是依然苦鬥人 (平 ) ◎ 毛振翔 311

EB000290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2 y(7IJ5H1*TKOLMM(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精 ) ◎ 錢穆著 311

EB000291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2 y(7IJ5H1*TKOLNT(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平 ) ◎ 錢穆著 244

EB000292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0 y(7IJ5H1*TKOQST( 歷史與文化論叢 (精 ) ◎ 錢穆著 300

EB000293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89 y(7IJ5H1*TKPNTQ( 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 (平 ) ◎ 陳立夫 111

EB000294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77 y(7IJ5H1*TKQTTR( 萍蹤憶語 (平 ) ◎ 賴景瑚 83

EB000295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1*TLTKMR( 無聲的臺灣 (精 ) ◎ 周玉山 310

EB000296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1*TLTKNO( 無聲的臺灣 (平 ) ◎ 周玉山 240

EB000297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1*TMQRTR( 牆頭的梯子 (平 ) ◎ 馬哲儒 190

EB000298 三民書局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TMRPRM( 歷史與文化論叢 ◎ 錢穆著 310

EB000299 台灣商務 ﹝現代論叢﹞ 1966 y(7IJ5H0*PKQMQQ( 現代人的夢魘 ◎ 金耀基 著 180

EB000300 台灣商務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0*PLRONT( 短評花園 -短文寫作技巧及示例 ◎ 馬西屏 著 140

EB000301 台灣商務 ﹝現代論叢﹞ 1983 y(7IJ5H0*PKLSMR( 蘭善廬文集 ◎ 廖英鳴 著 250

EB000302 正中書局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0*TLQLOK( 孟鄰文存 ◎ 蔣夢麟 230

EB000303 國家 ﹝現代論叢﹞ 2005 y(7IJ5H3*QKTPQS( 聞道長安似弈棋 ◎ 黃啟方 250

EB000304 遠景 ﹝現代論叢﹞ 1989 y(7IJ5H3*TKKORO( 身外之物 ◎ 林行止 240

EB000305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KOSL( 六月飛雪 ◎ 林行止 240

EB000306 遠景 ﹝現代論叢﹞ 1993 y(7IJ5H3*TKKOTS( 怕死貪心 ◎ 林行止 240

EB000307 遠景 ﹝現代論叢﹞ 1993 y(7IJ5H3*TKKPKO( 樓台煙雨 ◎ 林行止 240

EB000308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LSKS( 利字當頭 ◎ 林行止 240

EB000309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LSLP( 東歐變天 ◎ 林行止 240

EB000310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LTML( 求財若渴 ◎ 林行止 240

EB000311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LTLO( 難定去從 ◎ 林行止 240

EB000312 遠景 ﹝現代論叢﹞ 1992 y(7IJ5H3*TKMMMP( 戰海蜉蝣 ◎ 林行止 240

EB000313 遠景 ﹝現代論叢﹞ 1992 y(7IJ5H3*TKMMNM( 理曲氣壯 ◎ 林行止 240

EB000314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MMOT( 蘇聯和解 ◎ 林行止 240

EB000315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MMPQ( 民選好醜 ◎ 林行止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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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316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MMQN( 前程未卜 ◎ 林行止 240

EB000317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MMRK( 賦歸風雨 ◎ 林行止 240

EB000318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NMPN( 情迷失位 ◎ 林行止 240

EB000319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NMQK( 沉寂待變 ◎ 林行止 240

EB000320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NMRR( 到處風騷 ◎ 林行止 240

EB000321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NMSO( 撩是鬥非 ◎ 林行止 240

EB000322 遠景 ﹝現代論叢﹞ 1994 y(7IJ5H3*TKOQPQ( 排位誤港 ◎ 林行止 240

EB000323 遠景 ﹝現代論叢﹞ 1994 y(7IJ5H3*TKOQQN( 旺市蓄勢 ◎ 林行止 240

EB000324 遠景 ﹝現代論叢﹞ 1994 y(7IJ5H3*TKOQRK( 調控神州 ◎ 林行止 240

EB000325 遠景 ﹝現代論叢﹞ 1994 y(7IJ5H3*TKOQSR( 熱錢興風 ◎ 林行止 240

EB000326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RPP( 依樣葫蘆 ◎ 林行止 240

EB000327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RQM( 人多勢寡 ◎ 林行止 240

EB000328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RRT( 局部膨脹 ◎ 林行止 240

EB000329 遠景 ﹝現代論叢﹞ 1995 y(7IJ5H3*TKORSQ( 鬧酒政治 ◎ 林行止 240

EB000330 遠景 ﹝現代論叢﹞ 1995 y(7IJ5H3*TKORTN( 治港牌章 ◎ 林行止 240

EB000331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SKT( 無定向風 ◎ 林行止 240

EB000332 遠景 ﹝現代論叢﹞ 1995 y(7IJ5H3*TKOSLQ( 念在斯人 ◎ 林行止 240

EB000333 遠景 ﹝現代論叢﹞ 1995 y(7IJ5H3*TKOSMN( 根莖同生 ◎ 林行止 240

EB000334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SNK( 股海翻波 ◎ 林行止 240

EB000335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SOR( 劫後抖擻 ◎ 林行止 240

EB000336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SPO( 從此多事 ◎ 林行止 240

EB000337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SQL( 幹線翻新 ◎ 林行止 240

EB000338 遠景 ﹝現代論叢﹞ 1995 y(7IJ5H3*TKOSRS( 金殼蝸牛 ◎ 林行止 240

EB000339 遠景 ﹝現代論叢﹞ 1995 y(7IJ5H3*TKOSSP( 政改去馬 ◎ 林行止 240

EB000340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OSTM( 衍生危機 ◎ 林行止 240

EB000341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PMOK( 死撐到底 ◎ 林行止 240

EB000342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PMNN( 核影幢幢 ◎ 林行止 240

EB000343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PMMQ( 玩法弄法 ◎ 林行止 240

EB000344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PMLT( 永不回頭 ◎ 林行止 240

EB000345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PNLS( 誰敢不從 ◎ 林行止 240

EB000346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PNNM( 變數在前 ◎ 林行止 240

EB000347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PNMP( 釣台血海 ◎ 林行止 240

EB000348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PNKL( 粉墨登場 ◎ 林行止 240

EB000349 遠景 ﹝現代論叢﹞ 1990 y(7IJ5H3*TKLRTM( 英倫采風 (一 ) ◎ 林行止 160

EB000350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PMPR( 原富精神 ◎ 林行止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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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351 遠景 ﹝現代論叢﹞ 1997 y(7IJ5H3*TKPMQO( 閒讀閒筆 ◎ 林行止 240

EB000352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PQTL( 英倫采風 (二 ) ◎ 林行止 160

EB000353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PRKR( 英倫采風 (三 ) ◎ 林行止 160

EB000354 遠景 ﹝現代論叢﹞ 1998 y(7IJ5H3*TKPSLN( 破英立舊 ◎ 林行止 240

EB000355 遠景 ﹝現代論叢﹞ 1998 y(7IJ5H3*TKPSMK( 忠黨報港 ◎ 林行止 240

EB000356 遠景 ﹝現代論叢﹞ 1998 y(7IJ5H3*TKPSNR( 痼疾初發 ◎ 林行止 240

EB000357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PSOO( 如何是好 ◎ 林行止 240

EB000358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QKSR( 英倫采風 (四 ) ◎ 林行止 240

EB000359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QKOT( 終成畫餅 ◎ 林行止 240

EB000360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QKPQ( 本末倒置 ◎ 林行止 240

EB000361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QKQN( 通縮出現 ◎ 林行止 240

EB000362 遠景 ﹝現代論叢﹞ 1999 y(7IJ5H3*TKQKRK( 藥石亂投 ◎ 林行止 240

EB000363 遠景 ﹝現代論叢﹞ 2000 y(7IJ5H3*TKQMQL( 有法無天 ◎ 林行止 240

EB000364 遠景 ﹝現代論叢﹞ 2000 y(7IJ5H3*TKQMRS( 墬入錢網 ◎ 林行止 240

EB000365 遠景 ﹝現代論叢﹞ 2000 y(7IJ5H3*TKQMSP( 內部腐爛 ◎ 林行止 240

EB000366 遠景 ﹝現代論叢﹞ 2000 y(7IJ5H3*TKQMTM( 千年祝福 ◎ 林行止 240

EB000367 遠景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3*TKQRNP( 極度亢奮 ◎ 林行止 240

EB000368 遠景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3*TKQROM( 王牌在握 ◎ 林行止 240

EB000369 遠景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3*TKQRPT( 破網急墬 ◎ 林行止 240

EB000370 遠景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3*TKQRQQ( 主席發火 ◎ 林行止 240

EB000371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QSRM( 閒在心上 ◎ 林行止 240

EB000372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QTLT( 迫你花錢 ◎ 林行止 240

EB000373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QTKM( 少睡多金 ◎ 林行止 240

EB000374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QSTQ( 中國制造 ◎ 林行止 240

EB000375 遠景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3*TKQSST( 風雷魍魎 ◎ 林行止 240

EB000376 遠景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3*TKRLPM( 拈來趣味 ◎ 林行止 240

EB000377 遠景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3*TKRLOP( 通縮凝重 ◎ 林行止 240

EB000378 遠景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3*TKRLNS( 五年浩劫 ◎ 林行止 240

EB000379 遠景 ﹝現代論叢﹞ 2003 y(7IJ5H3*TKRLML( 如是我云 ◎ 林行止 240

EB000380 遠景 ﹝現代論叢﹞ 1996 y(7IJ5H3*TKRLLO( 重藍輕白 ◎ 林行止 240

EB000381 遠景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3*TKRMPL( 局勢高危 ◎ 林行止 240

EB000382 遠景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3*TKRMOO( 橫行天下 ◎ 林行止 240

EB000383 遠景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3*TKRMNR( 港人驅魔 ◎ 林行止 240

EB000384 遠景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3*TKRMMK( 舞袖長風 ◎ 林行止 240

EB000385 遠景 ﹝現代論叢﹞ 2005 y(7IJ5H3*TKRQPR( 政災禽禍 ◎ 林行止 240



 - 012 -

．
︹
現
代
論
叢
︺
．

EB000386 遠景 ﹝現代論叢﹞ 2005 y(7IJ5H3*TKRQOK( 泰山壓頂 ◎ 林行止 240

EB000387 遠景 ﹝現代論叢﹞ 2005 y(7IJ5H3*TKRQQO( 餘暉夕照 ◎ 林行止 240

EB000388 遠景 ﹝現代論叢﹞ 2005 y(7IJ5H3*TKRQNN( 單邊極右 ◎ 林行止 240

EB000389 遠景 ﹝現代論叢﹞ 2006 y(7IJ5H3*TKRRNM( 蕩魄驚魂 ◎ 林行止 240

EB000390 遠景 ﹝現代論叢﹞ 2006 y(7IJ5H3*TKRROT( 禍從天降 ◎ 林行止 240

EB000391 遠景 ﹝現代論叢﹞ 2006 y(7IJ5H3*TKRRPQ( 老手新丁 ◎ 林行止 240

EB000392 遠景 ﹝現代論叢﹞ 2006 y(7IJ5H3*TKRRQN( 無無價寶 ◎ 林行止 240

EB000393 遠景 ﹝現代論叢﹞ 2007 y(7IJ5H3*TKRSPP( 最佳投資 ◎ 林行止 260

EB000394 遠景 ﹝現代論叢﹞ 2007 y(7IJ5H3*TKRSOS( 四出採購 ◎ 林行止 260

EB000395 遠景 ﹝現代論叢﹞ 2007 y(7IJ5H3*TKRSNL( 三十三年 ◎ 林行止 260

EB000396 遠景 ﹝現代論叢﹞ 2007 y(7IJ5H3*TKRSMO( 模棱不可 ◎ 林行止 260

EB000397 遠景 ﹝現代論叢﹞ 2008 y(7IJ5H3*TKSQQL( 政股合一 ◎ 林行止 260

EB000398 遠景 ﹝現代論叢﹞ 2008 y(7IJ5H3*TKSQPO( 資源吃香 ◎ 林行止 260

EB000399 遠景 ﹝現代論叢﹞ 2008 y(7IJ5H3*TKSQRS( 次按驟變 ◎ 林行止 260

EB000400 遠景 ﹝現代論叢﹞ 2008 y(7IJ5H3*TKSQOR( 鏡花水月 ◎ 林行止 260

EB000401 遠景 ﹝現代論叢﹞ 2009 y(7IJ5H3*TKSROQ( 犧牲股民 ◎ 林行止 260

EB000402 遠景 ﹝現代論叢﹞ 2009 y(7IJ5H3*TKSRPN( 中國情緣 ◎ 林行止 260

EB000403 遠景 ﹝現代論叢﹞ 2009 y(7IJ5H3*TKSRQK( 正視政事 ◎ 林行止 260

EB000404 遠景 ﹝現代論叢﹞ 2009 y(7IJ5H3*TKSRRR( 婪火焚城 ◎ 林行止 260

EB000405 蘭臺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0*OMMOKP( 歷史與文化論叢 ◎ 350

EB000406 蘭臺 ﹝現代論叢﹞ 2007 y(7IJ8G7*QMQPNK( 如斯集―古今人事新談 ◎ 王仲孚 250

EB000407 蘭臺 ﹝現代論叢﹞ 2001 y(7IJ5H9*LPOOTT( 杜鵑含苞早放花 ◎ 吳自甦 270

EB000408 蘭臺 ﹝現代論叢﹞ 2006 y(7IJ8G7*QMQOSQ( 序言小集 ◎ 王仲孚 200

EB000409 黎明文化 ﹝現代論叢﹞ 2002 y(7IJ5H1*QKQOLP( 煙雲憶履 [平 ] ◎ 鄧海翔 320

EB000410 黎明文化 ﹝現代論叢﹞ 2004 y(7IJ5H1*QKRKTM( 採拾鴻篇二 [平 ] ◎ 編譯部主編 450

EB000411 黎明文化 ﹝現代論叢﹞ 2007 命運在自己手中 [平 ] ◎ 220

EB000412 靜思 ﹝現代論叢﹞ 2002 y(7IJ8G8*KKPMLL( 我是謝坤山 ◎ 謝坤山 250

EB000413 米娜貝爾 ﹝各國論叢﹞ 2002 y(7IJ5H0*OTMRON( 寫給未出世的你 (米娜貝爾 ) ◎ 阿爾貝 .雅 200

EB000414 台灣商務 ﹝清代叢書﹞ 1989 y(7IJ5H0*PLLNLO( 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 -學術文之部 ◎ 文復會四庫小組主編 3800

EB000415 台灣商務 ﹝清代叢書﹞ 1991 y(7IJ5H0*PKMSMO( 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 ◎ 文復會四庫小組主編 3150

EB000416 台灣商務 ﹝清代叢書﹞ 1991 y(7IJ5H0*PKMSLR( 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 ◎ 文復會四庫小組主編 3600

EB000417 台灣商務 ﹝清代叢書﹞ 1998 y(7IJ5H0*PLOOOP( 四庫全書補正 -史部 ◎ 國立故宮博物院主編 3000

EB000418 台灣商務 ﹝清代叢書﹞ 1999 y(7IJ5H0*PLQMRM( 四庫全書補正 -子部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3000

EB000419 台灣商務 ﹝清代叢書﹞ 1995 y(7IJ5H0*PLMKKR( 四庫全書補正－經部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500

EB000420 國史館 ﹝族姓叢書﹞ 1947 祖籍與姓氏 ◎ 林衡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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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421 三民書局 ﹝自著叢書﹞ 1979 y(7IJ5H1*TKQPNT( 孟武自選文集 (平 ) ◎ 薩孟武 156

EB000422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2006 y(7IJ5H1*OOMOPR( 經學概述 ◎ 裴普賢 200

EB000423 台灣商務 ﹝經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QPQ( 五經四書說略 ◎ 李思敬 著 140

EB000424 台灣商務 ﹝經學總論﹞ 1968 y(7IJ5H0*PLNPOR( 群經概論 ◎ 周予同 著 160

EB000425 萬卷樓 ﹝經學總論﹞ 1993 y(7IJ5H7*NTKMQO( 經書淺談 ◎ 楊伯峻等 120

EB000426 蘭臺 ﹝經學總論﹞ 2000 y(7IJ5H0*OMMMKR( 經學大要 ◎ 630

EB000427 黎明文化 ﹝經學總論﹞ 1981 經學研究論集 [精 ] ◎ 王精芝 210

EB000428 黎明文化 ﹝經學總論﹞ 1992 群經述要 [平 ] ◎ 高明 110

EB000429 正中書局 ﹝經學總論﹞ 1994 y(7IJ5H0*TKSTOR( 論語會箋 (修訂本 ) ◎ 徐英 編著 195

EB000430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1972 y(7IJ5H1*OLPPKP( 五經四書要旨 (精 ) ◎ 盧元駿 110

EB000431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1994 y(7IJ5H1*OLPPLM( 五經四書要旨 ◎ 盧元駿 70

EB000432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1994 y(7IJ5H1*OKSNTM( 經典常談 ◎ 朱自清 70

EB000433 萬卷樓 ﹝經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NTP( 慶祝周一田先生七秩誕辰論文集 ◎ 編委會 400

EB000434 台灣商務 ﹝經學總論﹞ 1966 y(7IJ5H0*PKQKTT( 中國經學史 ◎ 馬宗霍 著 140

EB000435 萬卷樓 ﹝經學總論﹞ 1996 y(7IJ5H7*NTLPPL( 經學史 ◎ 連清吉等 360

EB000436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2003 y(7IJ5H1*TKLRLS(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 錢穆著 380

EB000437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LQ( 西漢經學源流 (精 ) ◎ 王葆玹 367

EB000438 萬卷樓 ﹝經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PQM( 古今兼綜―兩漢經學 ◎ 王葆玹 200

EB000439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MN( 西漢經學源流 (平 ) ◎ 王葆玹 300

EB000440 三民書局 ﹝經學總論﹞ 2008 y(7IJ5H1*TMTOOQ( 西漢經學源流 (二版 ) ◎ 王葆玹 360

EB000441 萬卷樓 ﹝經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QSP( 宋初經學發展述論 ◎ 馮曉庭 260

EB000442 黎明文化 ﹝易經﹞ 1988 易理述要 [平 ] ◎ 葉繼業 150

EB000443 國家 ﹝易經﹞ 2009 y(7IJ5H3*QLLQKS( 五經金言 [譯注本 ] ◎ 汪雙六等 250

EB000444 萬卷樓 ﹝易經﹞ 1996 y(7IJ5H7*NTLOTK( 十三經概論 (上 下 ) ◎ 夏傳才 600

EB000445 萬卷樓 ﹝易經﹞ 2001 y(7IJ5H7*NTNPKK( 儒家經典—十三經簡述 ◎ 孟世凱 200

EB000446 三民書局 ﹝書經﹞ 2005 y(7IJ5H1*OOLPOM( 新譯尚書讀本 (平 ) ◎ 郭建勳 -注譯 240

EB000447 黎明文化 ﹝詩經﹞ 1989 詩經研究論集 [精 ] ◎ 熊公哲 260

EB000448 黎明文化 ﹝禮﹞ 1993 y(7IJ5H1*QKMSOO( 禮儀之邦的寶典 ---禮記 [平 ] ◎ 黃俊郎 190

EB000449 黎明文化 ﹝春秋﹞ 1989 春秋三傳研究論集 [精 ] ◎ 戴君仁 250

EB000450 黎明文化 ﹝四書﹞ 1981 論孟研究論集 [平 ] ◎ 錢穆 180

EB000451 黎明文化 ﹝四書﹞ 1981 論孟研究論集 [精 ] ◎ 錢穆 215

EB000452 黎明文化 ﹝四書﹞ 1989 y(7IJ5H1*QKMLOL( 新註新譯四書讀本 [精 ] ◎ 賴明德 360

EB000453 台灣商務 ﹝群經總義﹞ 1957 y(7IJ5H0*PLMRMO( 經子解題 ◎ 呂思勉 著 200

EB000454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5 y(7IJ5H1*OLORMK( 123.哲學與文化 (精 ) ◎ 吳經熊 110

EB000455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2006 y(7IJ5H1*ONQTQS( 想一想哲學問題 ◎ 林正弘主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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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456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2008 y(7IJ5H1*OPKQKP( 哲學在哪裡 ? ◎ 葉海煙 220

EB000457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2003 y(7IJ5H1*TKLTMN( 哲學十大問題 (精 ) ◎ 鄔昆如著 220

EB000458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2005 y(7IJ5H1*TKLTNK( 哲學十大問題 (平 ) ◎ 鄔昆如 150

EB000459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3 y(7IJ5H1*TKLTSP( 哲學的智慧與歷史的聰明 (精 ) ◎ 何秀煌 167

EB000460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KMT( 哲學與思想 (精 ) ◎ 王曉波 267

EB000461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92 y(7IJ5H1*TKMKON( 內心悅樂之源泉 (精 ) ◎ 吳經熊 211

EB000462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9 y(7IJ5H1*TKMKRO( 知識‧理性與生命 (平 ) ◎ 孫寶琛 111

EB000463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LOM( 哲學演講錄 (精 ) ◎ 吳怡著 133

EB000464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78 y(7IJ5H1*TKMMKN( 比較哲學與文化 (一 )(精 ) ◎ 吳森著 300

EB000465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7 y(7IJ5H1*TKMMLK( 比較哲學與文化 (一 )(平 ) ◎ 吳森著 211

EB000466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MMR( 比較哲學與文化 (二 )(精 ) ◎ 吳森著 267

EB000467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MNO( 比較哲學與文化 (二 )(平 ) ◎ 吳森著 200

EB000468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OMP( 邁向未來的哲學思考 (精 ) ◎ 項退結 278

EB000469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99 y(7IJ5H1*TMNKLR( 記號‧意識與典範―記號文化與記號人性 (精 ) ◎ 何秀煌 240

EB000470 三民書局 ﹝哲學總論﹞ 1999 y(7IJ5H1*TMNKMO( 記號‧意識與典範―記號文化與記號人性 (平 ) ◎ 何秀煌 170

EB000471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92 y(7IJ5H0*PKQLKP( 哲學大綱 ◎ 吳 康 著 450

EB000472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2009 y(7IJ5H0*PMNPMM( 給青年的幸福人生書―學習人生、愛與寬容 ◎ 呂克‧費希 320

EB000473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65 y(7IJ5H0*PKSNLO( 哲學概論 ◎ 范 錡 著 160

EB000474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94 y(7IJ5H0*PKSNPM( 哲學子午線 ◎ 陳永明 著 200

EB000475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70 y(7IJ5H0*PKSNOP( 簡易哲學 ◎ 閔明我 著 110

EB000476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66 y(7IJ5H0*PLNPPO( 哲學概論 ◎ 戴明我 譯 260

EB000477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67 y(7IJ5H0*PKNORK( 康德與現代哲學 ◎ 余又蓀 譯 117

EB000478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88 y(7IJ5H0*PKOORR( 人的哲學 -論「科學與理性」的基礎 ◎ 金觀濤 著 81

EB000479 台灣商務 ﹝哲學總論﹞ 1980 y(7IJ5H0*PKNQTM( 孟子待解錄 ◎ 陳大齊 著 198

EB000480 萬卷樓 ﹝哲學總論﹞ 1990 y(7IJ5H9*KLSMRM( 左派王學 ◎ 嵇文甫 80

EB000481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1 尚書研究論集 [平 ] ◎ 劉德漢 145

EB000482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1 尚書研究論集 [精 ] ◎ 劉德漢 180

EB000483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6 高明經學論叢 [平 ] ◎ 高明 150

EB000484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7 祁克果與現代人生 [平 ] ◎ 陳俊輝 200

EB000485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7 祁克果與現代人生 [精 ] ◎ 陳俊輝 240

EB000486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8 中國哲學叢論提要 [平 ] ◎ 本公司 130

EB000487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9 周易與懷德海之間 [平 ] ◎ 唐力權 220

EB000488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9 y(7IJ5H1*QKNMOR( 華嚴宗哲學 [平 ] ◎ 方東美 250

EB000489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89 y(7IJ5H1*QKNMPO( 華嚴宗哲學 [平 ] ◎ 方東美 250

EB000490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1 老子學術思想 [平 ] ◎ 張揚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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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491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OTQ( 思辨與抉擇 [平 ] ◎ 160

EB000492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TPK( 科學哲學與人生 [精 ] ◎ 方東美 210

EB000493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TNQ(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精 ] ◎ 方東美 250

EB000494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RPT( 現代哲學論衡 [平 ] ◎ 沈清松 280

EB000495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LLO( 中國學術名著提要 [哲學卷 ]二 [精 ] ◎ 周谷城總主編 650

EB000496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KKS( 老子考證 [平 ] ◎ 張揚明 180

EB000497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5 y(7IJ5H1*QKNTTP( 老子考證 [精 ] ◎ 張揚明 230

EB000498 黎明文化 ﹝哲學總論﹞ 1998 y(7IJ5H1*QKPMQP( 心靈的華唱 [平 ] ◎ 易齊 250

EB000499 正中書局 ﹝哲學總論﹞ 1989 y(7IJ5H0*TKKKSS( 哲學概論 (部定大學用書 )(平 )吳康 ◎ 吳康、周世輔合著 175

EB000500 正中書局 ﹝哲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OQT( 哲學入門 ◎ 傅佩榮 110

EB000501 正中書局 ﹝哲學總論﹞ 1994 y(7IJ5H0*TKSTTM( 兩種自由的追求：莊子與沙特 ◎ 劉笑敢 著 125

EB000502 群學文化 ﹝哲學理論﹞ 2007 y(7IJ8G8*MTSMTN( 何謂哲學問題 Was ist ein >philosophischers< Problem ◎ 尤沃金 .舒爾
特 (Joachim Sxhulte), 吳威 . 尤斯圖斯 . 文哲 (Uwe Justus Wenzel) 著 李中文 譯

250

EB000503 台灣商務 ﹝哲學理論﹞ 1966 y(7IJ5H0*PLLLKT( 哲學中的科學方法 ◎ 王星拱 譯 220

EB000504 三民書局 ﹝哲學辭典﹞ 1979 y(7IJ5H1*TKLSOS( 文化哲學講錄 (一 )(精 ) ◎ 鄔昆如 233

EB000505 三民書局 ﹝哲學辭典﹞ 1982 y(7IJ5H1*TKLSQM( 文化哲學講錄 (二 )(精 ) ◎ 鄔昆如 200

EB000506 三民書局 ﹝哲學辭典﹞ 1983 y(7IJ5H1*TKLSSQ( 文化哲學講錄 (三 )(精 ) ◎ 鄔昆如 189

EB000507 三民書局 ﹝哲學辭典﹞ 1983 y(7IJ5H1*TKLTKT( 文化哲學講錄 (四 )(精 ) ◎ 鄔昆如 233

EB000508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1*OMKQNT( 七十浮跡―生活體驗的思考 ◎ 項退結 178

EB000509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5 y(7IJ5H1*OMMSMO( 哲學思考漫步 ◎ 劉述先 190

EB000510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6 y(7IJ5H1*OMMTOR( 走我自己的路 (新訂版 )(平 ) ◎ 李澤厚 480

EB000511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6 y(7IJ5H1*OMOTOL( 我的哲學提綱 (精 ) ◎ 李澤厚 300

EB000512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6 y(7IJ5H1*OMOTPS( 走我自己的路 (新訂版 )(精 ) ◎ 李澤厚 550

EB000513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2005 y(7IJ5H1*OOMMOM( 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 王文方 220

EB000514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2006 y(7IJ5H1*OOQLOL( 科幻世界的哲學凝視 ◎ 陳瑞麟 230

EB000515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2007 y(7IJ5H1*OORKMP( 走訪哲學後花園 ◎ 周慶華 170

EB000516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0 y(7IJ5H1*TKKRMS( 文化哲學講錄 (五 )(精 ) ◎ 鄔昆如 278

EB000517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0 y(7IJ5H1*TKKRNP( 文化哲學講錄 (五 )(平 ) ◎ 鄔昆如 211

EB000518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79 y(7IJ5H1*TKLSPP( 文化哲學講錄 (一 )(平 ) ◎ 鄔昆如 167

EB000519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82 y(7IJ5H1*TKLSRT( 文化哲學講錄 (二 )(平 ) ◎ 鄔昆如 144

EB000520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83 y(7IJ5H1*TKLSTN( 文化哲學講錄 (三 )(平 ) ◎ 鄔昆如 133

EB000521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86 y(7IJ5H1*TKLTLQ( 文化哲學講錄 (四 )(平 ) ◎ 鄔昆如 167

EB000522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83 y(7IJ5H1*TKLTQL( 哲學智慧的尋求 (精 ) ◎ 何秀煌 200

EB000523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83 y(7IJ5H1*TKLTRS( 哲學智慧的尋求 (平 ) ◎ 何秀煌 133

EB000524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0 y(7IJ5H1*TKLTTM( 哲學的智慧與歷史的聰明 (平 ) ◎ 何秀煌 111

EB000525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88 y(7IJ5H1*TKMKNQ( 哲學與思想 (平 ) ◎ 王曉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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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526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1*TKNKTP( 中世哲學趣談 (平 ) ◎ 鄔昆如 167

EB000527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2 y(7IJ5H1*TLOONP( 人性‧記號與文明―語言‧邏輯與記號世界 (精 ) ◎ 何秀煌 233

EB000528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2 y(7IJ5H1*TLOOOM( 人性‧記號與文明―語言‧邏輯與記號世界 (平 ) ◎ 何秀煌 167

EB000529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1*TLPORK( 哲學與思想―胡秋原選集第二卷 (精 ) ◎ 胡秋原 356

EB000530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1*TLPOSR( 哲學與思想―胡秋原選集第二卷 (平 ) ◎ 胡秋原 289

EB000531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1*TLQPML( 從哲學的觀點看 (精 ) ◎ 關子尹 311

EB000532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1*TLQPNS( 從哲學的觀點看 (平 ) ◎ 關子尹 244

EB000533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5 y(7IJ5H1*TLRPOM( 文化哲學講錄 (六 )(精 ) ◎ 鄔昆如 278

EB000534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5 y(7IJ5H1*TLRPPT( 文化哲學講錄 (六 )(平 ) ◎ 鄔昆如 211

EB000535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7 y(7IJ5H1*TMKTTN( 煮酒論思潮 (精 ) ◎ 陳奎德 500

EB000536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7 y(7IJ5H1*TMLKKQ( 煮酒論思潮 (平 ) ◎ 陳奎德 430

EB000537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7 y(7IJ5H1*TMLNMR( 傳統‧現代與記號學―語言‧文化和理論的移植 (精 ) ◎ 何秀煌 210

EB000538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7 y(7IJ5H1*TMLNNO( 傳統‧現代與記號學―語言‧文化和理論的移植 (平 ) ◎ 何秀煌 140

EB000539 三民書局 ﹝哲學論文集﹞ 1996 y(7IJ5H1*OMLPPL( 我的哲學提綱 (平 ) ◎ 李澤厚 230

EB000540 台灣商務 ﹝哲學論文集﹞ 1993 y(7IJ5H0*PKRLPR( 生活的哲學 (What is Philosophy?) ◎ Preludio Rio 等譯 140

EB000541 台灣商務 ﹝哲學論文集﹞ 2009 y(7IJ5H0*PMOLLQ( 極現與統合―新藝術與科學十六講 ◎ 史作檉 200

EB000542 台灣商務 ﹝哲學論文集﹞ 1997 y(7IJ5H0*PLNQSO( 烏鴉的困惑－穿梭於科學與哲學之間 ◎ 李逆熵 編著 140

EB000543 台灣商務 ﹝哲學論文集﹞ 1998 y(7IJ5H0*PLPONP( 精神學研究第一輯 ◎ 李紹崑 編 500

EB000544 台灣商務 ﹝哲學論文集﹞ 1994 y(7IJ5H0*PKTMTS( 陳百年先生文集 -第三輯 理則與倫理講話 ◎ 陳大齊 著 450

EB000545 米娜貝爾 ﹝哲學論文集﹞ 2002 y(7IJ5H0*OTMRMT( 獻給非哲學的小哲學 (米娜貝爾 ) ◎ 阿爾貝 .雅 250

EB000546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2002 y(7IJ5H1*OKMLSP( 比較主義 ◎ 張亞澐 230

EB000547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84 y(7IJ5H1*OLOLOK( 思想方法 (精 ) ◎ 秀河著 110

EB000548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2007 y(7IJ5H1*OORSRM( 哲學三慧 ◎ 方東美 130

EB000549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90 y(7IJ5H1*TKKPSM(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精 ) ◎ 錢穆著 200

EB000550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91 y(7IJ5H1*TKMMRM( 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哲學與宗教二集 (平 ) ◎ 傅偉勳 256

EB000551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88 y(7IJ5H1*TKMOSR(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傳統」與「現代」理性的結合 (精 ) ◎ 成中英 211

EB000552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86 y(7IJ5H1*TKMPKK(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精 ) ◎ 劉君燦 211

EB000553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86 y(7IJ5H1*TKMPQM( 現代存在思想家 (精 ) ◎ 項退結 256

EB000554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95 y(7IJ5H1*TLQQTT( 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 (精 ) ◎ 蔡茂松 570

EB000555 台灣商務 ﹝思想學術概說﹞ 1991 y(7IJ5H0*PKNLTR( 中國思想研究法 ◎ 蔡尚思 著 180

EB000556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LQ(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一） ◎ 220

EB000557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MN(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二） ◎ 370

EB000558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NK(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三） ◎ 300

EB000559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OR(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四） ◎ 320

EB000560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PO(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五） ◎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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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561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QL(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六） ◎ 210

EB000562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RS(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七） ◎ 340

EB000563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SP(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八） ◎ 370

EB000564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TM(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九） ◎ 210

EB000565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LKS(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書（十） ◎ 220

EB000566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KKT( 中國學術思想史小叢書（10本 / 套） ◎ 2850

EB000567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LMM( 孔學小叢書（套） ◎ 1230

EB000568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0 y(7IJ5H0*OMMLRR( 中國學術小叢書（套） ◎ 1780

EB000569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1 y(7IJ5H9*LPOQOM( 中國史學小叢書（套） ◎ 1460

EB000570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1 y(7IJ5H9*LPONRQ( 中國思想史 ◎ 190

EB000571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1 y(7IJ5H0*OMMNKQ(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 120

EB000572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1 y(7IJ5H9*LPOQMS( 中國思想史小叢書 甲編（套） ◎ 880

EB000573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1 y(7IJ5H9*LPOOPL( 雙溪獨語 ◎ 360

EB000574 蘭臺 ﹝思想學術概說﹞ 2001 y(7IJ5H9*LPOQNP( 中國思想史小叢書 乙編（套） ◎ 1860

EB000575 黎明文化 ﹝思想學術概說﹞ 1994 y(7IJ5H1*QKNNKS( 孟子思想研究 [平 ] ◎ 葉繼業 130

EB000576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98 y(7IJ5H1*TKMOQN( 思想的貧困 (精 ) ◎ 韋政通 300

EB000577 三民書局 ﹝思想學術概說﹞ 1985 y(7IJ5H1*TKMORK( 思想的貧困 (平 ) ◎ 韋政通 230

EB000578 法鼓文化 ﹝中國思想學術﹞ 1990 W(00BB0A*LKKNTL( 張九成思想之研究 ◎ 150

EB000579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OMMLRQ(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平 ) ◎ 李澤厚 260

EB000580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OMOSTR(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精 ) ◎ 李澤厚 330

EB000581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0 y(7IJ5H1*TKLPMR(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 ) ◎ 錢穆著 222

EB000582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85 y(7IJ5H1*TKLPQP(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三 ) ◎ 錢穆著 233

EB000583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KLPST(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四 ) ◎ 錢穆著 256

EB000584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KLQKM(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五 ) ◎ 錢穆著 256

EB000585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85 y(7IJ5H1*TKLQMQ(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六 ) ◎ 錢穆著 211

EB000586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2 y(7IJ5H1*TLOMLN(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下 )(精 ) ◎ 韋政通 533

EB000587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2004 y(7IJ5H1*TMRPNO(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 錢穆著 140

EB000588 台灣商務 ﹝中國思想學術﹞ 1978 y(7IJ5H0*PKPKSP( 孔孟荀的道德思想 ◎ 楊承彬 撰 90

EB000589 蘭臺 ﹝中國思想學術﹞ 2000 y(7IJ5H0*OMMMNS( 學術思想遺稿 ◎ 190

EB000590 蘭臺 ﹝中國思想學術﹞ 2000 y(7IJ5H0*OMMMML(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 240

EB000591 蘭臺 ﹝中國思想學術﹞ 2000 y(7IJ5H9*LPOMQK( 我的治學心路歷程 ◎ 林繼平 320

EB000592 黎明文化 ﹝中國思想學術﹞ 1983 儒家思想與中華文化研究論集 [精 ] ◎ 高明 240

EB000593 黎明文化 ﹝中國思想學術﹞ 1986 學庸研究論集 [精 ] ◎ 吳康 195

EB000594 黎明文化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QKKTTO( 莊周風貌 [平 ] ◎ 楊儒賓 250

EB000595 黎明文化 ﹝中國思想學術﹞ 儒家思想研究論集 (一 )[平 ] ◎ 程發韌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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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596 黎明文化 ﹝中國思想學術﹞ 儒家思想研究論集 (二 )[平 ] ◎ 華仲麔 280

EB000597 正中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0*TKRPMK( 西方思想家論中國 ◎ 周陽山、傅偉勳 160

EB000598 正中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0*TKRPMK( 西方思想家論中國 ◎ 周陽山、傅偉勳 160

EB000599 正中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0*TLKPNR( 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 ◎ 劉笑敢 等 300

EB000600 台灣商務 ﹝中國思想學術﹞ 1979 y(7IJ5H0*PLKQML(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 ◎ 林 尹 著 220

EB000601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1*TKLPOL(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二 ) ◎ 錢穆著 278

EB000602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1*TKLPPS(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二 ) ◎ 錢穆著 211

EB000603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1*TKLPRM(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三 ) ◎ 錢穆著 167

EB000604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KLPTQ(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四 ) ◎ 錢穆著 189

EB000605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KLQLT(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五 ) ◎ 錢穆著 189

EB000606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85 y(7IJ5H1*TKLQNN(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六 ) ◎ 錢穆著 156

EB000607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1*TKLQOK(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 ) ◎ 錢穆著 322

EB000608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3 y(7IJ5H1*TKLQPR(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 ) ◎ 錢穆著 256

EB000609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2005 y(7IJ5H1*TMPPKT(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一 ) ◎ 錢穆 250

EB000610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2006 y(7IJ5H1*TMSMQP(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八 ) ◎ 錢穆 320

EB000611 蘭臺 ﹝中國思想學術﹞ 2005 y(7IJ8G7*QMQMKM( 著乎竹帛 -中國古代思想與學派 ◎ 邢 文 450

EB000612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OMMNQR(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平 ) ◎ 李澤厚 360

EB000613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OMOSSK(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精 ) ◎ 李澤厚 430

EB000614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LNNLP(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上 )(精 ) ◎ 韋政通 500

EB000615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LNNMM(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上 )(平 ) ◎ 韋政通 433

EB000616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2 y(7IJ5H1*TLOMMK(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下 )(平 ) ◎ 韋政通 467

EB000617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TMKOKP(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精 ) ◎ 余英時 350

EB000618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TMKOLM(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平 ) ◎ 余英時 280

EB000619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8 y(7IJ5H1*TMLORL(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 (精 ) ◎ 羅志田 290

EB000620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8 y(7IJ5H1*TMLOSS(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 (平 ) ◎ 羅志田 220

EB000621 台灣商務 ﹝中國思想學術﹞ 1995 y(7IJ5H0*PLKSSL(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 王爾敏 著 450

EB000622 台灣商務 ﹝中國思想學術﹞ 2008 y(7IJ5H0*PMNLLT( 清代學術概論 ◎ 梁啟超 160

EB000623 台灣商務 ﹝中國思想學術﹞ 1965 y(7IJ5H0*PKSLSP( 清代學術概論 ◎ 梁啟超 著 120

EB000624 台灣商務 ﹝中國思想學術﹞ 2009 y(7IJ5H0*PLLRLK(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錢 穆 著 900

EB000625 萬卷樓 ﹝中國思想學術﹞ 1999 y(7IJ5H7*NTMMQS( 現代化先鋒—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 ◎ 陳君聰 200

EB000626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OMMONP(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平 ) ◎ 李澤厚 270

EB000627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6 y(7IJ5H1*OMOTLK(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精 ) ◎ 李澤厚 340

EB000628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88 y(7IJ5H1*TKMONM( 邁向未來的哲學思考 (平 ) ◎ 項退結 211

EB000629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KSTKS( 近代思想史散論 (精 ) ◎ 龔鵬程 300

EB000630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1 y(7IJ5H1*TKSTLP( 近代思想史散論 (平 ) ◎ 龔鵬程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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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631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1994 y(7IJ5H1*TLRONQ( 兩極化與分寸感―近代中國精英思潮的病態心理分析 (精 ) ◎ 劉笑敢 322

EB000632 網路與書 ﹝中國思想學術﹞ 2008 y(7IJ8G6*SOLNLQ( 末那皈依 ◎ 錢文忠 250

EB000633 蘭臺 ﹝中國思想學術﹞ 2001 y(7IJ5H9*LPOPKP( 天才王國維及其他 ◎ 馬先醒 320

EB000634 三民書局 ﹝中國思想學術﹞ 2008 y(7IJ5H1*TMTMLR(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二版 ) ◎ 錢穆 230

EB000635 黎明文化 ﹝東方思想學術﹞ 1983 陳立夫儒家研究論集 [精 ] ◎ 陳立夫 320

EB000636 三民書局 ﹝東方思想學術﹞ 1995 y(7IJ5H1*TLQTST( 印度思想文化史―從傳統到現代 (精 ) ◎ 李志夫 460

EB000637 三民書局 ﹝東方思想學術﹞ 1995 y(7IJ5H1*TLQTTQ( 印度思想文化史―從傳統到現代 (平 ) ◎ 李志夫 400

EB000638 正中書局 ﹝人文學﹞ 1995 y(7IJ5H0*TLKLNL( 人文學導論 ◎ 羅鳳珠 200

EB000639 三民書局 ﹝人文學﹞ 1996 y(7IJ5H1*TLSRLQ( 現代與多元―跨學科的思考 (精 ) ◎ 周英雄主編 240

EB000640 三民書局 ﹝人文學﹞ 2003 y(7IJ5H1*TLSRMN( 現代與多元―跨學科的思考 (平 ) ◎ 周英雄主編 170

EB000641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7 y(7IJ5H1*OKSPSN(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三上 )(精 ) ◎ 勞思光 389

EB000642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6 y(7IJ5H1*OKSQKQ(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三下 )(精 ) ◎ 勞思光 333

EB000643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4 y(7IJ5H1*OKSQMK( 中國哲學發展史 ◎ 吳怡著 360

EB000644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1*OKSRPK( 思想方法導論 ◎ 何秀煌 260

EB000645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0 y(7IJ5H1*OLQLKQ( 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精 ) ◎ 成中英 110

EB000646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0 y(7IJ5H1*OLQLLN( 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平 ) ◎ 成中英 70

EB000647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2 y(7IJ5H1*TKMKPK( 內心悅樂之源泉 (平 ) ◎ 吳經熊 156

EB000648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1 y(7IJ5H1*TKMQKT(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精 ) ◎ 吳怡著 200

EB000649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4 y(7IJ5H1*TKMQLQ(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平 ) ◎ 吳怡著 144

EB000650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QNK( 中國人的路 (平 ) ◎ 項退結 311

EB000651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3 y(7IJ5H1*TKMSQT( 墨家哲學 (精 ) ◎ 蔡仁厚 200

EB000652 大堯 ﹝中國哲學總論﹞ 2007 y(7IJ8G6*RTMMON( 美語特教班 -發音特訓（25K+4CD） ◎ 廉谷 明子 199

EB000653 網路與書 ﹝中國哲學總論﹞ 2009 y(7IJ8G6*SOLLSR( 漫畫中國思想隨身大全 ◎ 蔡志忠 450

EB000654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67 y(7IJ5H0*PLKTMS( 新原道 ◎ 馮友蘭 著 200

EB000655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89 y(7IJ5H0*PLQKQR( 中國哲學大綱 ◎ 羅 光 著 350

EB000656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2 y(7IJ5H0*PKPKKT( 果庭文錄 ◎ 熊公哲 著 180

EB000657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0 y(7IJ5H0*PKMNMT( 孔子思辨方法評論 ◎ 譚宇權 著 333

EB000658 蘭臺 ﹝中國哲學總論﹞ 2001 y(7IJ5H0*OMMNOO( 晚學盲言（上） ◎ 530

EB000659 蘭臺 ﹝中國哲學總論﹞ 2001 y(7IJ5H0*OMMNPL( 晚學盲言（下） ◎ 460

EB000660 黎明文化 ﹝中國哲學總論﹞ 1989 y(7IJ5H1*QKORSR(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 [平 ] ◎ 180

EB000661 黎明文化 ﹝中國哲學總論﹞ 1989 宋明理學研究論集 [精 ] ◎ 馮炳奎 280

EB000662 黎明文化 ﹝中國哲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TMT(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平 ] ◎ 方東美 230

EB000663 黎明文化 ﹝中國哲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TLM(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精 ] ◎ 方東美 280

EB000664 黎明文化 ﹝中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PPL( 人文智慧一論語精髓 [平 ] ◎ 王熙元 310

EB000665 正中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2 y(7IJ5H0*TKRMLQ( 孔子學說論集 ◎ 陳大齊 著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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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666 正中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1 y(7IJ5H0*TKPLMK( 周易原義新證釋 ◎ 孫再生著 290

EB000667 正中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8 y(7IJ5H0*TKSKOQ( 四書新編 ◎ 江希張 編著 220

EB000668 正中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0*TKTQMN( 中國哲學的反省與新生 ◎ 蔡仁厚 230

EB000669 正中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0*TLKSKN( 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 ◎ 楊儒賓、黃俊傑編 270

EB000670 正中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0*TLKSKN( 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 ◎ 楊儒賓、黃俊傑編 270

EB000671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7 y(7IJ5H1*OMPLNT( 永恆與現在 ◎ 劉述先 280

EB000672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6 y(7IJ5H1*OOONML( 哲學與文化 ◎ 吳經熊 180

EB000673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4 y(7IJ5H1*TKMLPT( 哲學演講錄 (平 ) ◎ 吳怡著 78

EB000674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1*TKMNPR( 晚學盲言 (上 )(平 ) ◎ 錢穆著 410

EB000675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NRL( 晚學盲言 (下 )(平 ) ◎ 錢穆著 380

EB000676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RRR( 心學的現代詮釋 (平 ) ◎ 姜允明 244

EB000677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1 y(7IJ5H1*TLMRTK( 關心茶―中國哲學的心 (精 ) ◎ 吳怡著 211

EB000678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1 y(7IJ5H1*TLMSKQ( 關心茶―中國哲學的心 (平 ) ◎ 吳怡著 156

EB000679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1 y(7IJ5H1*TLMSNR( 中國哲學之路 (精 ) ◎ 項退結 267

EB000680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5 y(7IJ5H1*TLMSOO( 中國哲學之路 (平 ) ◎ 項退結 200

EB000681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PO( 儒道論述 (精 ) ◎ 吳光著 456

EB000682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QL( 儒道論述 (平 ) ◎ 吳光著 389

EB000683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1*TLTMNM( 思辯錄―思光近作集 (精 ) ◎ 勞思光 250

EB000684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1*TLTMOT( 思辯錄―思光近作集 (平 ) ◎ 勞思光 180

EB000685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1*TMKNOO( 生命的轉化 (精 ) ◎ 吳怡著 220

EB000686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6 y(7IJ5H1*TMKNPL( 生命的轉化 (平 ) ◎ 吳怡著 150

EB000687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7 y(7IJ5H1*TMKTNL( 哲學：理性與信仰 (精 ) ◎ 金春峰 250

EB000688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7 y(7IJ5H1*TMKTOS( 哲學：理性與信仰 (平 ) ◎ 金春峰 180

EB000689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8 y(7IJ5H1*TMMNNL( 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 (平 ) ◎ 石元康 260

EB000690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84 y(7IJ5H0*PKRKKN( 哲學‧心理‧教育 ◎ 李紹崑 著 180

EB000691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0*PKSMTL( 中國哲學研究論集 ◎ 陳俊民 著 250

EB000692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3 y(7IJ5H0*PKPKLQ( 果庭讀書錄 ◎ 熊公哲 著 405

EB000693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5 y(7IJ5H1*OKSPPM(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一 )(平 ) ◎ 勞思光 400

EB000694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1 y(7IJ5H1*OKSPRQ( 新編中國哲學史 (二 )(平 ) ◎ 勞思光 340

EB000695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5 y(7IJ5H1*ONTKRP(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三上 )(平 ) ◎ 勞思光 420

EB000696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6 y(7IJ5H1*ONTKSM(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三下 )(平 ) ◎ 勞思光 340

EB000697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SLP( 中國哲學史話 (三版 ) ◎ 吳怡；張起鈞 -著 300

EB000698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4 y(7IJ5H1*OOKTKN( 中國哲學史 (修訂二版 ) ◎ 周世輔 -著、周玉山 -修訂 360

EB000699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2008 y(7IJ5H0*PMNMLS( 中國哲學史大綱 ◎ 胡適 250

EB000700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3 y(7IJ5H0*PKQSTL( 中國哲學史 ◎ 馮友蘭 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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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701 國家 ﹝中國哲學總論﹞ 2004 y(7IJ5H3*QKSROP( 哲學史話 ◎ 谷　方 200

EB000702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2005 y(7IJ5H1*ONTSMM( 中國百位哲學家 (增訂三版 ) ◎ 黎建球 300

EB000703 三民書局 ﹝中國哲學總論﹞ 1992 y(7IJ5H1*TKMPSQ( 中國百位哲學家 (精 ) ◎ 黎建球 322

EB000704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POL( 公孫龍、呂不韋、韓非、陸賈 ◎ 文化會 .王壽南 主編 250

EB000705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PQP( 王充、王符、鄭玄、荀悅、仲長統、何晏、..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80

EB000706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RQN( 王安石、程顥、程頤、楊時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180

EB000707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ROT( 王通、玄奘、慧能、法藏、韓愈、羅隱 ...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20

EB000708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KNQ( 包世臣 .龔自珍 .魏源 .馮桂芬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50

EB000709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SOS( 朱熹 .呂祖謙 .陸九淵 .陳亮 .邱處機 .葉適 ...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70

EB000710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PMR( 周公、管子、老子、孔子、孫子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50

EB000711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SNL( 耶律楚材 .許衡 .方孝儒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00

EB000712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MKN( 胡適 .梁漱溟 .錢穆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20

EB000713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RPQ( 范仲淹、孫復、胡瑗、邵雍、周敦頤、司馬光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20

EB000714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KKP( 孫中山 .蔡元培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20

EB000715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SQM( 高攀龍 .劉宗周 .黃道周 .朱之瑜 .黃宗羲 ...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60

EB000716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LTR( 陳大齊 .太虛 .戴季陶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180

EB000717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SMO( 陳獻章 .王守仁 .李贄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00

EB000718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RNM( 陶弘景、智顗、吉藏、杜順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00

EB000719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MMR( 章炳麟 .歐陽竟無 .梁啟超 .馬一浮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00

EB000720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RMP( 嵇康、王弼、葛洪、郭象、道安、慧遠 .....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80

EB000721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KMT( 曾國藩 .郭嵩燾 .王韜 .薛福成 .鄭觀應 .胡禮垣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00

EB000722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MLK( 馮友蘭 .方東美 .唐君毅 .牟宗三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40

EB000723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PPS( 賈誼、董仲舒、劉安、劉向、揚雄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20

EB000724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LSK( 熊十力 .張君勱 .蔣中正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80

EB000725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KON( 劉獻廷 .李塨 .惠棟 .莊存與 .戴震 .阮元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50

EB000726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PNO( 墨子、商鞅、莊子、孟子、荀子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80

EB000727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KLM( 嚴復 .康有為 .譚嗣同 .吳敬恆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320

EB000728 台灣商務 ﹝中國哲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SPP( 顧炎武 .王夫之 .李顒 .顏元 ◎ 文復會 .王壽南 主編 250

EB00072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8 y(7IJ5H1*TKLLQT( 莊子 (精 ) ◎ 吳光明 260

EB00073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0 y(7IJ5H1*TKMTKQ( 韓非子析論 (精 ) ◎ 謝雲飛 240

EB00073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KPPMP( 莊子及其文學 (精 ) ◎ 黃錦鋐 170

EB00073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SSQL( 周易與儒道墨 (精 ) ◎ 張立文 300

EB00073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SSRS( 周易與儒道墨 (平 ) ◎ 張立文 233

EB00073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TMTNOR( 先秦諸子繫年 (二版 ) ◎ 錢穆 600

EB00073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0*PMLPMS( 先秦諸子 ◎ 王壽南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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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73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0*PLRQSM( 談儒話墨說道 -文思三部曲 ◎ 左海倫 著 300

EB000737 好名堂 ﹝先秦哲學﹞ 2007 y(7IJ8G6*TNROLP( 週休二日讀老子 ◎ 春牧 220

EB000738 雲龍 ﹝先秦哲學﹞ 2003 y(7IJ8G7*TNSMKQ( 重排新解 "道德經 " ◎ 丁振宗 260

EB000739 雲龍 ﹝先秦哲學﹞ 2002 y(7IJ8G7*TNSLNS( 智者的叮嚀 ◎ 李振綱 250

EB000740 雲龍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9*QQNSLQ( 宇宙的語言 :歸藏易 ◎ 紅鳳鳥 250

EB000741 國家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3*QLKLMK( 儒趣百圖 ◎ 王光漢等 200

EB000742 大冠 ﹝先秦哲學﹞ 2006 y(7IJ8G7*OROLRT( 易經來註圖解（注音版） ◎ 楊昇居士 650

EB000743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7*NTQNPS( 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 ◎ K梨華 360

EB000744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MQTP( 百花爭豔—諸子百家概說 ◎ 高 正 200

EB000745 出色文化 ﹝先秦哲學﹞ 2008 y(7IJ8G6*RPOLMS( 鬼谷子智慧 ◎ 徐磊 299

EB000746 出色文化 ﹝先秦哲學﹞ 2008 y(7IJ8G6*RPOLLL( 孟子智慧 ◎ 孟子 299

EB000747 出色文化 ﹝先秦哲學﹞ 2008 y(7IJ8G6*RPOLKO( 老子智慧 ◎ 凌永放 349

EB000748 出色文化 ﹝先秦哲學﹞ 2007 y(7IJ8G6*RPOKQR( 論語智慧 ◎ 凌永放 349

EB000749 出色文化 ﹝先秦哲學﹞ 2007 y(7IJ8G6*RPOKPK( 莊子智慧 ◎ 莊子 原著 399

EB000750 蘭臺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0*OMMLNT( 論語新解 ◎ 420

EB000751 蘭臺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0*OMMLOQ( 孔子與論語 ◎ 310

EB000752 蘭臺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0*OMMLPN( 孔子傳 ◎ 200

EB000753 蘭臺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0*OMMLQK( 四書釋義 ◎ 300

EB000754 蘭臺 ﹝先秦哲學﹞ 2005 y(7IJ8G7*QMQMRL( 中華文化基因 ◎ 毛文熊 220

EB000755 黎明文化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QKRKPO(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600

EB000756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0*TKQKPT( 老子研讀須知 ◎ 嚴靈峰 著 250

EB000757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1992 y(7IJ5H0*TKQLLK( 周易學新論 ◎ 孫再生 100

EB000758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0*TLLRSR( 諸子箋校新志 (反 ) ◎ 劉如瑛著 245

EB000759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0*TLSLRP( 布衣孔子（上） ◎ 李木生 280

EB000760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0*TLSLQS( 布衣孔子（下） ◎ 李木生 280

EB000761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0*TLSLSM(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論語 ◎ 李鍌 380

EB000762 正中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0*TLSLTT(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孟子、大學、 ◎ 李鍌 300

EB00076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1 y(7IJ5H1*TKMQQL( 先秦諸子論叢 (精 ) ◎ 唐端正 211

EB00076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KMQRS( 先秦諸子論叢 (平 ) ◎ 唐端正 180

EB00076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3 y(7IJ5H1*TKMQSP( 先秦諸子論叢 (續編 )(精 ) ◎ 唐端正 250

EB000766 國家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3*QLLLOL( 周易答問 ◎ 李保正 300

EB00076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OLRRLO( 易經繫辭傳解義 ◎ 吳怡注譯 200

EB000768 九歌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4*OOPNMP( 傅佩榮與青少年讀易經 ◎ 傅佩榮 230

EB00076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1 y(7IJ5H1*OKRQKT( 周易讀本 ◎ 黃慶萱 378

EB00077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MLRMS( 新譯易經讀本 (精 ) ◎ 郭建勳 -注譯；黃俊郎 -校閱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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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77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MLRNP( 新譯易經讀本 (二版 ) ◎ 郭建勳 -注譯、黃俊郎 -校閱 350

EB00077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1*OORRRN( 新譯乾坤經傳通釋 (平 ) ◎ 黃慶萱 200

EB000773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0*PLPMQS( 周易六十四卦通解 ◎ 朱高正 著 320

EB00077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0*PLQNTP( 易經白話例解 ◎ 朱高正 著 380

EB00077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8 y(7IJ5H0*PLNPNK( 周易集解 ◎ 李鼎祚 [唐 ]輯 300

EB00077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4 y(7IJ5H0*PKLTTP( 周易今註今譯 ◎ 南懷瑾 註譯 420

EB00077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0*PMOMPN( 周易今註今譯 (新版 ) ◎ 南懷瑾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460

EB00077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0*PLPSSQ( 周易注譯與研究 ◎ 陳鼓應 著 710

EB00077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1 y(7IJ5H0*PKOTKN( 周易理解 ◎ 傅隸樸 著 420

EB00078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LROKP( 周易縱橫談 (平 ) ◎ 黃慶萱 222

EB00078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LROON( 周易縱橫談 (精 ) ◎ 黃慶萱 289

EB00078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LSMMS( 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 (精 ) ◎ 成中英 470

EB00078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1*TLSMNP( 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 (平 ) ◎ 成中英 390

EB00078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TMTLMP( 周易縱橫談 (增訂二版 ) ◎ 黃慶萱 270

EB00078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2 y(7IJ5H0*PKOSNP( 實用易經 ◎ 張汝誠 著 280

EB00078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4 y(7IJ5H0*PKTTOQ( 易傳與道家思想 ◎ 陳鼓應 著 340

EB00078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0*PLRTTQ( 道家易學建構 ◎ 陳鼓應 著 250

EB000788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MPPS( 出土簡帛《周易》疏證 ◎ 趙建偉 500

EB00078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1*OMNPMO( 新譯孔子家語 (二版 ) ◎ 羊春秋 -注譯、周鳳五 -校閱 490

EB00079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MPPP( 儒家與現代中國 (平 ) ◎ 韋政通 178

EB00079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76 y(7IJ5H1*TKMRKS( 孔學漫談 (精 ) ◎ 余家菊 111

EB00079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MRLP( 孔學漫談 (平 ) ◎ 余家菊 55

EB00079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0 y(7IJ5H1*TKNMKK( 儒學的常與變 (精 ) ◎ 蔡仁厚 278

EB00079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0 y(7IJ5H1*TKNMLR( 儒學的常與變 (平 ) ◎ 蔡仁厚 211

EB000795 心理 ﹝先秦哲學﹞ 2009 y(7IJ8G1*TLMQMM( 儒家關係主義 -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 ◎ 黃光國著 550

EB00079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0*PLMLNR( 儒家哲學 ◎ 吳汝鈞 著 340

EB00079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0*PLSMPM( 儒學與中國宗教傳統 ◎ 陳詠明 著 350

EB00079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4 y(7IJ5H0*PKTQMP( 孔子與儒家 ◎ 閻 韜 著 140

EB000799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7*NTPMLO( 孔子家語通解 ◎ 楊朝明 900

EB000800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7*NTQNQP( 郭店楚簡儒家哲學研究 ◎ K君直 340

EB00080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8 y(7IJ5H1*TKMPMO( 恕道與大同 (精 ) ◎ 張起鈞 244

EB00080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8 y(7IJ5H1*TKMPNL( 恕道與大同 (平 ) ◎ 張起鈞 178

EB00080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6 y(7IJ5H1*TKOLTL( 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 (平 ) ◎ 黃俊傑 167

EB00080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TMLPTO(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精 ) ◎ 杜維明 220

EB00080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0*PLSKPO( 存在感與歷史感 -論儒學的實踐面相 ◎ 曾昭旭 著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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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80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0*PLSKOR( 良心教與人文教 -論儒學的宗教面相 ◎ 曾昭旭 著 240

EB00080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0*PLSKQL( 儒家傳統與現代生活 -論儒學的文化面相 ◎ 曾昭旭 著 240

EB000808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MSOS( 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 ◎ 龐 樸 300

EB000809 黎明文化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QKRKLQ(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650

EB00081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TMLQKK(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 (平 ) ◎ 杜維明 150

EB00081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1*TMRQPR( 上帝―儒教的至上神 ◎ 李申著 180

EB000812 國家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3*QKSSMK( 儒家史話 ◎ 孫開泰 200

EB000813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7 y(7IJ5H0*PLMQOT( 四書解題及其讀法 ◎ 錢基博 著 130

EB00081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NMRLR( 新譯四書讀本 (精 ) ◎ 謝冰瑩、賴炎元、邱燮友、劉正浩、李鍌、陳滿銘編譯 330

EB00081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1*ONMRMO( 新譯四書讀本 (平 )(六版 ) ◎ 謝冰瑩 -等編譯 250

EB00081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9 y(7IJ5H0*PLKQOP( 四書今註今譯 ◎ 楊亮功 註譯 700

EB000817 國家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3*QLLQLP( 四書金言 [譯注本 ] ◎ 李季林 250

EB00081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OQOKK( 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計 (三版 ) ◎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

310

EB00081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6 y(7IJ5H0*PKLKMP( 四書人物 ◎ 仇德哉 著 250

EB000820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7*NTLOKR( 四書的智慧 (增修版 ) ◎ 王開府 300

EB000821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2 y(7IJ5H7*NTNRTL( 學庸義理別裁 ◎ 陳滿銘 360

EB000822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7*NTOPML( 論孟義理別裁 ◎ 陳滿銘 400

EB00082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4 y(7IJ5H1*TKMPOS( 儒家與現代中國 (精 ) ◎ 韋政通 233

EB00082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OLQQNM(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合 ) ◎ 謝冰瑩等注譯 300

EB00082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LRSNM( 論語新注 (平 ) ◎ 陳冠學 220

EB00082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TMRRKL( 論語新解 (三版 ) ◎ 錢穆 420

EB00082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5 y(7IJ5H0*PKSNRQ( 論語今註今譯 ◎ 毛子水 註譯 280

EB00082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0*PMOMTL( 論語今註今譯 (新版 ) ◎ 毛子水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350

EB00082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1 y(7IJ5H0*PLNKOM( 論語選粹今譯 ◎ 陳大齊 著 220

EB000830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8 y(7IJ5H0*PLMRLR( 論語臆解 ◎ 陳大齊 著 270

EB000831 國家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3*QKSOQM( 論語評注 ◎ 陳國慶等 250

EB00083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1 y(7IJ5H0*PKQSPN( 論孟虛字集釋 ◎ 倪志僩 著 315

EB00083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LPNTP( 論語體認 ◎ 姚式川 700

EB00083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LPOKL( 論語體認 ◎ 姚式川 633

EB00083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TMTMTN( 論語體認 (二版 ) ◎ 姚式川 560

EB00083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0*PLTNNO( 讓孔子教我們愛 ◎ 曾昭旭 290

EB00083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0*PLMQQN( 論語人物論 ◎ 蔡仁厚 著 150

EB000838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5*ROOPKM( 孔子新說：肯定群我關係 ◎ 傅佩榮 160

EB000839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5*ROORLR( 孔子新說：展現人文之美 ◎ 傅佩榮 160

EB000840 國家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3*QKMMKK( 論語故事 ◎ 王進祥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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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841 國家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3*QLLOPP( 論語的處世智慧 ◎ 林雨桐 250

EB000842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7*NTPPTR( 論語思想史 ◎ 松川健二編林慶彰等合譯 600

EB000843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7*NTQMTR( 論語心解：從心性的修煉和體悟探索論語的真實意涵 ◎ 宋光宇 540

EB00084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1 y(7IJ5H1*ONPOOM(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後二十年 ◎ 王健文 140

EB00084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OOKMO( 雙 Q高手：孔子 ◎ 李寬宏 -著；王平 -繪 100

EB00084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3 y(7IJ5H1*TKMRMM( 孔子學說探微 (精 ) ◎ 林義正 244

EB00084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7 y(7IJ5H1*TKMRNT( 孔子學說探微 (平 ) ◎ 林義正 178

EB00084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1*TKPKRP( 孔子傳 (平 ) ◎ 錢穆著 200

EB00084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TMKLKS( 孔子 (精 ) ◎ 韋政通 290

EB00085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TMKLLP( 孔子 (平 ) ◎ 韋政通 220

EB00085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0*PLOPNR( 孔子語錄一百則 ◎ 丁往道 編譯 250

EB00085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0*PMLPSK( 孔子與孟子 ◎ 王壽南 120

EB000853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2 y(7IJ5H5*ROOMKP( 孔子新說：在考驗中成長 ◎ 傅佩榮 160

EB000854 國家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3*QKQQKO( 孔子的智慧 ◎ 陳　香 200

EB00085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NPLR( 新譯孔子家語 (精 ) ◎ 羊春秋 -注譯；周鳳五 -校閱 430

EB00085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9 y(7IJ5H0*PKPMNS( 孔門弟子志行考述 ◎ 蔡仁厚 著 200

EB000857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7*NTPOLM( 《論語》中之四科十子 ◎ 朱守亮 360

EB00085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7 y(7IJ5H0*PKLKKL( 大學今註今譯 ◎ 宋天正 註譯 60

EB00085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0*PMOMQK( 大學今註今譯 (新版 ) ◎ 宋天正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200

EB00086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1*OOKNRS( 新譯學庸讀本 (精 ) ◎ 王澤應注譯 190

EB00086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1*OOKNSP( 新譯學庸讀本 (平 ) ◎ 王澤應注譯 120

EB00086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1 y(7IJ5H0*PMMMPT( 學庸新解 (POD) ◎ 鄭曼青 注釋 150

EB000863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7 y(7IJ5H0*PKTTQK( 中庸今註今譯 ◎ 宋天正 註譯 100

EB00086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0*PMOMRR( 中庸今註今譯 (新版 ) ◎ 宋天正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230

EB000865 國家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3*QKTLNL( 中庸．大學評注 ◎ 楊　洪 200

EB00086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4 y(7IJ5H1*TKMRSO( 中庸誠的哲學 (精 ) ◎ 吳怡著 189

EB00086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KMRTL( 中庸誠的哲學 (平 ) ◎ 吳怡著 133

EB00086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8 y(7IJ5H1*TKMSKR( 中庸形上思想 (精 ) ◎ 高柏園 210

EB00086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MSLO( 中庸形上思想 (平 ) ◎ 高柏園 144

EB00087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4 y(7IJ5H1*TKMROQ( 孟學的現代意義 (精 ) ◎ 王支洪 178

EB00087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4 y(7IJ5H1*TKMRPN( 孟學的現代意義 (平 ) ◎ 王支洪 122

EB00087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LOOPT( 孟子 (精 ) ◎ 黃俊傑 289

EB00087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TMSMST( 孟子 (修訂二版 ) ◎ 傅偉勳、韋政通 -主編、黃俊傑 -著 220

EB00087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0*PMKQQS( 孟子的生活智慧 ◎ 劉錦賢 (著 ) 390

EB000875 國家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3*QKORRS( 孟子的智慧 ◎ 樵　叟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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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87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3 y(7IJ5H0*PKOPPM( 孟子今註今譯 ◎ 史次耘 註譯 280

EB00087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0*PMOMSO( 孟子今註今譯 (新版 ) ◎ 史次耘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440

EB000878 國家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3*QKTLTN( 孟子譯注 ◎ 任大援等 250

EB00087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LNONS( 孟學思想史論 (卷一 )(精 ) ◎ 黃俊傑 567

EB00088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LNOOP( 孟學思想史論 (卷一 )(平 ) ◎ 黃俊傑 500

EB000881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5*ROPNKL( 孟子新說：作個說話高手 ◎ 傅佩榮 160

EB000882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5*ROPNMP( 孟子新說：勇於擇善固執 ◎ 傅佩榮 160

EB000883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2 y(7IJ5H5*ROPNMP( 孟子新說：勇於擇善固執 ◎ 傅佩榮 160

EB000884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7*NTPRPR( 孟子「談辯語言」的哲學省察 ◎ 王慧茹 240

EB00088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MPTL( 荀子 (精 ) ◎ 趙士林 230

EB00088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MQKR( 荀子 (平 ) ◎ 趙士林 160

EB00088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6 y(7IJ5H0*PKPMTK( 荀子與古代哲學 ◎ 韋政通 著 220

EB00088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OKRMST( 新譯荀子讀本 (精 ) ◎ 王忠林注譯 240

EB00088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72 y(7IJ5H1*OKRMTQ( 新譯荀子讀本 (平 ) ◎ 王忠林注譯 170

EB000890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3 y(7IJ5H0*PKRSKP( 荀子柬釋 ◎ 梁啟雄 著 210

EB00089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5 y(7IJ5H0*PLLKOS( 荀子今註今譯 ◎ 熊公哲 註譯 600

EB00089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LNRLL( 莊老通辨 (精 ) ◎ 錢穆著 400

EB00089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LNRMS( 莊老通辨 (平 ) ◎ 錢穆著 340

EB00089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4 y(7IJ5H0*PKTQNM( 老子與道家 ◎ 李 申 著 140

EB000895 國家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3*QLKKQT( 道趣百圖 ◎ 王光漢 200

EB000896 國家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3*QLLQNT( 道家金言 [譯注本 ] ◎ 李季林 250

EB000897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7*NTQNNO( 道家、道教環境論述新探 ◎ 郭正宜 280

EB000898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MRQN( 道家史論 ◎ 莊萬壽 260

EB00089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MQRQ( 老子哲學新論 (精 ) ◎ 劉福增 570

EB00090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MQSN( 老子哲學新論 (平 ) ◎ 劉福增 470

EB00090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TMRRSR( 老子的哲學 ◎ 王邦雄 150

EB00090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0*PMKRRO( 新道家與治療學―老子的智慧 ◎ 林安梧 290

EB000903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55 y(7IJ5H0*PKPTSQ( 老莊哲學 ◎ 吳 康 著 200

EB00090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1*OKRNLT( 新譯老子讀本 (平 ) ◎ 余培林 -注譯 150

EB00090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OMKKRN( 新譯老子解義 (精 ) ◎ 吳怡著 370

EB00090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OMKKSK( 新譯老子解義 (二版 ) ◎ 吳怡 -著 300

EB00090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PLRR( 新譯老子想爾注 (精 ) ◎ 顧寶田、張忠利注譯；傅武光校閱 220

EB00090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OMPLSO( 新譯老子想爾注 (二版 ) ◎ 顧寶田、張忠利 -注譯、傅武光 -校閱 180

EB00090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TMSMPS( 道德經講義 ◎ 清 宋常星 300

EB000910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9 y(7IJ5H0*PLLSNN( 老子探義 ◎ 王 淮 注釋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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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91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0 y(7IJ5H0*PLQONM( 老子今註今譯 -及評介 ◎ 陳鼓應 註譯 420

EB00091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3 y(7IJ5H0*PLKTLL( 老子試讀 ◎ 劉光弼 撰 210

EB000913 國家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3*QLKKOP( 老子釋義 ◎ 陳錫勇 200

EB000914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7*NTOMTN( 老子道德經新解讀 ◎ 韓廷一 240

EB00091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2 y(7IJ5H1*TKKKSR( 智慧的老子 (平 ) ◎ 張起鈞 140

EB00091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9 y(7IJ5H1*TKKKTO( 智慧的老子 (精 ) ◎ 張起鈞 210

EB00091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TMKSSR( 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精 ) ◎ 劉笑敢 270

EB00091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TMRSTN( 老子―年代新考與思想新詮 (修訂二版 ) ◎ 劉笑敢 200

EB000919 國家 ﹝先秦哲學﹞ 1992 y(7IJ5H3*QKKTQL( 老子的智慧 ◎ 蔡為熞 200

EB000920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7*NTLSLK( 老子徵文 ◎ 蒙文通 260

EB000921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7*NTLSKN( 郭店竹簡老子釋析與研究 (增修版 ) ◎ 丁原植 600

EB000922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7*NTQPPQ( 先秦至漢初《老子》思想之發展與變遷 ◎ 張鴻愷 460

EB000923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7*NTMMNR( 楚簡《老子》柬釋 ◎ 魏啟鵬 440

EB00092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79 y(7IJ5H1*OKRNOK( 新譯列子讀本 (精 ) ◎ 莊萬壽注譯 189

EB00092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2 y(7IJ5H1*OKRNPR( 新譯列子讀本 (平 ) ◎ 莊萬壽注譯 200

EB00092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OMORLM( 新譯 ?虛至德真經 (二版 ) ◎ 張松輝 -注譯、周鳳五 -校閱 170

EB00092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PMKR( 新譯尸子讀本 (平 ) ◎ 水渭松 -注譯；陳滿銘 -校閱 190

EB00092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PMLO( 新譯沖虛至德真經 (精 ) ◎ 張松輝 -注譯；周鳳五 -校閱 230

EB00092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ONTQMO( 逍遙的莊子 ◎ 吳怡著 120

EB00093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2 y(7IJ5H1*TKLLRQ( 莊子 (平 ) ◎ 吳光明 189

EB00093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MSOP( 逍遙的莊子 (精 ) ◎ 吳怡著 230

EB00093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0*PLTNMR( 走在莊子逍遙的路上 ◎ 王邦雄 290

EB000933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6 y(7IJ5H0*PKPNQS( 莊子哲學 ◎ 陳鼓應 著 140

EB00093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9 y(7IJ5H0*PKNQSP( 莊學中的禪趣 ◎ 劉光義 著 140

EB000935 國家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3*QKORPO( 莊子的智慧 ◎ 玄　默 180

EB00093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2 y(7IJ5H1*OKRNMQ( 新譯莊子讀本 (精 ) ◎ 黃錦鋐 -注譯 330

EB00093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1*OKRNNN( 新譯莊子讀本 (二版 ) ◎ 黃錦鋐 -注譯 260

EB00093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1*ONLRPS( 新譯莊子內篇解義 (精 ) ◎ 吳怡著 230

EB00093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ONLRQP( 新譯莊子內篇解義 (二版 ) ◎ 吳怡 190

EB00094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OOLNTT( 新譯莊子讀本 (精 ) ◎ 張松輝註譯 480

EB00094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5 y(7IJ5H1*OOLOKP( 新譯莊子讀本 (平 ) ◎ 張松輝註譯 400

EB00094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1*OOPLRP( 新譯莊子本義 ◎ 水渭松 360

EB00094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9 y(7IJ5H1*TKKNLP( 莊子新注 (內篇 )(平 ) ◎ 陳冠學 256

EB00094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TMRPST( 莊子纂箋 ◎ 錢穆著 240

EB00094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5 y(7IJ5H0*PLQMTQ( 莊子今註今譯 ◎ 陳鼓應 主編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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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94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7 y(7IJ5H0*PMKPKR( 讀莊子天下篇疏記 ◎ 錢基博 140

EB000947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7*NTPPQQ( 莊子內篇新解讀 ◎ 韓廷一 180

EB000948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7*NTPTQM( 莊子集釋 (上、下 ) ◎ 郭慶藩 500

EB000949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MSNL( 宣穎南華經解之研究 ◎ 錢奕華 300

EB00095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TMRSQM( 莊子集解 ◎ 王先謙 270

EB000951 健行 ﹝先秦哲學﹞ 2006 y(7IJ8G7*RPNTKS( 莊子的處世智慧 ◎ 葉海煙 220

EB00095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0 y(7IJ5H1*TKKTKM( 莊子的生命哲學 (精 ) ◎ 葉海煙 233

EB00095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1*TKKTLT( 莊子的生命哲學 (平 ) ◎ 葉海煙 170

EB00095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1 y(7IJ5H0*PLNSNR( 莊子詮言 ◎ 封思毅 著 160

EB000955 幼獅文化 ﹝先秦哲學﹞ 2001 y(7IJ5H5*RONQOM( 逍遙自在的人生：莊子賞析 ◎ 徐學詩 120

EB000956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MTPO( 莊子史論 ◎ 莊萬壽 200

EB00095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4 y(7IJ5H1*TKPPNM( 莊子及其文學 (平 ) ◎ 黃錦鋐 100

EB000958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7*NTMNTS( 《文子》新論 ◎ 丁原植 600

EB000959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7*NTMNMT( 《文子》資料探索 ◎ 丁原植 800

EB000960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7*NTMMSM( 《淮南子》與《文子》考辨 ◎ 丁原植 800

EB00096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0*PLLMTL(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 陳鼓應 註譯 600

EB000962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7*NTQPLS( 宋鈃學派遺著考論 ◎ K志鵬 500

EB00096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KMSRQ( 墨家哲學 (平 ) ◎ 蔡仁厚 144

EB00096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76 y(7IJ5H1*TKMSSN( 墨家的哲學方法 (精 ) ◎ 鐘友聯 189

EB00096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6 y(7IJ5H1*TKMSTK( 墨家的哲學方法 (平 ) ◎ 鐘友聯 133

EB000966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4 y(7IJ5H0*PKTQOT( 墨子與墨家 ◎ 任繼愈 著 140

EB00096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TLTTQQ( 墨子 (精 ) ◎ 王讚源 320

EB00096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TLTTRN( 墨子 (平 ) ◎ 王讚源 250

EB00096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8 y(7IJ5H0*PLKSKP( 墨子簡編 ◎ 嚴靈峰 編著 250

EB000970 萬卷樓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7*NTLNSO( 墨子思想新探 ◎ 黃省三 300

EB00097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KSRP( 新譯墨子讀本 (精 ) ◎ 李生龍注譯；李振興校閱 540

EB00097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KSSM( 新譯墨子讀本 (平 ) ◎ 李生龍 -注譯；李振興 -校閱 460

EB000973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4 y(7IJ5H0*PKOPRQ( 墨子今註今譯 ◎ 李漁叔 註譯 300

EB000974 國家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3*QLKSOR( 墨子．韓非子論集 ◎ 周富美 800

EB00097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4 y(7IJ5H0*PKSTSR( 晏子春秋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200

EB00097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1*OMROQL( 新譯晏子春秋 (精 ) ◎ 陶梅生注譯；葉國良校閱 370

EB00097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1*OMRORS( 新譯晏子春秋 (平 ) ◎ 陶梅生 -注譯；葉國良 -校閱 300

EB00097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7 y(7IJ5H0*PKTSTM( 晏子春秋今註今譯 ◎ 王更生 註譯 400

EB000979 萬卷樓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7*NTNLKO( 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校釋 ◎ 駢宇騫 420

EB00098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QQLR( 新譯鄧析子 (精 ) ◎ 徐忠良注譯；劉福增校閱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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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098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QQMO( 新譯鄧析子 (平 ) ◎ 徐忠良注譯；劉福增校閱 120

EB00098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MLSN( 新譯尹文子 (精 ) ◎ 徐忠良注譯；黃俊郎校閱 240

EB00098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MLTK( 新譯尹文子 (平 ) ◎ 徐忠良 -注譯；黃俊郎 -校閱 170

EB00098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NKPP( 公孫龍子 (精 ) ◎ 馮耀明 290

EB00098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0 y(7IJ5H1*TMNKQM( 公孫龍子 (平 ) ◎ 馮耀明 220

EB00098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MQQO( 新譯公孫龍子 (精 ) ◎ 丁成泉注譯；黃志民校閱 170

EB00098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1*OMMQRL( 新譯公孫龍子 (平 ) ◎ 丁成泉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10

EB00098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1*OPKPNR( 新譯公孫龍子 (二版 ) ◎ 丁成泉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50

EB00098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0 y(7IJ5H0*PKLQSL( 公孫龍子考 ◎ 胡道靜 著 63

EB000990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6 y(7IJ5H0*PKSQKO( 公孫龍子今註今譯 ◎ 陳癸淼 註譯 150

EB00099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6 y(7IJ5H0*PKNMRM( 公孫龍子今註今譯 ◎ 陳癸淼 註譯 180

EB00099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86 y(7IJ5H1*TKMTOO( 法家哲學 (精 ) ◎ 姚蒸民 211

EB00099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TKMTPL( 法家哲學 ◎ 姚蒸民 150

EB00099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1 y(7IJ5H1*TKMTRP( 中國法家哲學 (平 ) ◎ 王讚源 156

EB000995 國家 ﹝先秦哲學﹞ 2004 y(7IJ5H3*QKSSKQ( 法家史話 ◎ 孫開泰 200

EB00099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OMMTTM( 新譯管子讀本 (下 )(精 )25K ◎ 湯孝純 -注譯；李振興 -校閱 530

EB00099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OMNNNN( 新譯管子讀本 (上 )(精 )25K ◎ 湯孝純 -注譯；李振興 -校閱 510

EB00099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3 y(7IJ5H1*ONRNTM( 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 ◎ 陳鼓應 220

EB00099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OMTLO( 新譯管子讀本 (上 )(平 )18K ◎ 湯孝純 -注譯；李振興 -校閱 450

EB00100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1*OOOOQS( 新譯管子讀本 (下 )(平 )18K ◎ 湯孝純 -注譯；李振興 -校閱 450

EB00100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8 y(7IJ5H0*PKTRRT( 管子今註今譯 ◎ 李 勉 註譯 1000

EB001002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8 y(7IJ5H0*PKMKKS( 管子今註今譯 ◎ 李 勉 註譯 900

EB00100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LSMQQ( 管子述評 (精 ) ◎ 湯孝純 210

EB00100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TLSMRN( 管子述評 (平 ) ◎ 湯孝純 150

EB00100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OKMQ( 新譯商君書 (精 ) ◎ 貝遠辰注譯；陳滿銘校閱 280

EB00100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OMOKNN( 新譯商君書 (平 ) ◎ 貝遠辰 -注譯；陳滿銘 -校閱 210

EB00100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7 y(7IJ5H0*PKPONQ( 商君書今註今譯 ◎ 賀凌虛 註譯 250

EB00100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7 y(7IJ5H0*PKPOMT( 商君書今註今譯 ◎ 賀凌虛 註譯 270

EB001009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1*TMMLRL( 韓非 (精 ) ◎ 李甦平 260

EB00101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8 y(7IJ5H1*TMMLSS( 韓非 (平 ) ◎ 李甦平 190

EB00101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8 y(7IJ5H0*PMMRPO( 韓非思想衡論 ◎ 陳拱 (陳問梅 ) 400

EB00101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OKOK( 新譯韓非子 (精 ) ◎ 傅武光、賴炎元注譯 720

EB00101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7 y(7IJ5H1*OOQRKR( 新譯韓非子 (上 / 下 )(平 )(二版 ) ◎ 賴炎元、傅武光 680

EB001014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2 y(7IJ5H0*PKLORQ( 韓非子今註今譯 ◎ 邵增樺 註譯 950

EB001015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69 y(7IJ5H0*PKOSRN( 增訂韓非子校釋 ◎ 陳啟天 著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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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01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1*TKMTLN( 韓非子析論 (平 ) ◎ 謝雲飛 160

EB001017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MORS( 韓非子通論 (精 ) ◎ 姚蒸民 360

EB001018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1*TMMOSP( 韓非子通論 (平 ) ◎ 姚蒸民 290

EB001019 國家 ﹝先秦哲學﹞ 1996 y(7IJ5H3*QKOSTL( 韓非子的智慧 ◎ 秋　圃 200

EB001020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3 y(7IJ5H1*TKMTNR( 韓非子的哲學 (平 ) ◎ 王邦雄 200

EB001021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7 y(7IJ5H1*OMPLTL( 新譯尸子讀本 (精 ) ◎ 水渭松注譯；陳滿銘校閱 260

EB001022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OMKPKT( 新譯呂氏春秋 (上 )(精 ) ◎ 朱永嘉、蕭木注譯；黃志民校閱 560

EB001023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OMKPRS( 新譯呂氏春秋 (上 / 下 )(平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黃志民 -校閱 920

EB001024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1995 y(7IJ5H1*OMNNOK( 新譯呂氏春秋 (下 )(精 ) ◎ 朱永嘉、蕭木注譯；黃志民校閱 500

EB001025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1*OOPTTL( 新譯呂氏春秋 (上 )(二版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黃志民 -校閱 580

EB001026 三民書局 ﹝先秦哲學﹞ 2009 y(7IJ5H1*OOQRPM( 新譯呂氏春秋 (下 )(二版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黃志民 -校閱 490

EB001027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5 y(7IJ5H0*PKRPSO( 呂氏春秋今註今譯 ◎ 林品石 註譯 630

EB001028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85 y(7IJ5H0*PKMKMM( 呂氏春秋今註今譯 ◎ 林品石 註譯 720

EB001029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78 y(7IJ5H0*PKSNML( 鬼谷子 ◎ 陶弘景 [梁 ]注 80

EB001030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1999 y(7IJ5H0*PLQKPK( 鬼谷子 :說服談判的藝術 ◎ 方鵬程 著 250

EB001031 台灣商務 ﹝先秦哲學﹞ 2006 y(7IJ5H0*PMKNQL( 鬼谷子 : 成功發展的藝術 ◎ 方鵬程 著 330

EB001032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2 y(7IJ5H1*TLNTTP( 淮南子 (精 ) ◎ 李增著 311

EB001033 知書房 ﹝漢代哲學﹞ 2005 y(7IJ8G7*LPLLTN( 日本的王充 <論衡 >研究論著目錄編年提要 ◎ 鄧紅 250

EB001034 萬卷樓 ﹝漢代哲學﹞ 2002 y(7IJ5H7*NTNSPM( 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 ◎ 丁亞傑 440

EB001035 出色文化 ﹝漢代哲學﹞ 2007 y(7IJ8G6*RPOKNQ( 說苑智慧 ◎ 漢．劉向 349

EB001036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2008 y(7IJ5H1*OMLRLL( 新譯新語讀本 (二版 ) ◎ 王毅 -注譯、黃俊郎 -校閱 160

EB001037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0*PLNNNM( 賈誼新書逐字索引 ◎ 劉殿爵 編 1400

EB001038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8 y(7IJ5H1*OMROOR( 新譯新書讀本 (精 ) ◎ 饒東原注譯；黃沛榮校閱 390

EB001039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8 y(7IJ5H1*OMROPO( 新譯新書讀本 (平 ) ◎ 饒東原 -注譯；黃沛榮 -校閱 320

EB001040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86 y(7IJ5H1*TKLLML( 董仲舒 (精 ) ◎ 韋政通 260

EB001041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86 y(7IJ5H1*TKLLNS( 董仲舒 (平 ) ◎ 韋政通 190

EB001042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94 y(7IJ5H0*PLKKTQ( 春秋繁露逐字索引 ◎ 劉殿爵 編 1500

EB001043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92 y(7IJ5H0*PKPTMO( 淮南子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2400

EB001044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MKSO( 新譯淮南子 (上 )(平 ) ◎ 熊禮匯注譯；侯迺慧校閱 400

EB001045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2008 y(7IJ5H1*OMPPNP( 新譯淮南子 (下 )(二版 ) ◎ 熊禮匯 -注譯、侯迺慧 -校閱 400

EB001046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2 y(7IJ5H1*TLOKKS( 淮南子 (平 ) ◎ 李增著 244

EB001047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0*PLNNOT( 鹽鐵論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600

EB001048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5 y(7IJ5H1*OMKQTL( 新譯鹽鐵論 (精 ) ◎ 盧烈紅注譯；黃志民校閱 570

EB001049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2006 y(7IJ5H1*OOQKNP( 新譯鹽鐵論 (平 ) ◎ 盧烈紅注譯；黃志民校閱 450

EB001050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MPLK( 新譯說苑讀本 (精 )(羅 ) ◎ 羅少卿注譯；周鳳五校閱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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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051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MPMR( 新譯說苑讀本 (平 )(羅 ) ◎ 羅少卿 -注譯；周鳳五 -校閱 500

EB001052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LRTR( 新譯說苑讀本 (平 )(左 ) ◎ 左松超注譯 570

EB001053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NSSN( 新譯新序讀本 (精 ) ◎ 葉幼明注譯；黃沛榮校閱 320

EB001054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NSTK( 新譯新序讀本 (平 ) ◎ 葉幼明注譯；黃沛榮校閱 250

EB001055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75 y(7IJ5H0*PKNLLL( 新序今註今譯 ◎ 盧元駿 註譯 252

EB001056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77 y(7IJ5H0*PLLLQL( 說苑今註今譯 (POD) ◎ 盧元駿 註譯 700

EB001057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75 y(7IJ5H0*PKNLLL( 新序今註今譯 ◎ 盧元駿註譯 260

EB001058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3 y(7IJ5H1*TLOSKK( 揚雄 (精 ) ◎ 陳福濱 200

EB001059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3 y(7IJ5H1*TLOSLR( 揚雄 (平 ) ◎ 陳福濱 144

EB001060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86 y(7IJ5H0*PKPMOP( 司馬遷與老莊思想 ◎ 劉光義 著 120

EB001061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QRMN( 新譯揚子雲集 (精 ) ◎ 葉幼明注譯；周鳳五校閱 310

EB001062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QRNK( 新譯揚子雲集 (平 ) ◎ 葉幼明 -注譯；周鳳五 -校閱 240

EB001063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1 y(7IJ5H1*TLMSRP( 王充 (精 ) ◎ 林麗雪 356

EB001064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1 y(7IJ5H1*TLMSSM( 王充 (平 ) ◎ 林麗雪 289

EB001065 台灣商務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0*PLMSQL( 王充思想評論 ◎ 陳 拱 著 280

EB001066 萬卷樓 ﹝漢代哲學﹞ 2000 y(7IJ5H7*NTNKPK( 王充批判方法運用例析 ◎ 盧文信 300

EB001067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QQSQ( 新譯論衡讀本 (上 )(精 ) ◎ 蔡鎮楚注譯；周鳳五校閱 660

EB001068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QQTN( 新譯論衡讀本 (上 )(平 ) ◎ 蔡鎮楚 -注譯；周鳳五 -校閱 580

EB001069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QRKT( 新譯論衡讀本 (下 )(精 ) ◎ 蔡鎮楚注譯；周鳳五校閱 630

EB001070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7 y(7IJ5H1*OMQRLQ( 新譯論衡讀本 (下 )(平 ) ◎ 蔡鎮楚 -注譯；周鳳五 -校閱 550

EB001071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8 y(7IJ5H1*OMRRRP( 新譯潛夫論 (精 ) ◎ 彭丙成注譯；陳滿銘校閱 330

EB001072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8 y(7IJ5H1*OMRRSM( 新譯潛夫論 (平 ) ◎ 彭丙成 -注譯；陳滿銘 -校閱 270

EB001073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NLKO( 新譯申鑒讀本 (平 ) ◎ 林家驪、周明初 -注譯；周鳳五 -校閱 120

EB001074 三民書局 ﹝漢代哲學﹞ 1996 y(7IJ5H1*OMNLNP( 新譯申鑒讀本 (精 ) ◎ 林家驪、周明初注譯；周鳳五校閱 180

EB001075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87 y(7IJ5H1*TKLMKQ( 慧遠 (精 ) ◎ 區結成 222

EB001076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88 y(7IJ5H1*TKLMQS( 竺道生 (精 ) ◎ 陳沛然 256

EB001077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92 y(7IJ5H1*TLOLPM( 魏晉清談 (精 ) ◎ 唐翼明 311

EB001078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92 y(7IJ5H1*TLOLQT( 魏晉清談 (平 ) ◎ 唐翼明 250

EB001079 台灣商務 ﹝魏晉六朝哲學﹞ 1966 y(7IJ5H0*PLQLQQ( 魏晉的自然主義 ◎ 容肇祖 著 180

EB001080 台灣商務 ﹝魏晉六朝哲學﹞ 1992 y(7IJ5H0*PKPPNP( 人物春秋 ◎ 蕭 乾 主編 90

EB001081 佛光文化 ﹝魏晉六朝哲學﹞ 2001 y(7IJ5H5*ONTSTR( 魏晉玄學湯用彤全集 (六 ) ◎ 湯用彤著 550

EB001082 國家 ﹝魏晉六朝哲學﹞ 2003 y(7IJ5H3*QKSQOQ( 玄學史話 ◎ 陳詠明 200

EB001083 萬卷樓 ﹝魏晉六朝哲學﹞ 2000 y(7IJ5H7*NTMSQM( 談有論無—魏晉玄學 ◎ 王德有 200

EB001084 黎明文化 ﹝魏晉六朝哲學﹞ 1997 y(7IJ5H1*QKOTMN( 魏晉名士與玄學清談 [平 ] ◎ 蔡振豐著 ,吳宏一主編 260

EB001085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88 y(7IJ5H1*TKLMOO( 王弼 (精 ) ◎ 林麗真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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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086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96 y(7IJ5H1*TLTLLT( 阮籍 (精 ) ◎ 辛旗著 270

EB001087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96 y(7IJ5H1*TLTLMQ( 阮籍 (平 ) ◎ 辛旗著 200

EB001088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6 y(7IJ5H1*ONRLSR( 新譯人物志 (平 ) ◎ 吳家駒注譯；黃志民校閱 120

EB001089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6 y(7IJ5H1*ONRNKT( 新譯人物志 (精 ) ◎ 吳家駒注譯；黃志民校閱 190

EB001090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8 y(7IJ5H1*OPKNTL( 新譯人物志 (二版 ) ◎ 吳家駒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50

EB001091 台灣商務 ﹝魏晉六朝哲學﹞ 1996 y(7IJ5H0*PLNONL( 人物志今註今譯 ◎ 陳喬楚 註譯 350

EB001092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88 y(7IJ5H1*TKLMPL( 王弼 (平 ) ◎ 林麗真 156

EB001093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8 y(7IJ5H1*TMTNKT( 王弼 (二版 ) ◎ 林麗真 180

EB001094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99 y(7IJ5H1*TMMMOT( 郭象 (精 ) ◎ 湯一介 250

EB001095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99 y(7IJ5H1*TMMMPQ( 郭象 (平 ) ◎ 湯一介 180

EB001096 台灣商務 ﹝魏晉六朝哲學﹞ 1992 y(7IJ5H0*PKPQMR( 魏晉神仙道教 -抱朴子內篇研究 ◎ 胡孚琛 著 450

EB001097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1 y(7IJ5H1*OMLROM( 新譯抱朴子 (上 )(平 ) ◎ 李中華注譯；黃志民校閱 400

EB001098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2 y(7IJ5H1*OMOQNR( 新譯抱朴子 (下 )(平 ) ◎ 李中華注譯；黃志民校閱 530

EB001099 台灣商務 ﹝魏晉六朝哲學﹞ 2001 y(7IJ5H0*PLQSKR( 抱朴子內篇今註今譯 ◎ 陳飛龍 註譯 800

EB001100 台灣商務 ﹝魏晉六朝哲學﹞ 2002 y(7IJ5H0*PLROKS( 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 ◎ 陳飛龍 註譯 820

EB001101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89 y(7IJ5H1*TKKLQM( 劉勰 (精 ) ◎ 劉綱紀 211

EB001102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1989 y(7IJ5H1*TKKLRT( 劉勰 (平 ) ◎ 劉綱紀 144

EB001103 三民書局 ﹝魏晉六朝哲學﹞ 2001 y(7IJ5H1*OLTMQS( 新譯顏氏家訓 (平 ) ◎ 李振興、黃沛榮、賴明德注譯 320

EB001104 三民書局 ﹝唐代哲學﹞ 1988 y(7IJ5H1*TKLMMK( 宗密 (精 ) ◎ 冉雲華 300

EB001105 出色文化 ﹝唐代哲學﹞ 2006 y(7IJ8G8*MOMRMM( 智慧書 ----取自長短經的智慧寶典 ◎ 唐 .趙蕤 399

EB001106 三民書局 ﹝唐代哲學﹞ 2005 y(7IJ5H1*OOLLLP( 新譯 ?能子 (平 ) ◎ 張松輝 -注譯 140

EB001107 三民書局 ﹝唐代哲學﹞ 2005 y(7IJ5H1*OOLLMM( 新譯 ?能子 (精 ) ◎ 張松輝 -注譯 210

EB001108 國家 ﹝唐代哲學﹞ 2005 y(7IJ5H3*QKTNSO( 反經 ◎ 周蘇平 360

EB001109 台灣商務 ﹝唐代哲學﹞ 1982 y(7IJ5H0*PLOMTM( 韓昌黎思想研究 ◎ 韓廷一 撰 250

EB001110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8 y(7IJ5H1*TKLMSM( 陸象山 (精 ) ◎ 曾春海 222

EB001111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3 y(7IJ5H1*TKLRMP(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錢穆著 250

EB001112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3 y(7IJ5H1*TKLRNM(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錢穆著 180

EB001113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8 y(7IJ5H1*TKMTSM( 二程學管見 (精 ) ◎ 張永 ?著 300

EB001114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79 y(7IJ5H1*TKPKSM( 宋儒風範 (精 ) ◎ 董金裕 200

EB001115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5 y(7IJ5H1*TLRMLO( 知禮 (精 ) ◎ 釋慧岳 290

EB001116 台灣商務 ﹝宋元哲學﹞ 2005 y(7IJ5H0*PLTPLS( 北宋儒學 ◎ 杜保瑞 320

EB001117 台灣商務 ﹝宋元哲學﹞ 1988 y(7IJ5H0*PLOLPP( 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 ◎ 蔣義斌 撰 150

EB001118 台灣商務 ﹝宋元哲學﹞ 2009 y(7IJ5H0*PMNRMK( 宋元學案 ◎ 繆天綬 選註 380

EB001119 佛光文化 ﹝宋元哲學﹞ 2001 y(7IJ5H5*ONTSOM( 理學‧佛學‧印度學湯用彤全集 (三 ) ◎ 湯用彤著 550

EB001120 蘭臺 ﹝宋元哲學﹞ 2001 y(7IJ5H9*LPONTK( 宋明理學概述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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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121 蘭臺 ﹝宋元哲學﹞ 2002 y(7IJ5H9*LPOPMT( 宋學探微（上） ◎ 林繼平 460

EB001122 蘭臺 ﹝宋元哲學﹞ 2002 y(7IJ5H9*LPOPNQ( 宋學探微（下） ◎ 林繼平 420

EB001123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1 y(7IJ5H1*TLMMKM( 李覯 (精 ) ◎ 謝善元 211

EB001124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1 y(7IJ5H1*TLMMLT( 李覯 (平 ) ◎ 謝善元 156

EB001125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0 y(7IJ5H1*TKKQKP( 周敦頤 (精 ) ◎ 陳郁夫 233

EB001126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0 y(7IJ5H1*TKKQLM( 周敦頤 (平 ) ◎ 陳郁夫 167

EB001127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7 y(7IJ5H1*TKLLSN( 張載 (精 ) ◎ 黃秀璣 216

EB001128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2007 y(7IJ5H1*TMSRSO( 張載 (二版 ) ◎ 黃秀璣 -著；傅偉勳、韋政通 -主編 160

EB001129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4 y(7IJ5H1*TLQSSK( 王安石 (精 ) ◎ 王明蓀 233

EB001130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4 y(7IJ5H1*TLQSTR( 王安石 (平 ) ◎ 王明蓀 167

EB001131 萬卷樓 ﹝宋元哲學﹞ 2007 y(7IJ5H7*NTPSSR( 蘇轍學術思想研究 ◎ 吳叔樺 480

EB001132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6 y(7IJ5H1*TKLLPM( 程顥‧程頤 (平 ) ◎ 李日章 170

EB001133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8 y(7IJ5H1*TKMTTT( 二程學管見 (平 ) ◎ 張永 ?著 233

EB001134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6 y(7IJ5H1*TLSQLR( 胡宏 (精 ) ◎ 王立新 260

EB001135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6 y(7IJ5H1*TLSQMO( 胡宏 (平 ) ◎ 王立新 190

EB001136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2005 y(7IJ5H1*OOMMMS( 新譯近思錄 (平 ) ◎ 張京華 -注譯 500

EB001137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2005 y(7IJ5H1*OOMMNP( 新譯近思錄 (精 ) ◎ 張京華 -注譯 580

EB001138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0 y(7IJ5H1*TKKRQQ( 朱熹 (精 ) ◎ 陳榮捷 311

EB001139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2003 y(7IJ5H1*TKKRRN( 朱熹 (平 ) ◎ 陳榮捷 250

EB001140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1 y(7IJ5H1*TKLRRK( 朱子學提綱 ◎ 錢穆著 160

EB001141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8 y(7IJ5H1*TMLRQL( 朱熹哲學思想 (精 ) ◎ 金春峰 390

EB001142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8 y(7IJ5H1*TMLRRS( 朱熹哲學思想 (平 ) ◎ 金春峰 320

EB001143 台灣商務 ﹝宋元哲學﹞ 2000 y(7IJ5H0*PLQQPO( 近思錄今註今譯 .大學問今註今譯 ◎ 古清美 註譯 500

EB001144 台灣商務 ﹝宋元哲學﹞ 1967 y(7IJ5H0*PLMPSS( 近思錄 ◎ 朱 熹 [宋 ]編 180

EB001145 蘭臺 ﹝宋元哲學﹞ 2001 y(7IJ5H0*OMMNLN( 朱子學提綱 ◎ 200

EB001146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88 y(7IJ5H1*TKLMTT( 陸象山 (平 ) ◎ 曾春海 156

EB001147 台灣商務 ﹝宋元哲學﹞ 1983 y(7IJ5H0*PLRLMP( 陸象山研究 ◎ 林繼平 著 300

EB001148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6 y(7IJ5H1*TLTOPO( 楊簡 (精 ) ◎ 鄭曉江、李承貴著 260

EB001149 三民書局 ﹝宋元哲學﹞ 1996 y(7IJ5H1*TLTOQL( 楊簡 (平 ) ◎ 鄭曉江、李承貴著 190

EB001150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88 y(7IJ5H1*TKMRQK( 心學的現代詮釋 (精 ) ◎ 姜允明 311

EB001151 佛光文化 ﹝明代哲學﹞ 2000 y(7IJ5H5*ONTLMP( 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 ◎ 陳來 400

EB001152 蘭臺 ﹝明代哲學﹞ 2001 y(7IJ5H9*LPONSN( 陽明學述要 ◎ 110

EB001153 蘭臺 ﹝明代哲學﹞ 2009 y(7IJ8G7*QMQSKQ( 明清的西學中源論爭議 ◎ 雷中行 350

EB001154 萬卷樓 ﹝明代哲學﹞ 2008 y(7IJ5H7*NTQLTS( 明代學術論集 ◎ 楊自平 280

EB001155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2006 y(7IJ5H1*OONROO( 新譯郁離子 (精 ) ◎ 吳家駒 -注譯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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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156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2006 y(7IJ5H1*OONRPL( 新譯郁離子 (平 ) ◎ 吳家駒 -注譯 270

EB001157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2004 y(7IJ5H1*ONRNLQ( 新譯傳習錄 (精 ) ◎ 李生龍注譯 420

EB001158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2004 y(7IJ5H1*ONRNMN( 新譯傳習錄 (平 ) ◎ 李生龍注譯 350

EB001159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2007 y(7IJ5H1*OOQKPT( 王陽明哲學 ◎ 蔡仁厚 220

EB001160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1 y(7IJ5H1*TKLLLO( 王陽明 (平 ) ◎ 秦家懿 200

EB001161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KQN( 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 (精 ) ◎ 張君勱著；江日新譯 167

EB001162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KRK( 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唯心主義哲學家 (平 ) ◎ 張君勱著；江日新譯 111

EB001163 台灣商務 ﹝明代哲學﹞ 1967 y(7IJ5H0*PKOKNN( 傳習錄 ◎ 葉紹鈞 點註 180

EB001164 萬卷樓 ﹝明代哲學﹞ 2006 y(7IJ5H7*NTPPOM( 良知與佛性：陽明心學與真常佛學之比較研究 ◎ 羅永吉 380

EB001165 蘭臺 ﹝明代哲學﹞ 2001 y(7IJ5H9*LPOPON( 王學探微十講 ◎ 林繼平 320

EB001166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2 y(7IJ5H1*TLNOPM( 王廷相 (精 ) ◎ 葛榮晉 311

EB001167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2 y(7IJ5H1*TLNOQT( 王廷相 (平 ) ◎ 葛榮晉 244

EB001168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3 y(7IJ5H1*TLPLOM( 朱舜水 (精 ) ◎ 李甦平 278

EB001169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3 y(7IJ5H1*TLPLPT( 朱舜水 (平 ) ◎ 李甦平 211

EB001170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9 y(7IJ5H1*TMMSTS( 李卓吾 (精 ) ◎ 劉季倫 220

EB001171 三民書局 ﹝明代哲學﹞ 1999 y(7IJ5H1*TMMTKO( 李卓吾 (平 ) ◎ 劉季倫 150

EB001172 萬卷樓 ﹝清代哲學﹞ 1996 y(7IJ5H7*NTLPMK( 清初浙東學派論叢 ◎ 方祖猷 500

EB001173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88 y(7IJ5H1*TKLNKP( 方以智 (精 ) ◎ 劉君燦 230

EB001174 台灣商務 ﹝清代哲學﹞ 1999 y(7IJ5H0*PLPTOR( 李二曲研究 ◎ 林繼平 著 350

EB001175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95 y(7IJ5H1*OMKORT( 新譯明夷待訪錄 (平 ) ◎ 李廣柏注譯；李振興校閱 200

EB001176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88 y(7IJ5H1*TKLNLM( 方以智 (平 ) ◎ 劉君燦 160

EB001177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87 y(7IJ5H1*TKNKLT( 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 (平 ) ◎ 林安梧 200

EB001178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91 y(7IJ5H1*TLMTPK( 戴震 (精 ) ◎ 張立文 311

EB001179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91 y(7IJ5H1*TLMTQR( 戴震 (平 ) ◎ 張立文 244

EB001180 台灣商務 ﹝清代哲學﹞ 1963 y(7IJ5H0*PLMMQR( 戴東原的哲學 ◎ 胡 適 著 240

EB001181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97 y(7IJ5H1*TMLMKO( 影響現代中國第一人―曾國藩的思想與言行 (精 ) ◎ 石永貴編著 670

EB001182 三民書局 ﹝清代哲學﹞ 1997 y(7IJ5H1*TMLMLL( 影響現代中國第一人―曾國藩的思想與言行 (平 ) ◎ 石永貴編著 600

EB001183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88 y(7IJ5H1*TKMKKP( 文化、哲學與方法 (精 ) ◎ 何秀煌 211

EB001184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88 y(7IJ5H1*TKMKLM( 文化、哲學與方法 (平 ) ◎ 何秀煌 144

EB001185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88 y(7IJ5H1*TKMMTQ( 「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哲學與宗教三集 (平 ) ◎ 傅偉勳 256

EB001186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87 y(7IJ5H1*TKMNQO( 晚學盲言 (下 )(精 ) ◎ 錢穆著 444

EB001187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88 y(7IJ5H1*TKMQMN( 中國人的路 (精 ) ◎ 項退結 378

EB001188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QPK( 梁漱溟 (精 ) ◎ 王宗昱 300

EB001189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2 y(7IJ5H1*TLOLML( 賀麟 (精 ) ◎ 張學智 311

EB001190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2 y(7IJ5H1*TLOLNS( 賀麟 (平 ) ◎ 張學智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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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191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3 y(7IJ5H1*TLONMT( 金岳霖 (平 ) ◎ 胡軍著 256

EB001192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4 y(7IJ5H1*TLQOSO( 中國死亡智慧 (精 ) ◎ 鄭曉江著 211

EB001193 萬卷樓 ﹝現代哲學﹞ 2007 y(7IJ5H7*NTPSOT( 從康有為和嚴復看晚清思想之嬗變 ◎ K雅文 260

EB001194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OTK( 中國近代新學的展開 (精 ) ◎ 張立文 300

EB001195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PKQ( 中國近代新學的展開 (平 ) ◎ 張立文 233

EB001196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7 y(7IJ5H1*TMKSOT( 嚴復 (精 ) ◎ 王中江 290

EB001197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7 y(7IJ5H1*TMKSPQ( 嚴復 (平 ) ◎ 王中江 220

EB001198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8 y(7IJ5H1*TMMKNO( 康有為 (精 ) ◎ 汪榮祖 220

EB001199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8 y(7IJ5H1*TMMKOL( 康有為 (平 ) ◎ 汪榮祖 150

EB001200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5 y(7IJ5H1*OLSMTM(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 余英時 178

EB001201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KKL( 熊十力 (精 ) ◎ 景海峰 300

EB001202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KLS( 熊十力 (平 ) ◎ 景海峰 233

EB001203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MPO( 馮友蘭 (精 ) ◎ 殷鼎著 244

EB001204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1 y(7IJ5H1*TLNMQL( 馮友蘭 (平 ) ◎ 殷鼎著 178

EB001205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2 y(7IJ5H1*TLNQQR( 梁漱溟 (平 ) ◎ 王宗昱 233

EB001206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3 y(7IJ5H1*TLONLM( 金岳霖 (精 ) ◎ 胡軍著 322

EB001207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3 y(7IJ5H1*TLOPOL( 存有‧意識與實踐―熊十力體用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精 ) ◎ 林安梧 344

EB001208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3 y(7IJ5H1*TLOPPS( 存有‧意識與實踐―熊十力體用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平 ) ◎ 林安梧 278

EB001209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6 y(7IJ5H1*TLTKOL( 湯用彤 (精 ) ◎ 孫尚揚 320

EB001210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6 y(7IJ5H1*TLTKPS( 湯用彤 (平 ) ◎ 孫尚揚 250

EB001211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6 y(7IJ5H1*TLTPMM( 殷海光 (精 ) ◎ 章清著 300

EB001212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6 y(7IJ5H1*TLTPNT( 殷海光 (平 ) ◎ 章清著 230

EB001213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8 y(7IJ5H1*TMLSTL( 張東蓀 (精 ) ◎ 張耀南 390

EB001214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1998 y(7IJ5H1*TMLTKR( 張東蓀 (平 ) ◎ 張耀南 320

EB001215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2000 y(7IJ5H1*TMNLPO( 牟宗三 (平 ) ◎ 鄭家棟 180

EB001216 三民書局 ﹝現代哲學﹞ 2000 y(7IJ5H1*TMNLQL( 牟宗三 (精 ) ◎ 鄭家棟 250

EB001217 台灣商務 ﹝現代哲學﹞ 2005 y(7IJ5H0*PLTMOM( 純粹力動現象學 ◎ 吳汝鈞 890

EB001218 台灣商務 ﹝現代哲學﹞ 2008 y(7IJ5H0*PMMPTO( 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五論馮友蘭 ◎ 翟志成 320

EB001219 萬卷樓 ﹝現代哲學﹞ 2008 y(7IJ5H7*NTQNLK( 熊十力與「體用不二」論 ◎ 林世榮 540

EB001220 黎明文化 ﹝現代哲學﹞ 2005 y(7IJ5H1*QKQTRM( 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700

EB001221 黎明文化 ﹝現代哲學﹞ 2005 y(7IJ5H1*QKQTQP( 生生之德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800

EB001222 台灣商務 ﹝現代哲學﹞ 2008 y(7IJ5H0*PMMTTK( 純粹力動現象學 續篇 ◎ 吳汝鈞 600

EB001223 蘭臺 ﹝現代哲學﹞ 2007 y(7IJ8G7*QMQSQS( 臺灣民宅的辟邪物 ◎ 350

EB001224 黎明文化 ﹝東方哲學總論﹞ 1990 韓非政治思想之剖析 [平 ] ◎ 朱瑞祥 100

EB001225 黎明文化 ﹝東方哲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SPL( 印度哲學概論 [平 ] ◎ 伍先林 ,李登貴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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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226 黎明文化 ﹝東方哲學總論﹞ 1993 y(7IJ5H1*QKNLMO( 韓非子思想體系 [平 ] ◎ 張素貞 140

EB001227 黎明文化 ﹝東方哲學總論﹞ 1994 韓非子釋要 [平 ] ◎ 徐漢昌 180

EB001228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87 y(7IJ5H1*TKLNQR( 貝原益軒 (精 ) ◎ 岡田武彥著 222

EB001229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89 y(7IJ5H1*TKMLSK(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精 ) ◎ 江日新譯 233

EB001230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6 y(7IJ5H1*TLTLKM( 道元 (精 ) ◎ 傅偉勳 300

EB001231 法鼓文化 ﹝日本哲學﹞ 2007 y(7IJ5H5*TSOKRQ( 玩味金山 ◎ 350

EB001232 台灣商務 ﹝日本哲學﹞ 1998 y(7IJ5H0*PLONMM( 絕對無的哲學 -京都學派哲學導論 ◎ 吳汝鈞 著 280

EB001233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7 y(7IJ5H1*TKLNRO( 貝原益軒 (平 ) ◎ 岡田武彥著 156

EB001234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87 y(7IJ5H1*TKLNSL( 山崎闇齋 (精 ) ◎ 岡田武彥著 256

EB001235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87 y(7IJ5H1*TKLNTS( 山崎闇齋 (平 ) ◎ 岡田武彥著 178

EB001236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3 y(7IJ5H1*TLPKSL( 三宅尚齋 (精 ) ◎ 海老田輝巳著 211

EB001237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3 y(7IJ5H1*TLPKTS( 三宅尚齋 (平 ) ◎ 海老田輝巳著 156

EB001238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8 y(7IJ5H1*TMLSLP( 石田梅岩 (平 ) ◎ 李甦平 190

EB001239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8 y(7IJ5H1*TMLSMM( 石田梅岩 (精 ) ◎ 李甦平 260

EB001240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0 y(7IJ5H1*TKLKMM( 山鹿素行 (精 ) ◎ 劉梅琴 233

EB001241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0 y(7IJ5H1*TKLKNT( 山鹿素行 (平 ) ◎ 劉梅琴 167

EB001242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9 y(7IJ5H1*TMMTPT( 荻生徂徠 (精 ) ◎ 劉梅琴、王祥齡著 370

EB001243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9 y(7IJ5H1*TMMTQQ( 荻生徂徠 (平 ) ◎ 劉梅琴、王祥齡著 300

EB001244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89 y(7IJ5H1*TKMLTR(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平 ) ◎ 江日新譯 167

EB001245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1 y(7IJ5H1*TLNLMO( 楠本端山 (精 ) ◎ 岡田武彥著；馬安東譯 211

EB001246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1 y(7IJ5H1*TLNLNL( 楠本端山 (平 ) ◎ 岡田武彥著；馬安東譯 156

EB001247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9 y(7IJ5H1*TMMPPN( 中江兆民 (精 ) ◎ 畢小輝 230

EB001248 三民書局 ﹝日本哲學﹞ 1999 y(7IJ5H1*TMMPQK( 中江兆民 (平 ) ◎ 畢小輝 160

EB001249 三民書局 ﹝韓國哲學﹞ 1992 y(7IJ5H1*TKNNMN( 高麗儒學思想史 (精 ) ◎ 金忠烈 356

EB001250 三民書局 ﹝韓國哲學﹞ 1992 y(7IJ5H1*TKNNNK( 高麗儒學思想史 (平 ) ◎ 金忠烈 289

EB001251 三民書局 ﹝韓國哲學﹞ 1993 y(7IJ5H1*TLPLKO( 李栗谷 (精 ) ◎ 宋錫球 222

EB001252 三民書局 ﹝韓國哲學﹞ 1993 y(7IJ5H1*TLPLLL( 李栗谷 (平 ) ◎ 宋錫球 156

EB001253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4 y(7IJ5H1*TLMLTQ( 奧羅賓多‧高士 (精 ) ◎ 朱明忠 289

EB001254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4 y(7IJ5H1*TLQLMP( 奧羅賓多‧高士 (平 ) ◎ 朱明忠 222

EB001255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6 y(7IJ5H1*TLTONK( 拉達克里希南 (精 ) ◎ 宮靜著 230

EB001256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6 y(7IJ5H1*TLTOOR( 拉達克里希南 (平 ) ◎ 宮靜著 160

EB001257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9 y(7IJ5H1*TMMNTN( 尼赫魯 (精 ) ◎ 朱明忠 230

EB001258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9 y(7IJ5H1*TMMOKT( 尼赫魯 (平 ) ◎ 朱明忠 170

EB001259 佛光文化 ﹝印度哲學﹞ 2001 y(7IJ5H5*ONTSPT( 印度哲學史略〈上〉湯用彤全集 (四 ) ◎ 湯用彤著 350

EB001260 佛光文化 ﹝印度哲學﹞ 2001 y(7IJ5H5*ONTSQQ( 印度哲學史略〈下〉湯用彤全集 (四 ) ◎ 湯用彤著 350



 - 037 - 

．
︹
西
洋
哲
學
總
論
︺
．

EB001261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5 y(7IJ5H1*TLSNKN( 印度哲學史 (精 ) ◎ 楊惠南 470

EB001262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5 y(7IJ5H1*TLSNLK( 印度哲學史 (平 ) ◎ 楊惠南 400

EB001263 台灣商務 ﹝印度哲學﹞ 1971 y(7IJ5H0*PKOKRL( 印度哲學宗教史 ◎ 高觀廬 譯 280

EB001264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2 y(7IJ5H1*TLONPK( 泰戈爾 (精 ) ◎ 宮靜著 244

EB001265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2 y(7IJ5H1*TLONQR( 泰戈爾 (平 ) ◎ 宮靜著 178

EB001266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7 y(7IJ5H1*TMKOMT( 商羯羅 (精 ) ◎ 江亦麗 260

EB001267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7 y(7IJ5H1*TMKONQ( 商羯羅 (平 ) ◎ 江亦麗 190

EB001268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8 y(7IJ5H1*TMLSOQ( 辨喜 (平 ) ◎ 馬小鶴 260

EB001269 三民書局 ﹝印度哲學﹞ 1998 y(7IJ5H1*TMLSNT( 辨喜 (精 ) ◎ 馬小鶴 330

EB001270 台灣商務 ﹝印度哲學﹞ 1968 y(7IJ5H0*PLKLRL( 瑜伽的哲學分析與方法 ◎ 金溟若 譯 270

EB001271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1*TKNKMQ( 西洋百位哲學家 (精 ) ◎ 鄔昆如 322

EB001272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1987 y(7IJ5H1*TKNKOK( 西洋哲學十二講 (精 ) ◎ 鄔昆如 256

EB001273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1987 y(7IJ5H1*TKNKPR( 西洋哲學十二講 (平 ) ◎ 鄔昆如 200

EB001274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1*TKNKSS( 中世哲學趣談 (精 ) ◎ 鄔昆如 233

EB001275 台灣商務 ﹝西洋哲學總論﹞ 1967 y(7IJ5H0*PKTMSL( 西洋哲學的發展 ◎ 趙雅博 著 300

EB001276 佛光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2001 y(7IJ5H5*ONTTMR( 西方哲學講義湯用彤全集 (八 ) ◎ 湯用彤著 450

EB001277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7 y(7IJ5H1*QKNPRP( 現代西洋哲學思潮 [平 ] ◎ 鄔昆如 200

EB001278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LOMR( 西洋哲學史 (1)[平 ] ◎ 傅佩榮 400

EB001279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MRTK( 西洋哲學史 (2)[平 ] ◎ 傅佩榮 400

EB001280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NLOS( 西洋哲學史 (3)[平 ] ◎ 傅佩榮 450

EB001281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KQKO( 西洋哲學史 (4)[平 ] ◎ 傅佩榮 380

EB001282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KLTM( 西洋哲學史 (5)[平 ] ◎ 傅佩榮 420

EB001283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MQKS( 西洋哲學史 (6)[平 ] ◎ 傅佩榮 380

EB001284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y(7IJ5H1*QKKSTP( 西洋哲學史 (7)[平 ] ◎ 傅佩榮 650

EB001285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西洋哲學史 [1-7][平 ] ◎ 傅佩榮 3050

EB001286 黎明文化 ﹝西洋哲學總論﹞ 1988 西洋哲學論叢提要 [平 ] ◎ 本公司 130

EB001287 正中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SSL( 愛情之福音 (新版 ) ◎ 克爾繼斯基著，唐君毅譯 65

EB001288 台灣商務 ﹝西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SNK( 當代哲學對話錄 ◎ Bryan Magee 編 660

EB001289 台灣商務 ﹝西洋哲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SNK( 當代哲學對話錄 ◎ Bryan Magee 編 660

EB001290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2008 y(7IJ5H1*OKSQNR( 西洋哲學史 ◎ 傅偉勳 360

EB001291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1986 y(7IJ5H1*OKSQOO( 西洋哲學史 ◎ 李石岑 144

EB001292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2003 y(7IJ5H1*ONRTKN( 智慧的河流―談西洋哲學的發展 ◎ 卓心美 -編著 150

EB001293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ONN( 西洋哲學史話 (增訂二版 ) ◎ 鄔昆如 600

EB001294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2007 y(7IJ5H1*TMSSKR( 西洋哲學十二講 (二版 ) ◎ 鄔昆如 200

EB001295 台灣商務 ﹝西洋哲學總論﹞ 1998 y(7IJ5H0*PLOSLK( 西洋哲學史 ◎ 威廉 .文德爾班 著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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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296 台灣商務 ﹝西洋哲學總論﹞ 1966 y(7IJ5H0*PLNQQK( 西洋哲學史 ◎ 陳正謨 譯 420

EB001297 國家 ﹝西洋哲學總論﹞ 1997 y(7IJ5H3*QKPMNM( 西方哲學史話 ◎ 編譯組 350

EB001298 左岸 ﹝西洋哲學總論﹞ 2005 y(7IJ8G7*SPOROM( 西方哲學史 (上 ) ◎ 羅素 450

EB001299 左岸 ﹝西洋哲學總論﹞ 2005 y(7IJ8G7*SPOSNO( 西方哲學史 (下 ) ◎ 羅素 370

EB001300 三民書局 ﹝西洋哲學總論﹞ 2006 y(7IJ5H1*OOMMPT( 西洋百位哲學家 ◎ 鄔昆如 260

EB001301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86 y(7IJ5H1*TKLOMS( 哈伯馬斯 (精 ) ◎ 李英明 200

EB001302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3 y(7IJ5H1*TKNKQO( 希臘哲學趣談 (精 ) ◎ 鄔昆如 211

EB001303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3 y(7IJ5H1*TKNKRL( 希臘哲學趣談 (平 ) ◎ 鄔昆如 156

EB001304 昭明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ROQLLP( 倫理學 -亞里士多德 (昭明 ) ◎ 亞里士多德 460

EB001305 昭明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ROQLKS( 政治學 -亞里士多德 (昭明 ) ◎ 亞里士多德 380

EB001306 昭明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ROQLMM( 形而上學 -亞里士多德 (昭明 ) ◎ 苗力田 480

EB001307 群學文化 ﹝古代哲學﹞ 2004 y(7IJ5H2*STTKPM(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 Michel Foucault 鄭義愷 譯 250

EB001308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72 y(7IJ5H1*OLPPON( 希臘哲學史 (精 ) ◎ 李震著 110

EB001309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0 y(7IJ5H1*OLPPPK( 希臘哲學史 (平 ) ◎ 李震著 70

EB001310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2003 y(7IJ5H1*TMNKTN( 蘇格拉底及其先期哲學家 (精 ) ◎ 范明生 370

EB001311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2003 y(7IJ5H1*TMNLKT( 蘇格拉底及其先期哲學家 (平 ) ◎ 范明生 300

EB001312 台灣商務 ﹝古代哲學﹞ 1994 y(7IJ5H0*PLKKOL( 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 ◎ 周國平 譯 180

EB001313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2 y(7IJ5H1*TLOKNT( 柏拉圖三論 (精 ) ◎ 程石泉 200

EB001314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2000 y(7IJ5H1*TLOKOQ( 柏拉圖三論 (平 ) ◎ 程石泉 160

EB001315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8 y(7IJ5H1*TMMMMP( 柏拉圖 (精 ) ◎ 傅佩榮編著 270

EB001316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8 y(7IJ5H1*TMMMNM( 柏拉圖 (平 ) ◎ 傅佩榮編著 230

EB001317 台灣商務 ﹝古代哲學﹞ 1972 y(7IJ5H0*PLMLLN( 柏拉圖的哲學 ◎ 曾仰如 著 180

EB001318 左岸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SPOMOR( 柏拉圖全集 (卷一 ) ◎ 柏拉圖 500

EB001319 左岸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SPOMRS( 柏拉圖全集 (卷二 ) ◎ 柏拉圖 500

EB001320 左岸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SPONMM( 柏拉圖全集 (卷三 ) ◎ 柏拉圖 500

EB001321 左岸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SPONSO( 柏拉圖全集 (卷四 ) ◎ 柏拉圖 500

EB001322 左岸 ﹝古代哲學﹞ 2003 y(7IJ8G7*SPONTL( 柏拉圖全集 (卷五 ) ◎ 柏拉圖 250

EB001323 左岸 ﹝古代哲學﹞ 2007 y(7IJ8G7*LRORLK( 國家篇 ◎ 柏拉圖 300

EB001324 左岸 ﹝古代哲學﹞ 2007 y(7IJ8G7*LRORPS( 柏拉圖 (會飲篇 ) ◎ 柏拉圖 150

EB001325 左岸 ﹝古代哲學﹞ 2007 y(7IJ8G7*LROSPR( 柏拉圖 (斐多篇 ) ◎ 柏拉圖 150

EB001326 左岸 ﹝古代哲學﹞ 2007 y(7IJ8G7*LROSRL( 柏拉圖 (法篇 ) ◎ 柏拉圖 300

EB001327 左岸 ﹝古代哲學﹞ 2008 y(7IJ8G6*RMNKSR( 饗宴 -柏拉圖式愛的真諦 ◎ 柏拉圖 180

EB001328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89 y(7IJ5H1*TKLOSK( 亞里斯多德 (精 ) ◎ 曾仰如 456

EB001329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89 y(7IJ5H1*TKLOTR( 亞里斯多德 (平 ) ◎ 曾仰如 400

EB001330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6 y(7IJ5H1*TLTORS( 伊壁鳩魯 (精 ) ◎ 楊適著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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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331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6 y(7IJ5H1*TLTOSP( 伊壁鳩魯 (平 ) ◎ 楊適著 190

EB001332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9 y(7IJ5H1*TMNLNK( 愛比克泰德 (精 ) ◎ 楊適著 280

EB001333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2000 y(7IJ5H1*TMNLOR( 愛比克泰德 (平 ) ◎ 楊適著 210

EB001334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8 y(7IJ5H1*TMLTPM( 柏羅丁 (精 ) ◎ 趙敦華 220

EB001335 三民書局 ﹝古代哲學﹞ 1998 y(7IJ5H1*TMLTQT( 柏羅丁 (平 ) ◎ 趙敦華 150

EB001336 三民書局 ﹝中世哲學﹞ 1992 y(7IJ5H1*TLNKOT( 西方文化與中世紀神哲學思想 (精 ) ◎ 唐逸著 378

EB001337 三民書局 ﹝中世哲學﹞ 1992 y(7IJ5H1*TLNKPQ( 西方文化與中世紀神哲學思想 (平 ) ◎ 唐逸著 311

EB001338 台灣商務 ﹝中世哲學﹞ 2001 y(7IJ5H0*PLQTQS( 中世紀哲學精神 ◎ Etienne Gilson著 400

EB001339 左岸 ﹝中世哲學﹞ 2006 y(7IJ8G7*LROMQK( 聖奧古斯丁―在俗世創造「上帝之城」的建築師 ◎ 蓋瑞．威爾斯 220

EB001340 台灣商務 ﹝中世哲學﹞ 2007 y(7IJ5H0*PMMOOK( 多瑪斯形上學 ◎ 丁福寧 400

EB001341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8 y(7IJ5H1*TKNLKL( 近代哲學趣談 (精 ) ◎ 鄔昆如 240

EB001342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8 y(7IJ5H1*TKNLLS( 近代哲學趣談 (平 ) ◎ 鄔昆如 170

EB001343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5 y(7IJ5H1*TKNLMP( 現代哲學趣談 (精 ) ◎ 鄔昆如 240

EB001344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8 y(7IJ5H1*TKNLQN( 當代西方哲學與方法論 (精 ) ◎ 臺大哲學系主編 367

EB001345 心理 ﹝近世哲學﹞ 2001 y(7IJ5H7*KMPQTM( 社會科學的理路 (第二版 ) ◎ 黃光國著 500

EB001346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8 y(7IJ5H1*OMSQKO( 我的朋友馬基維利― (佛羅倫斯的興亡 ) ◎ ?野七生著；沈寶慶譯 280

EB001347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5 y(7IJ5H1*TKNLNM( 現代哲學趣談 (平 ) ◎ 鄔昆如 170

EB001348 左岸 ﹝近世哲學﹞ 2002 y(7IJ8G7*SPOMKT( 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 ◎ 卡爾．貝克 230

EB001349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2 y(7IJ5H1*TKSSSP( 馬庫色―馬庫色及其批判理論 (精 ) ◎ 史文鴻 244

EB001350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1 y(7IJ5H1*TKSSTM( 馬庫色―馬庫色及其批判理論 (平 ) ◎ 史文鴻 178

EB001351 台灣商務 ﹝近世哲學﹞ 2008 y(7IJ5H0*PMNLKM( 二元對立與陰陽：世界觀的衝突與調和 ◎ 紀金慶 210

EB001352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6 y(7IJ5H1*TKMPRT( 現代存在思想家 (平 ) ◎ 項退結 189

EB001353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8 y(7IJ5H1*TKNLSR( 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 (精 ) ◎ 項退結編訂 211

EB001354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3 y(7IJ5H1*TKNLTO( 人性尊嚴的存在背景 (平 ) ◎ 項退結編訂 144

EB001355 台灣商務 ﹝近世哲學﹞ 1969 y(7IJ5H0*PLLKNL( 由存在到永恆 ◎ 李 震 著 200

EB001356 台灣商務 ﹝近世哲學﹞ 1967 y(7IJ5H0*PKPRLT( 存在主義 ◎ 陳鼓應 編 320

EB001357 左岸 ﹝近世哲學﹞ 2006 y(7IJ8G7*LROPSL( 存在與虛無 ◎ 尚 -保羅．沙特 480

EB001358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9 y(7IJ5H1*TKLPKN( 洛爾斯 (精 ) ◎ 石元康 233

EB001359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89 y(7IJ5H1*TKLPLK( 洛爾斯 (平 ) ◎ 石元康 167

EB001360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4 y(7IJ5H1*TLRLQK( 新一元論 (精 ) ◎ 呂佛庭 211

EB001361 三民書局 ﹝近世哲學﹞ 1994 y(7IJ5H1*TLRLRR( 新一元論 (平 ) ◎ 呂佛庭 156

EB001362 左岸 ﹝近世哲學﹞ 2006 y(7IJ8G7*LROOMK( 結構性的理性 :伊偏有關實踐性的哲學論文 ◎ 猷利安 ˙尼達諾姆林 200

EB001363 台灣商務 ﹝近世哲學﹞ 2003 y(7IJ5H0*PLSKKT( 效用主義精解 ◎ 盛慶F 著 300

EB001364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4 y(7IJ5H1*TKNPKR( 洛克悟性哲學 (精 ) ◎ 蔡信安 167

EB001365 正中書局 ﹝英國哲學﹞ 2001 y(7IJ5H0*TLNOTL( 懷海德自然哲學 ◎ 俞懿嫻著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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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366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QLK( 托馬斯‧霍布斯 (精 ) ◎ 余麗嫦 270

EB001367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QMR( 托馬斯‧霍布斯 (平 ) ◎ 余麗嫦 210

EB001368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4 y(7IJ5H1*TKNPLO( 洛克悟性哲學 (平 ) ◎ 蔡信安 100

EB001369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7 y(7IJ5H1*TLTQTK( 洛克 (平 ) ◎ 謝啟武 170

EB001370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7 y(7IJ5H1*TLTRPL( 洛克 (精 ) ◎ 謝啟武 240

EB001371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2000 y(7IJ5H1*TMMRRP( 牛頓 (精 ) ◎ 吳以義 260

EB001372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2000 y(7IJ5H1*TMMRSM( 牛頓 (平 ) ◎ 吳以義 190

EB001373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MRP( 巴克萊 (精 ) ◎ 蔡信安 233

EB001374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MSM( 巴克萊 (平 ) ◎ 蔡信安 167

EB001375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6 y(7IJ5H1*TMKKOR( 托馬斯‧銳德 (精 ) ◎ 倪培民 190

EB001376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6 y(7IJ5H1*TMKKPO( 托馬斯‧銳德 (平 ) ◎ 倪培民 130

EB001377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3 y(7IJ5H1*TLOSQM( 休謨 (精 ) ◎ 李瑞全 256

EB001378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3 y(7IJ5H1*TLOSRT( 休謨 (平 ) ◎ 李瑞全 189

EB001379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86 y(7IJ5H1*TKLOOM( 約翰彌爾 (精 ) ◎ 張明貴 300

EB001380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86 y(7IJ5H1*TKLOPT( 約翰彌爾 (平 ) ◎ 張明貴 233

EB001381 網路與書 ﹝英國哲學﹞ 2007 y(7IJ8G6*SOLKNN( 我的知識之路――約翰‧彌爾自傳 ◎ 約翰．彌爾 250

EB001382 台灣商務 ﹝英國哲學﹞ 2009 y(7IJ5H0*PMNSQR( 穆勒名學 ◎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400

EB001383 台灣商務 ﹝英國哲學﹞ 2009 y(7IJ5H0*PMNSRO( 穆勒名學 (精裝 ) ◎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500

EB001384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7 y(7IJ5H1*TMLNQP( 布拉德雷 (精 ) ◎ 張家龍 230

EB001385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7 y(7IJ5H1*TMLOTP( 布拉德雷 (平 ) ◎ 張家龍 160

EB001386 左岸 ﹝英國哲學﹞ 2006 y(7IJ8G7*LROQOM( 羅素的回憶 ?來自記憶裡的肖像 ◎ 羅素 260

EB001387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89 y(7IJ5H1*TKKLMO( 中國哲學與懷德海 (平 ) ◎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主編 144

EB001388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89 y(7IJ5H1*TKKLNL( 中國哲學與懷德海 (精 ) ◎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主編 211

EB001389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87 y(7IJ5H1*TKNOSO( 懷海德哲學 (精 ) ◎ 楊士毅 256

EB001390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87 y(7IJ5H1*TKNOTL( 懷海德哲學 (平 ) ◎ 楊士毅 189

EB001391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4 y(7IJ5H1*TLQTMR( 懷特海 (精 ) ◎ 陳奎德 289

EB001392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4 y(7IJ5H1*TLQTNO( 懷特海 (平 ) ◎ 陳奎德 222

EB001393 台灣商務 ﹝英國哲學﹞ 2004 y(7IJ5H0*PLTLMT( 機體與力動 :懷德海哲學研究與對話 ◎ 吳汝鈞 270

EB001394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MNR( 奧斯丁 (精 ) ◎ 劉福增 256

EB001395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MOO( 奧斯丁 (平 ) ◎ 劉福增 189

EB001396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5 y(7IJ5H1*TLSLQR( 艾耶爾 (精 ) ◎ 張家龍 200

EB001397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5 y(7IJ5H1*TLSLRO( 艾耶爾 (平 ) ◎ 張家龍 140

EB001398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MKL( 史陶生 (精 ) ◎ 謝仲明 210

EB001399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MLS( 史陶生 (平 ) ◎ 謝仲明 140

EB001400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ONK( 皮爾遜 (精 ) ◎ 李醒民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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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401 三民書局 ﹝英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OOR( 皮爾遜 (平 ) ◎ 李醒民 260

EB001402 台灣商務 ﹝英國哲學﹞ 2003 y(7IJ5H0*PLSLOQ( 奧斯丁 :語言現象與哲學 ◎ 楊玉成 著 280

EB001403 國家 ﹝英國哲學﹞ 2004 y(7IJ5H3*QKSRTK( 哲學巨擘維根斯坦 ◎ 施智璋 200

EB001404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RNR( 愛默生 (精 ) ◎ 陳波著 300

EB001405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ROO( 愛默生 (平 ) ◎ 陳波著 230

EB001406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1 y(7IJ5H1*OLRRRQ( 梭羅與中國 ◎ 陳長房 178

EB001407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TNP( 普爾斯 (精 ) ◎ 朱建民 290

EB001408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TOM( 普爾斯 (平 ) ◎ 朱建民 220

EB001409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2001 y(7IJ5H1*TMPTPK( 普爾斯 (精 ) ◎ 古添洪 240

EB001410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2001 y(7IJ5H1*TMPTQR( 普爾斯 (平 ) ◎ 古添洪 170

EB001411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8 y(7IJ5H1*TLRKLQ( 詹姆士 (精 ) ◎ 朱建民 270

EB001412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LNN( 詹姆士 (平 ) ◎ 朱建民 200

EB001413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3 y(7IJ5H1*TLOTMN( 魯一士 (精 ) ◎ 黃秀璣 233

EB001414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3 y(7IJ5H1*TLOTNK( 魯一士 (平 ) ◎ 黃秀璣 167

EB001415 台灣商務 ﹝美國哲學﹞ 1966 y(7IJ5H0*PKTRNL( 哲學之改造 ◎ 許崇清 譯 140

EB001416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LTK( 尼布爾 (精 ) ◎ 卓新平 233

EB001417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MKQ( 尼布爾 (平 ) ◎ 卓新平 167

EB001418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4 y(7IJ5H1*TLQRON( 蒯因 (精 ) ◎ 陳波著 356

EB001419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4 y(7IJ5H1*TLQRPK( 蒯因 (平 ) ◎ 陳波著 289

EB001420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6 y(7IJ5H1*TLSTNS( 庫恩 (精 ) ◎ 吳以義 250

EB001421 三民書局 ﹝美國哲學﹞ 1996 y(7IJ5H1*TLSTOP( 庫恩 (平 ) ◎ 吳以義 180

EB001422 台灣商務 ﹝美國哲學﹞ 1997 y(7IJ5H0*PLOKMP( 文化創新的泉源－現代與傳統的銜接 ◎ 方能御 譯 220

EB001423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TTR( 阿圖色 (精 ) ◎ 徐崇溫 250

EB001424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0 y(7IJ5H1*TKKSKN( 笛卡兒 (精 ) ◎ 孫振青 211

EB001425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2006 y(7IJ5H1*TMSOPQ( 笛卡兒 (二版 ) ◎ 孫振青 160

EB001426 網路與書 ﹝法國哲學﹞ 2007 y(7IJ8G6*SOLLLS( 笛卡兒談談方法 ◎ 笛卡兒 220

EB001427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3 y(7IJ5H1*TLPKQR( 孟德斯鳩 (精 ) ◎ 侯鴻勳 267

EB001428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3 y(7IJ5H1*TLPKRO( 孟德斯鳩 (平 ) ◎ 侯鴻勳 200

EB001429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NKQ( 伏爾泰 (精 ) ◎ 李鳳鳴 280

EB001430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NLN( 伏爾泰 (平 ) ◎ 李鳳鳴 210

EB001431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NKRT( 狄德羅 (精 ) ◎ 李鳳鳴 220

EB001432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2000 y(7IJ5H1*TMNKSQ( 狄德羅 (平 ) ◎ 李鳳鳴 150

EB001433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4 y(7IJ5H1*TLPQLQ( 彭加勒 (精 ) ◎ 李醒民 289

EB001434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4 y(7IJ5H1*TLPQRS( 彭加勒 (平 ) ◎ 李醒民 222

EB001435 台灣商務 ﹝法國哲學﹞ 2008 y(7IJ5H0*PMMSNT( 馬里旦論存有直觀 ◎ 高凌霞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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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436 台灣商務 ﹝法國哲學﹞ 1984 y(7IJ5H0*PKQKSM( 認識沙特 ◎ 趙雅博 著 117

EB001437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MTT( 馬賽爾 (精 ) ◎ 陸達誠 289

EB001438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NKP( 馬賽爾 (平 ) ◎ 陸達誠 222

EB001439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7 y(7IJ5H1*TMKSMP( 德勒茲 (精 ) ◎ 羅貴祥 210

EB001440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7 y(7IJ5H1*TMKSNM( 德勒茲 (平 ) ◎ 羅貴祥 140

EB001441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RTT( 梅里葉 (精 ) ◎ 李鳳鳴 210

EB001442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SKP( 梅里葉 (平 ) ◎ 李鳳鳴 140

EB001443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TRN( 傅科 (精 ) ◎ 于奇智 260

EB001444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MTSK( 傅科 (平 ) ◎ 于奇智 190

EB001445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1999 y(7IJ5H1*TMNKKK( 阿圖色 (平 ) ◎ 徐崇溫 180

EB001446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2000 y(7IJ5H1*TMPNRK( 呂格爾 (精 ) ◎ 沈清松 280

EB001447 三民書局 ﹝法國哲學﹞ 2000 y(7IJ5H1*TMPNSR( 呂格爾 (平 ) ◎ 沈清松 210

EB001448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86 y(7IJ5H1*TKLOKO( 狄爾泰 (精 ) ◎ 張旺山 289

EB001449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2000 y(7IJ5H1*TMMKPS( 盧卡奇 (精 ) ◎ 謝勝義 270

EB001450 漁人文化 ﹝德奧哲學﹞ 2006 y(7IJ8G7*KLLLTK( 佛洛姆 ◎ 吳光遠 249

EB001451 漁人文化 ﹝德奧哲學﹞ 2006 y(7IJ8G7*NORTOR( 尼采 ◎ 吳光遠 249

EB001452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87 y(7IJ5H0*PKOSQQ( 改變近代世界的三位思想家 ◎ 趙雅博 著 180

EB001453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4 y(7IJ5H1*TLQTOL( 萊布尼茨 (精 ) ◎ 段德智、陳修齋著 267

EB001454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4 y(7IJ5H1*TLQTPS( 萊布尼茨 (平 ) ◎ 段德智、陳修齋著 200

EB001455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OMLTQO( 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 (平 ) ◎ 李澤厚 340

EB001456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OMOTQP( 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 (精 ) ◎ 李澤厚 410

EB001457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90 y(7IJ5H0*PKLRSK( 康德物自身學說研究 ◎ 韓水法 著 180

EB001458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TLSOKM( 費希特 (精 ) ◎ 洪漢鼎 250

EB001459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TLSOLT( 費希特 (平 ) ◎ 洪漢鼎 180

EB001460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RMRQ( 謝林 (精 ) ◎ 鄧安慶 244

EB001461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RMSN( 謝林 (平 ) ◎ 鄧安慶 178

EB001462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59 y(7IJ5H0*PLMSMN( 黑格爾哲學 ◎ 吳 康 著 160

EB001463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73 y(7IJ5H0*PKRSMT( 黑格爾學述 ◎ 賀 麟 譯 180

EB001464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98 y(7IJ5H0*PLOPQS( 小邏輯 ◎ 黑格爾 著 380

EB001465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8 y(7IJ5H1*TMLLKP( 叔本華 (精 ) ◎ 鄧安慶 290

EB001466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8 y(7IJ5H1*TMLLLM( 叔本華 (平 ) ◎ 鄧安慶 220

EB001467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7 y(7IJ5H1*TMLPKL( 馬克思 (精 ) ◎ 洪鎌德 420

EB001468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7 y(7IJ5H1*TMLPLS( 馬克思 (平 ) ◎ 洪鎌德 400

EB001469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86 y(7IJ5H0*PLOKSR( 傳統與反叛 -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 ◎ 洪鎌德 著 160

EB001470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1966 y(7IJ5H0*PKPPTR( 悲劇哲學家‧尼采 ◎ 陳鼓應 著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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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471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2005 y(7IJ5H0*PMKKSS( 尼采新論修訂版 ◎ 陳鼓應 著 300

EB001472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86 y(7IJ5H1*TKLOLL( 狄爾泰 (平 ) ◎ 張旺山 222

EB001473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89 y(7IJ5H1*TKLOQQ( 海德格 (精 ) ◎ 項退結 270

EB001474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2006 y(7IJ5H1*TKLORN( 海德格 (平 ) ◎ 項退結 200

EB001475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TLTLTP( 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 (平 ) ◎ 張燦輝 180

EB001476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TLTMKL( 海德格與胡塞爾現象學 (精 ) ◎ 張燦輝 250

EB001477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0 y(7IJ5H1*TKLKKS( 胡塞爾 (精 ) ◎ 蔡美麗 278

EB001478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2007 y(7IJ5H1*TMSTOO( 胡塞爾 (二版 ) ◎ 蔡美麗 210

EB001479 台灣商務 ﹝德奧哲學﹞ 2001 y(7IJ5H0*PLRMTN( 胡塞爾現象學解析 ◎ 吳汝鈞 著 200

EB001480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2 y(7IJ5H1*TLNSMR( 雅斯培 (精 ) ◎ 黃藿著 200

EB001481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2 y(7IJ5H1*TLNSNO( 雅斯培 (平 ) ◎ 黃藿著 144

EB001482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RMPM( 石里克 (精 ) ◎ 韓林合 356

EB001483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RMQT( 石里克 (平 ) ◎ 韓林合 289

EB001484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7 y(7IJ5H1*TKKPOO( 馬克斯‧謝勒三論 (精 ) ◎ 阿弗德‧休慈原著；江日新譯 200

EB001485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7 y(7IJ5H1*TKKPPL( 馬克斯‧謝勒三論 (平 ) ◎ 阿弗德‧休慈原著；江日新譯 140

EB001486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0 y(7IJ5H1*TKKTMQ( 馬克斯‧謝勒 (精 ) ◎ 江日新 300

EB001487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0 y(7IJ5H1*TKKTNN( 馬克斯‧謝勒 (平 ) ◎ 江日新 233

EB001488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2 y(7IJ5H1*TKLONP( 哈伯馬斯 (平 ) ◎ 李英明 144

EB001489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1 y(7IJ5H1*TLMTRO( 史賓格勒 (精 ) ◎ 商戈令 244

EB001490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1 y(7IJ5H1*TLMTSL( 史賓格勒 (平 ) ◎ 商戈令 178

EB001491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4 y(7IJ5H1*TLRKMN( 維根斯坦 (精 ) ◎ 范光棣 178

EB001492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4 y(7IJ5H1*TLRKNK( 維根斯坦 (平 ) ◎ 范光棣 122

EB001493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RNQS( 馬赫 (精 ) ◎ 李醒民 367

EB001494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RNRP( 馬赫 (平 ) ◎ 李醒民 300

EB001495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SLSL( 弗雷格 (精 ) ◎ 王路著 230

EB001496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5 y(7IJ5H1*TLSLTS( 弗雷格 (平 ) ◎ 王路著 160

EB001497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TMKNQS( 恩格斯 (精 ) ◎ 李步樓 290

EB001498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6 y(7IJ5H1*TMKNRP( 恩格斯 (平 ) ◎ 李步樓 220

EB001499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7 y(7IJ5H1*TMKRSS( 高達美 (精 ) ◎ 嚴平著 300

EB001500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7 y(7IJ5H1*TMKSQN( 高達美 (平 ) ◎ 嚴平著 230

EB001501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8 y(7IJ5H1*TMLTLO( 班雅明 (精 ) ◎ 馬國明 270

EB001502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8 y(7IJ5H1*TMLTML( 班雅明 (平 ) ◎ 馬國明 220

EB001503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9 y(7IJ5H1*TMMRPL( 施萊爾馬赫 (精 ) ◎ 鄧安慶 280

EB001504 三民書局 ﹝德奧哲學﹞ 1999 y(7IJ5H1*TMMRQS( 施萊爾馬赫 (平 ) ◎ 鄧安慶 210

EB001505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2 y(7IJ5H1*TLNSQP( 斯賓諾莎 (精 ) ◎ 洪漢鼎 322



 - 044 -

．
︹
西
洋
各
國
哲
學
︺
．

EB001506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2 y(7IJ5H1*TLNSRM( 斯賓諾莎 (平 ) ◎ 洪漢鼎 256

EB001507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LLT( 費奧多洛夫 (精 ) ◎ 徐鳳林 230

EB001508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LMQ( 費奧多洛夫 (平 ) ◎ 徐鳳林 160

EB001509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MQN( 別爾嘉耶夫 (精 ) ◎ 雷永生 230

EB001510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8 y(7IJ5H1*TMMMRK( 別爾嘉耶夫 (平 ) ◎ 雷永生 160

EB001511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NMK( 索洛維約夫 (精 ) ◎ 徐鳳林 289

EB001512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NNR( 索洛維約夫 (平 ) ◎ 徐鳳林 222

EB001513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8 y(7IJ5H1*TMLQLR( 馮‧賴特 (精 ) ◎ 陳波著 350

EB001514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8 y(7IJ5H1*TMLQMO( 馮‧賴特 (平 ) ◎ 陳波著 280

EB001515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2000 y(7IJ5H1*TMMKQP( 盧卡奇 (平 ) ◎ 謝勝義 200

EB001516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89 y(7IJ5H1*TKKLOS( 祁克果 (平 ) ◎ 陳俊輝 244

EB001517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89 y(7IJ5H1*TKKLPP( 祁克果 (精 ) ◎ 陳俊輝 311

EB001518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LRQ( 玻爾 (精 ) ◎ 戈革著 267

EB001519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2 y(7IJ5H1*TLOLSN( 玻爾 (平 ) ◎ 戈革著 200

EB001520 台灣商務 ﹝西洋各國哲學﹞ 1971 y(7IJ5H0*PLNKLL( 心理分析與齊克果之存在概念 ◎ 吳東辰 著 160

EB001521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SKL( 榮格 (精 ) ◎ 劉耀中 260

EB001522 三民書局 ﹝西洋各國哲學﹞ 1995 y(7IJ5H1*TLRSLS( 榮格 (平 ) ◎ 劉耀中 190

EB001523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2006 y(7IJ5H1*OKSQSM( 理則學 ◎ 陳祖耀 220

EB001524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70 y(7IJ5H1*OKSRLM( 規範邏輯導論 (英文版 ) ◎ 何秀煌 278

EB001525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2005 y(7IJ5H1*OKSRMT( 邏輯 ◎ 林正弘 430

EB001526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2006 y(7IJ5H1*OKSRNQ( 邏輯 ◎ 林玉体 300

EB001527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67 y(7IJ5H1*OLMNKQ( 回憶與感想 (精 ) ◎ 徐世大 110

EB001528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79 y(7IJ5H1*OLQLSM( 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 (精 ) ◎ 成中英 110

EB001529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79 y(7IJ5H1*OLQLTT( 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 (平 ) ◎ 成中英 70

EB001530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75 y(7IJ5H1*OLQNKO( 白馬非馬 (精 ) ◎ 林正弘 110

EB001531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99 y(7IJ5H1*OLQNLL( 白馬非馬 (平 ) ◎ 林正弘 70

EB001532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2006 y(7IJ5H1*OOMOOK( 現代邏輯要義 (修訂二版 ) ◎ 葉新雲 160

EB001533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2006 y(7IJ5H1*OONQTK( 思考的祕密 ◎ 傅皓政 220

EB001534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81 y(7IJ5H1*TKMLKO( 語言哲學 (精 ) ◎ 劉福增 250

EB001535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85 y(7IJ5H1*TKMLMS( 知識‧邏輯‧科學哲學 (精 ) ◎ 林正弘 189

EB001536 三民書局 ﹝邏輯總論﹞ 1985 y(7IJ5H1*TKMLNP( 知識‧邏輯‧科學哲學 (平 ) ◎ 林正弘 133

EB001537 心理 ﹝邏輯總論﹞ 2001 y(7IJ5H7*KMOLML( 實用邏輯 ◎ Jill LeBlanc著；劉福增譯 360

EB001538 心理 ﹝邏輯總論﹞ 2003 y(7IJ5H7*KMPSOP( 基本邏輯 ◎ 劉福增著 640

EB001539 心理 ﹝邏輯總論﹞ 2003 y(7IJ5H7*KMPTOO( 邏輯思考 ◎ 劉福增著 320

EB001540 台灣商務 ﹝邏輯總論﹞ 2001 y(7IJ5H0*PLQTLN( 原始思維 ◎ 列維 -布留爾 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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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541 台灣商務 ﹝邏輯總論﹞ 1972 y(7IJ5H0*PKPKPO( 哲學邏輯 ◎ 柴 熙 著 200

EB001542 台灣商務 ﹝邏輯總論﹞ 1994 y(7IJ5H0*PKTPNN( 思考與理性思考 ◎ 葉保強 著 240

EB001543 正中書局 ﹝邏輯總論﹞ 2004 y(7IJ5H0*TLQRMK( 理則學第二版 ◎ 牟宗三 著 400

EB001544 台灣商務 ﹝邏輯總論﹞ 2009 y(7IJ5H0*PMNRNR( 名學淺說 ◎ 威廉‧史坦利‧耶方斯 250

EB001545 台灣商務 ﹝邏輯總論﹞ 2009 y(7IJ5H0*PMNROO( 名學淺說 (精裝 ) ◎ 威廉‧史坦利‧耶方斯 350

EB001546 台灣商務 ﹝數理邏輯﹞ 1966 y(7IJ5H0*PLKSQR( 現代邏輯引論 ◎ 劉福增 編譯 200

EB001547 深思文化 ﹝邏輯各論﹞ 2007 y(7IJ8G1*SOLMKP( 批判性思考 -跳脫慣性的思考模式 (20K) ◎ Stella Cottrell 380

EB001548 三民書局 ﹝形上學總論﹞ 2008 y(7IJ5H1*OOTSKR( 形上學 ◎ 王文方 390

EB001549 台灣商務 ﹝形上學總論﹞ 2006 y(7IJ5H0*PMKNPO( 語言 ,存有與形上學 ◎ 丁福寧 著 380

EB001550 台灣商務 ﹝形上學總論﹞ 1998 y(7IJ5H0*PLOSMR( 智慧學九論 ◎ 朱邦復 著 300

EB001551 台灣商務 ﹝形上學總論﹞ 2008 y(7IJ5H0*PMNLTP( 智慧學九論 (修訂本 ) ◎ 朱邦復 著 320

EB001552 台灣商務 ﹝形上學總論﹞ 1971 y(7IJ5H0*PLKLPR( 形上學 ◎ 曾仰如 編著 240

EB001553 雲龍 ﹝形上學總論﹞ 2001 y(7IJ5H9*KSQMMQ( 太平天國社會風情 ◎ 李文海．劉 160

EB001554 三民書局 ﹝知識論﹞ 2005 y(7IJ5H1*OOMSRR( 人心難測—心與認知的哲學問題 ◎ 彭孟堯 -著、陳澤新 -繪 200

EB001555 三民書局 ﹝知識論﹞ 2009 y(7IJ5H1*OPLTNK( 知識論 ◎ 彭孟堯 -著

EB001556 台灣商務 ﹝知識論﹞ 2009 y(7IJ5H0*PMOLKT( 西方哲學的知識論 ◎ 吳汝鈞 420

EB001557 台灣商務 ﹝知識論﹞ 1969 y(7IJ5H0*PLOONS( 認識論 ◎ 柴 熙 著 250

EB001558 三民書局 ﹝知識論﹞ 1994 y(7IJ5H1*TKKONS( 理解的命運 (精 ) ◎ 殷鼎著 278

EB001559 三民書局 ﹝知識論﹞ 1994 y(7IJ5H1*TKKOOP( 理解的命運 (平 ) ◎ 殷鼎著 211

EB001560 三民書局 ﹝方法論﹞ 1988 y(7IJ5H1*TKNLRK( 當代西方哲學與方法論 (平 ) ◎ 臺大哲學系主編 300

EB001561 台灣商務 ﹝本體論﹞ 1997 y(7IJ5H0*PLOMOR( 時間地圖 ◎ ROBERT LEVINE 著 220

EB001562 心理 ﹝存有論﹞ 2007 y(7IJ8G1*TLKMRR( 實驗與類實驗設計 -因果擴論 (附光碟 ) ◎ W. R. 
Shadish、T. D. Cook、D. T. Campbell著；楊孟麗譯

750

EB001563 健行 ﹝心理學總論﹞ 2007 y(7IJ8G6*RTSKOR( 惡女養成班（原：聰明女人不再讓步） ◎ 烏特‧艾爾哈特 240

EB001564 三民書局 ﹝心理學總論﹞ 1992 y(7IJ5H1*OKNRLR( 心理學 ◎ 劉安彥 630

EB001565 三民書局 ﹝心理學總論﹞ 2001 y(7IJ5H1*OKNRMO( 心理學 ◎ 張春興、楊國樞著 360

EB001566 三民書局 ﹝心理學總論﹞ 2006 y(7IJ5H1*ONMMQR( 心理學 ◎ 溫世頌 700

EB001567 三民書局 ﹝心理學總論﹞ 2007 y(7IJ5H1*OOQOSQ( 心理學導論 ◎ 溫世頌 340

EB001568 大可 ﹝心理學總論﹞ 2008 y(7IJ8G8*NNMRMK( WOW！我懂心理學了 ◎ 知識圖解工作室 250

EB001569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4 y(7IJ5H7*KMQTPS( 心理學 (第三版 ) ◎ 葉重新著 600

EB001570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7 y(7IJ8G1*TLKPTS( 你不可不知的心理學 ◎ 唐全騰著 300

EB001571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8 y(7IJ8G1*TLLTSO( 正向心理學 -生活、工作和教學的實用 ◎ 江雪齡著；郭有遹、高強華推薦 200

EB001572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88 y(7IJ5H7*KMLTKS( 青年的心理健康 ◎ 黃堅厚著 130

EB001573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89 y(7IJ5H7*KMMQMM( 精神醫學是什麼 -對自己行為的瞭解 ◎ Preston著；黃堅厚譯 120

EB001574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88 y(7IJ5H7*KMKPON( 教室管理 ◎ 許慧玲編著 150

EB001575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97 y(7IJ5H7*KMMPMN( 小小與心情王國 -認識情緒障礙 ◎ 黃玲蘭著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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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576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97 y(7IJ5H7*KMMPNK( 留級生教授 -認識學習障礙 ◎ 丁凡著 150

EB001577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97 y(7IJ5H7*KMMPPO( 最棒的過動兒 -認識過動兒 ◎ 何善欣著 150

EB001578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97 y(7IJ5H7*KMMPOR( 快樂說晚安 -如何克服怕黑 ◎ 趙映雪著 150

EB001579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3 y(7IJ5H7*KMPOTO( 兒童情緒管理系列 (一套六本 )-我好生氣、我好沮喪、我好得
意、我好害怕、我好興奮、我好氣憤 ◎ Elizabeth Crary著；林玫君譯

650

EB001580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3 y(7IJ5H7*KMPOSR( 兒童問題解決系列 (一套六本 )-我想要、我的名字不是笨蛋、我想加入、
媽媽，請不要走、我等不及了、我迷路了 ◎ Elizabeth Crary著；林玫君譯

650

EB001581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3 y(7IJ5H7*KMPRLP( 兒童自己做決定系列 (一套三本 )-心怡的醃黃瓜、小威好
煩的妹妹、芳芳的帽子 ◎ Elizabeth Crary著；林玫君譯

350

EB001582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2 y(7IJ5H7*KMPMNO( 葬禮之後 ◎ Jane Loretta Winsch著；陳芳玲譯 200

EB001583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2 y(7IJ5H7*KMPMPS( 再見了、麥奇 ◎ Ruth Wallace-Brodeur著；陳芳玲譯 250

EB001584 心理 ﹝心理學總論﹞ 2002 y(7IJ5H7*KMPMOL( 悲歡歲月 -一個憂鬱的故事 ◎ Dewitt Hamilton著；陳芳玲譯 250

EB001585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95 y(7IJ5H7*KMLLTT( 瞭解創意人 ◎ Jane Piirto著；陳昭儀等譯 370

EB001586 台灣商務 ﹝心理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TMN( 人這種動物 ◎ 戴思蒙 .莫里斯 著 280

EB001587 台灣商務 ﹝心理學總論﹞ 1991 y(7IJ5H0*PKMTPO( 談自欺欺人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108

EB001588 台灣商務 ﹝心理學總論﹞ 1991 y(7IJ5H0*PKMTLQ( 禮 :情理的表達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108

EB001589 台灣商務 ﹝心理學總論﹞ 1965 y(7IJ5H0*PKMSOS( 社會心理學 ◎ 孫本文 著 333

EB001590 米娜貝爾 ﹝心理學總論﹞ 2000 y(7IJ5H0*OTMKKM( 精神療法 (米娜貝爾 ) ◎ 斯蒂芬 .茨 240

EB001591 昭明 ﹝心理學總論﹞ 2005 y(7IJ8G7*LPLKQN( 基礎與應用心理學 (昭明 ) ◎ 雨果．閔斯特柏格 380

EB001592 昭明 ﹝心理學總論﹞ 2003 y(7IJ8G7*ROQKRS( 系統心理學 :緒論 (昭明 ) ◎ 愛德華 .B.鐵欽納 240

EB001593 昭明 ﹝心理學總論﹞ 2003 y(7IJ8G7*ROQKKT( 拓樸心理學原理 (昭明 ) ◎ 昭明 280

EB001594 昭明 ﹝心理學總論﹞ 2000 y(7IJ5H0*NNQOMT( 格式塔心理學原理 (下冊 )(昭明 ) ◎ 庫爾特 .考 450

EB001595 昭明 ﹝心理學總論﹞ 2000 y(7IJ5H0*NNQOKP( 格式塔心理學原理 (上冊 )(昭明 ) ◎ 庫爾特 .考 450

EB001596 國家 ﹝心理學總論﹞ 1998 y(7IJ5H3*QKPTMS( 心理學 ◎ 賀淦華 400

EB001597 國家 ﹝心理學總論﹞ 1997 y(7IJ5H3*QKPNLR( 心理學教室 ◎ 楊　志 250

EB001598 國家 ﹝心理學總論﹞ 2005 y(7IJ5H3*QKTSLK( 簡明心理學辭典 ◎ 黃希庭 800

EB001599 黎明文化 ﹝心理學總論﹞ 1978 實用心理學 (增訂本 )[平 ] ◎ 楊國樞 90

EB001600 黎明文化 ﹝心理學總論﹞ 1988 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平 ] ◎ 柴松林 110

EB001601 黎明文化 ﹝心理學總論﹞ 1993 y(7IJ5H1*QKLKML( 犯罪社會學 [平 ] ◎ 周震歐 280

EB001602 正中書局 ﹝心理學總論﹞ 1992 y(7IJ5H0*TKQNMP( 心理學的奧秘 ◎ 藍三印 98

EB001603 心理 ﹝心理學總論﹞ 1997 y(7IJ5H7*KMMNMP( 人本心理學入門 -真誠關懷 ◎ T. Merry著；鄭玄藏譯 250

EB001604 左岸 ﹝心理學總論﹞ 2006 y(7IJ8G7*LROPNQ( 精神分析引論 ◎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320

EB001605 三民書局 ﹝心理學總論﹞ 2006 y(7IJ5H1*OONPPN( 心理學辭典 ◎ 溫世頌 -編著 750

EB001606 台灣商務 ﹝心理學總論﹞ 1991 y(7IJ5H0*PKNLMS( 美國的心理學界 ◎ 李紹崑 200

EB001607 台灣商務 ﹝心理學總論﹞ 1968 y(7IJ5H0*PLLNTK( 心理學名人傳 ◎ 高覺敷 著 160

EB001608 國家 ﹝心理學總論﹞ 2007 y(7IJ5H3*QLKORM( 認識心理學經典大師 ◎ 郭本禹 500

EB001609 心理 ﹝心理學研究﹞ 2000 y(7IJ5H7*KMNQRO( 心理實驗學 ◎ 孟慶茂、常建華著 550

EB001610 米娜貝爾 ﹝生理心理學﹞ 2007 y(7IJ5H8*NMKQMS( 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 ◎ 佛洛伊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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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611 恆友文化 ﹝生理心理學﹞ 2009 y(7IJ8G8*OMPOMM( 面對生活笑 ◎ 隋曉明 / 吳志雲 220

EB001612 藝軒圖書 ﹝生理心理學﹞ 2004 y(7IJ5H6*LQRTQQ( 生理心理學 : 神經與行為 ◎ 林金盾 500

EB001613 心理 ﹝生理心理學﹞ 1998 y(7IJ5H7*KMMPTM( 心與腦 ◎ 徐嘉宏、洪裕宏、梁庚辰、張復等著 300

EB001614 左岸 ﹝生理心理學﹞ 2002 y(7IJ5H3*KMLRLL( 性心理學 ◎ 哈夫洛克．靄理士 620

EB001615 心理 ﹝生理心理學﹞ 2006 y(7IJ5H7*KMTMRK( 心理衛生與適應（第二版） ◎ 王以仁、林淑玲、駱芳美著 450

EB001616 台灣商務 ﹝生理心理學﹞ 1970 y(7IJ5H0*PKRSPK( 家庭學校心理�生概論 ◎ 韓靜遠 著 360

EB001617 一覽文化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8*MOQSSL( 吃下棉花糖之前 -給你一把品格的鎖匙 ◎ 薩繆爾．史密斯 200

EB001618 大堯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6*RTMKNS( 零距離透視術 -這樣看人就對了 ◎ 岡田斗司夫 199

EB001619 出色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7*NPLTLN( 天下的男人就是賤 ◎ 徐竹 200

EB001620 出色 ﹝一般心理﹞ 2005 y(7IJ8G7*NPLMTQ( 男人愈壞，女人愈愛 ◎ 徐竹 200

EB001621 出色 ﹝一般心理﹞ 2005 y(7IJ8G7*NPLMQP( 男人不打扮，女人懶得愛 ◎ 林慶昭 199

EB001622 法鼓文化 ﹝一般心理﹞ 2006 y(7IJ5H5*TSNQQQ( 親密 .孤獨與自由 --關於人生的25道習題 ◎ 200

EB001623 米娜貝爾 ﹝一般心理﹞ 1999 y(7IJ5H8*QMMTKQ( 我祇是要人照顧我 (米娜貝爾 ) ◎ 約翰 .克雷斯 240

EB001624 華品 ﹝一般心理﹞ 2008 y(7IJ8G6*RRNPNM( 看穿男人 ◎ 柯葳 230

EB001625 華品 ﹝一般心理﹞ 2008 y(7IJ8G6*RRNPOT( 讀透女人 ◎ 柯葳 230

EB001626 奧林文化 ﹝一般心理﹞ 2005 y(7IJ5H0*NTLPRM( 不管死幾次都別放棄！ ◎ 250

EB001627 意象文化 ﹝一般心理﹞ 2009 y(7IJ8G6*MTTKKL( 一眼看穿男人 -看穿什麼樣的男人值得愛 ◎ 張禮文 220

EB001628 意象文化 ﹝一般心理﹞ 2009 y(7IJ8G8*PLRTPK( 男人愛裝傻女人別糊塗 ◎ 雨樺 220

EB001629 意象文化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8*NOLKPK( 好男人也會出軌：看穿男人喜歡貓捉老鼠的愛情遊戲 ◎ 雨樺 240

EB001630 意象文化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8*NOLKKP( 撒嬌讓女人更可愛 ◎ 白珈琲 220

EB001631 意象文化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8*NOLKLM( 撒嬌讓女人更幸福 ◎ 白珈琲 220

EB001632 福隆 ﹝一般心理﹞ 2009 y(7IJ8G6*SNMKSQ( 別讓習慣害了你－透過細節看人心 ◎ 萬劍聲 200

EB001633 福隆 ﹝一般心理﹞ 2009 y(7IJ8G6*SNMKTN( 別讓外貌騙了你：觀人相貌 知其性格 ◎ 萬劍聲 200

EB001634 黎明文化 ﹝一般心理﹞ 1978 現代心理學 [平 ] ◎ 馬起華 140

EB001635 黎明文化 ﹝一般心理﹞ 1989 現代心靈的探索 [平 ] ◎ 卜少夫 170

EB001636 黎明文化 ﹝一般心理﹞ 1998 y(7IJ5H1*QKPNKM( 現代心靈的定位 [平 ] ◎ 傅佩榮 180

EB001637 心理 ﹝一般心理﹞ 2004 y(7IJ5H7*KMRNLN( 兒童認知發展 -概念與應用 ◎ Robert S. Siegler著；林美珍編譯 550

EB001638 心理 ﹝一般心理﹞ 2005 y(7IJ5H7*KMRQQP( 心理學講座 -高等心理功能及其在兒童期的發
展 ◎ L. S. Vygotsky著；邱上真校閱；羅亦超譯

180

EB001639 心理 ﹝一般心理﹞ 2005 y(7IJ5H7*KMRRRL( 婚姻、離婚與兒童適應 ◎ R. E. Emery著；李曉燕、李詠慧譯 250

EB001640 心理 ﹝一般心理﹞ 1989 y(7IJ5H7*KMLKNS( 兒童心理問題與對策 ◎ 徐獨立著 200

EB001641 心理 ﹝一般心理﹞ 2003 y(7IJ5H7*KMPNQO( 兒童氣質 -基本特性與社會構成 ◎ 王珮玲著 380

EB001642 幼獅文化 ﹝一般心理﹞ 2004 y(7IJ5H5*ROPLRM( 幼兒性教育 ◎ 林燕卿 350

EB001643 幼獅文化 ﹝一般心理﹞ 2009 y(7IJ5H5*RORNPK( 一個人的我也可以很快樂 ◎ 謝芬蘭 180

EB001644 野人 ﹝一般心理﹞ 2009 y(7IJ8G6*SKROOM( 失去山林的孩子 ◎ 理查．洛夫 320

EB001645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LRK( 瞭解你一歲的孩子 ◎ 黛博拉‧史丹納著；盧美貴、鄭幼幼譯 200



 - 048 -

．
︹
一
般
心
理
︺
．

EB001646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LQ( 瞭解你二歲的孩子 ◎ 蘇珊‧雷德著；黃意舒、邢水泉譯 220

EB001647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MN( 瞭解你三歲的孩子 ◎ 茱蒂絲‧特洛維爾著；盧美貴、朱菁譯 200

EB001648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NK( 瞭解你四歲的孩子 ◎ 麗莎‧米勒著；黃意舒；劉清譯 200

EB001649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OR( 瞭解你五歲的孩子 ◎ 雷思麗‧霍迪克著；盧美貴、劉清譯 200

EB001650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PO( 瞭解你六歲的孩子 ◎ 黛博拉‧史丹納著；黃意舒、黃旦譯 220

EB001651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QL( 瞭解你七歲的孩子 ◎ 艾爾絲‧奧斯朋著；柯平順、王之光譯 200

EB001652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RS( 瞭解你八歲的孩子 ◎ 麗莎‧米勒著；張德銳、趙雷震譯 180

EB001653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SP( 瞭解你九歲的孩子 ◎ 朵拉‧路許著；張德銳、徐琰譯 200

EB001654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NTM( 瞭解你十歲的孩子 ◎ 強納森‧布萊德利著；張德銳、黃勇民譯 200

EB001655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OKS( 瞭解你十一歲的孩子 ◎ 艾琳‧渥佛爾著；張煌熙、徐靜波譯 220

EB001656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8 y(7IJ5H1*OMRPKS( 兒童發展心理學 ◎ 莊稼嬰、默瑞‧湯馬斯、汪欲仙著 590

EB001657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5 y(7IJ5H1*TLRTOS( 皮亞傑 (精 ) ◎ 杜麗燕 260

EB001658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5 y(7IJ5H1*TLRTPP( 皮亞傑 (平 ) ◎ 杜麗燕 190

EB001659 心理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7*KMMKSK( 皮亞傑式兒童心理學與應用 ◎ J. Phillips著；王文科編譯 300

EB001660 心理 ﹝一般心理﹞ 2008 y(7IJ8G1*TLLLRP( 兒童行為觀察及省思 ◎ 黃意舒編著 450

EB001661 心理 ﹝一般心理﹞ 2008 y(7IJ8G1*TLLNQQ( 遇見「過動兒」，請轉個彎 ◎ 李宏鎰著 180

EB001662 心理 ﹝一般心理﹞ 2005 y(7IJ5H7*KMSKQS( 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 -觸動與關懷 ◎ 香港心理衛生會出版
小組委員會策畫；孫健忠、陳阿梅校閱；趙雨龍、秦安琪編著

280

EB001663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LNM( 瞭解你的嬰兒 ◎ 麗莎‧米勒著；林育瑋、鄭幼幼譯 180

EB001664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2004 y(7IJ5H1*OMKKQQ( 青年心理學 ◎ 劉安彥、陳英豪著 380

EB001665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OLP( 瞭解你十二～十四歲的孩子 ◎ 瑪爾格特‧瓦戴爾著；張煌熙、姚燕瑾譯 220

EB001666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OMM( 瞭解你十五～十七歲的孩子 ◎ 強納森‧布萊德利
艾蓮納‧杜賓斯基著；張煌熙、孫建譯

200

EB001667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6 y(7IJ5H1*OMOONT( 瞭解你十八～二十歲的孩子 ◎ 貝塔‧寇普利吉
安娜‧威廉斯著；張德銳、徐靜波譯

220

EB001668 心理 ﹝一般心理﹞ 1995 y(7IJ5H7*KMNLOS( 青少年心理學 ◎ 王煥琛、柯華葳著 300

EB001669 心理 ﹝一般心理﹞ 2006 y(7IJ5H7*KMSQQM( 青少年心理學 :青少年的發展、多樣性、脈絡與應用 ◎ 黃德祥主譯及校閱 700

EB001670 心理 ﹝一般心理﹞ 2001 y(7IJ5H7*KMONSL( 死亡與喪慟 -兒童輔導手冊 ◎ Charles A. Corr、Donna M. Corr
編；李開敏總校閱；李閏華、張玉仕、劉靜女譯

450

EB001671 心理 ﹝一般心理﹞ 2001 y(7IJ5H7*KMONQR( 死亡與喪慟 -青少年輔導手冊 ◎ Charles A. Corr、David E. Balk編；吳紅鑾譯 480

EB001672 台灣商務 ﹝一般心理﹞ 1993 y(7IJ5H0*PKRQPM( 中國古代青少年成才史話 ◎ 朱仲玉 著 140

EB001673 幼獅文化 ﹝一般心理﹞ 1995 y(7IJ5H5*NKSTQO( 少年的煩惱 (校園發燒版 ) ◎ 孫小英 120

EB001674 智庫文化 ﹝一般心理﹞ 1998 y(7IJ5H8*NTQNPR( 超猛新女人 ◎ 220

EB001675 黎明文化 ﹝一般心理﹞ 1997 y(7IJ5H1*QKOSKK( 銀髮魅力 [平 ] ◎ 吳東權 220

EB001676 心理 ﹝一般心理﹞ 1995 y(7IJ5H7*KMLOKN( 發展心理學 (第二版 ) ◎ 蘇建文等著 600

EB001677 心理 ﹝一般心理﹞ 2007 y(7IJ8G1*TLKROL( 人類發展 ◎ 林美珍、黃世琤、柯華葳著；黃國彥教授推薦 630

EB001678 心理 ﹝一般心理﹞ 1999 y(7IJ5H7*KMNMMN( 認知發展與輔導 (第二版 ) ◎ 陳李綢編著 700

EB001679 心理 ﹝一般心理﹞ 2004 y(7IJ5H7*KMQSTR( 道德發展 -研究與理論之進展 ◎ J. R. Rest 著；張鳳燕總校
閱；呂維理、林文瑛、翁開誠、張鳳燕、單文經譯

350

EB001680 台灣商務 ﹝一般心理﹞ 1993 y(7IJ5H0*PKRNTN( 道德發展心理學 ◎ 方能御 譯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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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681 台灣商務 ﹝一般心理﹞ 1982 y(7IJ5H0*PLLTQN( 發展心理與教育 -全人發展與全人教育 ◎ 呂俊甫 著 250

EB001682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83 y(7IJ5H1*OLPTPQ( 人性與心理 (平 ) ◎ 孟廣厚 70

EB001683 國家 ﹝一般心理﹞ 1998 y(7IJ5H3*QKPROO( 活用個性的妙訣 ◎ 白樂水 180

EB001684 三民書局 ﹝一般心理﹞ 1997 y(7IJ5H1*OMRKKN( 人格心理學概要 ◎ 賈馥茗 170

EB001685 心理 ﹝一般心理﹞ 1999 y(7IJ5H7*KMQMRT( 人格心理學 ◎ 黃堅厚著 600

EB001686 心理 ﹝一般心理﹞ 1997 y(7IJ5H7*KMMMRL( 個人建構心理學入門 -解讀你的心靈 ◎ V. Burr、T. Butt著；許慧玲譯 220

EB001687 昭明 ﹝比較心理學﹞ 2002 y(7IJ5H0*NNQPSK( 人類與動物心理學論稿 (昭明 ) ◎ 威廉‧馮特 420

EB001688 三民書局 ﹝超心理學﹞ 1994 y(7IJ5H1*TLQSOM( 弗洛伊德 (精 ) ◎ 陳小文 278

EB001689 三民書局 ﹝超心理學﹞ 1994 y(7IJ5H1*TLQSPT( 弗洛伊德 (平 ) ◎ 陳小文 211

EB001690 心理 ﹝超心理學﹞ 2003 y(7IJ5H7*KMQNSP( 變態心理學 (第四版 ) ◎ 林天德著 500

EB001691 心理 ﹝超心理學﹞ 2004 y(7IJ5H7*KMQRLM( 變態心理學 ◎ R. J. Comer著；林美吟、施顯烇譯 980

EB001692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2003 y(7IJ5H0*PLSLPN( 恐懼的原型 :分裂 .憂鬱 .強迫 .歇斯底里人格深 ◎ 弗里茲‧李曼 著 340

EB001693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1966 y(7IJ5H0*PKTNKO( 變態心理學 ◎ 朱光潛 編著 140

EB001694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1991 y(7IJ5H0*PKMRRK( 心理學與特異功能 ◎ 馬元英 著 140

EB001695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4 y(7IJ5H0*OTMKNN( 夢的解析 (精裝 )(米娜貝爾 ) ◎ 弗洛伊德 750

EB001696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7 y(7IJ5H8*NMKQSK( 一個幻覺的未來 ◎ 佛洛伊德 300

EB001697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7 y(7IJ5H8*NMKQLL( 詼諧與淺意識的關係 ◎ 佛洛伊德 340

EB001698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7 y(7IJ5H8*NMKQKO(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 ◎ 佛洛伊得 320

EB001699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7 y(7IJ5H8*NMKQPT( 超越快樂原則 ◎ 佛洛伊德 380

EB001700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6 y(7IJ5H8*NMKQOM( 精神分析新論 ◎ 佛洛伊德 400

EB001701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6 y(7IJ5H8*NMKQNP( 精神分析引論 ◎ 佛洛伊德 420

EB001702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6 y(7IJ5H8*NMKQQQ( 達文西對童年的回憶 ◎ 佛洛伊德 400

EB001703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3 y(7IJ8G7*QOKLPO( 夢境的例句 (米娜貝爾 ) ◎ 戴維 .方坦納 360

EB001704 米娜貝爾 ﹝超心理學﹞ 2003 y(7IJ5H0*OTMTTQ( 象徵的名詞 (米娜貝爾 ) ◎ 戴維、方坦納 399

EB001705 知書房 ﹝超心理學﹞ 2007 y(7IJ5H8*NMKPTS( 夢的解析 ◎ 佛洛伊德 399

EB001706 進源 ﹝超心理學﹞ 2002 y(7IJ5H8*TNSTTL( 學會解夢的第一本書 (新版 ) ◎ 小米 120

EB001707 心理 ﹝超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NSN( 讀夢團體原理與實務技巧 ◎ Montague Ullman著；汪淑媛譯 350

EB001708 智庫文化 ﹝超心理學﹞ 2003 y(7IJ5H0*OSOTPN( 蘿莉的美麗境界 ◎ 260

EB001709 心理 ﹝超心理學﹞ 1997 y(7IJ5H7*KMMMTP( 心理動力心理學入門 -通往潛意識的捷徑 ◎ A. 
Lemma-Wright 等著；鄭彩娥、朱慧芬譯

280

EB001710 國家 ﹝超心理學﹞ 1997 y(7IJ5H3*QKPOPO( 潛意識溝通語言 ◎ 向　陽 250

EB001711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2002 y(7IJ5H0*PLRPOP( 哈利波特的沉思 -揭開超能力與靈異的真相 ◎ 成和平 著 200

EB001712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2005 y(7IJ5H0*PLTPOT( 心 .靈與意識 :新時代的生命教育 ◎ 葉乃嘉 250

EB001713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2008 y(7IJ5H0*PMMQNL( 意識、時空與心靈 ◎ 葉乃嘉 300

EB001714 台灣商務 ﹝超心理學﹞ 2007 y(7IJ5H0*PMMKPL( 追鬼人―看頂尖科學家解構靈異現象 ◎ 黛博拉‧布魯姆 360

EB001715 一覽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8G8*MKMLKS( 我不要被壓扁 --解壓高手教你輕鬆紓壓 ◎ 方志勇 168

戴維、方坦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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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716 一覽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8G8*MKMLSO( 當你愛的人在氣頭上（舊版書） ◎ 杜爾．雋璩 230

EB001717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704 y(7IJ8G2*LNKOTK( 為什麼你信我不信 ◎ 安德魯‧紐柏格 450

EB001718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710 y(7IJ8G2*LNKSTQ( 生命的時間學 ◎ 柯萊恩 300

EB001719 出色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8G7*NPLKQR( 壓力好大，怎麼辦？ ◎ 林慶昭 99

EB001720 幼獅文化 ﹝心理學各論﹞ 1999 y(7IJ5H5*ROKQST( 成功的 EQ藝術 ◎ 廖春文 200

EB001721 好 FUN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8G6*TLMNLN( 成功賺大錢就是你－玩創意，搞創業 ◎ 林慶昭 230

EB001722 好名堂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6*TNRMOS( 焦慮真的不見了 ! ◎ 貝芙．艾斯貝特 / 周一玲 180

EB001723 好名堂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6*TNRMPP( 扭轉情緒危機 ◎ 貝芙．艾斯貝特 / 周一玲 220

EB001724 好名堂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6*TNRMNL( 游出憂鬱之海 ◎ 貝芙．艾斯貝特 / 周一玲 160

EB001725 米娜貝爾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0*OTMSRN( 思維的時態 (米娜貝爾 ) ◎ 大衛、科恩 480

EB001726 昭明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7*LPLKTO( 行為主義 (昭明 ) ◎ 約翰．華生 320

EB001727 昭明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8G7*ROQKMN( 記憶 :一個實驗的社會的心理學研究 (昭明 ) ◎ 昭明 480

EB001728 昭明 ﹝心理學各論﹞ 2002 y(7IJ5H0*NNQTSQ( 人類的學習 (昭明 ) ◎ 愛德華 .桑 250

EB001729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5H8*NMNRMS( 記憶魔法典 合訂本 ◎ Tony Buzan東尼 博贊 450

EB001730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5H8*NMNRNP( 全腦開發百科 ◎ Tony Buzan東尼 博贊 1600

EB001731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5H8*NMNQSL( 心智圖法記憶術 / 開啟記憶金庫：Use Your Memory（多
元知識管理系統7） ◎ 東尼．博贊

320

EB001732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5H8*NMNQRO( 心智圖聖經 / 心智圖法理論與實務篇 :The Mind (多
元知識管理系統6) ◎ Tony Bazun 東尼 。博贊

650

EB001733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8*NMNPOO( 心智圖基礎篇 (多元知識管理系統1) ◎ 孫易新 350

EB001734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8*NMNPNR( 心智圖進階篇 (多元知識管理系統2) ◎ 孫易新 280

EB001735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4 y(7IJ5H8*NMNPSM( 多元知識管理系統4 心智圖考試高手篇 心智圖法實務運用2 ◎ 東尼‧布贊 280

EB001736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2 y(7IJ5H8*NMNQKP( 心智圖技巧篇 -心智圖法實務運用 ◎ 東尼布贊 169

EB001737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5H8*NMNQTS( 全腦式速讀 ---心智圖法速讀術 ◎ Tony Buzan 350

EB001738 耶魯國際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5H8*NMNRLL( 記憶魔法典 ---矩陣式記憶法演練本 ◎ Tony Buzan 220

EB001739 華品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8G6*RRNMTR( 別讓壓倒自己 (3) ◎ 桀心 199

EB001740 福隆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6*SNMMOQ( 別讓行為出賣你－身體語言的秘密 ◎ 萬劍聲 200

EB001741 黎明文化 ﹝心理學各論﹞ 1999 y(7IJ5H1*QKPPMO( 工作壓力及其管理策略之研究 [平 ] ◎ 蔡萬助 160

EB001742 黎明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0 y(7IJ5H1*QKPPOS( 情緒管理 DIY[平 ] ◎ 王淑俐 180

EB001743 正中書局 ﹝心理學各論﹞ 2001 y(7IJ5H0*TLNPKR( 創造心理學 ◎ 郭有遹 420

EB001744 奧林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5H0*NTLSTN( 給孩子一個好個性：從肌膚碰觸開始 ◎ 200

EB001745 茵山外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8G6*TLQKLO( 粉紅力 ◎ 黃薇 280

EB001746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1*TLMOMO( 認知心理學 ◎ John B. Best著；黃秀瑄譯 650

EB001747 台灣商務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5H0*PMKLQN( 心智探奇 ◎ 史帝芬 ˙品克 著 800

EB001748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5H7*KMPTRP( 兒童認知 ◎ Usha Goswami著；羅雅芬譯 550

EB001749 網路與書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8*KRSQNP( 記憶有一座宮殿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1750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7*KMRSNM( 全腦開發記憶策略與實務 ◎ 常雅珍著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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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751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604 y(7IJ8G7*KPTRQP( 記憶之術 ◎ 法蘭西絲．葉茲 450

EB001752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608 y(7IJ8G7*KPTNOP(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 品克 250

EB001753 大塊 ﹝心理學各論﹞ 1999 y(7IJ5H0*NLQKKL( 7Brains-怎樣擁有達文西的7種天才 ◎ Michael Gelb 300

EB001754 大塊 ﹝心理學各論﹞ 2002 y(7IJ8G7*TRPORS( 天才10次方 ◎ 邁可．葛柏 360

EB001755 大塊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7*MTLPKT( 7個祕密 ◎ 邁可．葛柏 260

EB001756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4 y(7IJ5H7*KMQQPL( 心智的迷思 -探索大眾對心智與大腦的普遍想法 ◎ S. D. Sala編；郭俊顯譯 450

EB001757 心理 ﹝心理學各論﹞ 1994 y(7IJ5H7*KMKTKL( 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法 ◎ 郭有遹著 250

EB001758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0 y(7IJ5H7*KMNTQO( 創造力研究 ◎ 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林幸台著 350

EB001759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5H7*KMQKKM( 實用彈性思考法 -思考放輕鬆 ◎ 謝水南著 300

EB001760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8G1*TLMKKO( 創造力 -當代理論與議題（附光碟） ◎ Mark A. Runco著；
邱皓政、丁興祥校閱；邱皓政、丁興祥、林耀南 譯

600

EB001761 國家 ﹝心理學各論﹞ 1998 y(7IJ5H3*QKPPTL( 發揮你的創造力 ◎ 羅峻才 250

EB001762 國家 ﹝心理學各論﹞ 2000 y(7IJ5H3*QKQRRM( 增進你的分析能力 ◎ 孫英陸 250

EB001763 智庫文化 ﹝心理學各論﹞ 1999 y(7IJ5H8*NTQONM( 一次搞定 ◎ 320

EB001764 雄獅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5H4*ROLLRP( 無腦革命 --無窮無盡的創意思考 ◎ 無腦人 Joystrong著 ; 無腦人 Joyes圖 360

EB001765 大家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8*PKSSPT( Quotation.引號 :世界100個最新創意關鍵詞 ◎ Quotation編輯 220

EB001766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1*TLKNQT( 創意思考教學的100個點子 ◎ Stephen Bowkett著；賴麗珍譯 180

EB001767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1*TLKNRQ( 思考技能教學的100個點子 ◎ Stephen Bowkett著；賴麗珍譯 180

EB001768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808 y(7IJ8G2*LNLNLM( 半秒直覺 ◎ 捷爾德．蓋格瑞澤 320

EB001769 國家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5H3*QKSLST( 增進你的判斷能力 ◎ 游世賢 200

EB001770 健行 ﹝心理學各論﹞ 1992 y(7IJ5H9*POQNKK( 快樂人生 ◎ 謝瀛華 190

EB001771 大塊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8G7*KPTONR( 好滿足 ◎ Gregory Bern, MD 320

EB001772 大塊 ﹝心理學各論﹞ 2006 y(7IJ8G7*KPTONR( 好滿足 ◎ 柏恩斯 320

EB001773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7*KMSKKQ( 情緒心理學 ◎ 馮觀富著 800

EB001774 心理 ﹝心理學各論﹞ 1997 y(7IJ5H7*KMMLTQ( 理性情緒心理學入門 ◎ W. Dryden著；武自珍譯 200

EB001775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2 y(7IJ5H7*KMPLKO( 與悲傷共渡 -走出親人遽逝的喪慟 ◎ K. J. Doka 編著；李開敏校閱主編；許玉來等譯 380

EB001776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8G1*TLLPSS( 剝奪的悲傷 -新生兒死亡父母親的悲傷與輔導 ◎ 黃菊珍、吳庶深著 500

EB001777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1*TLKNKR( 走在失落的幽谷 -悲傷因應指引手冊 ◎ Robert A. 
Neimeyer著；林綺雲、李玉嬋校閱；章薇卿譯

280

EB001778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7*KMSNOL(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 唐璽惠、王財印、何金針、徐仲欣著 250

EB001779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1*TLMTPK( 情緒管理 ◎ 林仁和、黃永明著 250

EB001780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5H7*KMQLRK( 生死一線牽 -超越失落的關係重建 ◎ A. Kennedy著；張淑美、吳慧敏譯 320

EB001781 田園城市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7*RKPTKR( 情感設計：我們為何喜歡（或厭惡）日常用品 ◎ DonaldA.Norman 360

EB001782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304 y(7IJ8G7*QKKONL( 不斷幸福論 ◎ 柯萊恩 320

EB001783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7 y(7IJ8G1*TLKSRL( 原來快樂就是這麼一回事 -增進快樂，減少困擾的秘訣 ◎ 
Albert Ellis 著；陳坤虎譯；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吳英璋教授 推薦

250

EB001784 奧林文化 ﹝心理學各論﹞ 1999 y(7IJ5H0*NTLKSO( 快樂處方箋 ◎ 220

EB001785 奧林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0 y(7IJ5H0*NTLLPM( 尋找快樂的紅蘋果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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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786 野人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6*SKRNSL( 不是因為幸福才笑 .而是笑了才會幸福 ◎ 鎌田實 250

EB001787 黎明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5H1*QKRSMP( 學會快樂立即改變人生 [平 ] ◎ 史提芬波蘭等 290

EB001788 左岸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7*SPOSOL( 情感 .來自演化 ? ◎ 迪倫 .伊文斯 180

EB001789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1 y(7IJ5H7*KMORSR( 害羞心理學入門 ◎ 蘇素美著 200

EB001790 健行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8G6*RTSLOQ( 當金星女撞上火星男――兩性交戰手冊 ◎ 約翰‧葛瑞 (John Gray) 280

EB001791 健行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7*RPNQLS( 抗壓有方法 ◎ 傅佩榮 250

EB001792 健行 ﹝心理學各論﹞ 2004 y(7IJ8G7*RPNNKO( 勇於面對壓力（原：走在人生大道上） ◎ 張小鳳 180

EB001793 心理 ﹝心理學各論﹞ 2001 y(7IJ5H7*KMLPQO( 壓力管理 (第二版 ) ◎ J. Greenberg著；潘正德譯 550

EB001794 台灣商務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5H0*PLTSRR( 壓力湯 -如何紓解壓力 ◎ 卡梅倫約翰斯頓 250

EB001795 台灣商務 ﹝心理學各論﹞ 1995 y(7IJ5H0*PLKTSK( 減壓技巧 (MANAGING STRESS) ◎ 邵蜀望 譯 200

EB001796 台灣商務 ﹝心理學各論﹞ 1993 y(7IJ5H0*PKQPSR( 如何減輕壓力 -八至十週自助減壓法 ◎ 翁文彬 譯 144

EB001797 幼獅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5H5*ROOOOL( 全方位壓力管理 ◎ 藍采風 350

EB001798 國家 ﹝心理學各論﹞ 1998 y(7IJ5H3*QKPQML( 如何克服壓力紓解焦慮 ◎ 陸天羽 220

EB001799 智庫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1 y(7IJ5H0*OSOPLT( 有效壓力管理 ◎ 260

EB001800 智庫文化 ﹝心理學各論﹞ 1999 y(7IJ5H8*NTQQTM( 60秒壓力管理 ◎ 260

EB001801 靜思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6*NRTKPP( 放慢‧放鬆‧放下 ◎ 鄭存琪 275

EB001802 網路與書 ﹝心理學各論﹞ 2005 y(7IJ8G8*KRSQOM( 癖理由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1803 大塊 ﹝心理學各論﹞ 9603 y(7IJ8G7*KPTPNQ( 心態致勝 ◎ 德威克博士 320

EB001804 大塊 ﹝心理學各論﹞ 2009 y(7IJ8G2*LNLLKR( 絕對做得到的持續術 ◎ 石田淳 200

EB001805 台灣商務 ﹝心理學各論﹞ 2008 y(7IJ5H0*PMNMRK( 如何做出選擇？ ◎ 瑞德‧蒙泰格 360

EB001806 奧林文化 ﹝心理學各論﹞ 2003 y(7IJ5H0*NTLNQR( 鯨魚哲學 ◎ 250

EB001807 一覽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LQPTPN( 好日子這樣過 --50種操作人生的方法 ◎ 易冬莉 168

EB001808 一覽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LQPTQK( 管好時間賺更多 --少工作多生活的超有效時間管理50招 ◎ 張旭兵 168

EB001809 一覽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LQPTOQ( 給女人的快樂書 --人生只有 ,一次快樂或憂鬱 ,由
妳來決定 ◎ 瑪利亞 .羅德爾 &瑪亞 .羅德爾

250

EB001810 一覽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8*MKMLLP( 以詐制詐 -用對時機耍心機 ◎ 薇樂莉．皮爾斯 200

EB001811 九月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8*MSPRLM( 冬藏之盛 ◎ 笨老子 250

EB001812 十力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8*NKKLRK( 交換定律 ◎ 瞿力 220

EB001813 大可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8*NNMROO( 拖拖拉拉不是好朋友 ◎ 尼爾、費歐 250

EB001814 大塊 ﹝應用心理學﹞ 9605 y(7IJ8G7*KPTSMQ( 住在大腦裡的八個騙子 ◎ 蔻德麗雅．范恩 250

EB001815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2*LNKQPK( 靈魂的47首歌 ◎ 蘇菲亞．布朗 260

EB001816 心理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7*KMMSKQ( 面對自己 ◎ D. Hamachek著；李淑娥譯 400

EB001817 心理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7*KMMQRR( 多元才能 -IQ以外的能力 ◎ 趙志裕等著 280

EB001818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QRTOPM( 轉逆境為勝境－贏在成功的90個關鍵思考 ◎ 歐陽策 220

EB001819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QRTOQT( 超人氣型男養成術－男人不打扮，女人懶得愛 ◎ 燕尾厥 220

EB001820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QRTNRR( 再糟也不過如此－爭氣打敗不景氣的32堂人生必修課 ◎ 林慶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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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821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QRTNLP( 態度影響勝負－學會調整心態去改變命運 ◎ 燕尾厥 220

EB001822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QRTLQM( 信念造就命運（精選典藏紀念版） ◎ 林慶昭 230

EB001823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QRTMNK( 活出生命的奇蹟 -關於熱愛生命的勇者故事 ◎ 林慶昭 230

EB001824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QRTLRT( 一分鐘成為億萬富翁 (新版 ) ◎ 李剛 200

EB001825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QRTLNL( 一碗陽春麵的感動 -活出生命的奇蹟 (紀念版 ) ◎ 王鼎 220

EB001826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QRTKPQ( 吃飽太閒會完蛋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30

EB001827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TSM( 不想操到死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20

EB001828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SSN( 快樂當下，當下幸福 ◎ 雷克斯 169

EB001829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SQT( 把困難當作機遇 ◎ 燕尾蕨 190

EB001830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SOP( 危機就是轉機 ◎ 王鼎 190

EB001831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SKR( 用激勵改變困境 ◎ 燕尾蕨 190

EB001832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RTL( 小事情就是一切 ◎ 李剛 190

EB001833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NPLRSO( 別怕孩子吃點苦 ◎ 華克 190

EB001834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RMM( 生活多一招，心情沒煩惱 ◎ 方雁 200

EB001835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QRS( 心情放輕鬆，生活一點通 ◎ 方雁 200

EB001836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QOR( 成敗一念間 ◎ 李剛 200

EB001837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PTN( 再衰都不怕 ◎ 雷克斯 200

EB001838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QNK( 一碗陽春麵的感動 ◎ 王鼎 200

EB001839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PSQ(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 林慶昭 200

EB001840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QLQ( 讓自己贏一次 ◎ 燕尾蕨 200

EB001841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5H2*TRRRRO( 不會交際怎麼辦？ ◎ 林慶昭 99

EB001842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MNO( 事情再糟都會過去 ◎ 燕尾蕨 190

EB001843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NMQ( 再怎麼糟，都要開心過 ◎ 燕尾蕨 200

EB001844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OTO( 一句話的心靈激勵 II ◎ 華克 190

EB001845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NPLOSR( 一分鐘成為億萬富翁 ◎ 李剛 200

EB001846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OKL( 不想操到死 ◎ 林慶昭 220

EB001847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NLT( 開拓孩子的天才 ◎ 林慶昭 220

EB001848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NRL( 一句話的心靈激勵Ｉ ◎ 華克 190

EB001849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MRM( 沒有手機活不下去？ ◎ 林慶昭 200

EB001850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MPS( 心態決定命運 ◎ 華克 190

EB001851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LOM( 當機會找上門 ◎ 林慶昭 200

EB001852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LLL( 心靈沙拉 ◎ 燕尾蕨 200

EB001853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2*TRRRPK( 挑戰力 ◎ 林慶昭 200

EB001854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8G7*NPLKMT( 改變一生的關鍵決定 ◎ 林慶昭 149

EB001855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2*TOTOQR( 想成功靠溝通 ◎ 林慶昭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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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856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2*TOTOPK( 女人要美麗，更要有智慧（舊版） ◎ 林慶昭 200

EB001857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8G7*NPLNKM( 愈智慧，愈美麗（新版） ◎ 林慶昭 200

EB001858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5H0*PLTNST( 孫子 :談判說服的策略 ◎ 方鵬程著 350

EB001859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5H0*PMLPRN( 心靈使用手冊 ◎ 成和平 280

EB001860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1995 y(7IJ5H0*PLKTTR( 訪談技巧 (INTERVIEWING) ◎ 齊建芳 譯 180

EB001861 幼獅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5*NKTSOS( 愛在溝通 ◎ 王素真 160

EB001862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TLMOKP( 思想決定一切 -不想衰到下輩子 ◎ 林慶昭 220

EB001863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TLMNMK( 改變，才有競爭力－你也可以炒老闆魷魚 ◎ 林慶昭 230

EB001864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TLMNPL( 1%的心態改變99％的命運 ◎ 林慶昭 220

EB001865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TLMNOO( 1％的機會來自99％的努力 ◎ 林慶昭 230

EB001866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LMMSN( 想法創造心情 ◎ 王鼎 190

EB001867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LMLTL( 過好今天比什麼都重要 ◎ 雷克斯 169

EB001868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LMMLO( 用智慧雕塑成功 ◎ 李剛 180

EB001869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LMKTM( 一點都不糟 ◎ 林慶昭 99

EB001870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LMLMM( 自信多一點 ◎ 林慶昭 99

EB001871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LMLKS( 一點都不煩 ◎ 林慶昭 99

EB001872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6*TLMKOR( 想通了 ,就沒事 --從容人生的156個啟示 (好 FUN) ◎ 燕尾蕨 99

EB001873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NPO( 週休二日可以做的100件事 ◎ 路小湯．王冬璿 200

EB001874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NMN( 女人改變一生的37種態度 ◎ 吳麗娜 220

EB001875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NNK( 別想討好所有的人 ◎ 蔡翔霖 200

EB001876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MRT( 討人喜歡的100個條件 ◎ 游步橋．陽柯 220

EB001877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LPQ( 遇見上帝派來的開心天使 ◎ 葉月 200

EB001878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LQN( 改變女人一生的100個習慣 ◎ 梁勝潔 220

EB001879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LTO( 感動就在一瞬間 ◎ 夢雪嶺 200

EB001880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OKS( 先機 ◎ 鄧惠紅 200

EB001881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NTM( 正念 -積極思考的力量 ◎ 梓軒、瀟月 220

EB001882 好名堂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TNRNQL( 放慢速度簡單生活 ◎ 白京 200

EB001883 佛光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9 y(7IJ5H5*ONRSQM( 人生雙贏的磐石 ◎ 蕭武桐 200

EB001884 耶魯國際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8*QNPRNT( 非常競爭 -如何贏得職場全方位成功學 ◎ 王琳 250

EB001885 國家 ﹝應用心理學﹞ 1992 y(7IJ5H3*QKLNNN( 如何成為一流談判高手 ◎ 程寬信 220

EB001886 國家 ﹝應用心理學﹞ 1996 y(7IJ5H3*QKPKKN( 現代謀略學 ◎ 杜　陵 350

EB001887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5H3*QKRTNT( 說服心理與說服技巧 ◎ 王正善 200

EB001888 國家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3*QKPQNS( 如何使你魅力十足 ◎ 范姜義 200

EB001889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3 y(7IJ5H3*QKSPOR( 孫子兵法智謀三百 ◎ 陳國慶 250

EB001890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5H3*QKTNRR( 正經 ◎ 雒有倉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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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891 深思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1*SOLPRL( 築人生的願景：成功的生涯規劃（20K） ◎ Stella Cottrell 390

EB001892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5 y(7IJ5H8*SMTMSM( 談判上道 ◎ 280

EB001893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RRNKRP( 墊高自己做強者 ◎ 朱月龍 199

EB001894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RRNKKQ( 讓自己亮起來 -33歲的完美生活 ◎ 簡逸榮 200

EB001895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RRNQTN( 33歲必讀書 -從現在到未來的幸福路 ◎ 方舟 230

EB001896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RRNRNK( 順應你的「心」：做自己 ◎ 方舟 199

EB001897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RRNROR( 富頭腦、窮腦袋 ◎ 方舟 230

EB001898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RRNQQM( 女人的資本二 ◎ 一味 250

EB001899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RRNPMP( 先酌滿自己的杯子 ◎ 瑞芙 199

EB001900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RRNOQO( 女人的資本 ◎ 肖衛 250

EB001901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RRNLON( 男人最欣賞的10種女人 ◎ 石曉娜 249

EB001902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RRNMSK( 女人最欣賞的10種男人 ◎ 石曉娜 230

EB001903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RRNMQQ( 窮人靠什麼翻身 ◎ 朱鐵兵 199

EB001904 華品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6*RRNKSM( 女人交際書 ◎ 瑞芙 199

EB001905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8*PLRTLM( 20歲的問號 -20歲，不迷失找對方向 ◎ 松山鳥 亞 280

EB001906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8*PLRTRO( Yes, I'm Best-是的，我最棒了！ ◎ 牛津 280

EB001907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8*PLRTNQ( 30歲的問號 -30歲不猶豫下定決心 ◎ 松 山鳥 亞；唐亦云 280

EB001908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8*PLRTKP( YES, I Can -加油，我可以！ ◎ 牛津 280

EB001909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8*PLRTMT( 40歲的驚嘆號 ◎ 松山鳥 亞 280

EB001910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8*OKRONP( 6年級遇到7年級 -高明的愚蠢對上張揚的自信 ◎ 韋健黎 250

EB001911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8*OKROKO( 畢業不失業－－大學努力四年，畢業可以少奮鬥十年！ ◎ 張璐華 250

EB001912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NOLKSL( 20歲的問號：不要認為20歲還可以裝迷糊！ ◎ 松山鳥 亞 280

EB001913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NOLKQR( PK自己：想贏，先從戰勝自己的人性弱點開始 ◎ 牛津 280

EB001914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NOLKON( 自信 I'm NO.1：不要認為自己沒有用 ◎ 松岮亞 280

EB001915 瑞昇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5H5*MQSSSQ( 超人脈術，遇見我的百萬美金貴人！ ◎ 吉野真由美 200

EB001916 三悅 ﹝應用心理學﹞ 2010 y(7IJ5H5*MQTLPT( 超行動力，夢想「動」起來 不要「凍」起來 ! ◎ 久米信行 200

EB001917 漁人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KLLSPP( 有錢人為什麼有錢 ◎ 李浩然 199

EB001918 漁人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KLLQTP( 你為什麼吃不開 ◎ 廖小微 199

EB001919 漁人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KLLPPS( 提防小人 ◎ 劉波 199

EB001920 漁人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KLLNQR( 沒有辦不到的事 ◎ 奧里森 .馬登 (Orison Swett Marden) 199

EB001921 福隆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SNMNQT( 當幸運來敲門 ◎ 慕容連城 200

EB001922 福隆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SNMLKT( 向超級業務借舌頭－打動人心社交術52則 ◎ 劉海峰 200

EB001923 出色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MOMRRR( 找到了 ------簡單的快樂 ◎ 白珈琲 / 任華彬 220

EB001924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5H1*QKRSRK( 解厄學 [平 ] ◎ 晏殊 350

EB001925 正中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0*TLNKSS( 活出自信來 ◎ Elaine Dembe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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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926 正中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0*TLQPPN( 塗鴉自己的人生 ◎ 正中書局 140

EB001927 正中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0*TLQPNT( 破繭而出 ◎ 正中書局 120

EB001928 正中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5H0*TLROPL( 有元氣，好美麗 ◎ 李俊東 220

EB001929 正中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5H0*TLSMLM( 跟時間賽跑的人 -i閱讀001 ◎ 正中書局 160

EB001930 正中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5H0*TLSMNQ( 我的人生，我作主 -i閱讀003 ◎ 正中 160

EB001931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5H0*PMLTLR( 溝通力 ◎ 齋藤孝 210

EB001932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3*QKRLNR( 說勸心理與說勸技巧 ◎ 曹希紳等 250

EB001933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0*OSOQNM( 有效影響技巧 ◎ 260

EB001934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RTSLTL( 貓頭鷹的勇敢飛行（新版） ◎ 吳瑞璧 200

EB001935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RPNSQL( 從放牛的小女孩到律師 ◎ 官淑森 230

EB001936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RPNPOK( 愛讓我看見陽光 ◎ 鍾宛貞 220

EB001937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8G7*RPNNQQ( 金蘋果裝在銀盤裏 ◎ 周聯華 220

EB001938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8G7*RPNNOM( 掙脫生活的框框 ◎ 陳雯琪 180

EB001939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8G7*RPNMSL( 賣力別賣命――忙碌中好好過生活 ◎ 彭懷真 220

EB001940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3 y(7IJ8G7*RPNLTT( 每一個人都重要 ◎ 楊小雲 200

EB001941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3 y(7IJ8G7*RPNLMK( 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 ◎ 林敏玉 200

EB001942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8G7*RPNKLO( 縱橫職場的成功女性 （原：與成功有約的女人） ◎ 官麗嘉◎策劃 210

EB001943 九歌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5H5*QKTQTQ( 雲霄飛車家庭 ◎ 陳正益 210

EB001944 九歌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5*QKSORR( 借問成功真何價？ ◎ 曾昭旭 220

EB001945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5*QKSMTN( 打開你的成功之鑰 （原：你有一把成功之鑰） ◎ 柯林‧透娜 220

EB001946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5*QKRRLP( 改變想法，改變人生 ◎ 林敏玉 190

EB001947 健行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5*QKRMQP( 增加生命的能量 ◎ 邱秀文 190

EB001948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KPTNTK( 青蛙為什麼要走路？ ◎ 史都華．艾利．高德 200

EB001949 大塊 ﹝應用心理學﹞ 9611 y(7IJ8G2*LNKLTN( 亂好 ◎ 亞伯拉罕森、佛瑞曼 320

EB001950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8G7*TRPOQL( 不管怎樣，還是要 ◎ 肯特．齊思 180

EB001951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KPTNTK( 青蛙為什麼要走路？ ◎ 史都華．艾利．高德 200

EB001952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KPTRST( 作夢要趁早 ◎ 麥克．奧登、克利斯．戴伊‧編著 280

EB001953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2*LNKNKS( 心理醫師也想學的人生道理 ◎ 戈登．李文斯頓博士 250

EB001954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2*LNKMTM( 好人變成有錢人 ◎ 史帝芬．史考特 250

EB001955 大塊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2*LNLMOO( 你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 羅伯特．薛弗德 300

EB001956 網路與書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8*LQMNLK( 夢想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1957 網路與書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SOLNQL( 想有錢就有錢 ◎ 約瑟夫‧摩菲 300

EB001958 大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3 y(7IJ5H2*SSRQLP(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文字書，青少年版） ◎ 史
賓賽 .強森 (Spencer Johnson)著 ; 胡洲賢譯

200

EB001959 大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KSMLPL( 管好你的家 ◎ 史蒂芬 .藍丁 (Stephen C. Lundin), 約翰 .柯里斯坦
森 (John Christensen), 哈利 .保羅 (Harry Paul)合著 ; 蘇韻筑譯

230

EB001960 心理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1*TLMKOM( 永遠不夠完美 -如何改變你的完美主義 ◎ M. M. Atony等著；黃政昌等譯 320



 - 057 - 

．
︹
應
用
心
理
學
︺
．

EB001961 心理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SQO( 9歲莉比的小秘密 ◎ Libby Rees著；陳坤虎譯 250

EB001962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QRTNTL( 心態決定未來 -你的表現會說話 ◎ 林慶昭 230

EB001963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QRTMSP( 真愛 遇見了幸運草 ◎ 林慶昭、黃襄 220

EB001964 出色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NPLOPQ( 吃飽太閒會完蛋 ◎ 林慶昭 220

EB001965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5H0*PMLPKO( 如何成為自信優雅的女人 ◎ 雪莉，布蘭奇 、蘇‧卡拉威 360

EB001966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5H0*PMLLPN( 悠哉悠哉過日子―遊手好閒的生活藝術 ◎ 湯姆‧霍金森 400

EB001967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5H0*PMMTOP( 隨心所欲過日子 ◎ 湯姆‧霍金森 350

EB001968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5H0*PMKOOQ( 人生品味 ,品味人生 ◎ 楊本禮 300

EB001969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5H0*PMNQPM( 女孩們，生活就是這麼有趣 ◎ 蘿絲瑪莉‧戴維森 ，莎拉‧凡恩 340

EB001970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TLMPKO( 自己的前途，自己決定 ◎ 阿爾伯特、哈伯德 160

EB001971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8G6*TLMONQ( 寄113封履歷才能找到工作？――激勵大師教你的142個成功法則 ◎ 李剛 220

EB001972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6*TLMKPO( 想不開 ,又何必？ ◎ 燕尾蕨 190

EB001973 好 FUN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6*TLMNNR( 出路，在自己身上 (25K) ◎ 林慶昭 230

EB001974 國家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3*QKPPMM( 如何激發自我潛能 ◎ 林宏一 220

EB001975 國家 ﹝應用心理學﹞ 1998 y(7IJ5H3*QKPPQK( 成功者的條件 ◎ 鑫　旺 220

EB001976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3*QKQQQQ( 裝備自己．成功致富 ◎ 蔡匯新 200

EB001977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3*QKQRNO( 新世代的時間管理 ◎ 柯萬里 200

EB001978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5H3*QKSKKO( 增進你的先見能力 ◎ 鄭奕豪 250

EB001979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3*QKSQQK( 發揮能力的秘訣 ◎ 卓一凡 200

EB001980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5H3*QKTPLN( 自我管理與積極人生 ◎ 羅峻才 250

EB001981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3*QKQSOK( 學習永不嫌遲 ◎ 陳英才 180

EB001982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MQOKNT( 人生占卜書 ：人生智慧（中英雙書） ◎ 360

EB001983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MQOKQK( 愛自己 ：自尊十誡，圓滿人生（中英雙書） ◎ 240

EB001984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7*MQOSRT( 邁可‧喬丹的23堂課：籃球傳奇人物談如何做大贏家（中英雙書） ◎ 380

EB001985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7*MQORQN( 致勝態度101（中文版）（軟精裝） ◎ 220

EB001986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MQONQR( 成功是不夠的，還需要卓越（中英雙書）（軟精裝） ◎ 300

EB001987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7 y(7IJ5H9*PPNRPT( 創意的魔法 ◎ 320

EB001988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5 y(7IJ5H8*SMTRNM( 輕輕鬆鬆「禪」一下 ◎ 200

EB001989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0*OSOORM( 預言 HAPPY書 ◎ 260

EB001990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6 y(7IJ5H9*PPNLLR( 福至心靈――成功致勝的七大精神法則 ◎ 200

EB001991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0*OSONKO( 人生智慧 ◎ 320

EB001992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0*OSONLL( 自尊十誡 ◎ 220

EB001993 奧林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9 y(7IJ5H9*SLOLTP( 不景氣中的70條生存法則 ◎ 200

EB001994 奧林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0*NTLLKR( 花三天練習，換來一生的成功 ◎ 180

EB001995 奧林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0*NTLPKN( 叢林講座 ◎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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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1996 意象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8*NOLKNQ( 30歲的問號 --不要真的以為30歲還很年輕！ ◎ 松岮 亞；唐亦云 280

EB001997 野人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8G8*MKPTQN( 樂活誌 ◎ 英格麗 .紐克 300

EB001998 野人 ﹝應用心理學﹞ 2009 y(7IJ8G6*SKROSK( 鋼鐵意志 ◎ 吉野敬介 200

EB001999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1*QKPRQK( 行行出狀元 [平 ] ◎ 王雲龍 200

EB002000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1 y(7IJ5H1*QKPTRP( 心理健康維他命 [平 ] ◎ 王淑俐 220

EB002001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5H1*QKRPLL( 女生向前走 [平 ] ◎ 陳宜伶 250

EB002002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5H1*QKRPKO( 我不是茱麗葉 [平 ] ◎ 李仲琪 250

EB002003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6 y(7IJ5H1*QKRPMS( 誰是灰姑娘 [平 ] ◎ 曾筱蕙 250

EB002004 三民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5H1*OOSNSL( 人際關係與溝通 (二版 ) ◎ 王淑俐 280

EB002005 三民書局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5H1*OOTTMK( 會做人，才能把事做好 ◎ 王淑俐 200

EB002006 心理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NTP( 人際關係理論與實務 ◎ 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劉雅瑩著 450

EB002007 心理 ﹝應用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RRM( 人際關係與溝通 ◎ 王以仁著 400

EB002008 台灣商務 ﹝應用心理學﹞ 2008 y(7IJ5H0*PMMRLQ( 人性摸透透―如何瞭解並對付難搞的人 ◎ 邁克‧萊布林 200

EB002009 幼獅文化 ﹝應用心理學﹞ 1996 y(7IJ5H5*NKTNMT( 人際關係 ◎ 陳皎眉 200

EB002010 國家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5H3*QKSKTR( 增進你的人際關係 ◎ 朱世杰 200

EB002011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8*NTQTTT( 人際網大贏家 ◎ 320

EB002012 智庫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5 y(7IJ8G7*SSKSSS( 心靈風情畫 ◎ 260

EB002013 奧林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0 y(7IJ5H0*NTLLNS( 人人都會幫你－－無往不利的人際關係 ◎ 220

EB002014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2 y(7IJ5H1*QKQLLS( OPEN你的人際關係 [平 ] ◎ 王瑞琪 190

EB002015 黎明文化 ﹝應用心理學﹞ 2004 y(7IJ5H1*QKQRQR( 貼心話 [平 ] ◎ 王淑俐 260

EB00201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TNM( 臨床督導 -專業知能本位督導模式 ◎ Carol A. 
Falender & Edward P. Shafranske著；高慧芬譯

450

EB002017 知書房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6*SROLNK( 心理診斷法 ◎ 赫爾曼、羅夏 320

EB002018 昭明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0*NNQTTN( 心理診斷法 (昭明 ) ◎ 赫爾曼 .羅 300

EB00201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KTK( 心理診斷與人格測驗手冊 ◎ Donald P. Ogdon著；陸雅青、劉同雪譯 450

EB00202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7 y(7IJ5H7*KMMNQN( 團體動力與團體輔導 ◎ 徐西森著 400

EB00202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7 y(7IJ5H7*KMMKQQ( 諮商倫理 ◎ G. Corey等著；楊瑞珠總校閱 600

EB00202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MPL( 危機介入與創傷反應 -理論與實務 ◎ B. R.Wainrib、E. L. Bloch著；黃惠美、李巧雙譯 300

EB00202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7 y(7IJ5H7*KMNNPN( 讀書治療 ◎ 王萬清著 260

EB00202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NNN( 完形治療的實踐 ◎ Petruska Clarkson著；卓紋君校閱主編 300

EB00202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3 y(7IJ5H7*KMPTMK( 現實治療法 -理論與實務 ◎ 張傳琳著 320

EB00202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SLRO( 完形治療 -觀點與應用 ◎ E. C. Nevis主編；卓紋君校閱；蔡瑞峰、黃進南、何麗儀譯 450

EB002027 奧林文化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0*NTLORN(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 200

EB002028 黎明文化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1*QKRMOP( 心輔特快車 [平 ] ◎ 韓德彥 350

EB00202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9 y(7IJ5H7*KMMTRO( 輔導學大趨勢 ◎ 中國輔導學會主編 550

EB002030 三民書局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5H1*OOTRPN( 諮商理論與技術 ◎ 陳婉真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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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03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0 y(7IJ5H7*KMNRTR( 做個諮商人 ◎ 邱珍琬著 480

EB00203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QTP( 諮商技術 ◎ 陳金定著 600

EB00203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PKK( 幽默諮商 ◎ 管秋雄著 250

EB00203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RRTP( 系統諮商 -實務指南 ◎ J. H. Brown & C.S. Brown著；許淑穗譯 380

EB00203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6 y(7IJ5H7*KMSQKK( 諮詢的理論與實務 ◎ 鄔佩麗、黃兆慧 著 400

EB00203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6 y(7IJ5H7*KMTPQK( 認識諮商研究 ◎ J. McLeod著；蕭文總校閱；連廷誥、連廷嘉、連秀鸞譯 400

EB00203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OPL( 在家庭中成長 -非傳統家庭學生團體諮商 ◎ 謝麗紅著 350

EB00203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OQS( 心理諮商箴言 -給實務工作者的110個提
醒 ◎ James P. Carnevale著；呂嘉寧、吳志祥譯

250

EB00203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SOK( 諮商督導 -理論與研究 ◎ 徐西森、黃素雲著 650

EB00204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STP( 諮商理論、技術與實務（第三版） ◎ 潘正德著 400

EB00204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KPM( 心靈諮商 -理解諮商真諦與人類經驗之新取向 ◎ Dwight Webb著；許育光譯 280

EB00204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NTR( 交流分析諮商能力發展 ◎ Ian Stewart著；江原麟譯 320

EB00204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6*QNRPKQ( 諮商員 -了解你自己 -談諮商要素 ◎ Scott T. Meier、

Susan R. Davis著；陳淑絹、朱怡苹譯
170

EB00204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3 y(7IJ5H7*KMQKSS( 短期心理治療 -心理動力取向 ◎ Gertrud Mander著；鄭玄藏譯 300

EB00204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3 y(7IJ5H7*KMQMKK( 諮商與心理治療進階 -心理分析取向的實務指南 ◎ 林家興、王麗文著 400

EB00204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RPRN( 短期精神動力心理治療 -核心衝突關係主題法 ◎ H. E. Book著；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編；楊建銘校閱；呂宏曉譯
350

EB00204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NKO( 性別諮商與心理治療 ◎ Lucia Albino Gilbert & Murray Scher
著；趙淑珠校閱；吳寶嘉、林素妃、陳靜儀譯

320

EB00204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KOP( 復健諮商手冊 ◎ T. F. Riggar & Dennis R. Maki編著；林幸台校
閱；吳明宜、花敬凱、許華慧、許靖蘭、陳美利譯

450

EB002049 黎明文化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5H1*QKRQST( 諮商心理學 -理論與實務運用在軍事情境中 [平 ] ◎ 孫敏華 380

EB00205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LPNN( 諮商實務有聲圖書 (一 )學習手冊 ◎ 蕭文教授總策畫 200

EB00205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NKOT( 諮商實務有聲圖書 (二 )學習手冊 ◎ 蕭文教授總策畫 200

EB00205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RSTO( 諮商與特教實務有聲圖書（三）學習手冊 ◎ 蕭文教授總策畫 200

EB00205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5H7*KMTSON( 諮商與心理治療質性研究 ◎ John McLeod著；連廷嘉、徐西森譯 350

EB00205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4 y(7IJ5H7*KMRNTT( 交流分析諮商 ◎ 江原麟譯 350

EB00205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7 y(7IJ5H7*KMMMMQ( 澗邊幽草 -心理治療的藝術 ◎ 王麗文著 200

EB00205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5H7*KMLRSQ( 結構派家族治療入門（全新修訂版） ◎ S. Minuchin著；劉瓊瑛譯 450

EB00205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9 y(7IJ5H7*KMNMKT( 結構派家族治療技術 ◎ S. Minuchin等著；劉瓊瑛譯 500

EB00205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7 y(7IJ5H7*KMMNOT( 結構 -策略取向家庭治療 ◎ 楊連謙；董秀珠著 530

EB00205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4 y(7IJ5H7*KMRPLL(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 -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第
二版） ◎ J. W. Worden著；李開敏、林方皓等譯

300

EB00206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0 y(7IJ5H7*KMNPTT( 當代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 R. Corsini、D. Wedding著；朱玲億等譯 650

EB00206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0 y(7IJ5H7*KMNSPS( 遊戲在家庭治療中的應用 ◎ Eliana Gil著；卓紋君、蔡瑞峰譯 300

EB00206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0 y(7IJ5H7*KMNSRM( 開啟孩子的心窗 -適用於兒童及青少年之完形學
派心理治療 ◎ Violet Oaklander著；沈益君譯

500

EB00206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0 y(7IJ5H7*KMOKKS( 心理治療實務 ◎ 林家興、王麗文著 350

EB00206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MRP( 遊戲治療實務指南 ◎ T. Kottman、C. Schaefer編著；梁培勇總校閱 650

EB00206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NLM( 兒童遊戲治療活動 -計畫及協助困擾兒童處遇之指
引 ◎ S. T. Dennison、C. M. Knight著；陳慶福總校閱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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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06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NTS( 客體關係治療 -關係的運用 ◎ Sheldon Cashdan著；林秀慧、林明雄譯 320

EB00206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PNO( 老人心理治療 ◎ Bob G. Knight著；康淑華、邱妙儒譯 350

EB00206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1 y(7IJ5H7*KMOSNL( 演出派夫妻治療 ◎ J. A. Hayden-Seman著；潘貞妮譯 450

EB00206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OSOS( 家族遊戲治療 ◎ Charles E. Schaefer等編著；高淑貞總校閱；吳百能等合譯 450

EB00207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KON( 家族歷史與心理治療 -家庭重塑實務篇 (第三版 ) ◎ 王行著 250

EB00207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KTS( 自體心理學的理論與實務 ◎ M. T. White等著；林明雄、林秀慧譯 400

EB00207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OQN( 自體的分析 -一種系統化處理自戀型人格疾患的精神分析治
療 ◎ Heinz Kohut著；林明雄策畫主編；林明雄、劉慧卿譯

500

EB00207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ORK( 自體的重建 ◎ Heinz Kohut著；林明雄策畫主編；許豪沖譯 400

EB00207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PMO( 精神分析治癒之道 ◎ Heinz Kohut著；林明雄策畫主編；劉時寧、許豪沖譯 400

EB00207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2 y(7IJ5H7*KMPMQP( 101種家族治療技巧 I ◎ Thorans S. Nelson等著；潘貞妮、歐滄和譯 580

EB00207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3 y(7IJ5H7*KMQOLP( 101種家族治療技巧 II ◎ Thorans S. Nelson等主編；潘珍妮、王慶福、王郁茗譯 680

EB00207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3 y(7IJ5H7*KMPRSO( 短期認知行為治療 ◎ B. Curwen等著；楊大和、饒怡君譯 350

EB00207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4 y(7IJ5H7*KMQQLN( 創傷的認知行為治療 ◎ V. M. Follette等編著；魯中興審定；楊大和校閱；楊大和等譯 550

EB00207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4 y(7IJ5H7*KMQQOO( 認知治療對個案抗拒的處理 ◎ R. L. Leahy著；高慧芬譯 400

EB00208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SKNR( 有效治療創傷後壓力疾患 -國際創傷性壓力研究學會治療指
引 ◎ E. B. Foa等主編；楊筱華、李開敏、陳美琴、許玉來、董淑鈴譯

550

EB00208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4 y(7IJ5H7*KMRNNR( 不適配的夫妻 -婚姻治療的新方向 ◎ P. Papp著；黃淑
清、連盈如、蘇鈺婷、王淳弘、張獻文、彭瑞祥譯

450

EB00208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RSRK( 遊戲的治癒力量 -受虐兒童的治療工作 ◎ Eliana Gil著；馬宗潔校閱；林巧翊譯 300

EB00208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SKLN( 探索敘事治療實踐 ◎ 尤卓慧、岑秀成、夏民光、秦安琪、葉劍青、黎玉蓮編 250

EB00208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5 y(7IJ5H7*KMSLLM( 理性情緒行為治療 -抗拒的處理 ◎ A. Ellis著；武自珍校閱；盧靜芬譯 500

EB00208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6 y(7IJ5H7*KMSQRT( 遊戲治療 -理論與實務（第二版） ◎ 梁培勇著 350

EB00208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6 y(7IJ5H7*KMTOPO( 憂鬱症最新療法 -人際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 S. Stuart 
& M. Robertson著；唐子俊、唐慧芳、黃詩殷、戴谷霖譯

500

EB00208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6 y(7IJ5H7*KMTQOP( 追求圓融 -完形取向的婚姻與家庭治療 ◎ J. C. Zinker
著；卓紋君校閱；卓紋君、李正源、蔡瑞峰譯

450

EB00208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5H7*KMTTKO( 遊戲治療指南 ◎ Kevin J. O'Connor著；王麗文總校閱；楊
惠卿、陳增穎、董淑鈴、林美珠、楊登媛譯

600

EB00208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MNT( 兒童遊戲治療案例研究 ◎ G. L. Landreth、D. S. Sweeney、D. C. Ray、

L.E. Homeyer、G. J. Glover著；陳信昭、陳碧玲校閱；陳信昭 譯
300

EB00209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NNSO( 易術 -傳統中醫、心理劇與創造性藝術之整合 ◎ 龔鉥著；鄔佩麗校閱；
許家璋、黃創華、蔡珮慈、王敬偉、張莉莉、蘇金蟬、涂瑞玲、李佩玲譯

420

EB00209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OOO( 認知治療的挑戰 -當基礎的技術不夠時怎麼辦？ ◎ Judith S. Beck著；陳若
璋總校閱；陳若璋、張宇岱、詹宗熙、劉志如、盧美凡、黃亮韶、何禮恩譯

420

EB00209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KKR( 別讓情緒控制你的生活 -如何讓辯證行為治療法幫助你
掌控自己 ◎ Scott E. Spradlim著；蔡素玲、鍾志芳譯

320

EB00209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OLK( 主體實踐婚姻 / 家庭治療 -在關係和脈絡中共構主體性 ◎ 楊連謙、董秀珠著 550

EB00209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QPQ( 敘事治療入門 ◎ Martin Payne著；陳增穎譯 330

EB002095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8 y(7IJ8G1*TLLRNL( 心理治療個案問題解析 -實用手冊 ◎ Tracy D. Eells編著；陳郁岑、許靜怡校
閱；王彩鳳、王彩霞、張一賓、歐吉桐、陳琳美、周倩華、鄭朮鈞、李依親譯

650

EB002096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1*TLMLLK( 親密花園 -完形取向伴侶治療理論與實務 ◎ Gordon Wheeler & Stephanie 
Backman主編；何麗儀、陳雅英、王環莉校閱；王環莉、張碧琴 譯

430

EB002097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1*TLMMRL( 創意式遊戲治療 -心理創傷兒童及青少年的輔導 ◎ Liana Lowenstein著；王 ?璞譯 150

EB002098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6*QNRLSQ( 諮商與心理治療 ◎ Richard S. Sharf著；馬長齡審閱；
馬長齡、羅幼瓊、葉怡寧、林延叡譯

700

EB002099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1*TLMNLS( 有效學習情緒焦點治療 -改變的歷程經驗治療 ◎ Robert Elliott、Jeanne C. 
Watson、Rhonda N. Goldman、Leslie S. Greenberg著；唐子俊、唐慧芳、廖秀娟譯

450

EB002100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1*TLMQNT( 心理治療 -操作與會談 ◎ 曾文星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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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101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6 y(7IJ5H7*KMTPTL( 焦點解決團體工作 ◎ John Sharry著；周玉真譯 250

EB002102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7 y(7IJ8G1*TLKLLQ(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社區機構的有效應用 ◎ Teri Pichot、Yvonne M. Dolan
著；許維素總校閱；陳郁姍、黃淑賢、鄭 ?瑋、謝蕙春、許維素譯

330

EB002103 心理 ﹝臨床心理學﹞ 2009 y(7IJ8G1*TLMKSK( 焦點解決治療應用手冊 ◎ Bill O'Connell & Stephen Palmer編著；
許維素總校閱；鄭 ?瑋、鐘泂偉、劉威成、許維素譯

400

EB002104 心理 ﹝臨床心理學﹞ 1999 y(7IJ5H7*KMNORQ( 幼稚園教學資源手冊 ◎ 江麗莉策畫主編 580

EB002105 大堯 ﹝心理測量﹞ 2008 y(7IJ8G6*RTMOKN( 戀愛魔法測驗 ◎ 天木姐妹 220

EB002106 大堯 ﹝心理測量﹞ 2008 y(7IJ8G6*RTMOLK( 戀愛人氣測驗 ◎ 天木姐妹 220

EB002107 台灣商務 ﹝心理測量﹞ 2004 y(7IJ5H0*PLTLPK( 成功測試 ◎ 季紅 .錦華 250

EB002108 台灣商務 ﹝心理測量﹞ 2004 y(7IJ5H0*PLTMMS( 性格測試 ◎ 季紅 .錦華主編 250

EB002109 台灣商務 ﹝心理測量﹞ 2004 y(7IJ5H0*PLTLQR( 婚姻測試 ◎ 季紅 .錦華主編 250

EB002110 台灣商務 ﹝心理測量﹞ 2004 y(7IJ5H0*PLTMNP( 愛情測試 ◎ 季紅 .錦華主編 250

EB002111 華品 ﹝心理測量﹞ 2008 y(7IJ8G6*RRNPLS( 哇！超神準心理測驗 (下 ) ◎ 朦朦夫人 199

EB002112 華品 ﹝心理測量﹞ 2008 y(7IJ8G6*RRNPKL( 哇！超神準心理測驗 (上 ) ◎ 朦朦夫人 199

EB002113 心理 ﹝心理測量﹞ 2002 y(7IJ5H7*KMOSPP( 心理測驗與統計方法 (第三版 ) ◎ 簡茂發著 350

EB002114 心理 ﹝心理測量﹞ 2006 y(7IJ5H7*KMTOOR( 單一受試研究法 ◎ 杜正治著 400

EB002115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TKN( 華夏美學 (精 ) ◎ 李澤厚 290

EB002116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0 y(7IJ5H1*TKKPQS( 現代美學及其他 (精 ) ◎ 趙天儀 278

EB002117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0 y(7IJ5H1*TKKPRP( 現代美學及其他 (平 ) ◎ 趙天儀 211

EB002118 大塊 ﹝美學總論﹞ 2008 y(7IJ8G2*LNKRNP( 日本．美的遠足 ◎ 蒼井夏樹‧文字、栗原淳實‧攝影 380

EB002119 台灣商務 ﹝美學總論﹞ 2005 y(7IJ5H0*PLTSKS( 我的美感體驗 ◎ 曾昭旭 著 250

EB002120 台灣商務 ﹝美學總論﹞ 1967 y(7IJ5H0*PKRMRK( 現代美學 ◎ 劉文潭 著 280

EB002121 亞太 ﹝美學總論﹞ 2001 y(7IJ5H8*MQOTKS( 六朝美學點描 ◎ 李銘宗 450

EB002122 昭明 ﹝美學總論﹞ 2004 y(7IJ8G7*QOKOTT( 為藝術而藝術與文學生命 (昭明 ) ◎ 知書房 350

EB002123 雄獅 ﹝美學總論﹞ 2003 y(7IJ5H4*ROKPMT( 美感經驗 ◎ 賈克‧馬奎著／ 袁汝儀校譯 560

EB002124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6 y(7IJ5H1*OMMRTO( 美學四講 (平 ) ◎ 李澤厚 180

EB002125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6 y(7IJ5H1*OMMSKK( 美學論集 (新訂版 )(平 ) ◎ 李澤厚 540

EB002126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TMR( 美學四講 (精 ) ◎ 李澤厚 250

EB002127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TRM( 美學論集 (新訂版 )(精 ) ◎ 李澤厚 610

EB002128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PKO( 美的抗爭―高爾泰文選之一 (精 ) ◎ 高爾泰 590

EB002129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PLL( 美的抗爭―高爾泰文選之一 (平 ) ◎ 高爾泰 490

EB002130 台灣商務 ﹝美學總論﹞ 2003 y(7IJ5H0*PLSLQK( 美學與文學新論 ◎ 金 劍 著 380

EB002131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2006 y(7IJ5H1*OMMQLT( 美的歷程 (平 ) ◎ 李澤厚 220

EB002132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1999 y(7IJ5H1*OMMRSR( 華夏美學 (平 ) ◎ 李澤厚 220

EB002133 三民書局 ﹝美學總論﹞ 2005 y(7IJ5H1*OMOTNO( 美的歷程 (精 ) ◎ 李澤厚 290

EB002134 三民書局 ﹝審美情感﹞ 1988 y(7IJ5H1*TKSSKT( 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 (精 ) ◎ 王建元 289

EB002135 三民書局 ﹝審美情感﹞ 1999 y(7IJ5H1*TKSSLQ( 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 (平 ) ◎ 王建元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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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136 出色 ﹝審美情感﹞ 2009 y(7IJ8G6*QRTOKR( 笑一笑，沒煩惱－原來你也可以很幽默 ◎ 雷克斯 199

EB002137 出色 ﹝審美情感﹞ 2007 y(7IJ8G7*NPLSNS( 罵人好幽默 ◎ 方雁 169

EB002138 出色 ﹝審美情感﹞ 2009 y(7IJ8G6*QRTPLN( 看故事長智慧 ◎ 歐陽策 190

EB002139 台灣商務 ﹝各派美學﹞ 2007 y(7IJ5H0*PMMOLT( 散步美學―宗白華美學思想新探 ◎ 王德勝 350

EB002140 一覽文化 ﹝倫理學總論﹞ 2007 y(7IJ8G8*LQPTRR( 莉莉看世界 ◎ 艾倫 .麥克法蘭 250

EB002141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4 y(7IJ5H1*OLOPOQ( 理想和現實 (精 ) ◎ 毛子水 110

EB002142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2009 y(7IJ5H1*OPMLRN( 基本倫理學 ◎ 林火旺 -著 347

EB002143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83 y(7IJ5H1*TKMNSS( 愛的哲學 (精 ) ◎ 蘇昌美 189

EB002144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TM( 倫理學釋論 (精 ) ◎ 陳特著 267

EB002145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OKS( 倫理學釋論 (平 ) ◎ 陳特著 200

EB002146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8 y(7IJ5H1*TMLRTM( 史蒂文森 (精 ) ◎ 孫偉平 260

EB002147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8 y(7IJ5H1*TMLSKS( 史蒂文森 (平 ) ◎ 孫偉平 190

EB002148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9 y(7IJ5H1*TMMOLQ( 赫爾 (精 ) ◎ 孫偉平 310

EB002149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9 y(7IJ5H1*TMMOMN( 赫爾 (平 ) ◎ 孫偉平 240

EB002150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2009 y(7IJ5H1*TMTONT( 倫理學釋論 (二版 ) ◎ 陳特 -著 250

EB002151 網路與書 ﹝倫理學總論﹞ 2005 y(7IJ8G8*LQMNMR( 練喜簿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50

EB002152 台灣商務 ﹝倫理學總論﹞ 1979 y(7IJ5H0*PMKLSR( 尼各馬科倫理學 ◎ 亞里士多德 著 350

EB002153 台灣商務 ﹝倫理學總論﹞ 1965 y(7IJ5H0*PKQKPL( 倫理學 ◎ 范 錡 著 171

EB002154 台灣商務 ﹝倫理學總論﹞ 1965 y(7IJ5H0*PKMOTR( 中國倫理學史 ◎ 蔡元培 著 72

EB002155 黎明文化 ﹝倫理學總論﹞ 1996 y(7IJ5H1*QKOOSK( 中國倫理思想導論 [平 ] ◎ 張家蕙 130

EB002156 黎明文化 ﹝倫理學總論﹞ 2008 y(7IJ5H1*QKRRPR( 現代倫理實踐要綱 [平 ] ◎ 熊仁義 230

EB002157 正中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7 y(7IJ5H0*TKLPKO( 比較倫理學 (部定大學用書 )(平 ) ◎ 黃建中 255

EB002158 正中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3 y(7IJ5H0*TKPORM( 心體與性體 (一 )(平 ) ◎ 牟宗三著 330

EB002159 正中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OOP( 心體與性體 (二 )(平 ) ◎ 牟宗三著 350

EB002160 正中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3 y(7IJ5H0*TKPOST( 心體與性體 (三 )(平 ) ◎ 牟宗三著 200

EB002161 正中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0 y(7IJ5H0*TKMPPQ( 倫理學的新趨向 ◎ 林有土著 130

EB002162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LQQ( 後設倫理學之基本問題 (精 ) ◎ 黃慧英 200

EB002163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88 y(7IJ5H1*TKMLRN( 後設倫理學之基本問題 (平 ) ◎ 黃慧英 133

EB002164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QNO( 道德之關懷 (精 ) ◎ 黃慧英 230

EB002165 三民書局 ﹝倫理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QOL( 道德之關懷 (平 ) ◎ 黃慧英 170

EB002166 左岸 ﹝倫理學總論﹞ 2004 y(7IJ8G7*SPOQTS( 道德哲學史講演錄 ◎ 約翰．羅爾斯 390

EB002167 左岸 ﹝讀書法﹞ 2004 y(7IJ8G7*SPOQKP( 童年與解放衍本 ◎ 黃武雄 280

EB002168 九歌 ﹝倫理學理論﹞ 2007 y(7IJ5H4*OOOPRL( 生活的逆境要勇敢面對 ◎ 傅佩榮 230

EB002169 九歌 ﹝倫理學理論﹞ 2007 y(7IJ5H4*OOOKOP( 人生的快樂靠自己追求 ◎ 傅佩榮 240

EB002170 九歌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5H4*OONQTR( 生命的精采由自己決定 ◎ 傅佩榮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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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171 健行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8G7*RPNRMO( 生活有哲學 ◎ 傅佩榮 250

EB002172 九歌 ﹝倫理學理論﹞ 1998 y(7IJ5H5*QKPNTL( 生命的重心在何處？ ◎ 傅佩榮 200

EB002173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5 y(7IJ5H1*OKSQQS( 人生哲學 ◎ 黎建球 290

EB002174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5H1*OKSQRP( 人生哲學 ◎ 夏雨人 250

EB002175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5H1*OMSMPN( 人生哲學 ◎ 林麗珊 280

EB002176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7 y(7IJ5H1*OORTNN( 幸福易開罐 ◎ 易聖華 200

EB002177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84 y(7IJ5H1*TKMKQR( 知識‧理性與生命 (精 ) ◎ 孫寶琛 167

EB002178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9 y(7IJ5H1*TKMNKM( 人生十論 (精 ) ◎ 錢穆著 250

EB002179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4 y(7IJ5H1*TKMNLT( 人生十論 (平 ) ◎ 錢穆著 190

EB002180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87 y(7IJ5H1*TKNKKM( 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 (精 ) ◎ 林安梧 267

EB002181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1 y(7IJ5H1*TLQOTL( 中國死亡智慧 (平 ) ◎ 鄭曉江 160

EB002182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6 y(7IJ5H1*TMKKLQ( 無生死之道 ◎ 盛永宗興著；郭敏俊譯 120

EB002183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7 y(7IJ5H1*TMKQLK( 死亡的真諦―從容迎接死亡的睿智 ◎ 小松正衛著；王麗香譯 130

EB002184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7 y(7IJ5H1*TMLLNQ( 凝視死亡之心 ◎ 岸本英夫著；闞正宗譯 160

EB002185 大塊 ﹝倫理學理論﹞ 9204 y(7IJ8G7*TRPSPK( 拔一根頭髮，在幻想的森林中漫步 ◎ 德瓦 280

EB002186 大塊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5H8*OQSPLL(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十年典藏版 ) ◎ 米奇．艾爾邦 220

EB002187 網路與書 ﹝倫理學理論﹞ 2002 y(7IJ5H3*KMQQMO( 財富地圖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2188 網路與書 ﹝倫理學理論﹞ 2008 y(7IJ8G6*SOLMSQ( 我用一生去尋找 ◎ 潘石屹 320

EB002189 心理 ﹝倫理學理論﹞ 2004 y(7IJ5H7*KMQTTQ( 人生哲學導論 ◎ 陳照雄著 250

EB002190 出色 ﹝倫理學理論﹞ 2009 y(7IJ8G6*QRTMTM( 多點智慧、幸福多點 ◎ 燕尾厥 220

EB002191 出色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8G7*NPLQSP( 心田甘露的智慧 ◎ 歐陽策 200

EB002192 出色 ﹝倫理學理論﹞ 2004 y(7IJ8G7*NPLKLM( 看淡生死人生 ◎ 林慶昭 200

EB002193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5H0*PMKRQR( 透視靈魂看人生 ◎ 曾仕強 290

EB002194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1972 y(7IJ5H0*PKKQMM( 人生哲學概論 ◎ 楊紹南 著 160

EB002195 幼獅文化 ﹝倫理學理論﹞ 2000 y(7IJ5H5*ROMROO( 生命的篇章 ◎ 徐美鈴 160

EB002196 米娜貝爾 ﹝倫理學理論﹞ 2000 y(7IJ5H8*QMMRRR( 體會死亡 (米娜貝爾 ) ◎ 約瑟夫 .夏普 250

EB002197 米娜貝爾 ﹝倫理學理論﹞ 1999 y(7IJ5H8*QMMRQK( 造訪自然 (米娜貝爾 ) ◎ 魯詩 碧芝 240

EB002198 國家 ﹝倫理學理論﹞ 1999 y(7IJ5H3*QKQLRS( 生活的智慧 ◎ 顏柏松 180

EB002199 智庫文化 ﹝倫理學理論﹞ 1996 y(7IJ5H9*PPNKQN( 金錢書 ◎ 260

EB002200 奧林文化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5H0*NTLQTP( 青蛙不知道自己快被煮熟了 ◎ 210

EB002201 靜思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8G7*RLLTNT( 考驗 ◎ 林幸惠 280

EB002202 靜思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5H5*MMQLNS( 問題是人生的禮物 ◎ 林幸惠 250

EB002203 靜思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5H5*MMPMRS( 答案 --生命隨心轉 ◎ 林幸惠 250

EB002204 蘭臺 ﹝倫理學理論﹞ 2001 y(7IJ5H0*OMMNMK( 人生十論 ◎ 200

EB002205 黎明文化 ﹝倫理學理論﹞ 2002 y(7IJ5H1*QKQMOS( 千言萬語 [平 ] ◎ 吳東權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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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206 黎明文化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5H1*QKQTOL( 中國人生哲學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600

EB002207 黎明文化 ﹝倫理學理論﹞ 2005 y(7IJ5H1*QKRKOR( 科學哲學與人生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600

EB002208 正中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4 y(7IJ5H0*TLQOTM( 生命終點的學問〈第二版〉 ◎ 鄭曉江 (鄭小江 ) 250

EB002209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4 y(7IJ5H1*ONTSKS( 生命的哲學 ◎ 吳怡著 160

EB002210 萬卷樓 ﹝倫理學理論﹞ 2002 y(7IJ5H7*NTOKOK( 第一屆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華梵中文系 編 500

EB002211 網路與書 ﹝倫理學理論﹞ 2007 y(7IJ8G8*MRLLMS( 象與騎象人 ◎ 強納森．海德特 350

EB002212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1971 y(7IJ5H0*PKRNOS(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 牟宗三 著 270

EB002213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0 y(7IJ5H1*TKKOSN( 中國人性論 (精 ) ◎ 臺大哲學系主編 322

EB002214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0 y(7IJ5H1*TKKOTK( 中國人性論 (平 ) ◎ 臺大哲學系主編 260

EB002215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1969 y(7IJ5H0*PKSQLL( 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 ) ◎ 徐復觀 著 450

EB002216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1993 y(7IJ5H0*PKQQRT( 人性七論 (Seve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 袁榮生 譯 180

EB002217 左岸 ﹝倫理學理論﹞ 2007 y(7IJ8G7*LROSOK( 自私的美德 ◎ 安．蘭德 230

EB002218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2009 y(7IJ5H1*OPLNSL( 從常識到智慧－生活8x5 ◎ 鈕則誠 230

EB002219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7 y(7IJ5H1*TMLMRN( 生命的抉擇―生死觀與器官移植 ◎ 藤井正雄；中野東
禪；金岡秀友；和田壽郎著陳玉華；李金玲譯林水

130

EB002220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7 y(7IJ5H1*TMLMSK( 從癌症體驗的人生觀 ◎ 田代俊孝編；黃國清、徐明達譯 180

EB002221 三民書局 ﹝倫理學理論﹞ 1997 y(7IJ5H1*TMLPSR( 回歸真心―生命倫理的探求 ◎ 川喜田愛郎；松原泰
道；奈良康明；松長有慶著；陳玉英譯；林水福

110

EB002222 心理 ﹝倫理學理論﹞ 2002 y(7IJ5H7*KMOSTN( 生與死的教育 ◎ Alfons Deeken著；張淑美總校閱；王珍妮譯 200

EB002223 心理 ﹝倫理學理論﹞ 2002 y(7IJ5H7*KMPNPR( 悲慟兒童支持性團體方案 -活動手冊 ◎ B. Haasl、J. Marnocha著；陳芳玲譯 100

EB002224 心理 ﹝倫理學理論﹞ 2003 y(7IJ5H7*KMPTSM( 聽生命唱歌 ◎ 陳芳玲策畫主編；陳怡秀、徐若涵、彭博裕著 320

EB002225 國家 ﹝倫理學理論﹞ 2004 y(7IJ5H3*QKSPTM( 猶太幽默智慧 ◎ 張國勇 200

EB002226 靜思 ﹝倫理學理論﹞ 2008 y(7IJ8G1*NNMPRO( 用心祝福 ◎ 林幸惠 250

EB002227 黎明文化 ﹝倫理學理論﹞ 2006 y(7IJ5H1*QKRNRP( 現代人的生死觀 [平 ] ◎ 熊仁義 260

EB002228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2010 y(7IJ5H0*PMOPLM( 我與心：整體生命心理學 ◎ 吳怡 300

EB002229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2009 y(7IJ5H0*PMOLMN( 新時代人生觀―羅家倫論人生 ◎ 馮滬祥 320

EB002230 台灣商務 ﹝倫理學理論﹞ 1992 y(7IJ5H0*PKPRMQ( 新人生觀 ◎ 羅家倫 著 120

EB002231 九月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8*MSPRQR( 做好自己人生必修35堂課 ◎ 廖國儀 250

EB002232 九月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8*MSPRON( 一滴心血 -向自己挑戰，對自己負責 ◎ 廖國儀 250

EB002233 九月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8*MSPRMT( 農民曆 ◎ 笨老子 / 丁佩吟 100

EB002234 九歌 ﹝個人倫理﹞ 1994 y(7IJ5H5*QKMRTQ( 個性的發揮 ◎ 陳火泉 130

EB002235 出色 ﹝個人倫理﹞ 2009 y(7IJ8G6*QRTNSO( 別敗在不會說話－要會說話，先學怎麼說 ◎ 李剛 240

EB002236 出色 ﹝個人倫理﹞ 2009 y(7IJ8G6*QRTNOQ( 經典傳世的座右銘 ◎ 王鼎 220

EB002237 出色 ﹝個人倫理﹞ 2008 y(7IJ8G6*QRTMQL( 原來，幸福這麼甜 ◎ 林慶昭 230

EB002238 出色 ﹝個人倫理﹞ 2008 y(7IJ8G6*QRTMPO( 幹嘛那麼氣――退一步，路更寬（精選典藏紀念版） ◎ 林慶昭 230

EB002239 出色 ﹝個人倫理﹞ 2008 y(7IJ8G6*QRTKOT( 脾氣好一點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30

EB002240 出色 ﹝個人倫理﹞ 2008 y(7IJ8G6*QRTKNM( 其實，沒有那麼糟？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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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241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TTT( 更簡單，更豐富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20

EB002242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TPL( 把苦日子過甜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20

EB002243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TMK( 智慧決定成敗 ◎ 王鼎 180

EB002244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TNR( 贏在氣度 ◎ 歐陽策 190

EB002245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STK( 好朋友，好貼心 ◎ 徐竹 190

EB002246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SRQ( 好富足，好樂活 ◎ 徐竹 190

EB002247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SML( 更平凡，更幸福 ◎ 徐竹 190

EB002248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SLO( 一念之間的幸福 ◎ 方雁 169

EB002249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RQK( 生氣沒有用 ◎ 華克 190

EB002250 出色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NPLRRR( 人生沒有啥好計較 ◎ 燕尾蕨 190

EB002251 出色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NPLROQ( 幸福，好有味道 ◎ 燕尾蕨 190

EB002252 出色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NPLRKS( 智慧轉念之間 ◎ 華克 200

EB002253 出色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NPLQPO( 智慧書 III ◎ 叔本華 220

EB002254 出色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NPLPMO( 不想衰到下輩子 ◎ 林慶昭 230

EB002255 出色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NPLPOS( 智慧書 II ◎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 200

EB002256 出色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NPLLPT( 少點私心，多點真心 ◎ 燕尾蕨 200

EB002257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OQN( 更簡單，更豐富（新版） ◎ 林慶昭 200

EB002258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OLS( 智慧書Ｉ（精） ◎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 240

EB002259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OMP( 把苦日子過甜 ◎ 林慶昭 220

EB002260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NQO( 心開，路就開 ◎ 林慶昭 200

EB002261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LSK( 愈放下，愈自在 ◎ 林慶昭 200

EB002262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LTR( 機智書 ◎ 王璽 200

EB002263 出色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NPLKRO( 脾氣好一點 ◎ 林慶昭 200

EB002264 出色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2*TRRRTS( 愈知足，愈幸福 ◎ 燕尾蕨 99

EB002265 出色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2*TRRRON( 別跟自己賭氣 ◎ 華克 200

EB002266 出色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2*TOTOSL( 智慧書Ｉ ◎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 240

EB002267 出色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2*TOTOLM( 12個簡單＋12個豐富（舊版） ◎ 林慶昭 200

EB002268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1997 y(7IJ5H5*NKTRRK( EQ！命運？贏家。 ◎ 傅佩榮 120

EB002269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5*ROKPLL( 一生好看 ◎ 王邦雄 120

EB002270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5*ROLOLT( 在他面前不出糗 ◎ 林慶弧 120

EB002271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5*ROMRPL( 新世紀的心靈安頓 ◎ 傅佩榮 200

EB002272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9 y(7IJ8G6*TLMNSM( 說對話，好辦事 -想成功靠溝通 ◎ 林慶昭 230

EB002273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8 y(7IJ8G6*TLMOLM( 心靈箴言 ◎ 華克 200

EB002274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TLMLLP( 快樂多一點 ◎ 林慶昭 99

EB002275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TLMLOQ( 轉個念頭，心情好樂 ◎ 林慶昭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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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276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6*TLMKLQ( 別跟家人過不去 (好 FUN) ◎ 林慶昭 180

EB002277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6*TLMKMN( 嗯 ,有什麼好糟的 ?(好 FUN) ◎ 林慶昭 180

EB002278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6*TLMKNK( 拿的起 ,放的下 --自在人生的156個選擇 (好 FUN) ◎ 燕尾蕨 99

EB002279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6*TLMKKT( 好心情 ,好快活 --快樂人生156個思考 (好 FUN) ◎ 燕尾蕨 99

EB002280 好名堂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TNRNOR( 說話高手的四堂課 ◎ 楊子喬 180

EB002281 米娜貝爾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8*QMMQQL( 聽生命的聲音 (米娜貝爾 ) ◎ 魯斯 .碧芝 200

EB002282 華品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7*KSLSPS( 說話厚黑術 ◎ 萬劍聲 250

EB002283 意象文化 ﹝個人倫理﹞ 2009 y(7IJ8G8*OKRKNT( 智慧名言（中英對照珍藏版）受用一生的名人雋語 ◎ 金‧嫚菲 220

EB002284 意象文化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8*NOLKRO( 會說話的女人最出色 -成功女人的致勝秘笈 ◎ 白珈琲 220

EB002285 瑞昇 ﹝個人倫理﹞ 2007 y(7IJ5H5*MQQSNR( 人見人愛 !我是氣質美女 ◎ 尾塚理惠子 200

EB002286 三悅 ﹝個人倫理﹞ 2009 y(7IJ5H5*MQSMPL( 有禮得體！型男 ?紳士法則 ◎ 尾塚理惠子 220

EB002287 瑞昇 ﹝個人倫理﹞ 2010 y(7IJ5H5*MQTLQQ( 超表達力，說得懂也要說得動 ! ◎ 大串亞由美 200

EB002288 漁人文化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KLLNPK( 糊塗學 ◎ 諸葛文浩 249

EB002289 慈濟 ﹝個人倫理﹞ 2002 y(7IJ8G7*TMKLQO( 月亮在唱歌 ◎ 張欣怡 200

EB002290 一鳴文化 ﹝個人倫理﹞ 2010 y(7IJ8G8*OKRKPN( 智慧書 -真正使人成功的，不是聰明，是智慧 ! ◎ 珈璐 250

EB002291 黎明文化 ﹝個人倫理﹞ 1995 y(7IJ5H1*QKOKSO( 現代人生觀 [平 ] ◎ 熊仁義 150

EB002292 正中書局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0*TLPLSL( 快樂少年 (新版 ) ◎ 林良 160

EB002293 正中書局 ﹝個人倫理﹞ 2005 y(7IJ5H0*TLRPNQ( 新編百家文 ◎ 黃長城 350

EB002294 九歌 ﹝個人倫理﹞ 1991 y(7IJ5H5*QKLOQL( 莊嚴的生命也需經營 ◎ 徐木蘭 160

EB002295 健行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7*RPNRSQ( 智慧生活100招 ◎ 江惜美 220

EB002296 九歌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5*QKPPRP( 人生需要幾座燈塔？ ◎ 傅佩榮 200

EB002297 健行 ﹝個人倫理﹞ 1996 y(7IJ5H9*POQTLL( 擦亮心靈之窗 ◎ 胡鼎宗 170

EB002298 健行 ﹝個人倫理﹞ 1994 y(7IJ5H9*POQPPN( 他們為什麼成功 ◎ 吳伯雄等著 140

EB002299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1*OMRTRN( 新譯菜根譚 (精 ) ◎ 吳家駒注譯；黃志民校閱 230

EB002300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6 y(7IJ5H1*OMRTSK( 新譯菜根譚 (二版 ) ◎ 吳家駒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80

EB002301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1*ONOKQN( 生涯規劃 (普及版 ) ◎ 林幸台、林恭煌、許永昌編著 200

EB002302 大塊 ﹝個人倫理﹞ 2006 y(7IJ5H0*NLQOKR( 人生的9個學分 (十年典藏版 ) ◎ 巴瑞．葛利夫 240

EB002303 心理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1*TLKPNQ( 生涯發展與心理輔導 ◎ 劉玉玲著 450

EB002304 心理 ﹝個人倫理﹞ 2008 y(7IJ8G1*TLLQNM( 大學生的生涯諮商手冊 ◎ 鐘思嘉著 280

EB002305 出色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2*TOTOTS( 其實，沒有那麼糟 ◎ 林慶昭 200

EB002306 台灣商務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0*PLTLRO( 人生執行力 ◎ 徐桂生 300

EB002307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5*ROKQQP( 人生的智慧 ◎ 王邦雄 250

EB002308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TLMMOP( 知足生活，幸福滿分 ◎ 燕尾蕨 99

EB002309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TLMMNS( 把小人變貴人 ◎ 林慶昭 99

EB002310 好 FUN ﹝個人倫理﹞ 2006 y(7IJ8G6*TLMKQL( 換個角度 ,就是贏家 --50則改變人生態度的動物寓言 ◎ 林慶昭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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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311 國家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3*QKPSKP( 經營者的一日一話 ◎ 嚴觀復 220

EB002312 國家 ﹝個人倫理﹞ 1993 y(7IJ5H3*QKLROQ( 人生的燈塔 ◎ 宋　瑞 200

EB002313 國家 ﹝個人倫理﹞ 1997 y(7IJ5H3*QKPNRT( 生命的泉源 ◎ 何百川 180

EB002314 國家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3*QKQOMK( 人生的方向 ◎ 宋　瑞 200

EB002315 國家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3*QKQOOO( 成功的人生 ◎ 宋　瑞 200

EB002316 國家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3*QKQQRN( 勵志箴言 ◎ 黃峻才 200

EB002317 國家 ﹝個人倫理﹞ 2005 y(7IJ5H3*QKTRRN( 白話菜根譚 ◎ 洪自誠 150

EB002318 國家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3*QKQSKM( 圓夢．尋夢 ◎ 周夢湘 200

EB002319 國家 ﹝個人倫理﹞ 2008 y(7IJ5H3*QLLMQO( 菜根譚譯注 ◎ 洪自誠 180

EB002320 智庫文化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SSKSQO( 隨心所欲 ◎ 280

EB002321 靜思 ﹝個人倫理﹞ 2008 Y(7B70FG*RLLMMT( 清貧致福 ◎ 證嚴法師 300

EB002322 蘭臺 ﹝個人倫理﹞ 2001 y(7IJ5H9*LPOOKQ( 勸忍百箴今釋今註 ◎ 木魚居士 註 200

EB002323 野人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SKRLKR( 上帝和佛陀的禮物 -Day生活 ◎ 菲利普 ˙薩勒斯基 .保羅 ˙考夫曼 280

EB002324 野人 ﹝個人倫理﹞ 2007 y(7IJ8G6*SKRLLO( 上帝和佛陀的禮物 -Life人生 ◎ 菲利普 ˙薩勒斯基 .保羅 ˙考夫曼 250

EB002325 慈濟 ﹝個人倫理﹞ 2003 y(7IJ8G7*TMKQRQ( 地球的棒棒糖 ◎ 張欣怡 200

EB002326 慈濟 ﹝個人倫理﹞ 2004 y(7IJ8G7*TMKTQQ( 動物我愛你 ◎ 張欣怡 200

EB002327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1995 y(7IJ5H5*NKKMPS( 認識自己 ◎ 林 良 100

EB002328 九歌 ﹝個人倫理﹞ 2006 y(7IJ5H4*OONORP( 美麗人生的22種寶典（增訂新版） ◎ 杏林子 230

EB002329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1*OLPSRL( 青年與學問 ◎ 唐君毅 120

EB002330 大塊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MTLMRL( 撒下黃金的種子 ◎ 孔炳浩 250

EB002331 台灣商務 ﹝個人倫理﹞ 2004 y(7IJ5H0*PLSSKL( 少年大不同 -發展多元智慧 ,活出優質人生 ◎ 雷諾 .費得曼 著 250

EB002332 國家 ﹝個人倫理﹞ 1997 y(7IJ5H3*QKPNPP( 中年的生涯規劃 ◎ 林元亨 220

EB002333 健行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RPNQSR( 女生的私房書――打開幸福罐子（原：成功女性的智慧）軟精裝 ◎ Hazelden Foundation
220

EB002334 健行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RPNQTO( 女生的私房書――創造美麗人生（原：成功女性的果斷 ）軟精裝 ◎ Hazelden Foundation
220

EB002335 健行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RPNQNM( 女生的私房書――尋找快樂的種子 (原：成功女
性的啟示）軟精裝 ◎ Hazelden Foundation

220

EB002336 健行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7*RPNQOT( 女生的私房書――扭轉自己的人生（原：成功女性的金言）軟精裝 ◎ Hazelden Foundation
220

EB002337 萬卷樓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7*NTONRS( 華夏女子庭訓 ◎ 沈時蓉等編著 240

EB002338 野人 ﹝個人倫理﹞ 2009 y(7IJ8G6*SKROLL( 少做一點不會死！ ◎ 李奧．巴伯塔 250

EB002339 九歌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4*OOKLKS( 積極思想的驚人效果 （原：人生的光明面） ◎ 諾曼．文森．皮爾 199

EB002340 台灣商務 ﹝個人倫理﹞ 1991 y(7IJ5H0*PKNSKR( 現代西方社交手冊 Modern Etiquette ◎ 元 宵 譯 135

EB002341 台灣商務 ﹝個人倫理﹞ 2009 y(7IJ5H0*PKKOKK( 西方禮節 Western Manners (POD) ◎ 雲從龍先生夫人著 210

EB002342 靜思 ﹝個人倫理﹞ 2006 y(7IJ5H1*NOQLPL( 禮儀之美 ◎ 證嚴法師 300

EB002343 國家 ﹝個人倫理﹞ 1997 y(7IJ5H3*QKPOKT( 如何成為說服高手 ◎ 李　華 200

EB002344 國家 ﹝個人倫理﹞ 2009 y(7IJ5H3*QLLOTN( 幽默說話術 ◎ 林　瑋 200

EB002345 智庫文化 ﹝個人倫理﹞ 2001 y(7IJ5H0*OSOPNN( 有效電話技巧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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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346 智庫文化 ﹝個人倫理﹞ 2004 y(7IJ8G7*SSKQRN( Larry King 教你 How to Talk to Anyone, Anytime, Anywhere ◎ 260

EB002347 黎明文化 ﹝個人倫理﹞ 2002 y(7IJ5H1*QKQLKL( 舌燦蓮花 (漫畫 )[平 ] ◎ 陳敬介編 ,貓頭鷹畫 140

EB002348 黎明文化 ﹝個人倫理﹞ 2002 y(7IJ5H1*QKQLRK( 唇槍舌戰 (漫畫 )[平 ] ◎ 陳敬介編 ,貓頭鷹畫 160

EB002349 網路與書 ﹝個人倫理﹞ 2005 y(7IJ8G8*LQMNQP( 少一點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2350 健行 ﹝個人倫理﹞ 2004 y(7IJ8G7*RPNNMS( 叔本華《雋語與箴言》（中英對照） ◎ 叔本華 260

EB002351 九歌 ﹝個人倫理﹞ 2001 y(7IJ5H5*QKSKSS( 叔本華《處世智慧錄》 ◎ 叔本華 200

EB002352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1*ONRMLR( 新譯格言聯璧 (精 ) ◎ 馬自毅 -注譯 300

EB002353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7 y(7IJ5H1*ONRMMO( 新譯格言聯璧 (二版 ) ◎ 馬自毅 -注譯 280

EB002354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88 y(7IJ5H1*TKRRNO( 人生小語 (一 )―瞬息與永恒 ◎ 何秀煌 100

EB002355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1 y(7IJ5H1*TKRRPS( 人生小語 (二 )―愛心與困情 (平 ) ◎ 何秀煌 111

EB002356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88 y(7IJ5H1*TKRRQP( 人生小語 (三 )―情‧幽怨 (精 ) ◎ 何秀煌 167

EB002357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1 y(7IJ5H1*TKRRRM( 人生小語 (三 )―情‧幽怨 (平 ) ◎ 何秀煌 100

EB002358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4 y(7IJ5H1*TLPRPN( 人生小語 (五 )―愛情‧性‧藝術 (精 ) ◎ 何秀煌 189

EB002359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3 y(7IJ5H1*TLQKLT( 人生小語 (四 )―男女‧情 (精 ) ◎ 何秀煌 178

EB002360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3 y(7IJ5H1*TLQKMQ( 人生小語 (四 )―男女‧情 (平 ) ◎ 何秀煌 111

EB002361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4 y(7IJ5H1*TLQRLM( 人生小語 (五 )―愛情‧性‧藝術 (平 ) ◎ 何秀煌 133

EB002362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4 y(7IJ5H1*TLQSKO( 人生小語 (六 )―感覺與心懷 (精 ) ◎ 何秀煌 189

EB002363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4 y(7IJ5H1*TLQSLL( 人生小語 (六 )―感覺與心懷 (平 ) ◎ 何秀煌 133

EB002364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5 y(7IJ5H1*TLSQSQ( 人生小語 (一 )―瞬息與永恒 (平 )(彩色版 ) ◎ 何秀煌 160

EB002365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5 y(7IJ5H1*TLSSPN( 人生小語 (七 )―我愛‧故我在 (精 ) ◎ 何秀煌 200

EB002366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5 y(7IJ5H1*TLSSQK( 人生小語 (七 )―我愛‧故我在 (平 ) ◎ 何秀煌 140

EB002367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1*TMLSPN( 人生小語 (八 )―人性與自然 (精 ) ◎ 何秀煌 220

EB002368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1*TMLSQK( 人生小語 (八 )―人性與自然 (平 ) ◎ 何秀煌 150

EB002369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1*TMOKNS( 人生小語 (九 )―太陽、月亮、星光 (精 ) ◎ 何秀煌 240

EB002370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1*TMOKOP( 人生小語 (九 )―太陽、月亮、星光 (平 ) ◎ 何秀煌 170

EB002371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1*TMROLL( 人生小語 (十 )―母愛‧人性的路 (精 ) ◎ 何秀煌著劉俊良繪圖 270

EB002372 三民書局 ﹝個人倫理﹞ 2003 y(7IJ5H1*TMROMS( 人生小語 (十 )―母愛‧人性的路 (平 ) ◎ 何秀煌著劉俊良繪圖 200

EB002373 台灣商務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0*PLORMS( 外國名人格言一百題 ◎ 張信威 主編 250

EB002374 台灣商務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0*PLOMSP( 外國名人雋語一百則 ◎ 盧思源 主編 250

EB002375 幼獅文化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5*ROMRNR( 名言中的智慧 ◎ 傅佩榮 120

EB002376 國家 ﹝個人倫理﹞ 1992 y(7IJ5H3*QKKSTN( 卡耐基名言集 ◎ 向　陽 200

EB002377 國家 ﹝個人倫理﹞ 1998 y(7IJ5H3*QKQKKK( 中國名言精選 ◎ 孫錫祿 200

EB002378 國家 ﹝個人倫理﹞ 2001 y(7IJ5H3*QKROMR( 人間智慧 ◎ 陳蒼多 200

EB002379 智庫文化 ﹝個人倫理﹞ 1996 y(7IJ5H9*PPNQRO( 英雄寶鏡 ◎ 240

EB002380 智庫文化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8*NTQTOO( 智慧書 -上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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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381 智庫文化 ﹝個人倫理﹞ 2000 y(7IJ5H8*NTQTPL( 智慧書 -下 ◎ 280

EB002382 奧林文化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9*SLOLQO( 激勵人心的一句話 ◎ 180

EB002383 奧林文化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9*SLOLSS( 快樂智慧200話 ◎ 180

EB002384 奧林文化 ﹝個人倫理﹞ 1999 y(7IJ5H0*NTLKOQ( 為自己加油打氣 ◎ 180

EB002385 台灣商務 ﹝家庭倫理﹞ 1991 y(7IJ5H0*PKMTNK( 家庭、社會、道德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126

EB002386 蘭臺 ﹝家庭倫理﹞ 2003 y(7IJ5H9*LPOTPQ( 中國傳統孝道的歷史考察 ◎ 朱嵐 680

EB002387 國家 ﹝家庭倫理﹞ 1993 y(7IJ5H3*QKMLSR( 孝經故事 ◎ 林宇牧 200

EB002388 靜思 ﹝家庭倫理﹞ 2007 y(7IJ5H5*MMRMPS( 色難 -孝順的故事 ◎ 證嚴法師 250

EB002389 三民書局 ﹝家庭倫理﹞ 1992 y(7IJ5H1*OLSOSN( 新譯孝經讀本 (精 ) ◎ 賴炎元、黃俊郎注譯 233

EB002390 三民書局 ﹝家庭倫理﹞ 2006 y(7IJ5H1*OLSOTK( 新譯孝經讀本 (平 ) ◎ 賴炎元、黃俊郎注譯 170

EB002391 台灣商務 ﹝家庭倫理﹞ 1972 y(7IJ5H0*PKKTPK( 孝經今註今譯 ◎ 黃得時 註譯 100

EB002392 國家 ﹝家庭倫理﹞ 1997 y(7IJ5H3*QKPKMR( 孝經新解 ◎ 林宇牧 180

EB002393 台灣商務 ﹝家庭倫理﹞ 1969 y(7IJ5H0*PLKLQO( 偉人的母親 ◎ 高金郎 譯 150

EB002394 健行 ﹝家庭倫理﹞ 2003 y(7IJ8G7*RPNKOP( 新小媳婦幸福公約 ◎ 陳雯琪 180

EB002395 台灣商務 ﹝性倫理；婚姻﹞ 1990 y(7IJ5H0*PKLOSN( 父母、子女、性教育 ◎ 高玫 著 144

EB002396 智庫文化 ﹝性倫理；婚姻﹞ 1997 y(7IJ5H8*NTQLKO( 愛情書 ◎ 200

EB002397 黎明文化 ﹝社會倫理﹞ 1990 倫理論辯 --荀子道德認識論之研究 [平 ] ◎ 柯雄文 135

EB002398 正中書局 ﹝社會倫理﹞ 2003 y(7IJ5H0*TLPTTK( 若遇友情傷人時 ◎ Jan Yager著 / 華景彊 (景翔 ) 譯 230

EB002399 大塊 ﹝社會倫理﹞ 2005 y(7IJ8G7*MTLRTK( 仁慈的吸引力 ◎ 皮耶洛．費魯奇 250

EB002400 智庫文化 ﹝社會倫理﹞ 2004 y(7IJ8G7*SSKNKR( 麥摩尼地斯‧８級階梯 ◎ 200

EB002401 幼獅文化 ﹝社會倫理﹞ 2009 y(7IJ5H5*RORNQR( 對面的朋友看過來 ◎ 彭懷真、林淑芳 180

EB002402 群學文化 ﹝生命倫理學﹞ 2008 y(7IJ8G8*OKPOSQ( 臨終者的孤寂 Uber die Einsamkeit der Sterben ◎ 愛
里亞斯（ Norbert Elias）著 鄭義愷 譯 

150

EB002403 國家 ﹝職業倫理﹞ 1997 y(7IJ5H3*QKPMQN( 女性就職須知 ◎ 王虹嘉 200

EB002404 正中書局 ﹝職業倫理﹞ 2000 y(7IJ5H0*TLNKLT( 企業倫理 ◎ 李春旺著 160

EB002405 正中書局 ﹝職業倫理﹞ 2009 y(7IJ5H0*TLSONO( 企業倫理（第二版） ◎ 李春旺教授 300

EB002406 三民書局 ﹝職業倫理﹞ 1997 y(7IJ5H1*TMLKRP( 生與死的關照―現代醫療啟示錄 ◎ 村上陽一郎著；何月華譯 160

EB002407 三民書局 ﹝職業倫理﹞ 1997 y(7IJ5H1*TMLRPO( 生命的尊嚴―探討醫療之心 ◎ 日野原重明；重兼芳
子；阪上正道；中川米造著；鄭惠芬、呂錦萍譯

120

EB002408 心理 ﹝職業倫理﹞ 2006 y(7IJ5H7*KMTPLP( 護理照顧的倫理實踐 ◎ 蔣欣欣著 250

EB002409 田園城市 ﹝職業倫理﹞ 1999 y(7IJ5H8*OOKQTM( 青蛙建築師 ◎ 阮慶岳 250

EB002410 大塊 ﹝職業倫理﹞ 9607 y(7IJ8G7*TRPPMM( 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 ◎ 法蘭西斯．拉佩、安娜．拉佩 450

EB002411 台灣商務 ﹝職業倫理﹞ 2006 y(7IJ5H0*PMKSLL( 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 ◎ 孫震 240

EB002412 心理 ﹝職業倫理﹞ 2008 y(7IJ8G1*TLLSKT( 教育行政倫理 ◎ 蔡進雄著 230

EB002413 左岸 ﹝職業倫理﹞ 2008 y(7IJ8G6*RMNKQN( 責任與判斷 ◎ 漢娜‧鄂蘭 360

EB002414 三民書局 ﹝職業倫理﹞ 1997 y(7IJ5H1*OMPQQP( 新聞倫理 ◎ 馬驥伸 330

EB002415 一覽文化 ﹝道德各論﹞ 2007 y(7IJ8G8*MOQSRO( 愛學分 ◎ 艾倫．佛洛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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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416 出色 ﹝道德各論﹞ 2004 y(7IJ5H2*TRRRKP( 幸福的答案 ◎ 林慶昭 220

EB002417 黎明文化 ﹝道德各論﹞ 1995 y(7IJ5H1*QKOLPM( 忠孝文選 [平 ] ◎ 鄧海翔 330

EB002418 台灣商務 ﹝道德各論﹞ 1967 y(7IJ5H0*PMMNRM( 道德形上學探本 (POD) ◎ 唐鉞重 譯 150

EB002419 天培 ﹝道德各論﹞ 2008 y(7IJ8G7*RPTQQP( 最後的一小時：愛要及時說出口 ◎ 理察‧卡爾森 (Richard Carlson) 160

EB002420 三民書局 ﹝道德各論﹞ 1989 y(7IJ5H1*TKMNTP( 愛的哲學 (平 ) ◎ 蘇昌美 133

EB002421 台灣商務 ﹝道德各論﹞ 1997 y(7IJ5H0*PLNSPL( 愛、恨與死亡－一個現代哲學的探索 ◎ 關永中 著 380

EB002422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6 y(7IJ5H5*TSNONR( 永明延壽觀心玄樞之研究 Integrating Chinese ◎ 460

EB002423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RKK( 心經鈔經本 ◎ 80

EB002424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QTO(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鈔經本 ◎ 100

EB002425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QQN( 大悲咒硬筆鈔經本 ◎ 80

EB002426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RMO( 藥師經硬筆鈔經本 ◎ 100

EB002427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SMN( 六祖壇經定慧品經硬筆鈔經本 ◎ 80

EB002428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SOR( 金剛經硬筆鈔經本 ◎ 100

EB002429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TKS(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硬筆鈔經本 ◎ 80

EB002430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TLP( 阿彌陀經硬筆鈔經本 ◎ 100

EB002431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HB5G3*LRSKKK( 人生 +佛教文化季刊 (復刻版 ) ◎ 9900

EB002432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KOKMK(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3CD) ◎ 300

EB002433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Y(7B67JF*NKOKOO( 金剛經生活 (3CD) ◎ 700

EB002434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KOKOO( 維摩經生活 (10CD) ◎ 1000

EB002435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KOKPL( 妙法蓮華經 (30CD) ◎ 2500

EB002436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6 Y(7B67JF*NKOKQS( 心經觀自在 (3CD) ◎ 300

EB002437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KOKRP( 金剛經如是說 (3CD) ◎ 300

EB002438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KOKSM( 佛說阿彌陀經 (3CD) ◎ 300

EB002439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四十二章經 (3CD) ◎ 300

EB002440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KOLKP( 法華經 (12CD) ◎ 1000

EB002441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6 Y(7B67JF*NKOLNQ( 地藏菩薩本願經 (3CD) ◎ 300

EB002442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4 Y(7B67JF*NKOLON( 無量壽經 (3CD) ◎ 300

EB002443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4 Y(7B67JF*NKOLPK( 永嘉大師證道歌 (12CD) ◎ 1000

EB002444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4 Y(7B67JF*NKOLQR( 八識規矩頌 (7CD) ◎ 650

EB002445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4 Y(7B67JF*NKOLRO( 無量義經 (10CD) ◎ 900

EB002446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4 Y(7B67JF*NKOLSL( 佛說盂蘭盆經 (4CD) ◎ 400

EB002447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Y(7B67JF*NKOLTS( 普賢菩薩行願讚 (5CD) ◎ 500

EB002448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Y(7B67JF*NKOMKO( 四弘誓願 (5CD) ◎ 500

EB002449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Y(7B67JF*NKOMLL( 華嚴經淨行品 (5CD) ◎ 500

EB002450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Y(7B67JF*NKOMMS( 慈雲懺主淨土文 (3CD)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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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451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5 Y(7B67JF*NKOMNP( 大方廣圓覺經 (24CD) ◎ 2000

EB002452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KKKLOO( 法鼓山 --聖嚴法師佛曲集 ◎ 320

EB002453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KNS( 叩鐘偈 ◎ 200

EB002454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KOP( 阿彌陀佛聖號 ◎ 200

EB002455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KPM( 觀世音菩薩聖號 ◎ 200

EB002456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KQT( 精進大悲咒 ◎ 200

EB002457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KSN( 佛說阿彌陀經晚課 ◎ 200

EB002458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KRQ( 大悲早課 ◎ 200

EB002459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KTK( 大悲懺 (上 .下 ) ◎ 400

EB002460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LKQ( 我為你祝福 ◎ 360

EB002461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LLN( 楞嚴早課 ◎ 200

EB002462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LNR( 禪修早晚課 ◎ 200

EB002463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LMK( 禮佛大懺悔文晚課 ◎ 200

EB002464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QSR( 精進拜懺 ◎ 200

EB002465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LRP( 梵網經菩薩戒 ◎ 200

EB002466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2 Y(7B67JF*NLKSMN( 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 ◎ 200

EB002467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3 聽見菩薩 ◎ 300

EB002468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MKP( 藥師琉璃光如來聖號 ◎ 200

EB002469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NLKMLM( 地藏王菩薩聖號 ◎ 200

EB002470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KMMT( 大家來學大悲咒 ◎ 200

EB002471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3 Y(7B67JF*NLKMNQ( 如來如去 ◎ 350

EB002472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NLLKMS( 歸程 CD ◎ 350

EB002473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KKKOST( 學佛五講 ◎ 1200

EB002474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7 Y(7B67JF*KKKLQS( 法鼓山 --聖嚴法師佛曲集 (福茂版 ) ◎ 320

EB002475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OKKKLM( 大法鼓 -人間物語 (10片 ) ◎ 1200

EB002476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OKKKMT( 2005年法鼓山落成開山大典系列活動典藏專輯 ◎ 450

EB002477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8 Y(7B67JF*KKKNOM( 法華住世 -法華鐘落成典禮紀念專輯 ◎ 250

EB002478 法鼓文化 ﹝宗教總論﹞ 2009 Y(7B67JF*KKMPKQ( 聖嚴法師的大願 DVD ◎ 250

EB002479 進源 ﹝宗教總論﹞ 2002 y(7IJ5H8*TNSOKN( 閭山正法 ◎ 法玄山人編著 1000

EB002480 進源 ﹝宗教總論﹞ 2009 y(7IJ8G7*SQOSNN( 正宗三合法廿四山至寶全書 ◎ 陳建利 500

EB002481 三民書局 ﹝宗教總論﹞ 2002 y(7IJ5H1*ONRKLT( 宗教與信仰 ◎ DominiqueJoly著；王書芬譯 250

EB002482 三民書局 ﹝宗教總論﹞ 2005 y(7IJ5H1*ONRTNO( 新譯高僧傳 (上 / 下 )(精 ) ◎ 朱恒夫、王學鈞、趙益注譯；潘柏世校閱 840

EB002483 三民書局 ﹝宗教總論﹞ 2005 y(7IJ5H1*OOLLPN( 新譯梵網經 (精 ) ◎ 王建光 -注譯 250

EB002484 小異 ﹝宗教總論﹞ 2009 y(7IJ8G8*OPQTML( 上帝沒什麼了不起 ◎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 380

EB002485 台灣商務 ﹝宗教總論﹞ 1992 y(7IJ5H0*PKOTTQ( 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 ◎ 黃紹倫 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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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486 米娜貝爾 ﹝宗教總論﹞ 2003 y(7IJ8G7*QOKKQM( 靈魂的副詞 (米娜貝爾 ) ◎ 簡、霍普 399

EB002487 正中書局 ﹝宗教總論﹞ 2000 y(7IJ5H0*TKNQSN( 永恆與現實之間 ◎ 傅偉勳 主編 180

EB002488 進源 ﹝宗教政策﹞ 2002 y(7IJ5H8*TNSRTN( 斷易精要 (新版 ) ◎ 鍾茂基 500

EB002489 蘭臺 ﹝宗教政策﹞ 2009 y(7IJ8G7*QMQSNR( 台灣宗教統計學 ◎ 550

EB002490 三民書局 ﹝宗教教育研究﹞ 2003 y(7IJ5H1*TMRNNQ( 宗教學入門 ◎ 瓦鄧布葛 -著；根瑟‧馬庫斯 -譯 210

EB002491 台灣商務 ﹝宗教論文集﹞ 2004 y(7IJ5H0*PLSPTR( 宗教與現代人生 ◎ 林天民 著 200

EB002492 法鼓文化 ﹝宗教論文集﹞ 2001 y(7IJ5H5*TSLQKK( 聖嚴法師與宗教的對話 ◎ 180

EB002493 正中書局 ﹝宗教論文集﹞ 1997 y(7IJ5H0*TLLNLM( 宗教與教育 ◎ 劉真 編 210

EB002494 佛光文化 ﹝宗教史﹞ 1993 y(7IJ5H5*ONLRKT( 宗教與日本現代化 ◎ 村上重良著 .張大柘譯 150

EB002495 佛光文化 ﹝宗教史﹞ 1974 y(7IJ5H5*ONKMLO( 日本禪僧涅槃記 (上 ) ◎ 曾普信 150

EB002496 佛光文化 ﹝宗教史﹞ 1974 y(7IJ5H5*ONKMML( 日本禪僧涅槃記 (下 ) ◎ 曾普信 150

EB002497 佛光文化 ﹝宗教史﹞ 1996 y(7IJ5H5*ONNSSS( 印度宗教哲學百問 ◎ 姚衛群 180

EB002498 三民書局 ﹝宗教史﹞ 2005 y(7IJ5H1*TMRRPQ( 臺灣宗教信仰 ◎ 江燦騰 -主編 420

EB002499 蘭臺 ﹝宗教史﹞ 2009 y(7IJ8G7*QMQRTK( 當代台灣宗教發展 ◎ 320

EB002500 三民書局 ﹝宗教史﹞ 2002 y(7IJ5H1*ONOQQR( 信仰的長河―歐洲宗教溯源 ◎ 王貞文 250

EB002501 三民書局 ﹝宗教史﹞ 2002 y(7IJ5H1*ONORKO( 歐洲宗教剪影―背景；教堂；儀禮；信仰 ◎ 陳主顯、BettinaQpitz-chen著 330

EB002502 蘭臺 ﹝宗教學總論﹞ 2008 y(7IJ8G7*QMQPTM( 社會、政治結構與宗教現象 ◎ 320

EB002503 三民書局 ﹝宗教學總論﹞ 1997 y(7IJ5H1*TMLLSL( 心靈治療―信仰與精神醫學 ◎ 佐佐木宏幹、小田
晉、佐佐木雄司、山折哲雄著；李玲瑜譯

120

EB002504 三民書局 ﹝宗教經驗﹞ 2006 y(7IJ5H1*OOOSQO( 信不信由你——從哲學看宗教 ◎ 游淙祺 170

EB002505 三民書局 ﹝宗教經驗﹞ 1991 y(7IJ5H1*TKMMPS( 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哲學與宗教一集 (平 ) ◎ 傅偉勳 340

EB002506 三民書局 ﹝宗教經驗﹞ 1990 y(7IJ5H1*TKNNQL( 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 (精 ) ◎ 傅偉勳 400

EB002507 三民書局 ﹝宗教經驗﹞ 1999 y(7IJ5H1*TKNNRS( 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 (平 ) ◎ 傅偉勳 340

EB002508 台灣商務 ﹝宗教經驗﹞ 1986 y(7IJ5H0*PKKMQO( 宗教哲學 ◎ 曾仰如 著 480

EB002509 台灣商務 ﹝宗教經驗﹞ 1969 y(7IJ5H0*PLNLLK( 宗教哲學概論 ◎ 楊紹南 著 240

EB002510 三民書局 ﹝宗教經驗﹞ 1995 y(7IJ5H1*TLRRMQ( 宗教與社會 (精 ) ◎ 宋光宇 360

EB002511 三民書局 ﹝宗教經驗﹞ 1995 y(7IJ5H1*TLRRNN( 宗教與社會 (平 ) ◎ 宋光宇 300

EB002512 蘭臺 ﹝宗教行為組織﹞ 2009 y(7IJ8G7*QMQSPL( 臺灣民間宗教的持齋戒殺 ◎ 450

EB002513 台灣商務 ﹝宗教與文化﹞ 1990 y(7IJ5H0*PKKRKR( 孔孟老莊與文化大國 ◎ 林繼平 著 396

EB002514 雲龍 ﹝原始宗教﹞ 2000 y(7IJ5H9*QQNPSS( 華夏諸神．水神 ◎ 王孝廉 250

EB002515 蘭臺 ﹝原始宗教﹞ 2003 y(7IJ5H9*LPOTOT( 商周時期的祖先崇拜 ◎ 秦照芬 300

EB002516 正中書局 ﹝原始宗教﹞ 1994 y(7IJ5H0*TKTNMQ( 死亡的意義 ◎ 約翰．鮑克著 / 商戈令 譯 270

EB002517 蘭臺 ﹝原始宗教﹞ 2007 y(7IJ8G7*QMQOMO( 臺灣的地獄司法神 ◎ 350

EB002518 三民書局 ﹝原始宗教﹞ 2008 y(7IJ5H1*TMTKTP( 神守傳統與道教起源 ◎ 吳銳 140

EB002519 幼獅文化 ﹝宗教觀念思想﹞ 1998 y(7IJ5H5*ROKQKN( 少年維持不煩惱 ◎ 傅佩榮 180

EB002520 雲龍 ﹝宗教觀念思想﹞ 2000 y(7IJ5H9*QQNOTQ( 中國靈魂信仰 ◎ 馬昌儀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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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521 蘭臺 ﹝宗教觀念思想﹞ 2001 y(7IJ5H9*LPOOOO( 靈魂與心 ◎ 160

EB002522 三民書局 ﹝宗教觀念思想﹞ 2004 y(7IJ5H1*TMKOSL( 輪迴與轉生―死後世界的探究 ◎ 石上玄一郎著；吳村山譯 200

EB002523 三民書局 ﹝宗教觀念思想﹞ 1997 y(7IJ5H1*TMKOTS( 宗教的死亡藝術―世界各宗教如何理解死亡 ◎ 肯內斯‧克拉瑪著；方蕙玲譯 320

EB002524 三民書局 ﹝宗教觀念思想﹞ 1997 y(7IJ5H1*TMLLMT( 超自然經驗與靈魂不滅 ◎ 卡爾‧貝克著；王靈康譯 230

EB002525 三民書局 ﹝宗教觀念思想﹞ 1997 y(7IJ5H1*TMLLTS( 超越死亡―未被發現的國土 ◎ 霍華德‧墨菲特著；方蕙玲譯 200

EB002526 台灣商務 ﹝宗教觀念思想﹞ 2007 y(7IJ5H0*PMLTOS( 靈異？別鬧了！ ◎ 成和平 220

EB002527 台灣商務 ﹝宗教觀念思想﹞ 1999 y(7IJ5H0*PLPTRS( 靈魂與物理 -一位物理學家的新靈魂觀 ◎ 沃爾夫 著 350

EB002528 出色 ﹝比較宗教學﹞ 2008 y(7IJ8G6*QRTMOR( 當佛陀遇到耶穌和穆罕默德――世界三大宗教的心靈智慧 ◎ 歐陽策 220

EB002529 法鼓文化 ﹝比較宗教學﹞ 1995 y(7IJ5H5*TSLOMQ( 基督教之研究 (二版 ) ◎ 250

EB002530 三民書局 ﹝比較宗教學﹞ 1995 y(7IJ5H1*TLSPLS( 道教與佛教 (精 ) ◎ 蕭登福 290

EB002531 三民書局 ﹝比較宗教學﹞ 1995 y(7IJ5H1*TLSPMP( 道教與佛教 (平 ) ◎ 蕭登福 230

EB002532 國史館 ﹝宗教思想史﹞ 1997 y(7IJ5H9*TQTKPP( 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財團法人北
港朝天宮董事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600

EB00253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2 精進拜願 ◎ 200

EB00253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2 精進拜佛 ◎ 200

EB00253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3 y(7IJ5H1*ONLKNL( 佛學概論 ◎ 林朝成、郭朝順著 400

EB002536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6 y(7IJ5H1*TKMMOL( 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哲學與宗教一集 (精 ) ◎ 傅偉勳 400

EB002537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6 y(7IJ5H1*TKMMQP( 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哲學與宗教二集 (精 ) ◎ 傅偉勳 322

EB002538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POP( 天人之際 (精 ) ◎ 李杏 ?-著 200

EB00253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1*TKNPQT( 佛學研究 (精 ) ◎ 周中一 322

EB00254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1*TKNPRQ( 佛學研究 (平 ) ◎ 周中一 256

EB00254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QKQ( 佛教思想新論 (精 ) ◎ 楊惠南 330

EB002542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1*TKNQLN( 佛教思想新論 (平 ) ◎ 楊惠南 260

EB002543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6 y(7IJ5H1*TKNQMK( 現代佛學原理 (精 ) ◎ 鄭金德 278

EB00254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6 y(7IJ5H1*TKNQOO( 絕對與圓融―佛教思想論集 (精 ) ◎ 霍韜晦 400

EB00254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QSM( 當代學人談佛教 (精 ) ◎ 楊惠南編著 211

EB002546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1*TKNRLM( 圓滿生命的實現 (布施波羅蜜 )(平 ) ◎ 陳柏達 410

EB002547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1*TKNSQQ(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精 ) ◎ 湯一介 456

EB002548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RPRN( 禪史與禪思 (精 ) ◎ 楊惠南 350

EB00254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3 y(7IJ5H1*TMQSKN( 佛教入門 ◎ 三枝充 ?著；黃玉燕譯 180

EB00255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1*TMRTMN( 簡明佛學概論 ◎ 于凌波 480

EB002551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84 y(7IJ5H0*PLKSTS( 佛學概論 ◎ 周紹賢 著 280

EB002552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0*PKMSRT( 思想與行動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225

EB00255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5*ONOLMK( 肇論 ◎ 洪修平釋譯 200

EB00255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PKPT( 空的哲理 ◎ 道安法師 200

EB00255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QLOS( 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 法舫法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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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55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5*ONRPKN( 俱舍要義 ◎ 楊白衣 200

EB00255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6 y(7IJ5H5*ONOPTP( 牟子理惑論 ◎ 梁慶寅釋譯 200

EB00255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QOQT( 法苑珠林 ◎ 王邦維釋譯 200

EB00255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6 y(7IJ5H5*ONORNL( 經律異相 ◎ 白化文 .李鼎霞釋譯 200

EB00256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5*ONRNNQ( 滄海文集選集 ◎ 釋幻生 200

EB00256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QQKP( 佛教的女性觀 ◎ 釋永明 200

EB00256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5*ONRLOP( 涅槃思想研究 ◎ 張曼濤 200

EB00256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5*ONRMTT( 佛學與科學論文集 ◎ 梁乃崇等著 200

EB00256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MSN( 佛學概論 ◎ 蔣維喬 130

EB00256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5*ONKPQQ( 佛教的起源 ◎ 楊曾文 130

EB00256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5*ONKTOS( 佛道詩禪 ◎ 賴永海 180

EB00256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LM(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經典卷 ◎ 陳士強 350

EB00256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MT(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教義卷 ◎ 業露華 250

EB00256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NQ(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歷史卷 ◎ 潘桂明 .董群 .麻天祥 350

EB00257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ON(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宗派卷 ◎ 潘桂明 320

EB00257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PK(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人物卷 ◎ 董群 320

EB00257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QR(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儀軌卷 ◎ 楊維中 .楊明 .陳利權 .吳洲 300

EB00257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RO(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詩偈卷 ◎ 張宏生 280

EB00257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SL(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書畫卷 ◎ 章利國 300

EB00257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KTS(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建築卷 ◎ 鮑家聲 .蕭玥 250

EB00257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SLKO( 中國佛教百科叢書雕塑卷 ◎ 劉道廣 250

EB00257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4*PRLQKO( 佛教輪迴觀生與死 ◎ 陳兵著 600

EB00257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4*PRMKRQ( 佛教心理學〈上、中、下〉 ◎ 陳兵著 1500

EB00257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5*ONLKMK( 談心說識 ◎ 釋依昱 160

EB00258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5*ONLQQM( 中國佛教哲學名相選釋 ◎ 吳汝鈞 140

EB00258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PQSO( 法相 ◎ 釋慈莊 250

EB00258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LOLT( 唯識思想要義 ◎ 徐典正 140

EB00258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4*PRLMNT( 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上、下冊 ) ◎ 方立天 1000

EB00258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6 y(7IJ5H5*ONORRT( 我看美國人 ◎ 釋慈容 250

EB00258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5*ONLQPP( 般若與玄學 ◎ 楊俊誠 150

EB00258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5*ONKNNR( 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 ◎ 郭乃彰 120

EB00258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5*ONKKKT(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 釋永祥 120

EB00258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OMT( 盛唐詩與禪 ◎ 姚儀敏 150

EB00258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ONKQTQ(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 洪修平 350

EB00259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ONTKQO( 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 ◎ 陳學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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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59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NP( 佛教歷史百問 ◎ 業露華 180

EB00259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OON( 佛教文化百問 ◎ 何雲 180

EB00259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QLK( 佛教藝術百問 ◎ 丁明夷等 180

EB00259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LL( 佛教典籍百問 ◎ 方廣錩 180

EB00259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PT( 佛教密宗百問 ◎ 李冀誠等 180

EB00259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MS( 佛教氣功百問 ◎ 陳兵 180

EB00259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OM( 佛教禪宗百問 ◎ 潘桂明 180

EB00259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QNO( 基督教知識百問 ◎ 樂峰等 180

EB00259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SK( 伊斯蘭教歷史百問 ◎ 沙秋真等 180

EB00260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TR( 伊斯蘭教文化百問 ◎ 馮今源等 180

EB00260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ONTOPN( 開闊心‧清淨心（佛法 EQ系列1） ◎ 圖丹卻准 / 著‧菩提心譯經組 / 譯 280

EB00260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5*ONKNOO( 生活的廟宇 (散文 ) ◎ 王靜蓉 120

EB00260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ONRSMO( 與心對話 ◎ 釋依昱 180

EB00260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KOTS( 宗月大師 (佛教散文選第四集 ) ◎ 老舍等著 120

EB00260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5*ONKPKO( 大佛的沉思 (佛教散文選第五集 ) ◎ 許墨林等著 140

EB00260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OPK( 命命鳥 (佛教小說選第五集 ) ◎ 康白著 140

EB00260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QRM( 天寶寺傳奇 (佛教小說選第六集 ) ◎ 許地山等 140

EB00260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ORO( 地獄之門 (佛教小說選第七集 ) ◎ 姜天民等 140

EB00260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OSL( 黃花無語 (佛教小說選第八集 ) ◎ 陳望塵等 140

EB00261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5*ONRRQN( 華雲奇緣 ◎ 程乃珊等 220

EB00261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5*ONKPRN( 極樂與地獄 (漫畫 ) ◎ 釋心寂 180

EB00261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5*ONNLPO( 金盤 (漫畫 ) ◎ 張乃元等 120

EB00261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5*ONNNSN( 佛光大辭典 (全套七冊 ) ◎ 佛光文化 6000

EB00261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LO( 法藏文庫第1冊：中國佛性論（賴永海）、自相與二諦有無（羅翔） ◎ 賴永海、羅翔 500

EB00261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ML( 法藏文庫第2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洪修平）、六
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徐文明） ◎ 洪修平、徐文明

500

EB00261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NS( 法藏文庫第3冊：宋代禪宗史論（魏道儒）、漢魏
兩晉禪學研究（宣方） ◎ 魏道儒、宣方

500

EB00261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OP( 法藏文庫第4冊：《摩訶止觀》之「圓頓」義（戈國龍）、佛教
的般若思想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姚衛群） ◎ 戈國龍、姚衛群

500

EB00261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PM( 法藏文庫第5冊：太虛之唯識學研究（程恭讓）、智顗佛教哲學述評（張風
雷）、淨影慧遠大乘義章佛學思想研究（劉元琪） ◎ 程恭讓、張風雷、劉元琪

500

EB00261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QT( 法藏文庫第6冊：中土前期禪學思想研究（徐文明）、宗
杲思想研究（伍先林） ◎ 徐文明、伍先林

500

EB00262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RQ( 法藏文庫第7冊：體用簡別與佛旨真詮（程恭讓）、唯識思
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張志強） ◎ 程恭讓、張志強

500

EB00262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SN( 法藏文庫第8冊：出世入世與契理契機（周學農）、佛教
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彭自強） ◎ 周學農、彭自強

500

EB00262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PTK( 法藏文庫第9冊：李通玄佛學思想述評（邱高興）、善導淨土思想述評（謝路
軍）、印光法師淨土思想及其時代特色（韓劍英） ◎ 邱高興、謝路軍、韓劍英

500

EB00262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QKQ( 法藏文庫第10冊：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的護教辯論（鄭安德） ◎ 鄭安德 500

EB00262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LM( 法藏文庫第11冊：緣起論的基本問題（吳洲）、原始佛教緣起論研究（葉遠厚）、
說一切有部的哲學思想探索（江亦麗）、試論佛學對中國本體學說的發展（方光華） 

500

EB00262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MT( 法藏文庫第12冊：心性與佛性（楊維中） ◎ 楊維中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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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62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NQ( 法藏文庫第13冊：日蓮論（何勁松）、試論清淨道論的禪法（黃夏
年）、佛教苦樂觀與慈悲觀綜論（王學成） ◎ 何勁松、黃夏年、王學成

500

EB00262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ON( 法藏文庫第14冊：智顗思想與宗派佛教的興起（李四龍）、智顗觀心論思想
述評（俞學明）、智顗三諦思想研究（李四龍） ◎ 李四龍、俞學明、李四龍

500

EB00262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PK( 法藏文庫第15冊：煩惱即菩提（陳堅） ◎ 陳堅 500

EB00262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QR( 法藏文庫第16冊：智圓佛學思想研究（吳忠偉）、隋唐佛學圓融思想研
究（郭泉）、論隋唐佛教中的圓融思維（許寧） ◎ 吳忠偉、郭泉、許寧

500

EB00263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RO( 法藏文庫第17冊：宗密的融合論思想研究（董群） ◎ 董群 500

EB00263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SL( 法藏文庫第18冊：澄觀佛學思想研究（胡民眾）、澄觀及其佛法藏
文庫學思想（胡民眾）、華嚴五教章哲學思想述評（徐紹強）、

500

EB00263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RTS( 法藏文庫第19冊：肇論通解及研究（孫炳哲）、論
僧肇哲學（洪修平） ◎ 孫炳哲、洪修平

500

EB00263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SKO( 法藏文庫第20冊：般若與老莊（蔡宏）、從三論玄義
看吉藏的中道思想（秦彧） ◎ 蔡宏、秦彧

500

EB00263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TOL( 法藏文庫第21冊：三論宗佛法藏文庫學思想研究（李勇）、吉藏二諦思想研究（紀華
傳）、金剛經般若思想初探（李利安）、龍樹的空觀與商羯羅的吠檀多不二論（康紹邦）

500

EB00263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TPS( 法藏文庫第22冊：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劉長東）、彌
勒信仰述評（張文良） ◎ 劉長東、張文良

500

EB00263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TQP( 法藏文庫第23冊：慧遠的佛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業露華）、慧遠與
羅什關於法身諸問題的討論（張志強）、善導的淨土思想（王公偉）

500

EB00263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TRM( 法藏文庫第24冊：傅大士研究（張勇） ◎ 張勇 500

EB00263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TST( 法藏文庫第25冊：黃檗禪學思想研究（劉澤亮）、馬
祖道一與洪州宗評傳（何雲） ◎ 劉澤亮、何雲

500

EB00263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ONTTTQ( 法藏文庫第26冊：禪宗與心學（陳利權）、鳩摩羅什禪學思想述評（劉
元琪）、黃檗禪學思想述論（道本）、臨濟義玄哲學思想述評（呂有祥）

500

EB00264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KKN( 法藏文庫第27冊：南宗禪學研究（邢東風）、論慧能禪的境界追求（馮煥珍）、
《壇經》主旨探析（伍先林）、關於慧能《壇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黃德遠）

500

EB00264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KLK( 法藏文庫第28冊：禪宗與羅教（徐小躍）、禪宗倫理學初探（溫金
玉）、中國佛教倫理研究（王月清） ◎ 徐小躍、溫金玉、王月清

500

EB00264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KMR( 法藏文庫第29冊：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夏清瑕）、憨山思想研究
（崔森）、元曉佛學思想研究（金勳）、契嵩及其佛學思想（王予文）

500

EB00264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KNO( 法藏文庫第30冊：唯識思想及其發展（徐紹強）、「真唯識量」探討（羅
炤）、《宗鏡錄》的法相唯識思想（施東穎）、玄奘唯識思想之研究（黎耀祖） 

500

EB00264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LOK( 法藏文庫第31冊：佛教唯識哲學要義（魏德東）、論阿賴耶識的本體論意義
（魏德東）、《大乘起信論》與佛學中國化（龔雋） ◎ 魏德東、魏德東、龔雋

500

EB00264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LPR( 法藏文庫第32冊：境界與言詮（吳學國）、唯識學在
中國的理論發展（宋玉波） ◎ 吳學國、宋玉波

500

EB00264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LQO( 法藏文庫第33冊：《起信論裂網疏》思想探析（單正齊）、論清辯
對「空」的邏輯證明（劉威）、《因明正理門論》研究（巫壽康）

500

EB00264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LRL( 法藏文庫第34冊：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王仲堯）、知禮佛教哲學思想
及其時代特徵（王志遠）、生存與解脫（蘇軍）、因果與自然（何曼盈）、

500

EB00264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LSS( 法藏文庫第35冊：荷澤宗研究（聶清）、《新唯識論》述記（陳強）、
有相無相本義及其應用（翁向紅）、宋代佛學心論初探（凌慧）

500

EB00264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MKL( 法藏文庫第36冊：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張恒毓）、佛
性論與儒家人性論重建（韓煥忠） ◎ 張恒毓、韓煥忠

500

EB00265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MKL( 法藏文庫第37冊：近現代以佛攝儒研究（李遠杰）、論梁漱溟先生的儒
佛思想（沈昌曖）、李贄與儒佛（楊國平） ◎ 李遠杰、沈昌曖、楊國平

500

EB00265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MLS( 法藏文庫第38冊：現代新儒家與佛學（徐嘉）、柳宗元與佛
教（張君梅）、論蘇軾與佛教（劉石） ◎ 徐嘉、張君梅、劉石

500

EB00265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MMP( 法藏文庫第39冊：晚明佛學的復興與困境（陳永革） ◎ 陳永革 500

EB00265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MNM( 法藏文庫第40冊：晚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何建明） ◎ 何建明 500

EB00265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MO( 法藏文庫第41冊：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麻天祥）、佛教景
教初傳中國歷史的比較研究（張曉華） ◎ 麻天祥、張曉華

500

EB00265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NL( 法藏文庫第42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與日本（蕭平）、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孫
永豔）、太虛星雲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張華） ◎ 蕭平、孫永豔、張華

500

EB00265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OS( 法藏文庫第43冊：民國時期的佛學與社會思潮（李少兵）、佛學與
現代醫學（尹立）、隋唐五代宋初私社與寺院的關係（郝春文）、

500

EB00265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PP( 法藏文庫第44冊：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郝春文） ◎ 郝春文 500

EB00265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QM( 法藏文庫第45冊：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侯旭東）、唐代佛教庶民化問
題初探（張朝發）、中國歷史上的比丘尼（楊孝容） ◎ 侯旭東、張朝發、楊孝容

500

EB00265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RT( 法藏文庫第46冊：晉唐寺院與寺院經濟研究（謝重光）、試論唐前期的
寺院經濟（白文固）、十至十八世紀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戴發旺）

500

EB00266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SQ( 法藏文庫第47冊：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宋立道）、十至
十五世紀新疆宗教關係研究（孫振玉） ◎ 宋立道、孫振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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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66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NTN( 法藏文庫第48冊：日本當代佛教與政治（高洪）、白族密宗（李東紅） ◎ 高洪、李東紅 500

EB00266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OKT( 法藏文庫第49冊：唐代僧侶與皇權關係研究（鄭顯文）、隋唐前期諸帝佛道
政策的沿革及其原因（李金水）、蒙古汗國及元朝時期的宗教政策（韋明）

500

EB00266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OLQ( 法藏文庫第50冊：西夏佛教研究（田德新）、元明清時期的河西佛教（公維
章）、歸義軍時期的河西佛教（劉惠琴）、吐蕃時期的河西佛教（陳海濤）

500

EB00266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PQK( 法藏文庫第51冊：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湛
如）、悟真事跡初探（續華） ◎ 湛如、續華

500

EB00266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PRR( 法藏文庫第52冊：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方廣錩） ◎ 方廣錩 500

EB00266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PSO( 法藏文庫第53冊：敦煌變文研究（陸永峰）、敦煌維
摩詰文學研究（何劍平） ◎ 陸永峰、何劍平

500

EB00266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PTL( 法藏文庫第54冊：禪詩研究（吳言生） ◎ 吳言生 500

EB00266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QKR( 法藏文庫第55冊：禪詩研究（吳言生） ◎ 吳言生 500

EB00266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QLO( 法藏文庫第56冊：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周裕鍇）、由「不立文
字」到「文字禪」（楊維中）、禪學美學思想初探（韓鵬杰）、

500

EB00267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QML( 法藏文庫第57冊：宋詞與佛道思想（史雙元）、佛教與晚明文學思
潮（黃卓越）、論東晉僧詩（盧寧） ◎ 史雙元、黃卓越、盧寧

500

EB00267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QNS( 法藏文庫第58冊：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李小榮）、魯迅與
宗教文化（王家平）、廢名創作中的佛教色彩（吉貞杏 ) ◎ 

500

EB00267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QOP( 法藏文庫第59冊：佛教與二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關係之研究（哈迎
飛）、李贄的童心道家的真人佛家的真如（宋珂君） ◎ 哈迎飛、宋珂君

500

EB00267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QPM( 法藏文庫第60冊：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吳海勇） ◎ 吳海勇 500

EB00267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KQ( 法藏文庫第61冊：佛學與人學的歷史匯流（譚桂
林）、佛教與中古小說（陳洪） ◎ 譚桂林、陳洪

500

EB00267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LN( 法藏文庫第62冊：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蔣述卓）、佛
教與隋唐五代小說（夏廣興） ◎ 蔣述卓、夏廣興

500

EB00267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MK( 法藏文庫第63冊：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朱慶之）、《洛
陽伽藍記》句法研究（蕭紅） ◎ 朱慶之、蕭紅

500

EB00267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NR( 法藏文庫第64冊：魏晉南北朝佛經詞彙研究（顏洽茂）、《那先比丘
經》試探（方廣錩）、漢魏六朝佛經所見若干新興語法成分（董琨）

500

EB00267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OO( 法藏文庫第65冊：《慧琳音義》語言研究（姚永銘）、南
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顏洽茂） ◎ 姚永銘、顏洽茂

500

EB00267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PL( 法藏文庫第66冊：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梁曉
虹）、慧琳和他的一切經音義（徐時儀） ◎ 梁曉虹、徐時儀

500

EB00268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QS( 法藏文庫第67冊：《古尊宿語要》代詞助詞研究（盧烈紅）、漢魏六朝佛經意譯
詞研究（梁曉虹）、魏晉南北朝佛經詞語輯釋（王兵） ◎ 盧烈紅、梁曉虹、王兵

500

EB00268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RP( 法藏文庫第68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董志翹） ◎ 董志翹 500

EB00268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SM( 法藏文庫第69冊：《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胡敕
瑞）、漢魏六朝佛經代詞探新（俞理明） ◎ 胡敕瑞、俞理明

500

EB00268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RTT( 法藏文庫第70冊：早期漢譯佛典語言研究（陳文杰）、《法顯傳》與《入
唐求法巡禮行記》語法比較研究（張全真） ◎ 陳文杰、張全真

500

EB00268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NP( 法藏文庫第71冊：梵語悉曇章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周廣榮）、從《正法華
經》看竺法護的翻譯特點（葛維鈞）、《五燈會元》動量詞研究（張美蘭） 

500

EB00268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OM( 法藏文庫第72冊：《南海寄歸內法傳》研究（王邦維）、《敦煌歌詞總編》校讀研
究（曾良）、南宋五山與宋代寺院建築（申國全）、宋元江南佛教建築初探（趙琳） 

500

EB00268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PT( 法藏文庫第73冊：漢唐佛教建築發展之研究（王媛）、漢
傳佛教建築禮拜空間探源（張勃） ◎ 王媛、張勃

500

EB00268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QQ( 法藏文庫第74冊：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何孝榮） ◎ 何孝榮 500

EB00268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RN( 法藏文庫第75冊：禪與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戴儉）、雲南傣族小乘佛教建
築研究（周浩明）、建築‧宗教‧文化（馮煒青） ◎ 戴儉、周浩明、馮煒青

500

EB00268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SK( 法藏文庫第76冊：試論西藏藏傳佛教寺院建築形制的歷史演變（張欲曉）、西藏藏
傳佛教建築裝飾題材的淵源及含義（于水山）、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及影響（史工會）

500

EB00269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KTTR( 法藏文庫第77冊：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王啟龍） ◎ 王啟龍 500

EB00269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KKK( 法藏文庫第78冊：西藏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杜永彬） ◎ 杜永彬 500

EB00269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KLR( 法藏文庫第79冊：中國佛教雕塑形式體系的建立（王魯豫）、能海法師評
傳（王心革）、《一切宗派源流與教義善說晶鏡史》一書研究（孫悟湖）

500

EB00269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KMO( 法藏文庫第80冊：敦煌美術與古代中亞阿姆河流派美術的比較研究（劉
波）、笈多藝術初探（王鏞）、佛教造像研究（張總） ◎ 劉波、王鏞、張總

500

EB00269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KSQ( 法藏文庫第81冊：敦煌淨土圖像研究（王惠民）、北
涼石塔造像研究（殷光明） ◎ 王惠民、殷光明

500

EB00269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KTN( 法藏文庫第82冊：四川唐宋佛教造像的圖像學研究（羅世平）、巴中南龕摩
崖造像藝術研究（顧森）、濟南地區石窟摩崖造像調查與初步研究（李清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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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69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KT( 法藏文庫第83冊：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馬德）、天龍
山石窟分期研究（李裕群） ◎ 馬德、李裕群

500

EB00269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LQ( 法藏文庫第84冊：克孜爾石窟的洞窟分類與石窟寺院的組成（晁華
山）、敦煌莫高窟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薄小瑩）、

500

EB00269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MN( 法藏文庫第85冊：克孜爾石窟的佛傳壁畫（丁明夷）、克孜爾中
心柱窟研究（馬世長）、克孜爾洞窟形制的研究（許宛音）

500

EB00269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NK( 法藏文庫第86冊：中原北方地區北朝晚期的石窟寺（李裕群）、須彌山唐
代洞窟的類型和分期（林蔚）、遼寧義縣萬佛堂北魏石窟之研究（劉建華） 

500

EB00270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OR( 法藏文庫第87冊：中世紀藏傳佛教藝術（熊文彬）、須彌山早期洞
窟的分期研究（陳悅新）、旅順博物館藏犍陀羅佛教石刻（關欣）

500

EB00270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PO( 法藏文庫第88冊：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謝繼勝） ◎ 謝繼勝 500

EB00270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KSQ( 法藏文庫第89冊：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林仁昱） ◎ 林仁昱 500

EB00270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LRS( 法藏文庫第90冊：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郭乃彰）、釋
迦八相圖之研究（蔡睿娟） ◎ 郭乃彰、蔡睿娟

500

EB00270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MOQ( 法藏文庫第91冊：天台宗性具圓教之研究（尤惠貞）、天
臺「性惡」思想之義涵與辨正（釋覺泰） ◎ 尤惠貞、釋覺泰

500

EB00270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MPN( 法藏文庫第92冊：天台判教論（韓煥忠）、試析「佛法身之自我坎
陷」與天臺圓教「性惡法門」之關係（林妙貞） ◎ 韓煥忠、林妙貞

500

EB00270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MQK( 法藏文庫第93冊：華嚴「法界緣起觀」的思想探源（黃俊
威）、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釋依淳） ◎ 黃俊威、釋依淳

500

EB00270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MRR( 法藏文庫第94冊：唐初法相宗思想之轉變（阮忠仁） ◎ 阮忠仁 500

EB00270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MSO( 法藏文庫第95冊：憨山禪學之研究（陳松柏）、竺
道生頓悟思想之研究（陳松柏） ◎ 陳松柏

500

EB00270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MTL( 法藏文庫第96冊：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與影響（胡順萍）、
東山法門之淵源及其影響（釋常證） ◎ 胡順萍、釋常證

500

EB00271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KR( 法藏文庫第97冊：善導思想之研究（蔡纓勳）、性具與性
起思想之比較研究（釋覺華） ◎ 蔡纓勳、釋覺華

500

EB00271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LO( 法藏文庫第98冊：戒律學原理（勞政武） ◎ 勞政武 500

EB00271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ML( 法藏文庫第99冊：慧遠僧肇聖人學研究（盧桂珍）、僧肇之物性論（翁正
石）、僧肇〈物不遷論〉思想研究（黃百儀） ◎ 盧桂珍、翁正石、黃百儀

500

EB00271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NS( 法藏文庫第100冊：魏晉佛學格義問題的考察（蔡振豐）、世親與普特南對實在論
的批判（李潔文）、佛教歷史詮釋的現代蹤跡（朱文光） ◎ 蔡振豐、李潔文、朱文光

500

EB002714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RQ( 法藏文庫第101冊：〈弘明集〉研究（劉立夫） ◎ 劉立夫 500

EB002715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SN( 法藏文庫第102冊：根本唯識思想研究（周貴華） ◎ 周貴華 500

EB002716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NTK( 法藏文庫第103冊：佛典漢譯之研究（王文顏）、隋
代佛教史述論（藍吉富） ◎ 王文顏、藍吉富

500

EB002717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KQ( 法藏文庫第104冊：敦煌講經變文之研究（羅宗濤） ◎ 羅宗濤 500

EB002718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LN( 法藏文庫第105冊：盛唐詩與禪（姚儀敏）、禪宗與
宋代詩學理論（林湘華 ) ◎ 姚儀敏、林湘華

500

EB002719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MK( 法藏文庫第106冊：佛教譬喻文學研究（丁敏） ◎ 丁敏 500

EB002720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NR( 法藏文庫第107冊：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釋永
祥）、皎然詩研究（王家琪） ◎ 釋永祥、王家琪

500

EB002721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OO( 法藏文庫第108冊：黃山谷之禪詩研究（柯定君）、《洛陽
伽藍記》之文學研究（林晉士） ◎ 柯定君、林晉士

500

EB002722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PL( 法藏文庫第109冊：宋初九僧詩研究（吉廣輿） ◎ 吉廣輿 500

EB002723 佛光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4*PRLOQS( 法藏文庫第110冊：〈祖堂集〉句法研究（周碧香） ◎ 周碧香 500

EB00272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TSMKRM( 佛教入門 (二版 ) ◎ 250

EB00272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3 y(7IJ5H8*ORNLTP( 學佛知津 (二版 ) ◎ 240

EB00272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8*ORNPLP( 步步蓮華 ◎ 350

EB00272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TSKKTM( 空花水月 ◎ 250

EB00272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TSKTSQ( 兩千年行腳 ◎ 250

EB002729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QTN( 抱疾遊高峰 ◎ 280

EB002730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4 y(7IJ5H5*TSNKTN( 佛陀吃肉嗎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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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731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5*TSNPLM( 佛陀的美麗新世界 --遇見18位世界佛教和平工作 ◎ 360

EB002732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8*ORNKNO( 百步穿揚 (二版 ) ◎ 200

EB00273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8*ORNMOT( 千江水月 (二版 ) ◎ 250

EB00273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8*ORNKQP( 十住芳草 ◎ 200

EB00273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6*NNKPMK( 從東洋到西洋 ◎ 300

EB00273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6*NNKPKQ( 如是我思 (二版 ) ◎ 480

EB00273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0 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 ◎ 250

EB00273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6*NNKLLR( 中國禪學研究論集 ◎ 250

EB002739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6*NNKNTL(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 ◎ 250

EB002740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9*TKKQOP( 初期佛教家庭倫理觀 ◎ 220

EB002741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6*NNKOML( 唐道宣 <續高僧傳 >批判思想初探 ◎ 250

EB002742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5*TSLPQN( 漢藏佛學同異答問 (二版 ) ◎ 160

EB00274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6*NNKPLN( 七佛通誡偈思想研究 ◎ 200

EB00274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TSKKPO( 當代佛學人物演義 ◎ 280

EB00274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TSKTLR( 漢傳佛教的智慧生活 ◎ 180

EB00274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5*TSMMLS( 聖嚴法師的禪學思想 ◎ 450

EB00274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5*TSNOTT( 佛學建構的出路 --佛教的定慧之學與如來藏的理 ◎ 400

EB00274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5*TSNPKP( 佛教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資訊 ◎ 300

EB002749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PPR( 聖嚴法師禪學著作中的生命教育 ◎ 400

EB002750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5*TSOKTK( 當牛頓遇到佛陀 ◎ 180

EB002751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8 y(7IJ5H5*TSOOLK( 科學家的佛法體悟 ◎ 180

EB002752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TSLKQS( 名山石室貝葉藏 --石經塔寺文物 ◎ 300

EB00275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TSLNTQ( 明鏡台 ◎ 250

EB00275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8 y(7IJ5H5*TSOOQP( 一花一葉一如來 --林子青佛學論著集 ◎ 790

EB00275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9 y(7IJ5H5*TSKKKT( 中國佛教史學史 ◎ 420

EB00275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3 y(7IJ5H5*TSMOOR( 佛教文獻研究 ◎ 600

EB00275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TSLKNR( 佛教教理研究 ◎ 600

EB00275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QSQ( 漢族僧伽服裝之研究 ◎ 320

EB002759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4 y(7IJ5H5*TSNKTN( 聖嚴法師佛教教育理念與實踐 ◎ 300

EB002760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5*TSOLKQ( 元代中峰明本禪師之研究 ◎ 400

EB002761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QPQ( 楊郁文 -其佛法之理解與實踐 ◎ 480

EB002762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5*TSNMOQ( 佛教與21世紀 ◎ 500

EB00276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5*TSNMQK( 佛教與21世紀 (英文版 )The Role of Buddhism ◎ 600

EB00276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5*TSNSRL( 觀世音菩薩與現代社會 --第五屆中華國際佛學會 ◎ 400

EB00276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5*TSNTRK( 觀世音菩薩與現代社會 (英文版 )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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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76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5*TSNMKS( 分享法鼓山 ◎ 150

EB00276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5*TSNSQO( 法鼓山故事 ◎ 180

EB00276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POK( 歡喜看生死 ◎ 180

EB002769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6*NNKQKP( 光明行 ◎ 180

EB002770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ORM( 一缽千家飯 --法鼓山攝影集 ◎ 2000

EB002771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0 y(7IJ5H5*TSLOPR( <四聖諦 >講記 ◎ 99

EB002772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RMN( 金剛經 (簡體版 ) ◎ 99

EB00277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RNK( 心經新釋 (1)-心經禪解 (簡體版 ) ◎ 99

EB00277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ROR( 心經新釋 (2)-心經講記 (簡體版 ) ◎ 99

EB00277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RPO( 心經新釋 (3)-心經實踐 (簡體版 ) ◎ 99

EB00277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PSR( 聖嚴法師與科技對話 ◎ 160

EB00277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5*TSLPRK( 聖嚴法師與人文對話 ◎ 160

EB00277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6*NNKONS( 大家的媽媽 ◎ 110

EB002779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RRT( 阿彌陀佛大冒險 ◎ 190

EB002780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RTN( 觀音菩薩變變變 ! ◎ 190

EB002781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RSQ( 悉達多不見了 ! ◎ 190

EB002782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9 y(7IJ5H5*TSOSSP( 文殊菩薩超級任務 ◎ 190

EB002783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10 y(7IJ5H5*TSOTQK( 彌勒佛與怪怪馬戲團 ◎ 190

EB002784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10 y(7IJ5H5*TSOTRR( 地藏菩薩的神奇寶藏 ◎ 190

EB002785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8*ORNRQS( 禪修菁華集 ◎ 1490

EB002786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5*TSNMNT( 2005法鼓全集續編 (32冊 ) ◎ 10000

EB002787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5*TSMTQQ( 2005法鼓全集32冊 (上箱 ) ◎ 12500

EB002788 法鼓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5*TSMTQQ( 2005法鼓全集38冊 (下箱 ) ◎ 12500

EB002789 雲龍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9*QQNSOR( 中國佛教倫理思想 ◎ 王月清 260

EB002790 雲龍 ﹝佛教總論﹞ 2005 y(7IJ8G7*QOKTNM( 佛教百科．歷史卷 ◎ 業露華 380

EB002791 雲龍 ﹝佛教總論﹞ 2001 y(7IJ7I9*QQNSMS( 印順導師的佛學思想 ◎ 清德法師 200

EB002792 蘭臺 ﹝佛教總論﹞ 2009 y(7IJ8G7*QMQSOO( 佛教人性與療育觀 ◎ 320

EB002793 黎明文化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1*QKLLMK( 中國大乘佛學 [平 ] ◎ 方東美 450

EB00279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4 y(7IJ5H1*TKNQPL( 絕對與圓融―佛教思想論集 (平 ) ◎ 霍韜晦 340

EB00279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1*TMRLKR( 大乘佛教思想 ◎ 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 190

EB002796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0*PLQQMN( 佛教的概念與方法 ◎ 吳汝鈞 著 450

EB002797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65 y(7IJ5H0*PLNLST( 揭示佛經原義 ◎ 杜而未 著 260

EB002798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68 y(7IJ5H0*PKRLRL( 原始佛教思想論 ◎ 歐陽瀚存 譯 300

EB00279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LPNPR( 佛家哲理通析 (精 ) ◎ 陳沛然 278

EB00280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LPNQO( 佛家哲理通析 (平 ) ◎ 陳沛然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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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80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3 y(7IJ5H1*TMRNMT( 業的思想 ◎ 佐佐木現順著；周柔含譯 180

EB002802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1*TKNQNR( 現代佛學原理 (平 ) ◎ 鄭金德 211

EB002803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KPNP( 佛性思想 (平 ) ◎ 釋恆清 220

EB00280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1*TKNRON( 龍樹與中觀哲學 (精 ) ◎ 楊惠南 256

EB00280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1*TMRTLQ( 龍樹與中觀哲學 ◎ 楊惠南 190

EB002806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0*PLNPKT( 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 ◎ 吳汝鈞 著 450

EB002807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4 y(7IJ5H1*TLQOLP( 唯識三論今詮 (精 ) ◎ 于凌波 322

EB002808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1*TMQTRL( 唯識思想入門 ◎ 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 140

EB00280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8 y(7IJ5H1*TMRTQL( 唯識三論今詮 (增訂二版 ) ◎ 于凌波 260

EB00281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8 y(7IJ5H1*TMTNMN( 圓滿生命的實現—布施波羅蜜 (二版 ) ◎ 陳柏達 360

EB00281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KPMS( 佛性思想 (精 ) ◎ 釋恆清 280

EB002812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8 y(7IJ5H1*TMTORR( 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二版 ) ◎ 楊惠南 300

EB002813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86 y(7IJ5H0*PKPMKR( 解脫學 ◎ 釋光宗 著 190

EB00281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PPM( 天人之際 (平 ) ◎ 李杏 ?-著 130

EB00281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LRO( 看待死亡的心與佛教 ◎ 田代俊孝編；郭敏俊譯 160

EB002816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OMQ( 慈悲 (精 ) ◎ 中村元著；江支地譯 210

EB002817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ONN( 慈悲 (平 ) ◎ 中村元著；江支地譯 140

EB002818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1*TMLTRQ( 佛學與當代自然觀 (精 ) ◎ 李日章 310

EB00281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8 y(7IJ5H1*TMLTSN( 佛學與當代自然觀 (平 ) ◎ 李日章 240

EB00282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2 y(7IJ5H1*TMQSTQ( 佛法與醫學 ◎ 川田洋一著；許洋主譯 150

EB00282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LONNQ( 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精 ) ◎ 楊惠南 367

EB002822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LPK( 佛教史料學 (精 ) ◎ 藍吉富 260

EB002823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LQR( 佛教史料學 (平 ) ◎ 藍吉富 200

EB00282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KNQQS( 佛學研究指南 (精 ) ◎ 關世謙譯 278

EB00282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KNQRP( 佛學研究指南 (平 ) ◎ 關世謙譯 220

EB002826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0*PKOTPS( 佛教思想大辭典 ◎ 吳汝鈞 編著 1200

EB002827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1986 y(7IJ5H0*PLMKPM( 佛法初階易知錄 ◎ 李冠禮 纂輯 280

EB002828 靜思 ﹝佛教總論﹞ 2008 y(7IJ8G2*LQKSMO( 真實之路 ◎ 證嚴法師 350

EB002829 靜思 ﹝佛教總論﹞ 2009 y(7IJ8G2*LQNQQP( 琉璃同心圓【修訂版】 ◎ 潘 ? 380

EB00283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MMO( 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 (精 ) ◎ 傅偉勳主編 256

EB00283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MNL( 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 (平 ) ◎ 傅偉勳主編 189

EB002832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0 y(7IJ5H1*TKNPTK( 佛學論著 (平 ) ◎ 周中一 144

EB002833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1 y(7IJ5H1*TKNQTT( 當代學人談佛教 (平 ) ◎ 楊惠南編著 170

EB00283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1*TKNRMT( 薝蔔林‧外集 (精 ) ◎ 陳慧劍 367

EB00283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88 y(7IJ5H1*TKNRNQ( 薝蔔林‧外集 (平 ) ◎ 陳慧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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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836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1 y(7IJ5H1*TLNNSO( 當代佛教思想展望 (精 ) ◎ 楊惠南 267

EB002837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1*TLNTKM( 臺灣佛教與現代社會 (精 ) ◎ 江燦騰 256

EB002838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2 y(7IJ5H1*TLNTLT( 臺灣佛教與現代社會 (平 ) ◎ 江燦騰 200

EB00283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LQMMO( 中印佛學泛論―傅偉勳教授六十大壽祝壽論文集 (精 ) ◎ 藍吉富主編 300

EB002840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3 y(7IJ5H1*TLQMNL( 中印佛學泛論―傅偉勳教授六十大壽祝壽論文集 (平 ) ◎ 藍吉富主編 233

EB00284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SKKQ( 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哲學與宗教五集 (精 ) ◎ 傅偉勳 240

EB002842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SKLN( 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哲學與宗教五集 (平 ) ◎ 傅偉勳 180

EB002843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SKMK( 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 (精 ) ◎ 釋恆清主編 490

EB00284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SKNR( 佛教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印順導師九秩華誕祝壽文集 (平 ) ◎ 釋恆清主編 430

EB00284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SONN( 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 (精 ) ◎ 冉雲華 280

EB002846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5 y(7IJ5H1*TLSOOK( 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 (平 ) ◎ 冉雲華 210

EB002847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KQMR( 佛學新視野 (精 ) ◎ 周慶華 230

EB002848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KQNO( 佛學新視野 (平 ) ◎ 周慶華 170

EB002849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1*TMSMRM( 當代佛教思想展望 ◎ 楊惠南 170

EB002850 黎明文化 ﹝佛教總論﹞ 2005 y(7IJ5H1*QKRKNK( 中國大乘佛學 (軟式精裝 --上、下冊不分售 )[精 ] ◎ 方東美 1650

EB002851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2003 y(7IJ5H1*TMRNQR( 覺與空―印度佛教的展開 ◎ 竹村牧男著；蔡伯郎譯 180

EB002852 台灣商務 ﹝佛教總論﹞ 2006 y(7IJ5H0*PMKPNS( 中國佛教思想述要 ◎ 廖明活 500

EB002853 萬卷樓 ﹝佛教總論﹞ 2007 y(7IJ5H7*NTQLMT( 廬山慧遠研究 ◎ 李幸玲 520

EB002854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MPT( 宋儒與佛教 (精 ) ◎ 蔣義斌 290

EB002855 三民書局 ﹝佛教總論﹞ 1997 y(7IJ5H1*TMLMTR( 宋儒與佛教 (平 ) ◎ 蔣義斌 230

EB002856 萬卷樓 ﹝佛教總論﹞ 2004 y(7IJ5H7*NTPLLP( 永明延壽「一心」思想之內函要義與理論建構 ◎ 胡順萍 260

EB002857 靜思 ﹝佛教總論﹞ 2005 y(7IJ8G4*LRORPL( 法影一世紀 ◎ 潘 ? 500

EB002858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0 y(7IJ5H1*TKNPSN( 佛學論著 (精 ) ◎ 周中一 200

EB002859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4 y(7IJ5H1*TKNSOM( 中國禪宗史 (精 ) ◎ 關世謙譯 680

EB002860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ONQSLK( 八大人覺經十講 ◎ 星雲大師 120

EB002861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QRSK( 圓覺經自課 ◎ 唐一玄 120

EB002862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PQPN( 地藏經講記 ◎ 釋依瑞 250

EB002863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ROT( 維摩經講話 ◎ 竺摩法師 300

EB002864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SNK( 中阿含經 ◎ 梁曉虹釋譯 200

EB002865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SPO( 長阿含經 ◎ 陳永革釋譯 200

EB002866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SRS( 增一阿含經 ◎ 耿敬釋譯 200

EB002867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STM( 雜阿含經 ◎ 吳平釋譯 200

EB002868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LKQ( 金剛經 ◎ 程恭讓釋譯 200

EB002869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TLP( 般若心經 ◎ 東初長老 .程恭讓釋譯 200

EB002870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ONQNKS( 金剛經講話 ◎ 星雲大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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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871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OPP( 般舟三昧經 ◎ 吳立民 .徐蓀銘釋譯 200

EB002872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ORT( 淨土三經 ◎ 王月清釋譯 200

EB002873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MMT( 佛說彌勒上生下生經 ◎ 業露華釋譯 200

EB002874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MON( 安樂集 ◎ 業露華釋譯 200

EB002875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OTN( 維摩詰經 ◎ 賴永海釋譯 200

EB002876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5*ONPTRO( 藥師經 ◎ 陳利權 .釋竺摩釋譯 200

EB002877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MSL( 法華經 ◎ 董群釋譯 200

EB002878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NKO( 金光明經 ◎ 張文良釋譯 200

EB002879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OQQ( 法華思想 ◎ 平川彰等著 .林保堯譯 200

EB002880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NMS( 華嚴經 ◎ 高振農釋譯 200

EB002881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NOM( 圓覺經 ◎ 張保勝釋譯 200

EB002882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3 y(7IJ5H5*ONLKTT( 華嚴經講話 ◎ 鐮田茂雄著 .釋慈怡譯 200

EB002883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LSN( 解深密經 ◎ 程恭讓釋譯 200

EB002884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OPS( 楞伽經 ◎ 賴永海釋譯 200

EB002885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RTK( 勝鬘經 ◎ 王海林釋譯 200

EB002886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QKOT( 大日經 ◎ 呂建福釋譯 200

EB002887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PLT( 楞嚴經 ◎ 李富華釋譯 200

EB002888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QMMN( 金剛頂經 ◎ 夏金華釋譯 200

EB002889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PNN( 六度集經 ◎ 梁曉虹釋譯 200

EB002890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SNR( 百喻經 ◎ 屠友祥釋譯 200

EB002891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SLN( 法句經 ◎ 吳根友釋譯 200

EB002892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QOSN(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 ◎ 釋依淳 200

EB002893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PRL( 出三藏記集 ◎ 呂有祥釋譯 200

EB002894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QNSO( 佛遺教三經 ◎ 藍天釋譯 200

EB002895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ONOQRK( 大般涅槃經 ◎ 高振農釋譯 200

EB002896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5*ONQNQK( 地藏本願經外二部 ◎ 陳利權 .伍玲玲釋譯 200

EB002897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QOKR( 安般守意經 ◎ 杜繼文釋譯 200

EB002898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QOOP( 那先比丘經 ◎ 吳根友釋譯 200

EB002899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OOM( 佛經概說 ◎ 釋慈惠 200

EB002900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3 y(7IJ5H5*ONLKTT( 華嚴經講話 ◎ 鐮田茂雄著歐 .慈怡法師譯 220

EB002901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5*ONLMLL( 六祖壇經註釋 ◎ 唐一玄 180

EB002902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RPM( 金剛經及心經釋譯 ◎ 張承斌 100

EB002903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5*ONLKOO(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 ◎ 竺摩法師 150

EB002904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72 y(7IJ5H5*ONLQNL( 阿含藏 (全套17冊 ) ◎ 佛光山編藏委員會 8000

EB002905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PSP( 般若藏 (全套43冊 ) ◎ 佛光山編藏委員會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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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906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5*ONRTNK( 淨土藏 (全套33冊 ) ◎ 佛光山編藏委員會 25000

EB002907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2009 y(7IJ8G8*PKLPKS( 法華藏 (全套55冊 ) ◎ 佛光山編藏委員會 40000

EB002908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2 y(7IJ5H5*ONKTNL( 佛與般若之真義 ◎ 圓香居士 120

EB002909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80 y(7IJ5H5*ONMKNO( 淨土十要 (下 ) ◎ 蕅益大師 180

EB002910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NTKL( 經論指南藏經序文選譯 ◎ 圓香等 200

EB002911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ROS( 漫畫心經 ◎ 蔡志忠 140

EB002912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PPKT( 捨身的兔子 (漫畫 ) ◎ 佛光文化改寫 .洪義男繪 120

EB002913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4 y(7IJ5H5*ONNTPQ( 彌蘭遊記 (漫畫 ) ◎ 佛光出版社改寫 .蘇晉儀繪 120

EB002914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5*ONNTRK( 不愛江山的國王 (漫畫 ) ◎ 佛光出版社改寫 .蘇晉儀繪 120

EB002915 佛光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QKS( 鬼子母 (漫畫 ) ◎ 蘇微希改寫 .余明菀繪 120

EB002916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5 y(7IJ5H8*ORNLOK( 念佛生淨土 ◎ 160

EB002917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6 y(7IJ5H5*TSNRMR( 完全證悟 --聖嚴法師說 <圓覺經 >生活觀 ◎ 300

EB002918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3 y(7IJ5H6*NNKPOO( 阿含要略 (精裝版 ) ◎ 1000

EB002919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8*ORNMLS( 圓覺經中旨 --迷悟的轉機 ◎ 350

EB002920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8*ORNPRR( 無量壽經白話 ◎ 280

EB002921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LOLT( 認識咒語 ◎ 250

EB002922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9 y(7IJ5H5*TSOSLQ( 生活中的菩提 -淨行品講錄 ◎ 280

EB002923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8*ORNPNT( 《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 ◎ 460

EB002924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8*ORNQKR( 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 ◎ 400

EB002925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8 y(7IJ5H8*ORNQML( 雜阿含經．受相應之研究 ◎ 420

EB002926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1 y(7IJ5H5*TSLTOP( 龍藏 .維摩詰所說經考 ◎ 350

EB002927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2 y(7IJ5H5*TSMNNL( 賢愚經研究 ◎ 600

EB002928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5 y(7IJ5H5*TSNLKT( 巴利語佛典精選 ◎ 420

EB002929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6 y(7IJ5H5*TSNRNO( 申曰經研究 ◎ 360

EB002930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5*TSOKLO( <華嚴經 .入法界品 >空間美感的當代詮釋 ◎ 400

EB002931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8 y(7IJ5H5*TSONPT( 經集 ◎ 280

EB002932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8*ORNLMQ( 修行在紅塵 --維摩經六講 ◎ 200

EB002933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8*ORNNPP( 心的經典 --心經新釋 ◎ 220

EB002934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5*TSKLPN( 48個願望 --無量壽經講記 ◎ 160

EB002935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9 y(7IJ5H5*TSLRLQ( 自家寶藏 -如來藏經語體譯釋 (二版 ) ◎ 200

EB002936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1 y(7IJ5H5*TSMKKN( 絕妙說法 --法華經講要 ◎ 420

EB002937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4 y(7IJ5H5*TSMSTS( 福慧自在 --金剛經生活 ◎ 180

EB002938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8*ORNTNP( 四弘誓願 ◎ 99

EB002939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8*ORNTOM( 普賢菩薩行願讚 ◎ 99

EB002940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8*ORNTTR( 四十二章經 ◎ 99



 - 085 - 

．
︹
經
及
其
釋
︺
．

EB002941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KLQ( <金剛經 >講記 ◎ 99

EB002942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KQL(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講記 ◎ 99

EB002943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KRS( 心經新釋 (1)-心經禪解 ◎ 99

EB002944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LKS( 心經新釋 (2)-心經講記 ◎ 99

EB002945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LOQ( 心經新釋 (3)-心經實踐 ◎ 99

EB002946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NKQ( <八大人覺經 >講記 ◎ 99

EB002947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NRP( 佛遺教經 ◎ 99

EB002948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QRM( 社會關懷的維摩經 ◎ 99

EB002949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TMO( 福慧雙修的維摩經 ◎ 99

EB002950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TOS( 心靈環保的維摩經 ◎ 99

EB002951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TQM( 慈悲喜捨的維摩經 ◎ 99

EB002952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TPP( 人間淨土的維摩經 ◎ 99

EB002953 法鼓文化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5*TSLOTP( <地藏菩薩大願法門 > ◎ 99

EB002954 知書房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9*QQNRNL( 徹聖上師講圓覺經 (雲龍 ) ◎ ?? 380

EB002955 知書房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9*QQNRPP( 徹聖上師大日經 ◎ 齀 ? 260

EB002956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2 y(7IJ5H1*TMRMLN( 佛言佛語―佛教經典概述 ◎ 業露華 200

EB002957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2 y(7IJ5H1*TMRMKQ( 佛教經典常談 ◎ 渡邊照宏著；鐘文秀、釋慈一譯；陳一標校訂 180

EB002958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1*TLTTKO( 佛典成立史 (精 ) ◎ 水野弘元 -著；劉欣如 -譯 250

EB002959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1*TMSSLO( 佛典成立史 (二版 ) ◎ 水野弘元 -著、劉欣如 -譯 200

EB002960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3 y(7IJ5H1*TLNTQO( 修多羅頌歌 (精 ) ◎ 陳慧劍譯註 267

EB002961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3 y(7IJ5H1*TLNTRL( 修多羅頌歌 (平 ) ◎ 陳慧劍譯註 200

EB002962 萬卷樓 ﹝經及其釋﹞ 2006 y(7IJ5H7*NTPPRN( 《華嚴經》之「成佛」論：涵攝八十《華嚴經》之三十九品 ◎ 胡順萍 260

EB002963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4 y(7IJ5H1*ONRMSQ( 新譯華嚴經入法界品 (上 / 下 )(精 ) ◎ 楊維中注譯 830

EB002964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4 y(7IJ5H1*ONRMTN( 新譯華嚴經入法界品 (上 / 下 )(平 ) ◎ 楊維中注譯 730

EB002965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2 y(7IJ5H1*TMQRKO( 頓悟之道―勝鬘經講記 ◎ 謝大寧 160

EB002966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1*OOQLLK( 新譯無量壽經 (平 ) ◎ 邱高興 -注譯 150

EB002967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5 y(7IJ5H1*OOMOSS( 新譯地藏菩薩本願經 (精 ) ◎ 李承貴 -注譯 230

EB002968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6 y(7IJ5H1*OOMOTP( 新譯地藏菩薩本願經 (平 ) ◎ 李承貴 -注譯 160

EB002969 國家 ﹝經及其釋﹞ 2008 y(7IJ5H3*QLKTLP( 地藏經故事 ◎ 聞　妙 200

EB002970 慈濟 ﹝經及其釋﹞ 2003 y(7IJ8G7*TMKQPM( 佛門大孝地藏經 ◎ 釋證嚴 500

EB002971 慈濟 ﹝經及其釋﹞ 2004 y(7IJ8G7*TMKTNP( 地藏經 ( 3 本 1 套盒裝 ) ◎ 釋證嚴 625

EB002972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1*OMPMSN( 新譯金剛經 (精 ) ◎ 徐興無注譯；侯迺慧校閱 190

EB002973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6 y(7IJ5H1*OMPMTK( 新譯金剛經 (二版 ) ◎ 徐興無 -注譯、侯迺慧 -校閱 120

EB002974 網路與書 ﹝經及其釋﹞ 2008 y(7IJ8G6*SOLNPO( 一隻牡羊的金剛經筆記 ◎ 郝明義 299

EB002975 台灣商務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0*PLMNKO( 金剛經哲學的通俗詮釋 ◎ 吳汝鈞 著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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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2976 網路與書 ﹝經及其釋﹞ 2008 y(7IJ8G6*SOLMTN( 送你一首渡河的歌――心經 ◎ 洪啟嵩 280

EB002977 國家 ﹝經及其釋﹞ 1991 y(7IJ5H3*QKKMPL( 般若心經入門 ◎ 陳英秉 150

EB002978 國家 ﹝經及其釋﹞ 1995 y(7IJ5H3*QKNRNN( 般若心經的啟示 ◎ 陳英秉 150

EB002979 萬卷樓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7*NTPTSQ( 般若波羅蜜多之覺觀與行證 ◎ 胡順萍 340

EB002980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1*ONLLMN( 新譯妙法蓮華經 (平 )(二版 ) ◎ 張松輝 -注譯、丁敏 -校閱 320

EB002981 萬卷樓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7*NTPSMP( 《法華經》之思想內涵 ◎ 胡順萍 240

EB002982 靜思 ﹝經及其釋﹞ 2003 y(7IJ8G7*RLLKOP( 靜思之美 ◎ 攝影 / 古亭河 編撰 / 釋德懋 500

EB002983 慈濟 ﹝經及其釋﹞ 2001 y(7JJ5H8*NKKTQO( 無量義經 ◎ 釋證嚴 300

EB002984 靜思 ﹝經及其釋﹞ 2009 y(7IJ8G6*QNLQLK( 一生無量 ◎ 王本榮 280

EB002985 慈濟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8*NKKNQL( 八大人覺經 ◎ 釋證嚴 200

EB002986 慈濟 ﹝經及其釋﹞ 2004 y(7IJ8G7*TMKSPK( 救世救心八大人覺經 ◎ 釋證嚴 250

EB002987 慈濟 ﹝經及其釋﹞ 2006 y(7IJ8G7*NRNPMQ( 東方琉璃藥師佛大願 (書盒 ) ◎ 釋證嚴 625

EB002988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5 y(7IJ5H1*OOLLOQ( 新譯維摩詰經 (平 ) ◎ 陳引馳，林曉光注譯 160

EB002989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5 y(7IJ5H1*OOLLQK( 新譯維摩詰經 (精 ) ◎ 陳引馳，林曉光注譯 230

EB002990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0 y(7IJ5H1*TKNOPN( 維摩詰經今譯 (精 ) ◎ 陳慧劍譯註 389

EB002991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1996 y(7IJ5H1*TKNOQK( 維摩詰經今譯 (平 ) ◎ 陳慧劍譯註 320

EB002992 慈濟 ﹝經及其釋﹞ 2000 y(7IJ5H8*NKKQSM( 四十二章經 ◎ 釋證嚴 250

EB002993 萬卷樓 ﹝經及其釋﹞ 2009 y(7IJ5H7*NTQPNM( 《阿含經》解脫之道：增上戒、定、慧三無漏學 ◎ 胡順萍 380

EB002994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4 y(7IJ5H1*ONSTSQ( 新譯百喻經 (平 ) ◎ 顧寶田注譯 150

EB002995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4 y(7IJ5H1*ONSTTN( 新譯百喻經 (精 ) ◎ 顧寶田注譯 220

EB002996 台灣商務 ﹝經及其釋﹞ 1997 y(7IJ5H0*PLNQTL( 佛經故事一百篇 ◎ 張慶年 編譯 250

EB002997 國家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3*QLKTMM( 百喻經故事 ◎ 朱莉娟等 200

EB002998 慈濟 ﹝經及其釋﹞ 1999 y(7IJ5H8*NKKMLR( 父母恩重難報經 ◎ 釋證嚴 250

EB002999 慈濟 ﹝經及其釋﹞ 2002 y(7IJ8G7*TMKKMR( 佛遺教經 ◎ 釋證嚴 300

EB003000 三民書局 ﹝經及其釋﹞ 2008 y(7IJ5H1*ONQTSM( 新譯楞嚴經 (二版 ) ◎ 賴永海、楊維中 -注譯 290

EB003001 萬卷樓 ﹝經及其釋﹞ 2007 y(7IJ5H7*NTQKLN( 楞嚴經聖賢錄 (上 ) ◎ 果 濱 600

EB003002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2000 y(7IJ5H5*ONOTNT( 大智度論 ◎ 郟廷礎釋譯 200

EB003003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TPN( 大乘玄論 ◎ 邱高興釋譯 200

EB003004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OTTL( 十二門論 ◎ 周學農釋譯 200

EB003005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2000 y(7IJ5H5*ONOTRR( 中論 ◎ 韓廷傑釋譯 200

EB003006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PKLL( 百論 ◎ 強昱釋譯 200

EB003007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9 y(7IJ5H5*ONPKNP( 辯中邊論 ◎ 魏德東釋譯 200

EB003008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ORM( 十地經論 ◎ 魏常海釋譯 200

EB003009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6 y(7IJ5H5*ONOOTQ( 大乘起信論 ◎ 蕭萐父釋譯 200

EB003010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OSK( 唯識四論 ◎ 陳鵬釋譯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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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011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QTKM( 佛性論 ◎ 龔雋釋譯 200

EB003012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MPL( 瑜伽師地論 ◎ 王海林釋譯 200

EB003013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7 y(7IJ5H5*ONQLKK( 攝大乘論 ◎ 王健釋譯 200

EB003014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STT( 成實論 ◎ 陸玉林 200

EB003015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KQK( 弘明集 ◎ 吳遠釋譯 200

EB003016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7 y(7IJ5H5*ONOQNM( 異部宗輪論 ◎ 姚治華釋譯 200

EB003017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6 y(7IJ5H5*ONQTOK( 廣弘明集 ◎ 鞏本棟釋譯 200

EB003018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KMM( 大毗婆沙論 ◎ 徐醒生釋譯 200

EB003019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KSO( 因明入正理論 ◎ 宋立道釋譯 200

EB003020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OMS( 解脫道論 ◎ 黃夏年釋譯 200

EB003021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RLKR( 雜阿毘曇心論 ◎ 蘇軍釋譯 200

EB003022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2000 y(7IJ5H5*ONLOMQ( 法華經教釋 ◎ 太虛大師 350

EB003023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8 y(7IJ5H5*ONNROL(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 森下大圓著 .星雲大師譯 150

EB003024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2 y(7IJ5H5*ONLLON( 藏學零墨 ◎ 王堯 150

EB003025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1 y(7IJ5H5*ONLLQR( 西藏文史考信集 ◎ 王堯 240

EB003026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4 y(7IJ5H5*ONMOTM( 觀心．開心大乘百法明門論解說1 ◎ 依昱法師 220

EB003027 佛光文化 ﹝論及其釋﹞ 1996 y(7IJ5H5*ONNTLS( 知心．明心大乘百法明門論解說2 ◎ 依昱法師 200

EB003028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2009 y(7IJ5H8*ORNMSR( 中觀論頌直了 --佛法的心要 ◎ 350

EB003029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2002 y(7IJ5H5*TSMMQN( 顯明佛母義之燈 --現觀莊嚴論釋 ◎ 400

EB003030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2009 y(7IJ5H5*TSOQMP( 百法明門論講錄 ◎ 280

EB003031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2002 y(7IJ5H9*TKRRNQ( 生命緣起觀 ◎ 400

EB003032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1997 y(7IJ5H8*ORNMRK( 六度四攝與瑜伽論 .戒品之關係 ◎ 400

EB003033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1997 y(7IJ5H8*ORNOKT( 大乘止觀導論 ◎ 400

EB003034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2000 y(7IJ5H5*TSLMLL( 巴利論書研究 ◎ 600

EB003035 三民書局 ﹝論及其釋﹞ 2000 y(7IJ5H1*ONMRNL( 新譯大乘起信論 (精 ) ◎ 韓廷傑注譯；潘柏世校閱 190

EB003036 三民書局 ﹝論及其釋﹞ 2008 y(7IJ5H1*ONMROS( 新譯大乘起信論 (二版 ) ◎ 韓廷傑 -注譯；潘 ?世 -校閱 130

EB003037 法鼓文化 ﹝論及其釋﹞ 2000 y(7IJ5H5*TSKTNL( 淨化人生的維摩經 ◎ 99

EB003038 佛光文化 ﹝律及其釋﹞ 1997 y(7IJ5H5*ONPSRP( 佛說梵網經 ◎ 季芳桐釋譯 200

EB003039 佛光文化 ﹝律及其釋﹞ 1997 y(7IJ5H5*ONQKSR( 四分律 ◎ 溫金玉釋譯 200

EB003040 佛光文化 ﹝律及其釋﹞ 1997 y(7IJ5H5*ONQMOR( 優婆塞戒經 ◎ 釋能學 200

EB003041 佛光文化 ﹝律及其釋﹞ 1968 y(7IJ5H5*ONLTRQ( 大乘起信論講記 ◎ 方 倫 140

EB003042 佛光文化 ﹝律及其釋﹞ 1992 y(7IJ5H5*ONLKNR( 宗教法規十講 ◎ 吳堯峰 400

EB003043 法鼓文化 ﹝律及其釋﹞ 2006 y(7IJ5H8*ORNKTQ( 菩薩戒指要 (二版 ) ◎ 180

EB003044 三民書局 ﹝律及其釋﹞ 2006 y(7IJ5H1*OOLLRR( 新譯梵網經 (平 ) ◎ 王建光 -注譯 180

EB003045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1997 y(7IJ5H5*ONPRRQ( 精進佛七開示錄 ◎ 煮雲法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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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046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1998 y(7IJ5H5*ONRNLM( 佛教新出碑志集粹 ◎ 丁明夷釋譯 200

EB003047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4*PRLRMR( 知禮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0〉 ◎ 郭梅 .吳志翔著 250

EB003048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4*PRLPKP( 善導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5〉 ◎ 黃英著 250

EB003049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5*ONSLMS( 道綽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4〉 ◎ 陳揚炯著 250

EB003050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4*PRLTSR( 少康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6〉 ◎ 黃德昌著 250

EB003051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PRO( 明本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8〉 ◎ 馮學成著 250

EB003052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4*PRLRST( 吉藏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1〉 ◎ 康 震著 250

EB003053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MLP( 弘忍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0〉 ◎ 賈香娟著 250

EB003054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OTT( 懷讓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3〉 ◎ 毛水清著 250

EB003055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PMT( 神會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5〉 ◎ 章義和著 250

EB003056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KLNN( 法融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2〉 ◎ 趙定耀著 250

EB003057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4*PRLPON( 本寂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6〉 ◎ 項 東著 250

EB003058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4*PRLQTR( 文益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9〉 ◎ 朱 峰著 250

EB003059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6 y(7IJ5H4*PRLTMP( 杜順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3〉 ◎ 包禮祥著 250

EB003060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6 y(7IJ5H4*PRLTNM( 智儼大師傳〈高僧傳全集７４〉 ◎ 姜光斗 250

EB003061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4*PRMKQT( 蕅益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7〉 ◎ 周曉微著 250

EB003062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4*PRMMMT( 曇曜大師傳〈高僧傳全集80〉 ◎ 李修松著 250

EB003063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4*PRMMON( 慧皎大師傳〈高僧傳全集81〉 ◎ 田耕宇著 250

EB003064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4*PRMMRO( 實叉難陀大師傳〈高僧傳全集82〉 ◎ 田耕宇著 250

EB003065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4*PRMMLM( 龍樹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9〉 ◎ 王成軍 250

EB003066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4*PRLNQT( 提婆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1〉 ◎ 謝 銳著 250

EB003067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4*PRKSQR( 太虛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9〉 ◎ 史雙元 .劉漢龍著 350

EB003068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PPK( 宗杲大師傳〈高僧傳全集67〉 ◎ 李乃龍著 250

EB003069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4*PRMMKP( 支遁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8〉 ◎ 梁歸智著 250

EB003070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ONTTKN( 餖飣札記〈上〉湯用彤全集 (七 ) ◎ 湯用彤著 450

EB003071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ONTTLK( 餖飣札記〈下〉湯用彤全集 (七 ) ◎ 湯用彤著 450

EB003072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4*PRKNKK( 佛教與漢語詞彙 ◎ 梁曉虹 400

EB003073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1993 y(7IJ5H5*ONLSPN( 佛教藝術的傳人 ◎ 陳清香等 160

EB003074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0 y(7IJ5H5*ONTLOT( 星雲說偈 (二 )廬山煙雲 ◎ 星雲大師 200

EB003075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4*PRKKPS( 生死一如觀自在―禪門辭世偈的修法奧義 ◎ 于東輝 160

EB003076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ORP( 普陀山與九華山之行 ◎ 牛春龍 200

EB003077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5*ONSLNP( 幸福的光環 ◎ 沈玲 220

EB003078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0 y(7IJ5H5*ONSQSP( 失落的秘密 ◎ 夏玄 220

EB003079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5*ONSORK( 向寧靜的心河出航 (佛詩 ) ◎ 敻虹 160

EB003080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0 y(7IJ5H5*ONSROQ( 吹皺一池海市蜃樓 (佛詩 ) ◎ 尹凡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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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081 佛光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PRLPNQ( 歇庵詩草 ◎ 戒賢法師 150

EB00308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SPN( 前進俄羅斯 ◎ 120

EB00308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SQK( 相約在捷克 ◎ 120

EB003084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SRR( 敦煌石窟行 ◎ 120

EB003085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KR( 英倫四部行 ◎ 120

EB003086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LO( 雲南巡禮記 ◎ 120

EB003087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ML( 五台清涼行 ◎ 120

EB003088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NS( 峨嵋雲水遊 ◎ 120

EB003089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PM( 九華步步蓮 ◎ 120

EB003090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QT( 普陀訪聖蹟 ◎ 120

EB003091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TRQ( 春行在波蘭 ◎ 120

EB00309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5*TSLORL( 一路念佛到中土 --梵唄史談 ◎ 350

EB00309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OKSN( 佛教神通 --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 ◎ 550

EB003094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NTR( 鴻雁千里寄故人 --林子青書信集 ◎ 690

EB003095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1998 y(7IJ5H8*ORNRPL( 敦煌禮懺文研究 ◎ 420

EB003096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5*TSMNQM( 維摩斗室空間美感之研究 ◎ 300

EB003097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8*ORNSPK( 佛學與文學 ◎ 400

EB003098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5*TSMTSK( 聖嚴法師心靈環保 ◎ 220

EB003099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LTT( 真正的快樂 ◎ 180

EB003100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5*TSKNQS( 蘋果的滋味 ◎ 200

EB003101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5*TSLSSO( 阿斗隨師遊天下 (1) ◎ 200

EB00310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5*TSNLTM( 阿斗隨師遊天下 (2)(附 DVD) ◎ 300

EB00310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5*TSNOPL( 我打禪家走過 ◎ 200

EB003104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NNP( 根本沒煩惱 ◎ 280

EB003105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NOM( 我的西遊記 --阿斗隨師遊天下 (3) ◎ 230

EB003106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PLT( 花花世界 ◎ 320

EB003107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ORP( 大師密碼 A ◎ 380

EB003108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OSM( 大師密碼 B ◎ 380

EB003109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PON( 大師密碼 C ◎ 380

EB003110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PPK( 大師密碼 D ◎ 380

EB003111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QNP( 大師密碼 E ◎ 380

EB00311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QOM( 大師密碼 F ◎ 380

EB00311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QTR( 大師密碼 G--大富翁的心願 ◎ 380

EB003114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RKN( 大師密碼 H--誰家的小孩這麼皮 ◎ 380

EB003115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ROL( 大師密碼 I--誰比較聰明 ◎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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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116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RPS( 大師密碼 J--神奇大布袋 ◎ 380

EB003117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SOK( 大師密碼 K--我的朋友變成蛇 ◎ 380

EB003118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SPR( 大師密碼 L--誰偷走小偷的心 ◎ 380

EB003119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STP( 大師密碼 M--百變不驚的小黑炭 ◎ 380

EB003120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SSS( 大師密碼 N--王子的怪老師 ◎ 380

EB003121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TPQ( 大師密碼 O--頭上長角的老虎 ◎ 380

EB00312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NTQN( 大師密碼 P--再也不睡覺了 ◎ 380

EB00312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OKNS( 大師密碼 Q--不怕鬼的石頭 ◎ 380

EB003124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OKOP( 大師密碼 R--傻瓜開竅啦 ◎ 380

EB003125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OLLN( 大師密碼 S--一個人一千雙手 ◎ 380

EB003126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TSOLMK( 大師密碼 T--誰打敗了金剛 ◎ 380

EB003127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LQS( 大師密碼 U--懶惰大米袋 ◎ 380

EB003128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LRP( 大師密碼 V--辯論大牛王 ◎ 380

EB003129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MNQ( 大師密碼W--是誰在搞鬼 ◎ 380

EB003130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MMT( 大師密碼 X--我不是小丑 ◎ 380

EB003131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MTS( 大師密碼 Y--一百歲的年輕人 ◎ 380

EB00313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5*TSONKO( 大師密碼 Z--小鞋匠大冒險 ◎ 380

EB00313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PTP( 頓悟南蠻子 --六祖惠能 (新版精選 ) ◎ 160

EB003134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QLS( 神秘苦行僧 --密勒日巴 (新版精選 ) ◎ 190

EB003135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QRK( 風雲一奇僧 -虛雲老和尚 (新版精選 ) ◎ 160

EB003136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QSR( 慈悲護眾生 -蓮池大師 (新版精選 ) ◎ 180

EB003137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ROS( 西藏密教之父 -阿底峽尊者 ◎ 170

EB003138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RPP( 一缽行天涯 -憨山大師 ◎ 160

EB003139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SQL( 兩京大法王 -神秀禪師 ◎ 160

EB003140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SRS( 東征和尚 -鑑真大師 ◎ 190

EB003141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QKL( 風狂三聖僧 -寒山。拾得。豐干 ◎ 160

EB003142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PSS( 亂世蓮花 -慧遠大師 ◎ 180

EB003143 法鼓文化 ﹝佛教文藝﹞ 2009 y(7IJ5H5*TSOQOT( 聖嚴法師的頑皮童年 ◎ 220

EB003144 進源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8*TNSOST( 中國佛教道教文疏大全 (上下不分售 ) ◎ 高銘德 1200

EB003145 福隆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SNMONR( 心地清淨方為道：定慧等持的故事 ◎ 劉軼梅 180

EB003146 福隆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SNMNTK( 心念一開 智慧就來：明心見性的故事 ◎ 劉軼梅 180

EB003147 福隆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SNMNLO( 直心的修道人 ◎ 如因居士 168

EB003148 福隆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SNMMQK( 忍辱的水牛王：寬容相待 以德報怨 ◎ 如因居士 168

EB003149 福隆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SNMMPN( 貧女施燈：有捨有得的人生哲學 ◎ 如因居士 168

EB003150 福隆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SNMNKR( 紅塵是道場：智慧做人 高明做事 ◎ 如因居士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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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151 台灣商務 ﹝佛教文藝﹞ 1970 y(7IJ5H0*PLNQPN( 中國佛教藝術思想探原 ◎ 邢福泉 著 170

EB003152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6 y(7IJ8G7*KNOLOO( 西藏佛教美術講座 ◎ 金申 600

EB003153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7 y(7IJ5H9*PNKSMS( 佛教美術講座 ◎ 林保堯 著 600

EB003154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7 y(7IJ8G7*KNONMS( 神祕的曼荼羅藝術 ◎ 蔡東照 600

EB003155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8*MRNMLO( 陝西佛教美術 ◎ 李★ 著 600

EB003156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8*MRNMOP( 韓國佛教美術 ◎ 陳明華 著 600

EB003157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8*MRNMPM( 安岳大足佛雕 ◎ 胡文和 著 600

EB003158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8 y(7IJ5H9*PNKSTR( 敦煌佛影 ◎ 吳健 攝影 600

EB003159 三民書局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1*TMQRLL( 弘一大師詩詞全解 (精 ) ◎ 徐正綸編著 330

EB003160 三民書局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1*TMQRMS( 弘一大師詩詞全解 (平 ) ◎ 徐正綸編著 260

EB003161 三民書局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1*TMRMMK( 經典禪詩 ◎ 吳言生 220

EB003162 國家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3*QLLLNO( 禪詩六百首 ◎ 陳　香 250

EB003163 國家 ﹝佛教文藝﹞ 2008 y(7IJ5H3*QLLLMR( 歷代高僧詩詞精選 ◎ 陳　香 250

EB003164 九歌 ﹝佛教文藝﹞ 1999 y(7IJ5H5*QKQMNR( 無涯歌 ◎ 梁寒衣 240

EB003165 國家 ﹝佛教文藝﹞ 2006 y(7IJ5H3*QLKKRQ( 禪趣百圖 ◎ 陶良華 200

EB003166 國家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3*QLKQKL( 佛經寓言故事 ◎ 謝希堯 250

EB003167 國家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3*QLKTNT( 精選佛教故事 ◎ 羅偉國等 250

EB003168 智庫文化 ﹝佛教文藝﹞ 2003 y(7IJ8G7*SSKLLQ( 靈山月色 ◎ 260

EB003169 慈濟 ﹝佛教文藝﹞ 2006 y(7IJ8G7*NRNOTQ( 印公導師說故事 -- 長與短 ◎ 開示 / 印順導師 文字 / 釋德懋 圖 / 林倩如 225

EB003170 靜思 ﹝佛教文藝﹞ 2005 y(7IJ5H5*MMPQRO( 一秒鐘和一輩子 ◎ 證嚴法師 250

EB003171 靜思 ﹝佛教文藝﹞ 2006 y(7IJ5H5*MMQLML( 過關 --實心實做好人生 ◎ 證嚴法師 250

EB003172 靜思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5*MMQSKK( 心寬念純 ◎ 證嚴法師 250

EB003173 九歌 ﹝佛教文藝﹞ 2004 y(7IJ5H4*OOKSSR( 一半一半的禪思 （原：夢回天台遠） ◎ 釋永芸 180

EB003174 智庫文化 ﹝佛教文藝﹞ 2004 y(7IJ8G7*SSKNNS( 過關！因為有禪心 ◎ 260

EB003175 智庫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8G7*MQOKPN( 你不用讀書了：哈佛燕京的沈思 ◎ 280

EB003176 智庫文化 ﹝佛教文藝﹞ 2005 y(7IJ8G7*MQOKOQ( 夢回天台遠 ◎ 280

EB003177 智庫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8G7*MQOSSQ( 從哈佛到南加大 ◎ 280

EB003178 智庫文化 ﹝佛教文藝﹞ 2007 y(7IJ8G7*MQOSTN( 佛法其實很簡單 ◎ 300

EB003179 靜思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8*OOONRT( 無子西瓜 ◎ 靜暘 250

EB003180 靜思 ﹝佛教文藝﹞ 2002 y(7IJ5H8*OOOOQL( 花言木語 ◎ 釋德念 300

EB003181 靜思 ﹝佛教文藝﹞ 2007 y(7IJ8G1*NNMLOR( 一念間 ◎ 何日生 270

EB003182 野人 ﹝佛教文藝﹞ 2005 y(7IJ8G8*LPNNPQ( 和佛陀談天說地 ◎ 釋見介 220

EB003183 野人 ﹝佛教文藝﹞ 2005 y(7IJ8G8*KPTMNS( 和佛陀賞花去 ◎ 釋見介 200

EB003184 三民書局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1*TMQLNL( 中國佛教美術史 (精 ) ◎ 李玉 ? 420

EB003185 三民書局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1*TMQLOS( 中國佛教美術史 (平 ) ◎ 李玉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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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186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3 y(7IJ8G7*TPRQMR( 神祕的印度唐卡藝術 ◎ 蔡東照 著 600

EB003187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9 y(7IJ8G6*PQPNSK( 畫禪 ◎ 林谷芳 280

EB003188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6 y(7IJ8G7*KNOLQS( 蓮華接翠觀音寺 ◎ 馬元浩 600

EB003189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8 y(7IJ8G6*PQPLOO( 台灣佛教美術（Ⅲ）--繪畫篇 ◎ 陳清香 380

EB003190 國家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3*QLKSMN( 中國佛菩薩羅漢大典 (平裝 ) ◎ 馬書田 1,000

EB003191 國家 ﹝佛教文藝﹞ 2007 y(7IJ5H3*QLKSNK( 中國佛菩薩羅漢大典 (精裝 ) ◎ 馬書田 1,200

EB003192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1 y(7IJ5H8*MRNSPQ( 山東佛像藝術 ◎ 劉鳳君 著 600

EB003193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5 y(7IJ8G7*OSRKTO( 山東博興銅佛像藝術 ◎ 張淑敏等 600

EB003194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8 y(7IJ5H9*SONOMN( 中國古佛雕 ◎ 陳哲敬 1600

EB003195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7 y(7IJ5H9*PNKSKO( 中國金銅佛像 ◎ 蔡志忠 著 600

EB003196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8 y(7IJ8G6*PQPKTK( 台灣佛教美術Ⅰ --供像篇 ◎ 陳清香 380

EB003197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7 y(7IJ5H9*PNKSLL( 佛像大觀 ◎ 林保堯 著 600

EB003198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8 y(7IJ5H8*MRNKLQ( 佛像鑑定與收藏 ◎ 金申 著 600

EB003199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7 y(7IJ5H9*PNKSQQ( 雙林寺彩塑佛像 ◎ 馬元浩 著 600

EB003200 藝術家 ﹝佛教文藝﹞ 1998 y(7IJ5H8*MRNKOR( 觀想佛像 ◎ 徐政夫 編著 600

EB003201 藝術家 ﹝佛教文藝﹞ 2007 y(7IJ8G7*KNOQRK(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佛像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03202 九歌 ﹝佛教佈教信仰﹞ 1991 y(7IJ5H5*QKLQPM( 靜思語（二） ◎ 釋證嚴 220

EB003203 九歌 ﹝佛教佈教信仰﹞ 1989 y(7IJ5H5*QKKONN( 靜思語 (一） ◎ 釋證嚴 220

EB003204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1990 y(7IJ5H1*TKNRKP( 圓滿生命的實現 (布施波羅蜜 )(精 ) ◎ 陳柏達 480

EB00320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PNLS( 緇門警訓 ◎ 張學智釋譯 200

EB00320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PNNM( 禪林寶訓 ◎ 徐小躍釋譯 200

EB00320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PTTS( 佛堂講話 ◎ 道源法師 200

EB00320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PSPL( 戒律學綱要 ◎ 釋聖嚴 200

EB00320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8 y(7IJ5H5*ONRMNR( 人間巧喻 ◎ 釋依空 200

EB00321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8 y(7IJ5H5*ONOQPQ( 輔教編 ◎ 張宏生釋譯 200

EB00321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8 y(7IJ5H5*ONRLML( 弘一大師文集選要 ◎ 弘一大師 200

EB00321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5*ONNMPN( 金剛經靈異 ◎ 張少齊 140

EB00321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5*ONLQTN( 頓悟的人生 ◎ 釋依空 150

EB00321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4*PRLSTP( 佛門異記 (第一卷 ) ◎ 煮雲法師 250

EB00321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4*PRLSSS( 佛門異記 (第二卷 ) ◎ 煮雲法師 250

EB00321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4*PRLSLT( 佛門異記 (第三卷 ) ◎ 煮雲法師 250

EB00321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4*PRLSOK( 窺基大師傳〈高僧傳全集72〉 ◎ 魏崇新 .陳 洪著 250

EB00321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ONSOSR( 圓滿人生星雲法語 (一 ) ◎ 星雲大師 200

EB00321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ONSPSQ( 成功人生星雲法語 (二 ) ◎ 星雲大師 200

EB00322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3 y(7IJ5H5*ONLSOQ( 星雲日記 (1)～安然自在 ◎ 星雲大師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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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22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LTLO( 星雲日記 (2)～創造全面的人生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LTNS( 星雲日記 (3)～不負西來意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LTPM( 星雲日記 (4)～凡事超然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LRL( 星雲日記 (5)～人忙心不忙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LMQ( 星雲日記 (6)～不請之友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LOK( 星雲日記 (7)～找出內心平衡點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LQO( 星雲日記 (8)～慈悲不是定點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MMP( 星雲日記 (9)～觀心自在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2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MOT( 星雲日記 (10)～勸耕心田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MQN( 星雲日記 (11)～菩薩情懷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MSR( 星雲日記 (12)～處處無家處處家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NLR( 星雲日記 (13)～法無定法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NNL( 星雲日記 (14)～說忙說閒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NPP( 星雲日記 (15)～緣滿人間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NRT( 星雲日記 (16)～禪的妙用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OKT( 星雲日記 (17)～不二法門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OMN( 星雲日記 (18)～把心找回來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OOR( 星雲日記 (19)～談心接心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3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OQL( 星雲日記 (20)～談空說有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OTK( 星雲日記 (21)～慈悲是寶藏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KQ( 星雲日記 (22)～打開心門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LN( 星雲日記 (23)～有願必成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MK( 星雲日記 (24)～收支平衡的人生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NR( 星雲日記 (25)～感動的修行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OO( 星雲日記 (26)～把握因緣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PL( 星雲日記 (27)～真修行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QS( 星雲日記 (28)～自在人生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RP( 星雲日記 (29)～生活禪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4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PSM( 星雲日記 (30)～人生的馬拉松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MT( 星雲日記 (31)～守心轉境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NQ( 星雲日記 (32)～求人不如求己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ON( 星雲日記 (33)～享受空無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PK( 星雲日記 (34)～領眾之道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QR( 星雲日記 (35)～說話的藝術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RO( 星雲日記 (36)～學徒性格 ◎ 星雲大師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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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25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RKO( 星雲日記 (37)～善聽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SL( 星雲日記 (38)～低下頭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QTS( 星雲日記 (39)～忙中修福慧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5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RMS( 星雲日記 (40)～神通妙用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6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RNP( 星雲日記 (41)～生死一如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6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RQQ( 星雲日記 (42)～檢查心念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6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ROM( 星雲日記 (43)～隨喜功德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6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QRPT( 星雲日記 (44)～放光 ◎ 星雲大師 150

EB00326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8 y(7IJ5H5*ONRRTO( 寶藏瓔珞 ◎ 林伯謙 250

EB00326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3 y(7IJ5H5*ONLSMM( 善女人 ◎ 宋雅姿等 150

EB00326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3 y(7IJ5H5*ONLSLP( 善男子 ◎ 傅偉勳等 150

EB00326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5*ONNQMS( 心行處滅～禪宗的心靈治療個案 ◎ 黃文翔 150

EB00326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ONTLNM( 星雲說偈 (一 )千江映月 ◎ 星雲大師 200

EB00326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NLQL( 念佛四大要訣 ◎ 戀西大師 80

EB00327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KRM( 如何解脫人生病苦～佛教養生學 ◎ 胡秀卿 150

EB00327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4*PRLSQO( 狗子說 ◎ 佛光文化編 100

EB003272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4*PRLTQN( 豬仔說 ◎ 佛光文化編 100

EB003273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4*PRMMQR( 子鼠說 ◎ 佛光文化編 100

EB003274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86 y(7IJ5H5*ONMNSQ( 敬告佛子書 (散文 ) ◎ 釋慈嘉 250

EB003275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88 y(7IJ5H5*ONKLRR(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 (十 ) ◎ 劉欣如改寫 150

EB003276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88 y(7IJ5H5*ONKROK(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 (十一 ) ◎ 劉欣如改寫 150

EB003277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7 y(7IJ5H5*ONPLNO( 擦亮心燈武俠影后鄭佩佩的學佛路 ◎ 鄭佩佩 180

EB003278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2 y(7IJ5H5*ONKTRT( 佛教故事大全 (上 ) ◎ 釋慈莊 250

EB003279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ONKTSQ( 佛教故事大全 (下 ) ◎ 釋慈莊 250

EB003280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4 y(7IJ5H5*ONMPKS( 金山活佛 (漫畫 ) ◎ 黃壽忠繪 270

EB003281 佛光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3 y(7IJ5H5*ONLSKS( 富人與鱉 (漫畫 ) ◎ 鄧博文等 120

EB00328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OSKT( 聖嚴法師教禪坐 ◎ 180

EB00328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OTM(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 160

EB00328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8*ORNLPR( 心的詩愒 .信心銘講錄 (二版 ) ◎ 160

EB00328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KQP( 正信的佛教 (二版 ) ◎ 120

EB00328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KPS( 學佛群疑 (二版 ) ◎ 150

EB00328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6 y(7IJ5H9*TKKQSN( 律制生活 (二版 ) ◎ 180

EB00328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8*ORNNNL( 神通與人通 --宗教人生 ◎ 160

EB00328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ORNQOP( 金山有礦 (二版 ) ◎ 250

EB00329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QKR( 真正大好年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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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29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TKL( 禪門第一課 ◎ 160

EB00329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NMPN( 誰惹你生氣 ?--66招消氣秘方 (二版 ) ◎ 260

EB00329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LSP( 不得不說的禪 ◎ 260

EB00329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OKML( 你是佛陀接班人 ! ◎ 280

EB00329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OLPL( 調伏自心 --快樂生活的智慧 ◎ 320

EB00329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OPQO( 真心就自在 ◎ 300

EB00329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OPRL( 觀音 -菩薩中國化的演變 ◎ 880

EB00329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5*TSOMLM( 南瓜法師西遊記 ◎ 320

EB00329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1998 y(7IJ5H8*ORNKMR( 戒律學綱要 (二版 ) ◎ 250

EB00330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NNML( 黑熊能入定嗎 ◎ 180

EB00330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TSLKPL( 菩提明鏡本無物 --佛門人物制度 ◎ 300

EB00330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8*ORNPMM( 智慧100 ◎ 300

EB00330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8*ORNNRT( 人間擺渡 (二版 ) ◎ 150

EB00330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8*ORNNSQ( 紅塵道場 (二版 ) ◎ 150

EB00330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8*ORNTLL( 人行道二改 ) ◎ 160

EB00330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KKOR( 平安的人間 (二改 ) ◎ 180

EB00330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TSLONN( 法鼓晨音 ◎ 250

EB00330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QOP( 淨土在人間 ◎ 200

EB00330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RPL( 人間世 ◎ 200

EB00331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LNK( 法鼓家風 ◎ 280

EB00331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LOR( 找回自己 ◎ 160

EB00331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5*TSNOQS( 從心溝通 ◎ 150

EB00331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OLOO( 方外看紅塵 ◎ 320

EB00331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5*TSOMPK( 覺情書 --聖嚴法師談世間情 ◎ 180

EB00331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OPKM( 放下的幸福 ◎ 180

EB00331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ORQM( 心安平安，你就是力量 ◎ 100

EB00331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5*TSOSKT( 生死皆自在 ◎ 180

EB00331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10 y(7IJ5H5*TSOSTM( 帶著禪心去上班 ◎ 180

EB00331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5*TSOMKP( 祈願發願還願 ◎ 100

EB00332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5*TSLPPQ( <四正勤 >講記 ◎ 99

EB00332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5*TSLSMM( <四如意足 >講記 ◎ 99

EB00332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5*TSMRTT( <五根五力 >講記 ◎ 99

EB00332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5*TSNKLR( 七覺支講記 ◎ 99

EB00332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5*TSNKOS( 八正道講記 ◎ 99

EB00332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5*TSNPSL( 不一樣的親密關係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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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32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5*TSNPTS( 不一樣的教育理念 ◎ 240

EB00332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5*TSNQKO( 不一樣的人生旅程 ◎ 240

EB00332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5*TSNQLL( 不一樣的社會關懷 ◎ 240

EB00332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QMS( 不一樣的文化藝術 ◎ 200

EB00333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RST( 不一樣的生活主張 ◎ 240

EB00333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RTQ( 不一樣的佛法應用 ◎ 240

EB00333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SKM( 不一樣的身心安定 ◎ 240

EB00333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SLT( 不一樣的環保實踐 ◎ 240

EB00333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5H5*TSNSMQ( 不一樣的生死觀點 ◎ 240

EB00333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KMR( 如何渡過苦日子 ◎ 99

EB00333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NTN( 如何化解仇恨 ◎ 99

EB00333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OMN( 獨立做自己 ◎ 99

EB00333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OPO( 放下壓力吧 ! ◎ 99

EB00333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QNS( 心安就有平安 ◎ 99

EB00334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TTR( 改運算命原來如此 ◎ 99

EB00334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MRR( 逆向思考 .反敗為勝 ◎ 99

EB00334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LTTK( 牽手一輩子 ◎ 99

EB00334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LSS( 和孩子做朋友 ◎ 99

EB00334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NLR( 結婚好嗎 ◎ 99

EB00334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NRT( 愈挫愈勇健 ◎ 99

EB00334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SKP( 如何做好新手父母 ◎ 99

EB00334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LLQ( 家庭不再有問題 ◎ 99

EB00334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MLP( 新世代的孝順之道 ◎ 99

EB00334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KOL( 忙得快樂累得歡喜 ◎ 99

EB00335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MOT( 最會用錢的人 ◎ 99

EB00335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NMO( 溝通萬事通 ◎ 99

EB00335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QML( 突破工作瓶頸 ◎ 99

EB00335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TLL( 競爭不鬥爭 ◎ 99

EB00335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NTK( 好人緣自己創造 ◎ 99

EB00335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KLK( 何必氣炸自己 ◎ 99

EB00335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MNM( 愛情沒煩惱 ◎ 99

EB00335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OLQ( 忍耐不忍氣 ◎ 99

EB00335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QRQ( 快樂自己決定 ◎ 99

EB00335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NKQM( 放輕鬆 ,免緊張 ◎ 99

EB00336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NQT( 做好情緒管理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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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36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LTP( 病得很健康 ◎ 99

EB00336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MMP( 自在的告別 ◎ 99

EB00336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PPN( 知足最滿足 ◎ 99

EB00336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RNR( 習慣好壞大不同 ◎ 99

EB00336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SLM( 做個現代新女性 ◎ 99

EB00336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NKKK( 只要文明不要病 ◎ 99

EB003367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NRQ( 人生不再無聊 ◎ 99

EB003368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MNM( 老得有智慧 ◎ 99

EB003369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5*TSMNSQ( 人生 ,福氣啦 ◎ 99

EB003370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OQL( 別再執著了 ◎ 99

EB003371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5*TSMPLP( 早原諒 ,早開心 ! ◎ 99

EB003372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5*TSMQQT( 如何培養自信 ◎ 99

EB003373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LQL( 積極人生 .元氣滿分 ◎ 99

EB003374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MMM( 悠遊職場的智慧 ◎ 99

EB003375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5H5*TSNMSO( 何必自尋煩惱 ◎ 99

EB003376 法鼓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5H5*TSNOKQ( 用寧靜心擁抱世界 (二版 ) ◎ 99

EB003377 國家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5H3*QLLQMM( 佛家金言 [譯注本 ] ◎ 劉良瓊 250

EB003378 福隆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6*SNMLQL( 證悟密禪 圓滿人生 ◎ 郭占省 350

EB003379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NL( 歡喜自在 ◎ 釋證嚴 200

EB003380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1*NNMNSN( 撤下好命的種子 ◎ 證嚴法師 310

EB003381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1*TLRTSQ( 菩提道上的善女人 (精 ) ◎ 釋恆清 250

EB003382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1*TLRTTN( 菩提道上的善女人 (平 ) ◎ 釋恆清 180

EB003383 健行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6*RTSKRS( 證嚴法師生活的智慧（新版） ◎ 釋證嚴 250

EB003384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MO( 淨因三要 ◎ 釋證嚴 250

EB003385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MN( 證嚴法師心蓮 ◎ 釋證嚴 200

EB003386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LTO( 齋後語 ◎ 釋證嚴 200

EB003387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LSR( 生活的智慧 ◎ 釋證嚴 200

EB003388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QM( 自在的心靈 ◎ 釋證嚴 200

EB003389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RS( 心靈十境 ◎ 釋證嚴 200

EB003390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8*NKKTOL( 塵盡光生 ◎ 釋證嚴 250

EB003391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8G7*TMKKOL( 行經知 路 ◎ 釋證嚴 200

EB003392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8G7*TMKKPS( 人中之寶 ◎ 釋證嚴 200

EB003393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8G7*NRNMQR( 幸福本事 ◎ 釋證嚴 250

EB003394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8G7*NRNPRL( 心室效應 ◎ 釋證嚴 225

EB003395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7*NRNQQN( 見苦知福 ◎ 釋證嚴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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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396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8*NKKTST( 小太陽的微笑 ◎ 張欣怡 200

EB003397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8G7*TMKONK( 星星的悄悄話 ◎ 張欣怡 200

EB003398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7 y(7IJ8G7*NRNORM( 呼啦啦五彩魔法棒 ◎ 張欣怡 225

EB003399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ONT( 靜思語 (一 ) ◎ 釋證嚴 200

EB003400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OOQ( 靜思語 (二 ) ◎ 釋證嚴 200

EB003401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W(00AA0A*KKPKQP( 靜思小語 (1.2冊 ) ◎ 釋證嚴 250

EB003402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8G7*TMKNQM( 靜思小語 (3.4冊 ) ◎ 釋證嚴 250

EB003403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8G7*NRNNOM( 靜思小語 (5.6冊 ) ◎ 釋證嚴 250

EB003404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8G7*NRNNQQ( 靜思小語 (7.8冊 ) ◎ 釋證嚴 250

EB003405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RRT( 靜思語 (三 ) ◎ 釋證嚴 250

EB003406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RSQ( 靜思語 (1,2,3合集 )精裝版 ◎ 釋證嚴 600

EB003407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5H8*OOOQOP( 良師之道 ◎ 慈濟大學秘書室編著 250

EB003408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0*SLRPQK( 生命的至情 ◎ 釋證嚴 250

EB003409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0*SMPTSP( 生命的至情 2 ◎ 釋證嚴 250

EB003410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0*SNKTST( 生命的至情３ ◎ 釋證嚴 250

EB003411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6*MLQQQO( 美的循環 ◎ 釋證嚴 250

EB003412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0 y(7IJ5H6*MLRKTS( 有朋自遠方來 ◎ 編撰 / 靜思書齋 280

EB003413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8G4*LRSNOQ( 普天三無 ◎ 證嚴法師 600

EB003414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6*PLNKOQ( 慈濟實踐美學 上冊 ◎ 何日生 320

EB003415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6*PLNKPN( 慈濟實踐美學 下冊 ◎ 何日生 320

EB003416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2*LQNNKQ( 靜思語的智慧人生 ◎ 余方、徐荷、林慈盈輯錄 250

EB003417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2*LQOOPR( 靜思語的富足人生 ◎ 徐荷、林慈盈輯錄 250

EB003418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7*NRNRKK( 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 (一 ) ◎ 釋德凡 500

EB003419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ROS(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09年春之卷 ◎ 釋德凡 400

EB003420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RTN(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09年夏之卷 ◎ 釋德凡 400

EB003421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SKT(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09年秋之卷 ◎ 釋德凡 400

EB003422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SLQ(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09年冬之卷 ◎ 釋德凡 400

EB003423 九歌 ﹝佛教佈教信仰﹞ 1991 y(7IJ5H5*QKLMTO( 聖嚴法師法鼓集 ◎ 林清玄編 170

EB003424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1996 y(7IJ5H1*TLTMRK( 學佛自在 (精 ) ◎ 林世敏 230

EB003425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1996 y(7IJ5H1*TLTMSR( 學佛自在 (平 ) ◎ 林世敏 170

EB003426 國家 ﹝佛教佈教信仰﹞ 1995 y(7IJ5H3*QKOMMS( 與佛結緣 ◎ 范引之 180

EB003427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NK( 三十七道品講義 (上 ) ◎ 釋證嚴 250

EB003428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OR( 三十七道品講義 (下 ) ◎ 釋證嚴 250

EB003429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PO( 人有二十難 ◎ 釋證嚴 200

EB003430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8G7*TMKLOK( 三十七道品偈誦釋義 ◎ 釋證嚴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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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431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KK( 靜思晨語 ◎ 釋證嚴 200

EB003432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LQ( 清淨的智慧 ◎ 釋證嚴 200

EB003433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SQ( 慈濟心燈 ◎ 釋證嚴 200

EB003434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RT( 靜思、智慧、愛 ◎ 釋證嚴 200

EB003435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TN( 人間菩薩 ◎ 釋證嚴 200

EB003436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PP( 證嚴法師說故事 ◎ 釋證嚴 200

EB003437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MOS( 談古說今 ◎ 釋證嚴 200

EB003438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1999 y(7IJ5H8*NKKNKT( 回歸心靈的故鄉 ◎ 釋證嚴 200

EB003439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1 y(7IJ5H8*NKKRKP( 心靈之窗 ◎ 釋證嚴 250

EB003440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8G7*TMKOOR( 生死皆自在 ◎ 釋證嚴 250

EB003441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8G7*TMKTKO( 上人說故事漫畫版 ◎ 圖 / 林祖耀 文 / 周濟帆 150

EB003442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8 y(7IJ8G7*NRNQPQ( 水中壺 ◎ 圖 / 林祖耀 講述 / 證嚴法師 150

EB003443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8G7*TMKRQS( 會痛的小魚 ◎ 文字改編 / 李欣元、孟寧 繪圖 / 吳健豐 150

EB003444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8G4*LROKST( 奇異的木屐 ◎ 文字改編 / 徐荷 繪圖 / 吳健豐 250

EB003445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8G4*LRPLMN(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 (一 )大象與小狗 ◎ 原文開示 / 釋證嚴 文字改編 / 婁雅君 吳心心 280

EB003446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8G4*LRPLNK(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 (二 )小猴子 ◎ 原文開示 / 釋證嚴 文字改編 / 婁雅君 吳心心 280

EB003447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5 y(7IJ8G4*LRPLOR(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 (三 )小小吉祥草 ◎ 原文開示 / 釋證嚴 文字改編 / 婁雅君 吳心心 280

EB003448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1990 y(7IJ5H1*TKNOKS( 杜魚庵學佛荒史 (精 ) ◎ 陳慧劍 589

EB003449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1990 y(7IJ5H1*TKNOLP( 杜魚庵學佛荒史 (平 ) ◎ 陳慧劍 522

EB003450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2 y(7IJ8G7*TMKKNO( 調伏人生二十難 ◎ 文 / 釋證嚴 詞 / 王端正 200

EB003451 慈濟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7*NRNRQM( 凡人可成佛 ◎ 釋證嚴 280

EB003452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6 y(7IJ5H3*MPRSLN( 潤漬蒼生 ◎ 潘 ? 280

EB003453 黎明文化 ﹝佛教佈教信仰﹞ 2004 y(7IJ5H1*QKQTLK( 大慧集禪畫 [平 ] ◎ 慧元數位媒體 345

EB003454 三民書局 ﹝佛教佈教信仰﹞ 2003 y(7IJ5H1*ONPNNQ( 佛教與素食 ◎ 康樂著 140

EB003455 靜思 ﹝佛教佈教信仰﹞ 2009 y(7IJ8G2*LQOPNM( 人生經濟學 ◎ 證嚴法師 280

EB00345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1*TKNRSL( 禪話 (精 ) ◎ 周中一 178

EB00345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0 y(7IJ5H1*TKNSMS( 禪骨詩心集 (精 ) ◎ 巴壺天 278

EB00345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KRN( 人天眼目 ◎ 方銘釋譯 200

EB00345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KTR(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 潘桂明釋譯 200

EB00346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ONPLLK( 六祖壇經 ◎ 李申釋譯 200

EB00346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PLPS( 天童正覺禪師語錄 ◎ 杜寒風釋譯 200

EB00346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PLRM( 正法眼藏 ◎ 董群釋譯 200

EB00346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PLTQ( 永嘉證道歌 .信心銘 ◎ 何勁松 .釋弘憫釋譯 200

EB00346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LOO( 祖堂集 ◎ 葛兆光釋譯 200

EB00346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LQS( 神會語錄 ◎ 刑東風釋譯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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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46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MLT( 指月錄 ◎ 吳相洲釋譯 200

EB003467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MNN( 從容錄 ◎ 董群釋譯 200

EB00346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MPR( 禪宗無門關 ◎ 魏道儒釋譯 200

EB00346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NPQ( 禪林象器箋 ◎ 杜曉勤釋譯 200

EB00347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LSM( 禪門師資承襲圖 ◎ 張春波釋譯 200

EB00347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MKP( 禪源諸詮集都序 ◎ 閻韜釋譯 200

EB00347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PNRK( 臨濟錄 ◎ 張伯偉釋譯 200

EB00347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PPLQ( 來果禪師語錄 ◎ 來果法師 200

EB00347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NTO( 中國佛學特質在禪 ◎ 太虛大師 200

EB00347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OLR( 星雲禪話 ◎ 星雲大師 200

EB00347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ONL( 禪話與淨話 ◎ 方倫 200

EB003477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RNRO(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 黃連忠 200

EB00347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MQR( 萬善同歸集 ◎ 袁家耀釋譯 200

EB00347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TPK( 信願念佛 ◎ 印光大師著 .王靜蓉選編 200

EB00348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KMP( 往生有分 ◎ 釋妙蓮長老 200

EB00348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KQN( 天台四教儀 ◎ 釋永本釋譯 200

EB00348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QSQP( 金剛錍 ◎ 王志遠釋譯 200

EB00348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QSST( 教觀綱宗 ◎ 王志遠釋譯 200

EB00348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TNQ( 摩訶止觀 ◎ 王雷泉釋譯 200

EB00348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PTLM( 華嚴五教章 ◎ 徐紹強釋譯 200

EB00348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NQQ( 華嚴金師子章 ◎ 方立天釋譯 200

EB003487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NSK( 華嚴原人論 ◎ 李錦全釋譯 200

EB00348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QOML( 華嚴學 ◎ 龜川教信著 .釋印海譯 200

EB00348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MKT( 成唯識論 ◎ 韓廷傑釋譯 200

EB00349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RMRP( 唯識三頌講記 ◎ 于凌波 200

EB00349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ONQNOQ( 敕修百丈清規 ◎ 謝重光釋譯 200

EB00349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QTO( 大乘大義章 ◎ 陳揚炯釋譯 200

EB00349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RLR( 宗鏡錄 ◎ 潘桂明釋譯 200

EB00349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MSP( 勸發菩提心文講話 ◎ 聖印法師 200

EB00349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4*PRKQRQ( 成唯識論直解〈上、下〉 ◎ 林國良撰 800

EB00349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4 y(7IJ5H5*ONMPMM( 禪藏 (全套51冊 ) ◎ 佛光山編藏委員會 36000

EB003497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4*PRLSPR( 八宗綱要 ◎ 凝然大德著 .鐮田茂雄日譯 .關世謙中譯 350

EB00349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4*PRLSMQ( 天台小止觀 ◎ 永本法師著 250

EB00349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89 y(7IJ5H5*ONSQTM( 天台思想入門 ◎ 鎌田茂雄著 .轉瑜譯 180

EB00350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2 y(7IJ5H5*ONLLLM( 宋初天台佛學窺豹 ◎ 王志遠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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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50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9 y(7IJ5H5*ONRTRS( 盛唐禪宗文化與詩佛王維 ◎ 傅紹良 250

EB00350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OKLO( 中國禪 ◎ 鐮田茂雄著 . 關世謙譯 150

EB00350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5*ONNLRS( 法顯大師傳（高僧傳全集3） ◎ 陳白夜著 250

EB00350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5*ONNLSP( 惠能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 ◎ 陳南燕著 250

EB00350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5*ONNLTM( 蓮池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5) ◎ 項冰如著 250

EB00350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9 y(7IJ5H5*ONORSQ( 慧遠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6) ◎ 傅紹良 250

EB003507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5*ONSLOM( 石頭路滑星雲禪話 (一 ) ◎ 星雲大師 200

EB00350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ONSLPT( 沒時間老星雲禪話 (二 ) ◎ 星雲大師 200

EB00350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9 y(7IJ5H5*ONSQQL( 活的快樂星雲禪話 (三 ) ◎ 星雲大師 200

EB00351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9 y(7IJ5H5*ONSQRS( 大機大用星雲禪話 (四 ) ◎ 星雲大師 200

EB00351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4*PRLPQR( 禪門語錄 ◎ 星雲大師 200

EB00351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1 y(7IJ5H5*ONKQPS( 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 ◎ 藍吉富等 350

EB00351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5*ONNTSR( 晚唐臨濟宗思想述評 ◎ 杜寒風 220

EB00351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78 y(7IJ5H5*ONTOMM( 摩尼珠上的靈光禪門傳法偈的心髓 ◎ 于東輝 160

EB00351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ONTQQS( 一輪明月照大千―禪門見性偈的法要 ◎ 于東輝 160

EB00351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5*ONLRMN( 雲水日記～禪的修行生活 ◎ 佐藤義英著．周淨儀譯 180

EB003517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5*ONNPQR( 人生禪 (五 ) ◎ 方杞 140

EB003518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5*ONNQOM( 人生禪 (六 ) ◎ 方杞 140

EB003519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5*ONNQNP( 人生禪 (七 ) ◎ 方杞 140

EB003520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LRT( 人生禪 (八 ) ◎ 方杞 140

EB003521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RLL( 人生禪 (九 ) ◎ 方杞 140

EB003522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5*ONQSMR( 人生禪 (十 ) ◎ 方杞 140

EB003523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1999 y(7IJ5H5*ONORTN( 禪話禪畫 ◎ 星雲大師著 . 高爾泰蒲小雨繪 750

EB003524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ONSRLP( 中國禪宗初祖達摩大師〈高僧漫畫3〉 ◎ 郭豪允編繪 140

EB003525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ONTQLN( 非僧非俗親鸞大師〈高僧漫畫21〉 ◎ 漫畫：莊司��� 140

EB003526 佛光文化 ﹝佛教宗派﹞ 2007 y(7IJ5H4*PRMKNS( 曹溪六祖惠能大師〈高僧漫畫51〉 ◎ 林鉅秦編繪 140

EB003527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5*TSMRLN(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 220

EB003528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9 y(7IJ5H5*TSOOTQ( 聖嚴法師教話頭禪 ◎ 260

EB003529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LPMP( 禪門修證指要 (二版 ) ◎ 220

EB003530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8*ORNTMS( 禪門驪珠集 (二版 ) ◎ 340

EB003531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LTSN( 禪的生活 (二版 ) ◎ 240

EB003532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5*TSMLKM( 拈花微笑 (二版 ) ◎ 240

EB003533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LPNM( 禪與悟 (二版 ) ◎ 260

EB003534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8*ORNSRO( 禪的世界 (二版 ) ◎ 260

EB003535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LPLS( 禪鑰 (二版 )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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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536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LPKL( 禪門 (二版 ) ◎ 180

EB003537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KLNT( 動靜皆自在 (二版 ) ◎ 180

EB003538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7 y(7IJ5H5*TSLMMS( 神會禪師的悟境 (二版 ) ◎ 220

EB003539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5*TSMPMM( 禪的智慧 ◎ 320

EB003540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5*TSMPNT( 答案 ◎ 150

EB003541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9 y(7IJ5H5*TSOQNM( 心湖上的倒影 (二版 ) ◎ 400

EB003542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5*TSNQRN( 禪無所求 --聖嚴法師的 <心銘 >十二講 ◎ 280

EB003543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5*TSOLNR( 寶鏡無境 ◎ 150

EB003544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5*TSOMON( 智慧之劍 ◎ 220

EB003545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9 y(7IJ5H5*TSOPMQ( 如月印空 ◎ 300

EB003546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9 y(7IB5J0*NKPRPL( 無法之法 -聖嚴法師默照禪法旨要 ◎ 220

EB003547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5*TSNOOO( 佛陀的廚房 ◎ 250

EB003548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6*NNLOLL( 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二版 ) ◎ 200

EB003549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5*TSOOPS( 小止觀講記 ◎ 300

EB003550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9 y(7IJ5H5*TSOPNN( 六妙門講記 ◎ 280

EB003551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8*ORNLSS( 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 ◎ 450

EB003552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8*ORNTKO( 傅大士研究 ◎ 500

EB003553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TSLMOM( 天台懺法之研究 ◎ 400

EB003554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TSLNLK( 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 ◎ 250

EB003555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5*TSLSNT( 摩訶止觀之研究 (上下冊 ) ◎ 1200

EB003556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5*TSMRMK( 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 ◎ 300

EB003557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5*TSMRRP( 唐代禪宗心性思想 ◎ 450

EB003558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5*TSMSSL( 智者大師判釋三藏教之研究 ◎ 280

EB003559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5*TSNMTL( 無明即法性 ◎ 480

EB003560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5*TSOOKN( 禪宗典籍 --五燈會元 ◎ 420

EB003561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9*TKKQLO( 聖嚴說禪 ◎ 200

EB003562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5*TSKTRT( 公案100 ◎ 250

EB003563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5*TSLOSS( 探索識界 --八識規矩頌講記 (二版 ) ◎ 200

EB003564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5*TSMLLT( 天台心鑰 --教觀綱宗貫註 ◎ 420

EB003565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5*TSNOLN( 華嚴心詮 --原人論考釋 ◎ 380

EB003566 法鼓文化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8*ORNTSK( 慈雲懺主淨土文 ◎ 99

EB003567 雲龍 ﹝佛教宗派﹞ 2001 y(7IJ5H9*QQNSQL( 六祖慧能的禪學思想 ◎ ?? 220

EB003568 雲龍 ﹝佛教宗派﹞ 2006 y(7IJ8G7*LPLLQM( 佛教百科．藝術卷 ◎ 潘桂明 380

EB003569 雲龍 ﹝佛教宗派﹞ 2005 y(7IJ8G7*QOKTTO( 佛教百科．禪宗卷 ◎ 潘桂明 380

EB003570 雲龍 ﹝佛教宗派﹞ 2005 y(7IJ8G7*QOKTSR( 佛教百科．密宗卷 ◎ 李冀誠、丁明夷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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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571 雲龍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9*QQNROS( 中國禪宗的形成 ◎ 蔡日新 320

EB003572 福隆 ﹝佛教宗派﹞ 2009 y(7IJ8G6*SNMLMN( 禪心就是佛心：直指本心一禪機 ◎ 慕雲居 168

EB003573 福隆 ﹝佛教宗派﹞ 2009 y(7IJ8G6*SNMLNK( 平常心是道：無形無相一禪味 ◎ 慕雲居 168

EB003574 福隆 ﹝佛教宗派﹞ 2009 y(7IJ8G6*SNMLOR( 禪師的洗腳石：獨超物外一禪心 ◎ 慕雲居 168

EB003575 福隆 ﹝佛教宗派﹞ 2009 y(7IJ8G6*SNMLPO( 佛陀也有煩惱：大千世界一禪床 ◎ 慕雲居 168

EB00357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2 y(7IJ5H1*TLNRSK( 唯識學綱要 (精 ) ◎ 于凌波 300

EB00357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1*TMRQSS( 唯識學綱要 (修訂二版 ) ◎ 于凌波 190

EB003578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1972 y(7IJ5H0*PLKMLS( 法相辭典 ◎ 朱芾煌 編纂 1400

EB003579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OMPNM( 新譯八識規矩頌 (精 ) ◎ 倪梁康 -注譯 170

EB003580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OMPOT( 新譯八識規矩頌 (平 ) ◎ 倪梁康 -注譯 100

EB003581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1*TLTMTO( 中國華嚴思想史 (精 ) ◎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 270

EB003582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1*TLTNKK( 中國華嚴思想史 (平 ) ◎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 200

EB003583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1*TMQTPR( 華嚴宗入門 ◎ 劉貴傑 160

EB003584 黎明文化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QKRKKT( 華嚴宗哲學 (軟式精裝 --上、下冊不分售 )[精 ] ◎ 方東美 1800

EB003585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1 y(7IJ5H1*TLNKSR( 法藏 (精 ) ◎ 方立天 278

EB00358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1 y(7IJ5H1*TLNKTO( 法藏 (平 ) ◎ 方立天 211

EB003587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1999 y(7IJ5H0*PLPRLS( 天台智顗的心靈哲學 ◎ 吳汝鈞 著 200

EB003588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1*TMLMMS( 天台性具思想 (精 ) ◎ 陳英善 270

EB003589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1*TMLMNP( 天台性具思想 (平 ) ◎ 陳英善 200

EB003590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1*TMPMMQ( 天台哲學入門 ◎ 新田雅章著；涂玉盞 150

EB003591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1*OOLOLM( 新譯釋禪波羅蜜 (精 ) ◎ 蘇樹華 -注譯 610

EB003592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1*OOLOMT( 新譯釋禪波羅蜜 (平 ) ◎ 蘇樹華 -注譯 530

EB003593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1*TLOORN( 湛然 (精 ) ◎ 賴永海 211

EB003594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1*TLOOSK( 湛然 (平 ) ◎ 賴永海 156

EB003595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1*TLRMML( 知禮 (平 ) ◎ 釋慧岳 220

EB00359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ONNTN( 新譯永嘉大師證道歌 (平 ) ◎ 蔣九愚 -注譯 110

EB00359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1*TMRQOK( 淨土或問‧導讀 ◎ 陳劍鍠 160

EB003598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0*PLSLMM( 懷感的淨土思想 ◎ 廖明活 著 280

EB003599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1*TLPTMK( 淨土概論 (精 ) ◎ 釋慧嚴 190

EB003600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1*TLPTNR( 淨土概論 (平 ) ◎ 釋慧嚴 120

EB003601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1*OLNSRR( 禪與老莊 ◎ 吳怡著 160

EB003602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1*TKNRQR( 公案禪語 (精 ) ◎ 吳怡著 200

EB003603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0 y(7IJ5H1*TKNRTS( 禪話 (平 ) ◎ 周中一 150

EB003604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1*TLSNOL( 達摩廓然 (精 ) ◎ 郗家駿 230

EB003605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1*TLSNPS( 達摩廓然 (平 ) ◎ 郗家駿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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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60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1*TMPMLT( 何謂襌 ◎ 鎌田茂雄著；昱均譯 140

EB00360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1*TMRMNR( 經典頌古 ◎ 吳言生 180

EB003608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1*TMRONP( 公案禪語 ◎ 吳怡著 150

EB003609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7 y(7IJ5H1*TMSPNL( 禪與創新 ◎ 董群 170

EB003610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1*TMTLNM( 禪史與禪思 (二版 ) ◎ 楊惠南 300

EB003611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1982 y(7IJ5H0*PKPLSO( 中國禪思想史 ◎ 吳汝鈞 譯 160

EB003612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1988 y(7IJ5H0*PKPLRR( 曹源一滴水 -介紹禪宗 ◎ 陳光天 編著 250

EB003613 蘭臺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9*LPOSMQ( 禪學探微十講 ◎ 林繼平 280

EB003614 左岸 ﹝佛教宗派﹞ 2007 y(7IJ8G7*LROTPQ( 一書通禪 ◎ 林立 250

EB003615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1 y(7IJ5H1*TKNSKO( 禪學講話 (精 ) ◎ 日種山讓原著；芝峰法師譯 170

EB00361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1*TMRSNL( 禪骨詩心集 ◎ 巴壺天 160

EB00361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1*OMQRTM( 新譯六祖壇經 (二版 ) ◎ 李中華注譯；丁敏校閱 210

EB003618 國家 ﹝佛教宗派﹞ 2008 y(7IJ5H3*QLKTKS( 六祖壇經故事 ◎ 戎國忠等 250

EB003619 萬卷樓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7*NTPQNO( 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 ◎ 黃連忠 600

EB003620 九歌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4*OOKKKT( 星雲大師生活禪 （原：星雲大師慧心法語） ◎ 姚家彥整理 190

EB003621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NSNLN( 新譯碧巖集 (上 / 下 )(精 ) ◎ 吳平 -注譯 870

EB003622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NSNMK( 新譯碧巖集 (上 / 下 )(平 ) ◎ 吳平 -注譯 750

EB003623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1*ONSONQ( 新譯禪林寶訓 (平 ) ◎ 李中華 -注譯；潘 ?世 -校閱 300

EB003624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ONNSQ( 新譯永嘉大師證道歌 (精 ) ◎ 蔣九愚 -注譯 180

EB003625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5 y(7IJ5H1*TKNSLL( 禪學講話 (平 ) ◎ 日種山讓原著；芝峰法師譯 111

EB00362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2 y(7IJ5H1*TMRMOO( 經典禪語 ◎ 吳言生 200

EB00362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4 y(7IJ5H1*ONSOMT( 新譯禪林寶訓 (精 ) ◎ 李中華注譯；潘 ?世校閱 370

EB003628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0*PLOPMK( 禪宗語錄一百則 ◎ 江藍生 編 350

EB003629 國家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3*QLKMMT( 禪園 --品禪．悟禪 ◎ 王鎮庚 250

EB003630 萬卷樓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7*NTLOQT( 水月小札 ◎ 楊惠南 220

EB003631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3 y(7IJ5H1*TMRNTS( 襌與精神醫學 ◎ 平井富雄著；許洋主譯 170

EB003632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4 y(7IJ5H1*TLRKOR( 禪宗六變 (精 ) ◎ 顧偉康 278

EB003633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6 y(7IJ5H1*TLRKPO( 禪宗六變 (平 ) ◎ 顧偉康 210

EB003634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4 y(7IJ5H1*TKNSPT( 中國禪宗史 (平 ) ◎ 關世謙譯 620

EB003635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NRTOL( 新譯景德傳燈錄 (上 / 中 / 下 )(精 ) ◎ 顧宏義注譯 1800

EB003636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5 y(7IJ5H1*ONRTPS( 新譯景德傳燈錄 (上 / 中 / 下 )(平 ) ◎ 顧宏義 -注譯 1660

EB003637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1*TLOROT( 惠能 (精 ) ◎ 楊惠南 244

EB003638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3 y(7IJ5H1*TLORPQ( 惠能 (平 ) ◎ 楊惠南 178

EB003639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8 y(7IJ5H1*TMMPLP( 中國末代禪師 (精 ) ◎ 陳慧劍 230

EB003640 台灣商務 ﹝佛教宗派﹞ 1969 y(7IJ5H0*PLLMQK( 禪學的黃金時代 ◎ 吳 怡 譯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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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641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6 y(7IJ5H1*TLSTPM( 道元 (平 ) ◎ 傅偉勳 230

EB003642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1997 y(7IJ5H1*TMKPOM( 禪僧與癌共生 ◎ 鈴木出版編輯部編；徐明達、黃國清譯 170

EB003643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1*TMNLLQ( 空海 (精 ) ◎ 魏常海 240

EB003644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1*TMNLMN( 空海 (平 ) ◎ 魏常海 170

EB003645 蘭臺 ﹝佛教宗派﹞ 2008 y(7IJ8G7*QMQPRS( 不可思議的力量三部曲之一佛門密宗黑教七日禪 ◎ 280

EB003646 蘭臺 ﹝佛教宗派﹞ 2008 y(7IJ8G7*QMQQLP( 不可思議的力量三部曲之二密宗黑教雲石師友唱和與答客問 ◎ 350

EB003647 蘭臺 ﹝佛教宗派﹞ 2008 y(7IJ8G7*QMQQMM( 不可思議的力量三部曲之三密宗黑教趨吉避凶的風水大法 ◎ 350

EB003648 蘭臺 ﹝佛教宗派﹞ 2008 y(7IJ8G7*QMQROP( 佛門密宗黑教禁言閉關灌頂提氣入定七日禪 ◎ 350

EB003649 萬卷樓 ﹝佛教宗派﹞ 2000 y(7IJ5H7*NTMQOK( 變異與新生—藏傳佛教 ◎ 冉光榮 200

EB003650 三民書局 ﹝佛教宗派﹞ 2007 y(7IJ5H1*TMSORK( 藏傳佛教在臺灣 ◎ 姚麗香 200

EB003651 佛光文化 ﹝寺院﹞ 1998 y(7IJ5H5*ONRLQT( 南海寄歸內法傳 ◎ 華濤釋譯 200

EB003652 佛光文化 ﹝寺院﹞ 1997 y(7IJ5H5*ONQNMM( 中國佛教名山勝地寺志 ◎ 林繼中釋譯 200

EB003653 佛光文化 ﹝寺院﹞ 1998 y(7IJ5H5*ONRKOQ( 洛陽伽藍記 ◎ 曹虹釋譯 200

EB003654 法鼓文化 ﹝寺院﹞ 2000 y(7IJ5H5*TSLKLN( 火宅清涼 (二版 ) ◎ 220

EB003655 法鼓文化 ﹝寺院﹞ 2003 y(7IJ5H5*TSMQLO( 500菩薩走江湖 ◎ 280

EB003656 法鼓文化 ﹝寺院﹞ 2003 y(7IJ5H5*TSMONK( 律制清規及其意義之探究 ◎ 600

EB003657 法鼓文化 ﹝寺院﹞ 2007 y(7IJ5H5*TSNTMP( 山東佛教史跡 -神通寺 '龍虎塔與小龍虎塔 ◎ 550

EB003658 法鼓文化 ﹝寺院﹞ 2007 y(7IJ5H5*TSNTOT( 禪味京都 --古寺侘寂之美 ◎ 320

EB003659 國史館 ﹝寺院﹞ 1978 臺灣寺廟概覽 ◎ 林衡道 300

EB003660 瑞昇 ﹝寺院﹞ 2001 y(7IJ5H5*MQOLMN( 穴道指壓健康百科 (瑞昇 ) ◎ 芹澤 勝助 380

EB003661 三民書局 ﹝寺院﹞ 2004 y(7IJ5H1*TMRPTQ( 佛寺采風－中國佛寺漫談 ◎ 黃夏年 230

EB003662 國家 ﹝寺院﹞ 2004 y(7IJ5H3*QKSTON( 寺觀史話 ◎ 陳可畏 200

EB003663 藝術家 ﹝寺院﹞ 2005 y(7IJ8G7*OSRQMT( 中國佛教勝境遊 ◎ 中國佛教勝境遊編輯小組 380

EB003664 三民書局 ﹝寺院﹞ 1994 y(7IJ5H1*OMKMQO( 新譯洛陽伽藍記 (精 ) ◎ 劉九洲注譯；侯迺慧校閱 344

EB003665 台灣商務 ﹝寺院﹞ 1981 y(7IJ5H0*PMKONT( 台灣的佛教與佛寺 ◎ 邢福泉 330

EB003666 藝術家 ﹝寺院﹞ 2006 y(7IJ8G7*KNOKML( 喇嘛廟 --台南左鎮噶瑪噶居寺 ◎ 噶居寺《喇嘛廟》編輯小組 800

EB003667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9 y(7IJ5H5*ONRSRT( 中國佛學史論 ◎ 褚柏思 150

EB003668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9 y(7IJ5H5*ONSLLL( 唐代佛教 ◎ 外因斯坦著 . 釋依法譯 300

EB003669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86 y(7IJ5H5*ONRTLQ( 中國佛教通史 (第三卷 ) ◎ 鐮田茂雄著 . 關世謙譯 250

EB003670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3 y(7IJ5H5*ONLLSL( 中國佛教通史 (第四卷 ) ◎ 鐮田茂雄著 . 本社譯 250

EB003671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6 y(7IJ5H5*ONORPP( 大史 (上 ) ◎ 韓廷傑譯 350

EB003672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6 y(7IJ5H5*ONORQM( 大史 (下 ) ◎ 韓廷傑譯 350

EB003673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2001 y(7IJ5H5*ONTSLL(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湯用彤全集 (一 ) ◎ 湯用彤著 500

EB003674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2001 y(7IJ5H5*ONTSMS(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湯用彤全集 (一 ) ◎ 湯用彤著 500

EB003675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2001 y(7IJ5H5*ONTSNP( 隋唐佛教史稿湯用彤全集 (二 ) ◎ 湯用彤著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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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676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4 y(7IJ5H5*ONMLSS( 遠颺的梵唱～佛教在亞細亞 ◎ 鄭振煌等 160

EB003677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87 y(7IJ5H4*PRLRLK( 世界佛教史年表 ◎ 佛光文化 500

EB003678 佛光文化 ﹝佛教史地﹞ 1996 y(7IJ5H5*ONOKQT( 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 ◎ 佛光文化 1500

EB003679 法鼓文化 ﹝佛教史地﹞ 2009 y(7IJ5H5*TSOOOL( 太虛 --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 ◎ 460

EB003680 法鼓文化 ﹝佛教史地﹞ 2000 y(7IJ5H5*TSLKRP( 明末佛教研究 ◎ 280

EB003681 法鼓文化 ﹝佛教史地﹞ 2006 y(7IJ5H5*TSNPRO( 印度佛教史 (二版 ) ◎ 300

EB003682 法鼓文化 ﹝佛教史地﹞ 1997 y(7IJ5H8*ORNOMN( 西藏佛教史 ◎ 240

EB003683 法鼓文化 ﹝佛教史地﹞ 1997 y(7IJ5H8*ORNOLQ( 日韓佛教史略 ◎ 300

EB003684 法鼓文化 ﹝佛教史地﹞ 2007 y(7IJ5H5*TSNRRM( 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 -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 ◎ 300

EB003685 知書房 ﹝佛教史地﹞ 2006 y(7IJ8G7*LPLNSO( 中國佛教圖鑑 (雲龍 ) ◎ 葉露華 480

EB003686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2001 y(7IJ5H1*ONPOLL( 慈悲清淨―佛教與中古社會生活 ◎ 劉淑芬 110

EB003687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7 y(7IJ5H1*TMLNKN( 禪淨合一流略 (精 ) ◎ 顧偉康 250

EB003688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7 y(7IJ5H1*TMLNLK( 禪淨合一流略 (平 ) ◎ 顧偉康 180

EB003689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9 y(7IJ5H1*TMMSLM( 梁武帝 (精 ) ◎ 顏尚文 310

EB003690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9 y(7IJ5H1*TMMSMT( 梁武帝 (平 ) ◎ 顏尚文 240

EB003691 台灣商務 ﹝佛教史地﹞ 1993 y(7IJ5H0*PKRSQR( 西夏佛教史略 ◎ 史金波 著 400

EB003692 台灣商務 ﹝佛教史地﹞ 1962 y(7IJ5H0*PKNROQ(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湯用彤 撰 360

EB003693 台灣商務 ﹝佛教史地﹞ 1997 y(7IJ5H0*PLNSOO( 北宋佛教史論稿 ◎ 黃啟江 著 400

EB003694 台灣商務 ﹝佛教史地﹞ 1993 y(7IJ5H0*PKRTMS( 中國的佛教 ◎ 潘桂明 著 140

EB003695 台灣商務 ﹝佛教史地﹞ 1974 y(7IJ5H0*PKRRSM( 隋代佛教史述論 ◎ 藍吉富 著 207

EB003696 台灣商務 ﹝佛教史地﹞ 1972 y(7IJ5H0*PKSLMN( 中國佛教史概說 ◎ 釋聖嚴 譯 240

EB003697 國家 ﹝佛教史地﹞ 2004 y(7IJ5H3*QKSSQS( 佛教史話 ◎ 魏道儒 200

EB003698 國家 ﹝佛教史地﹞ 2001 y(7IJ5H3*QKRLKQ( 中國佛教史 ◎ 黃懺華 300

EB003699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3 y(7IJ5H1*TLPLMS( 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 (精 ) ◎ 江燦騰 267

EB003700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3 y(7IJ5H1*TLPLNP( 臺灣佛教文化的新動向 (平 ) ◎ 江燦騰 200

EB003701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9 y(7IJ5H1*TMMSRO( 臺灣佛教一百年 (精 ) ◎ 闞正宗 290

EB003702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1999 y(7IJ5H1*TMMSSL( 臺灣佛教一百年 (平 ) ◎ 闞正宗 220

EB003703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2003 y(7IJ5H1*TMPMNN( 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去殖民化與臺灣佛教主體性確立的新探索 ◎ 江燦騰
400

EB003704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2003 y(7IJ5H1*TMQQQR( 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 ◎ 王俊中著；江燦騰，潘光哲，金世起合編 390

EB003705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2004 y(7IJ5H1*TMRNPK( 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 ◎ 王俊中著 ;江燦騰 ,潘光哲 ,金世起合編 320

EB003706 三民書局 ﹝佛教史地﹞ 2002 y(7IJ5H1*TMQTSS( 從印度佛教到泰國佛教 ◎ 宋立道 190

EB003707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9 y(7IJ5H1*TKLNMT( 吉藏 (精 ) ◎ 楊惠南 289

EB003708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2 y(7IJ5H1*TKPLSL( 蘇曼殊大師新傳 (精 ) ◎ 劉心皇 233

EB00370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PMRL( 景德傳燈錄 ◎ 張華釋譯 200

EB00371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6 y(7IJ5H5*ONOPPR( 比丘尼傳 ◎ 朱良志 . 詹緒左釋譯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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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71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RKKS( 宋高僧傳 ◎ 賴永海 . 張華釋譯 200

EB00371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QTSS( 唐高僧傳 ◎ 賴永海釋譯 200

EB00371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QTQO( 梁高僧傳 ◎ 賴永海釋譯 200

EB00371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QTMQ( 釋迦牟尼佛傳 ◎ 星雲大師 200

EB00371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7 y(7IJ5H5*ONKRNN( 釋迦牟尼佛傳 ◎ 星雲大師 180

EB00371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RPNO( 十大弟子傳 ◎ 星雲大師 150

EB00371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4*PRMKPM( 釋尊的生涯 ◎ 水野弘元 300

EB00371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0 y(7IJ5H5*ONKNKQ( 天台大師 ◎ 宮琦忠尚著 . 周淨儀譯 130

EB00371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5 y(7IJ5H5*NOLLKR( 玉琳國師 ◎ 星雲大師 130

EB00372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RRKL( 金山活佛 ◎ 煮雲法師 130

EB00372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5 y(7IJ5H5*ONNPLM( 玄奘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 ◎ 圓香居士 350

EB00372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6 y(7IJ5H5*ONNTQN( 鳩摩羅什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 ◎ 宣建人 250

EB00372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5 y(7IJ5H5*ONNMRR( 鑑真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6) ◎ 傳傑 250

EB00372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7 y(7IJ5H5*ONPPMN( 圜悟克勤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9) ◎ 吳言生 250

EB00372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6 y(7IJ5H5*ONPLMR( 紫柏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8) ◎ 張國紅 250

EB00372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 y(7IJ5H5*ONOSLQ( 道安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7) ◎ 龔雋 250

EB00372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4 y(7IJ5H5*ONLMQQ( 仙崖禪師軼事 ◎ 石村善右著 . 周淨儀譯 100

EB00372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ONTSRN( 校點高僧傳〈上〉湯用彤全集 (五 ) ◎ 湯用彤著 400

EB00372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ONTSSK( 校點高僧傳〈下〉湯用彤全集 (五 ) ◎ 湯用彤著 400

EB00373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9 y(7IJ5H5*ONRSSQ( 火焰化紅蓮 ◎ 釋依瑞 200

EB00373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RSTN( 善財五十三參 ◎ 鄭秀雄 180

EB00373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4 y(7IJ5H5*ONNLKT( 利器之輪修心要法 ◎ 法護大師著 . 永楷 . 滿華法師 160

EB00373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SRRR( 人間佛教行者星雲大師〈高僧漫畫1〉 ◎ 鄭問編繪 140

EB00373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SRKS( 傳燈大法師鑑真大師〈高僧漫畫2〉 ◎ 黃耀傑 . 林建志編繪 140

EB00373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SRMM( 璀璨的蓮花智者大師〈高僧漫畫4〉 ◎ 林鑫編繪 140

EB00373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SRNT( 機智的禪者一休大師〈高僧漫畫5〉 ◎ 嚴凱信編繪 140

EB00373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KLT( 重振曹溪憨山大師〈高僧漫畫6〉 ◎ 邱若山編繪 140

EB00373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KMQ( 華嚴遊心法藏大師〈高僧漫畫7〉 ◎ 沈東廷編繪 140

EB00373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KNN( 首傳中土禪觀安世高大師〈高僧漫畫8〉 ◎ 吳旭曜編繪 140

EB00374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KOK( 花開果成慧遠大師〈高僧漫畫9〉 ◎ 洪義男編繪 140

EB00374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KPR( 偉大的譯經家鳩摩羅什大師〈高僧漫畫10〉 ◎ 原
作：�����‧漫畫：阿部高明

140

EB00374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LPQ( 缸中生蓮佛圖澄大師〈高僧漫畫11〉 ◎ 沈東廷編繪 140

EB00374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LQN( 獨坐百丈山懷海大師〈高僧漫畫12〉 ◎ 度魯編繪 140

EB00374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LRK( 日日是好日雲門大師〈高僧漫畫13〉 ◎ 邱若山編繪 140

EB00374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LSR( 本願念佛法然大師〈高僧漫畫14〉 ◎ 原作：�����‧漫畫：巴里夫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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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74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LTO( 正法眼藏道元大師〈高僧漫畫15〉 ◎ 原作：�����‧漫畫：七瀨�� 140

EB00374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OQK( 中觀第一人龍樹菩薩〈高僧漫畫16〉 ◎ 林鑫編繪 140

EB00374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ORR( 解空第一須菩提尊者〈高僧漫畫17〉 ◎ 度魯編繪 140

EB00374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OSO( 佛教文藝僧僧祐大師〈高僧漫畫18〉 ◎ 李道源編繪 140

EB00375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OTL( 熱情的弘法者日蓮大師〈高僧漫畫19〉 ◎ 原作：�����‧漫畫：本山一城 140

EB00375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0 y(7IJ5H5*ONTPKR( 日本天台初祖最澄大師〈高僧漫畫20〉 ◎ 原作：�����‧漫畫：辰巳 140

EB00375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ONTQMK( 西行求律法義淨大師〈高僧漫畫22〉 ◎ 沈東廷編繪 140

EB00375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ONTQNR( 多聞第一阿難陀尊者〈高僧漫畫23〉 ◎ 度魯編繪 140

EB00375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ONTQOO( 吉祥喜金剛密勒日巴尊者〈高僧漫畫24〉 ◎ 林鉅秦編繪 140

EB00375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ONTQPL( 天心月圓弘一大師〈高僧漫畫25〉 ◎ 嚴凱信編繪 140

EB00375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LKM( 五祖黃梅弘忍大師〈高僧漫畫26〉 ◎ 張裕群編繪 140

EB00375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KTQ( 仰山小釋迦慧寂大師〈高僧漫畫27〉 ◎ 度魯編繪 140

EB00375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KST( 三車和尚窺基大師〈高僧漫畫28〉 ◎ 侯勝編繪 140

EB00375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KRM( 嘉興藏發起人紫柏大師〈高僧漫畫29〉 ◎ 施明芳編繪 140

EB00376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KQP( 論議第一迦旃延尊者〈高僧漫畫30〉 ◎ 洪義男編繪 140

EB00376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MSR( 頑石點頭道生大師〈高僧漫畫31〉 ◎ 度盧編繪 140

EB00376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MRK( 亂世詩僧寄禪大師〈高僧漫畫32〉 ◎ 阮光明編繪 140

EB00376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MQN( 時時勤拂拭神秀大師〈高僧漫畫33〉 ◎ 邱若山 140

EB00376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MPQ( 倡導華嚴禪宗密大師〈高僧漫畫34〉 ◎ 林鉅秦 140

EB00376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4*PRKMTO( 無情說法洞山良价大師〈高僧漫畫35〉 ◎ 發哥 140

EB00376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POQ( 難行能行法顯大師〈高僧漫畫36〉 ◎ 黃耀傑編繪 140

EB00376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PMM( 智慧第一舍利弗尊者〈高僧漫畫37〉 ◎ 度盧編繪 140

EB00376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PNT( 樹立南宗正統神會大師〈高僧漫畫38〉 ◎ 林鉅秦編繪 140

EB00376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PLP( 金山活佛金山活佛〈高僧漫畫39〉 ◎ 侯勝編繪 140

EB00377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PPN( 蓮宗九祖蕅益大師〈高僧漫畫40〉 ◎ 黃耀傑編繪 140

EB00377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SNQ( 頭陀第一大迦葉尊者〈高僧漫畫41〉 ◎ 度盧編繪 140

EB00377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SON( 一統釋姓道安大師〈高僧漫畫42〉 ◎ 洪義男編繪 140

EB00377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SMT( 東密祖師空海大師〈高僧漫畫43〉 ◎ 林建志、黃耀傑編繪 140

EB00377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SLM( 楊岐始祖方會大師〈高僧漫畫44〉 ◎ 林鉅秦編繪 140

EB003775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4*PRKSKP( 持律第一優波離尊者〈高僧漫畫45〉 ◎ 度盧編繪 140

EB003776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3 y(7IJ5H4*PRKTMS( 天眼通第一阿那律尊者〈高僧漫畫46〉 ◎ 度盧編繪 140

EB003777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3 y(7IJ5H4*PRLKPP( 復興三論宗吉藏大師〈高僧漫畫47〉 ◎ 宇有福編繪 140

EB003778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3 y(7IJ5H4*PRLKOS( 禪淨雙修永明延壽大師〈高僧漫畫48〉 ◎ 沈東廷編繪 140

EB003779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4 y(7IJ5H4*PRLLTM( 中土弘譯真諦大師〈高僧漫畫49〉 ◎ 鄧博文編繪 140

EB003780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3 y(7IJ5H4*PRLMKS( 東塔初祖懷素大師〈高僧漫畫50〉 ◎ 張裕群編繪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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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781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1 y(7IJ5H5*ONKQQP( 鳩摩羅什傳 (漫畫 ) ◎ 黃耀傑等繪 160

EB003782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RPLK( 畫說十大弟子 (上 )(漫畫 ) ◎ 王美智改寫 . 郭豪允繪 270

EB003783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5*ONRPMR( 畫說十大弟子 (下 )(漫畫 ) ◎ 王美智改寫 . 郭豪允繪 270

EB003784 佛光文化 ﹝佛教傳記﹞ 2003 y(7IJ5H4*PRLKQM( 現代佛教人物辭典 (上、下冊 ) ◎ 于凌波 2000

EB003785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9*TKKQRQ( 聖者的故事 (二版 ) ◎ 180

EB003786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9 y(7IJ5H8*ORNLNN( 歸程 (二版 ) ◎ 200

EB003787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4 y(7IJ5H5*TSNKNL(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 200

EB003788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TSKTTN( 聖嚴法師七十年譜 (上下冊 ) ◎ 1500

EB003789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5 y(7IJ5H5*TSNNLO( 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1)--縛悉底篇 ◎ 199

EB003790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5 y(7IJ5H5*TSNNOP( 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2)--竹林篇 ◎ 250

EB003791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5 y(7IJ5H5*TSNNPM( 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3)--獅子吼篇 ◎ 250

EB003792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6 y(7IJ5H5*TSNPQR( 把我的生命獻給你 --一位猶太比丘尼的回憶錄 ◎ 280

EB003793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5*TSNSNN( 正念戰役 --從軍人到禪師的療癒之旅 ◎ 220

EB003794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8*ORNOTM( 印光大師的生平與思想 (二版 ) ◎ 180

EB003795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9 y(7IJ5H5*TSOTMM( 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 ◎ 660

EB003796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8 y(7IJ5H5*TSOOMR( 白雲深處一禪僧 --林子青傳記文學集 ◎ 790

EB003797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1995 y(7IJ5H6*NNLLOP( 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 ◎ 400

EB003798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1997 y(7IJ5H8*ORNMNM( <菩提道燈 >抉微 ◎ 400

EB003799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TSLPOT( 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 ◎ 400

EB003800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8 y(7IJ5H5*TSONRN( 工作好修行 ◎ 180

EB003801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5*TSMMPQ( 我的法門師友 ◎ 280

EB003802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5*TSOKQT( 癲狂與純真 --日本高僧傳奇 ◎ 320

EB003803 法鼓文化 ﹝佛教傳記﹞ 2009 Y(7B67JF*LKQKKQ( 歸程 (書 +CD) ◎ 450

EB003804 雲龍 ﹝佛教傳記﹞ 2005 y(7IJ8G7*QOKTPQ( 民國高僧傳初編 ◎ 于凌波 320

EB003805 雲龍 ﹝佛教傳記﹞ 2005 y(7IJ8G7*QOKTQN( 民國高僧傳續編 ◎ 于凌波 320

EB003806 雲龍 ﹝佛教傳記﹞ 1999 y(7IJ5H9*QQNPQO( 華夏諸神‧觀音卷 ◎ 邢 莉 250

EB003807 雲龍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9*KSQPOR( 華夏諸神佛教卷 ◎ 馬書田 280

EB003808 國家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3*QKRLPL( 中國佛教諸神 ◎ 馬書田 320

EB003809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6 y(7IJ5H1*OOOLKT( 尋佛啟示：釋迦牟尼 ◎ 李民安 -著；程剛 -繪 100

EB003810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3 y(7IJ5H1*TLPLQQ( 釋迦牟尼與原始佛教 (精 ) ◎ 于凌波 333

EB003811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5 y(7IJ5H1*TMRRLS( 釋迦牟尼與原始佛教 ◎ 于凌波 220

EB003812 台灣商務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0*PMLNKQ( 釋迦牟尼 ◎ 金耀基 120

EB003813 台灣商務 ﹝佛教傳記﹞ 1976 y(7IJ5H0*PLMLQS( 釋迦牟尼新傳 ◎ 鈕先銘 著 260

EB003814 雄獅 ﹝佛教傳記﹞ 2003 y(7IJ5H4*ROKQRN( 大樹之歌－－畫說佛傳 ◎ 奚淞 300

EB003815 左岸 ﹝佛教傳記﹞ 2009 y(7IJ8G6*RMNMKT( 佛陀 :喬達摩的人生旅程 ◎ 凱倫 ˙阿姆斯壯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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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816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9 y(7IJ5H1*TMMTLL( 提婆達多 (精 ) ◎ 藍吉富 210

EB003817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9 y(7IJ5H1*TMMTMS( 提婆達多 (平 ) ◎ 藍吉富 140

EB003818 國家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3*QLKRRT( 觀音菩薩故事 ◎ 羅偉國等 180

EB003819 國家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3*QLKRQM( 普賢菩薩故事 ◎ 張琪等 180

EB003820 國家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3*QLKRPP( 文殊菩薩故事 ◎ 張琪等 180

EB003821 國家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3*QLKSQL( 彌勒菩薩故事 ◎ 張琪等 180

EB003822 國家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3*QLKSRS( 地藏菩薩故事 ◎ 羅偉國 180

EB003823 國家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3*QLKSTM( 藥王菩薩故事 ◎ 羅偉國等 180

EB003824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5 y(7IJ5H1*ONRTQP( 新譯高僧傳 (上 / 下 )(平 ) ◎ 朱恒夫、王學鈞、趙益 -注譯；潘柏世 -校閱 720

EB003825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1*TMRKKS( 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 ◎ 于凌波 200

EB003826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7 y(7IJ5H1*TKLMLN( 慧遠 (平 ) ◎ 區結成 170

EB003827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8 y(7IJ5H1*TKLMRP( 竺道生 (平 ) ◎ 陳沛然 189

EB003828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9 y(7IJ5H1*TKLNON( 僧肇 (精 ) ◎ 李潤生 244

EB003829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9 y(7IJ5H1*TKLNPK( 僧肇 (平 ) ◎ 李潤生 190

EB003830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1*OOQTPK( 佛門千里馬：玄奘 ◎ 盧宣妃 -著；程剛 -繪 100

EB003831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8 y(7IJ5H1*TKLMNR( 宗密 (平 ) ◎ 冉雲華 240

EB003832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9 y(7IJ5H1*TKLNNQ( 吉藏 (平 ) ◎ 楊惠南 222

EB003833 台灣商務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0*PMLPOM( 玄奘 ◎ 王壽南 120

EB003834 智庫文化 ﹝佛教傳記﹞ 1997 y(7IJ5H8*NTQLOM( 玄奘絲路行――現代人的古道之旅 ◎ 260

EB003835 萬卷樓 ﹝佛教傳記﹞ 2001 y(7IJ5H7*NTNPPP( 西天取經弘佛法―玄奘大師 ◎ 張增強 200

EB003836 靜思 ﹝佛教傳記﹞ 2004 y(7IJ8G7*RLLNOM( 尋覓鑑真大師的歷史足跡 ◎ 大愛電視 450

EB003837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9 y(7IJ5H1*TMMNPP( 永明延壽 (精 ) ◎ 冉雲華 280

EB003838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9 y(7IJ5H1*TMMNQM( 永明延壽 (平 ) ◎ 冉雲華 210

EB003839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4 y(7IJ5H1*TKPLON( 當代佛門人物 (精 ) ◎ 陳慧劍編著 390

EB003840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4 y(7IJ5H1*TKPLPK( 當代佛門人物 (平 ) ◎ 陳慧劍編著 320

EB003841 萬卷樓 ﹝佛教傳記﹞ 2006 y(7IJ5H7*NTPQLK( 曉雲法師教育情懷與志業 ◎ 陳秀慧 200

EB003842 靜思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6*MLTSLS( 印順導師傳 ◎ 潘 ? 420

EB003843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3 y(7IJ5H1*OLNNRM( 弘一大師傳 (一 )(平 ) ◎ 陳慧劍 70

EB003844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3 y(7IJ5H1*OLNNTQ( 弘一大師傳 (二 )(平 ) ◎ 陳慧劍 70

EB003845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3 y(7IJ5H1*OLNOLT( 弘一大師傳 (三 )(平 ) ◎ 陳慧劍 70

EB003846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3 y(7IJ5H1*TLOQMQ( 弘一大師新譜 (精 ) ◎ 林子青 433

EB003847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3 y(7IJ5H1*TLOQNN( 弘一大師新譜 (平 ) ◎ 林子青 367

EB003848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6 y(7IJ5H1*TMKMKR( 弘一大師論 (精 ) ◎ 陳慧劍 440

EB003849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6 y(7IJ5H1*TMKMLO( 弘一大師論 (平 ) ◎ 陳慧劍 370

EB003850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6 y(7IJ5H1*TMKTPP( 弘一大師傳 (精 )(修訂新版 ) ◎ 陳慧劍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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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851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7 y(7IJ5H1*TMKTQM( 弘一大師傳 (平 )(修訂新版 ) ◎ 陳慧劍 340

EB003852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1*TMQTOK( 圓通證道―印光的淨土啟化 ◎ 陳劍鍠 250

EB003853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1*TMQTTP( 白馬湖畔話弘一 ◎ 陳星著 150

EB003854 國家 ﹝佛教傳記﹞ 2002 y(7IJ5H3*QKRPSS( 李叔同 ◎ 蘇　遲 250

EB003855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5 y(7IJ5H1*TLSKOO( 人間佛教的播種者 (精 ) ◎ 釋昭慧 220

EB003856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5 y(7IJ5H1*TLSKPL( 人間佛教的播種者 (平 ) ◎ 釋昭慧 150

EB003857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89 y(7IJ5H1*TKKMNK( 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 (平 ) ◎ 釋光中 -編 778

EB003858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1998 y(7IJ5H1*TMMPMM( 中國末代禪師 (平 ) ◎ 陳慧劍 160

EB003859 三民書局 ﹝佛教傳記﹞ 2007 y(7IJ5H1*OOSPLK( 成一法師訪談錄 ◎ 卓遵宏、侯坤宏 -採訪、廖彥博 -記錄 250

EB003860 三民書局 ﹝道教總論﹞ 2008 y(7IJ5H1*TMSSML( 道教的信仰與思想 ◎ 孫亦平 200

EB003861 台灣商務 ﹝道教總論﹞ 2002 y(7IJ5H0*PLROQK( 道教信仰 . 神仙與儀式 ◎ 鄭素春 著 300

EB003862 佛光文化 ﹝道教總論﹞ 1991 y(7IJ5H5*ONOKNS( 道教知識百問 ◎ 盧國龍 180

EB003863 萬卷樓 ﹝道教總論﹞ 2001 y(7IJ5H7*NTNPOS( 超無為以自清―中國道教 ◎ 徐兆仁 200

EB003864 三民書局 ﹝道教總論﹞ 2003 y(7IJ5H1*ONPNTS( 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 ◎ 林富士 150

EB003865 三民書局 ﹝道教總論﹞ 1991 y(7IJ5H1*TKNSRN(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 (平 ) ◎ 湯一介 389

EB003866 三民書局 ﹝道藏﹞ 2006 y(7IJ5H1*OMTLNR( 新譯道門觀心經 (精 ) ◎ 王卡注譯；黃志民校閱 190

EB003867 三民書局 ﹝道藏﹞ 2009 y(7IJ5H1*OMTLOO( 新譯道門觀心經 (平 ) ◎ 王卡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20

EB003868 三民書局 ﹝道藏﹞ 2005 y(7IJ5H1*OOLTLR( 新譯坐忘論 (精 ) ◎ 張松輝 -注譯 170

EB003869 三民書局 ﹝道藏﹞ 2005 y(7IJ5H1*OOLTMO( 新譯坐忘論 (平 ) ◎ 張松輝 -注譯 100

EB003870 三民書局 ﹝道藏﹞ 2008 y(7IJ5H1*OOTKRO( 新譯黃庭經‧陰符經 (平 ) ◎ 劉連朋、顧寶田 -注譯 160

EB003871 三民書局 ﹝道藏﹞ 2005 y(7IJ5H1*ONKPMM( 新譯周易參同契 (精 ) ◎ 劉國樑注譯；黃沛榮校閱 190

EB003872 三民書局 ﹝道藏﹞ 2005 y(7IJ5H1*ONKPNT( 新譯周易參同契 (二版 ) ◎ 劉國樑 -注譯、黃沛榮 -校閱 120

EB003873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KLO( 閭山正宗開光安神總解 ◎ 法玄山人 1000

EB003874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LPL( 道法指印真傳祕笈 ◎ 法玄山人 1500

EB003875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QTO( 道壇解冤赦結科儀 ◎ 法玄山人 1000

EB003876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TRR( 安龍奠土科儀 ◎ 法玄山人 800

EB003877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TQK( 祈安禮斗科儀 ◎ 法玄山人 800

EB003878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8G7*SQOKNL( 閭山八卦收魂法科 ◎ 真德大師 600

EB003879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8G7*SQOKOS( 閭山乩童咒語秘法 ◎ 真德大師 600

EB003880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8G7*SQOKPP( 道門祭將關煞法科 ◎ 真德大師 500

EB003881 進源 ﹝道教儀式﹞ 2003 y(7IJ8G7*SQOLLQ( 綜合符咒講義 ◎ 許道仁 300

EB003882 進源 ﹝道教儀式﹞ 2003 y(7IJ8G7*SQOLKT( 道教疏文典範 (上下冊不分售 ) ◎ 松林山人 1200

EB003883 進源 ﹝道教儀式﹞ 2003 y(7IJ8G7*SQOKTN( 埔里符法講義 ◎ 許道仁 300

EB003884 進源 ﹝道教儀式﹞ 2003 y(7IJ8G7*SQOKSQ( 符法真訣 <研究報告 > ◎ 許道仁 500

EB003885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RKK( 中元普渡科儀 ◎ 法玄山人 1000



 - 112 -

．
︹
道
教
儀
式
︺
．

EB003886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TPN( 祕傳茅山符鑑 (再版 ) ◎ 永靖大師 500

EB003887 進源 ﹝道教儀式﹞ 2002 y(7IJ5H8*TNSTPN( 道教文疏牒全集 (上下冊不分售 ) ◎ 林靖欽藏書 600

EB003888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5 y(7IJ5H1*ONTSPN( 新譯悟真篇 (平 ) ◎ 劉國樑連遙注譯 170

EB003889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5 y(7IJ5H1*OOKKRL( 新譯悟真篇 (精 ) ◎ 劉國樑連遙注譯 240

EB003890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7 y(7IJ5H1*OOOTLS( 新譯樂育堂語錄 (精 ) ◎ 戈國龍 -注譯 600

EB003891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7 y(7IJ5H1*OOOTMP( 新譯樂育堂語錄 (平 ) ◎ 戈國龍 -注譯 520

EB003892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8 y(7IJ5H1*TMSSNS( 靜心之教與養生之道 ◎ 李似珍 180

EB003893 佛光文化 ﹝道教修鍊﹞ 1991 y(7IJ5H5*ONOKSN( 道教氣功百問 ◎ 陳兵 180

EB003894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6 y(7IJ5H1*OMPSTO( 新譯養性延命錄 (精 ) ◎ 曾召南注譯；劉正浩校閱 290

EB003895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9 y(7IJ5H1*OMPTKK( 新譯養性延命錄 (平 ) ◎ 曾召南 -注譯；劉正浩 -校閱 220

EB003896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5 y(7IJ5H1*OOMSTL( 新譯性命圭旨 (精 ) ◎ 傅鳳英 -注譯 480

EB003897 三民書局 ﹝道教修鍊﹞ 2005 y(7IJ5H1*OOMTKR( 新譯性命圭旨 (平 ) ◎ 傅鳳英 -注譯 400

EB003898 國家 ﹝道教修鍊﹞ 1999 y(7IJ5H3*QKQOQS( 房中術祕本 ◎ 周順成 250

EB003899 三民書局 ﹝道教宗派﹞ 2003 y(7IJ5H1*TMRNLM( 茅山道教上清宗 ◎ 鍾國發 180

EB003900 台灣商務 ﹝道觀及道
教組織﹞ 1998 y(7IJ5H0*PLPNPK( 中國古代道士生活 ◎ 黨聖元 著 200

EB003901 台灣商務 ﹝道教史﹞ 1993 y(7IJ5H0*PKRTNP( 中國的道教 ◎ 金正耀 著 140

EB003902 台灣商務 ﹝道教史﹞ 1968 y(7IJ5H0*PLNMOK( 道教史概論 ◎ 傅勤家 著 140

EB003903 國家 ﹝道教史﹞ 2004 y(7IJ5H3*QKSSPL( 道教史話 ◎ 王　卡 200

EB003904 三民書局 ﹝道教傳記﹞ 1997 y(7IJ5H1*OMPNMK( 新譯列仙傳 (精 ) ◎ 張金嶺注譯；陳滿銘校閱 200

EB003905 三民書局 ﹝道教傳記﹞ 2004 y(7IJ5H1*OMPNNR( 新譯列仙傳 (平 ) ◎ 張金嶺 -注譯；陳滿銘 -校閱 140

EB003906 三民書局 ﹝道教傳記﹞ 2009 y(7IJ5H1*ONRNQL( 新譯神仙傳 (平 ) ◎ 周啟成注譯 250

EB003907 三民書局 ﹝道教傳記﹞ 2004 y(7IJ5H1*ONRNRS( 新譯神仙傳 (精 ) ◎ 周啟成注譯 320

EB003908 雲龍 ﹝道教傳記﹞ 1998 y(7IJ5H9*KSQPNK( 華夏諸神道教卷 ◎ 馬書田 300

EB003909 國家 ﹝道教傳記﹞ 2001 y(7IJ5H3*QKRLQS( 中國道教諸神 ◎ 馬書田 320

EB003910 米娜貝爾 ﹝基督教總論﹞ 2000 y(7IJ5H0*OTMLLS( 寬容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60

EB003911 台灣商務 ﹝基督教總論﹞ 1988 y(7IJ5H0*PKTPMQ( 基督教與現代世界 ◎ 林天民 著 90

EB003912 左岸 ﹝基督教總論﹞ 2008 y(7IJ8G6*RMNLLR(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馬克斯‧韋伯 320

EB003913 小魯文化 ﹝聖經﹞ 2002 y(7IJ5H5*RKQQPO( 聖經故事 (上 ) ◎ 140

EB003914 小魯文化 ﹝聖經﹞ 2002 y(7IJ5H5*RKQQQL( 聖經故事 (下 ) ◎ 140

EB003915 台灣商務 ﹝聖經﹞ 1989 y(7IJ5H0*PKRNKK( 聖經故事一百篇 100 Bible Stories ◎ 劉意青 譯 270

EB003916 東方出版 ﹝聖經﹞ 2002 y(7IJ5H5*RKQQPO( 聖經故事 (上 ) ◎ 140

EB003917 東方出版 ﹝聖經﹞ 2002 y(7IJ5H5*RKQQQL( 聖經故事 (下 ) ◎ 140

EB003918 米娜貝爾 ﹝聖經﹞ 2000 y(7IJ5H0*OTMKRL( 聖經的故事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50

EB003919 台灣商務 ﹝聖經﹞ 1995 y(7IJ5H0*PLMLOO( 聖經後典 ◎ 張久宣 譯 400

EB003920 遠足 ﹝聖經﹞ 2003 y(7IJ8G7*QNKLPP( 聖地 ◎ Gallimard-Jeunesse 700



 - 113 - 

．
︹
基
督
教
傳
記
︺
．

EB003921 三民書局 ﹝聖經﹞ 2003 y(7IJ5H1*TMRNKP( 奴隸變宰相的約瑟 ◎ 蘇淑芬 170

EB003922 大塊 ﹝聖經﹞ 2007 y(7IJ8G2*LNKKPQ( 獅子蜜――參孫的神話或迷思 ◎ 大衛．格羅斯曼 220

EB003923 台灣商務 ﹝聖經﹞ 2007 y(7IJ5H0*PMMNMR( 所羅門王大智慧書 ◎ 齜 ? 390

EB003924 三民書局 ﹝神學﹞ 1997 y(7IJ5H1*TLTTOM( 尼古拉‧庫薩 (精 ) ◎ 李秋零 230

EB003925 三民書局 ﹝神學﹞ 1997 y(7IJ5H1*TLTTPT( 尼古拉‧庫薩 (平 ) ◎ 李秋零 160

EB003926 台灣商務 ﹝神學﹞ 2007 y(7IJ5H0*PMLQMR( 神與哲學 ◎ 愛迪安‧吉爾松 200

EB003927 大塊 ﹝神學﹞ 2008 y(7IJ8G2*LNKMRS( 耶穌的真實王朝 ◎ 詹姆斯．泰伯 380

EB003928 大塊 ﹝神學﹞ 2008 y(7IJ8G2*LNKMQL( 耶穌家族之墓 ◎ 辛卡．賈可波維奇、查理．裴列格里諾 280

EB003929 三民書局 ﹝神學﹞ 2003 y(7IJ5H1*TMROQQ( 基督宗教 ◎ FritzStolz著楊夢茹譯 120

EB003930 智庫文化 ﹝神學﹞ 2005 y(7IJ8G7*MQONSL( Forgiving！心路更寬廣 (中文版 ) ◎ 260

EB003931 台灣商務 ﹝教義文獻﹞ 1971 y(7IJ5H0*PMMLON( 天主之城 ◎ 奧古斯丁 1100

EB003932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5 y(7IJ8G7*SSKTSR( 心靈沃土：禱告擊敗我們的痛苦（下）（中英雙書） ◎ 300

EB003933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1997 y(7IJ5H9*PPNRNP( 寂靜之聲 ◎ 160

EB003934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6 y(7IJ8G7*MQOPRM( 為自己拚一場：發揮潛能，追求卓越人生（上）（中英雙書） ◎ 360

EB003935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6 y(7IJ8G7*MQOPST( 為自己拚一場：發揮潛能，追求卓越人生（下）（中英雙書） ◎ 360

EB003936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5 y(7IJ8G7*MQOONP( 人生一定要沾鍋 （中文版）（軟精裝） ◎ 420

EB003937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6 y(7IJ8G7*MQOQTP( 沾好鍋25法則（中文版）（硬精裝） ◎ 360

EB003938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5 y(7IJ8G7*MQOOLL( 人生一定要沾鍋 （上）（中英雙書）（軟精裝） ◎ 420

EB003939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5 y(7IJ8G7*MQOOMS( 人生一定要沾鍋 （下）（中英雙書）（軟精裝） ◎ 420

EB003940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3 y(7IJ5H0*OSOSTM( 耶穌談成功――找出最適合你的人生目標 ◎ 240

EB003941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2 y(7IJ5H0*OSOTLP( 耶穌談生活――熱情與喜樂的處世哲學 ◎ 280

EB003942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3 y(7IJ5H0*OSOTKS( 耶穌談預言――激發潛能的預言 ◎ 300

EB003943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3 y(7IJ8G7*SSKLNK( 耶穌談企業――愛與鼓舞的成功之路 ◎ 360

EB003944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5 y(7IJ8G7*SSKSLT( 耶穌，生命導師 ◎ 300

EB003945 智庫文化 ﹝實際神學﹞ 2005 y(7IJ8G7*MQONTS( 來自上帝的驚喜――一個聽障女孩贏得美國小且后冠的感人故事 (中文版 ) ◎ 
240

EB003946 三民書局 ﹝宗派﹞ 1990 y(7IJ5H1*TKNMOS( 我是依然苦鬥人 (精 ) ◎ 毛振翔 378

EB003947 台灣商務 ﹝基督教史﹞ 1985 y(7IJ5H0*PLOQMT( 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 ◎ 李志剛 撰 350

EB003948 國家 ﹝基督教史﹞ 2004 y(7IJ5H3*QKSSOO( 中國基督教史話 ◎ 王美秀 200

EB003949 萬卷樓 ﹝基督教史﹞ 2001 y(7IJ5H7*NTNMPS( 上帝的使徒—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 ◎ 陳寶良 200

EB003950 三民書局 ﹝基督教傳記﹞ 2008 y(7IJ5H1*OOTPMO( 救世主：耶穌 ◎ 王明心 -著；陳澤新 -繪 100

EB003951 台灣商務 ﹝基督教傳記﹞ 2007 y(7IJ5H0*PMLRNN( 耶穌的故事 ◎ 周聯華 120

EB003952 台灣商務 ﹝基督教傳記﹞ 1998 y(7IJ5H0*PLPKQK( 懺悔錄 ◎ 奧古斯丁 著 350

EB003953 三民書局 ﹝基督教傳記﹞ 1986 y(7IJ5H1*OLPNSN( 孤軍苦鬥記 (精 ) ◎ 毛振翔 110

EB003954 三民書局 ﹝基督教傳記﹞ 1986 y(7IJ5H1*OLPNTK( 孤軍苦鬥記 (平 ) ◎ 毛振翔 70

EB003955 三民書局 ﹝基督教傳記﹞ 1991 y(7IJ5H1*TKPNNO( 我這半生 (平 ) ◎ 毛振翔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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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956 台灣商務 ﹝基督教傳記﹞ 2001 y(7IJ5H0*PLQTTT( 于斌樞機傳 ◎ 陳方中 編著 420

EB003957 三民書局 ﹝基督教傳記﹞ 2006 y(7IJ5H1*OOOKRT( 一雙溫暖的手：德蕾莎修女 ◎ 錢莉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03958 小魯文化 ﹝基督教傳記﹞ 2008 y(7IJ5H5*RKSSQN( 德蕾莎 ◎ 鄭清榮 150

EB003959 東方出版 ﹝基督教傳記﹞ 2008 y(7IJ5H5*RKSSQN( 德蕾莎 ◎ 鄭清榮 150

EB003960 法鼓文化 ﹝伊斯蘭教論疏﹞ 2003 y(7IJ5H5*TSMPKS( 如何不怕鬼 ◎ 99

EB003961 三民書局 ﹝伊斯蘭教佈教﹞ 1982 y(7IJ5H1*OLOQOP( 一束稻草 (精 ) ◎ 吳怡著 110

EB003962 三民書局 ﹝伊斯蘭教佈教﹞ 1989 y(7IJ5H1*TKKKMP( 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 (精 ) ◎ 韋政通 300

EB003963 三民書局 ﹝伊斯蘭教史﹞ 2004 y(7IJ5H1*TMRQQO( 簡明伊斯蘭史 ◎ 金宜久 210

EB003964 三民書局 ﹝伊斯蘭教史﹞ 2002 y(7IJ5H1*TMQTLT( 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 ◎ 葛壯著 210

EB003965 台灣商務 ﹝伊斯蘭教史﹞ 1969 y(7IJ5H0*PLNMKM( 中國回教史 ◎ 傅統先 著 240

EB003966 三民書局 ﹝伊斯蘭教傳記﹞ 2007 y(7IJ5H1*OOPPLT( 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 ◎ 李笠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03967 台灣商務 ﹝伊斯蘭教傳記﹞ 2007 y(7IJ5H0*PMLNTT( 穆罕默德傳 ◎ 劉佑知 120

EB003968 三民書局 ﹝猶太教總論﹞ 2002 y(7IJ5H1*TMQQTS( 多難之路―猶太教 ◎ 黃陵渝 200

EB003969 台灣商務 ﹝猶太教總論﹞ 1969 y(7IJ5H0*PLNLTQ( 猶太教概論 ◎ 袁定安 著 160

EB003970 國家 ﹝猶太教經典﹞ 1994 y(7IJ5H3*QKNPMS( 猶太五千年智慧 ◎ 葛秋圃 200

EB003971 大塊 ﹝猶太教規律﹞ 2010 y(7IJ8G2*LNLQMQ( 我在豪宅學到的人生功課 ◎ 瑞恩‧達戈斯蒂諾 280

EB003972 大塊 ﹝猶太教佈教﹞ 2009 y(7IJ8G2*LNLOMS( 一點小信仰 ◎ 米奇．艾爾邦 260

EB003973 米娜貝爾 ﹝猶太教傳記﹞ 1998 y(7IJ5H8*QMMQRS( 一位靈媒的生命之旅 -鷹與玫瑰 (米娜貝爾 ) ◎ 蘿絲瑪莉 . 奧 亞 250

EB003974 蘭臺 ﹝其他宗教﹞ 2007 y(7IJ8G7*QMQPPO( 現在華北秘密宗教 ◎ 800

EB003975 國史館 ﹝中國其他宗教﹞ 1979 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 ◎ 鍾華操 240

EB003976 蘭臺 ﹝中國其他宗教﹞ 2008 y(7IJ8G7*QMQQOQ( 一貫道宗師張天然傳 ◎ 680

EB003977 國家 ﹝中國其他宗教﹞ 2004 y(7IJ5H3*QKSSRP( 孔廟史話 ◎ 曲英杰 200

EB003978 三民書局 ﹝中國其他宗教﹞ 2003 y(7IJ5H1*TMQQRO( 中國民間信仰與道教 ◎ 劉仲宇 160

EB003979 台灣商務 ﹝中國其他宗教﹞ 2001 y(7IJ5H0*PLRMPP( 祭壇神歌 ◎ 顧希佳 著 350

EB003980 國史館 ﹝中國其他宗教﹞ 2002 y(7IJ5H0*MSTKPN( 臺灣宗教論集 ◎ 黃有興 . 增日福太郎 200

EB003981 萬卷樓 ﹝中國其他宗教﹞ 1999 y(7IJ5H7*NTMMOO( 神鬼之間—民間信仰面面觀 ◎ 李富華 200

EB003982 蘭臺 ﹝中國其他宗教﹞ 2007 y(7IJ8G7*QMQPOR( 寶卷論集 ◎ 800

EB003983 蘭臺 ﹝中國其他宗教﹞ 2008 y(7IJ8G7*QMQNTO( 臺灣的金銀紙錢 ◎ 350

EB003984 雲龍 ﹝祠祀﹞ 2002 y(7IJ8G7*TNSKRR( 華夏諸神 . 門與門神卷 ◎ 王樹村 250

EB003985 雲龍 ﹝祠祀﹞ 2000 y(7IJ5H9*QQNOST( 華夏諸神．灶神卷 ◎ 楊福泉 250

EB003986 雲龍 ﹝祠祀﹞ 1999 y(7IJ5H9*QQNPOK( 華夏諸神 -民間神像 ◎ 宋兆麟 320

EB003987 雲龍 ﹝祠祀﹞ 1999 y(7IJ5H9*QQNPPR( 華夏諸神 -玉皇大帝 ◎ 陳建憲 250

EB003988 雲龍 ﹝祠祀﹞ 1999 y(7IJ5H9*QQNPRL( 華夏諸神‧媽祖卷 ◎ 李露露 250

EB003989 雲龍 ﹝祠祀﹞ 1999 y(7IJ5H9*QQNPTP( 華夏諸神‧財神卷 ◎ 呂 威 著 250

EB003990 雲龍 ﹝祠祀﹞ 1996 y(7IJ5H9*KSQTLM( 中國行業神崇拜 ◎ 李喬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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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3991 雲龍 ﹝祠祀﹞ 1996 y(7IJ5H9*KSQTNQ( 中國行業神上卷 ◎ 李喬 250

EB003992 雲龍 ﹝祠祀﹞ 1996 y(7IJ5H9*KSQTON( 中國行業神下卷 ◎ 李喬 250

EB003993 雲龍 ﹝祠祀﹞ 1993 y(7IJ5H9*KSQPMN( 華夏諸神俗神卷 ◎ 馬書田 250

EB003994 雲龍 ﹝祠祀﹞ 1993 y(7IJ5H9*KSQPPO( 華夏諸神鬼神卷 ◎ 馬書田 200

EB003995 國家 ﹝祠祀﹞ 2001 y(7IJ5H3*QKRLRP( 中國民間諸神 ◎ 馬書田 280

EB003996 國家 ﹝祠祀﹞ 2001 y(7IJ5H3*QKRLSM( 中國冥界諸神 ◎ 馬書田 280

EB003997 國家 ﹝祠祀﹞ 2005 y(7IJ5H3*QKTSST( 中國寺廟仙佛 ◎ 馬書田 250

EB003998 國家 ﹝祠祀﹞ 2005 y(7IJ5H3*QKTTLT( 中國諸神大觀 ◎ 馬書田 600

EB003999 進源 ﹝祠祀﹞ 2004 y(7IJ8G7*SQOMQK( 拜拜求事寶鑑 ◎ 松林山人 320

EB004000 進源 ﹝祠祀﹞ 2005 y(7IJ8G7*SQONLO( 台灣民間信仰神明大圖鑑 ◎ 林進源 500

EB004001 進源 ﹝祠祀﹞ 2005 y(7IJ5H8*TNSMON( 中國神明百科寶典 (新版 ) ◎ 林進源 500

EB004002 進源 ﹝祠祀﹞ 2008 y(7IJ8G7*SQORST( 拜出好運福氣來 ◎ 陳哲毅‧陳旅得 320

EB004003 上鎰 ﹝祠祀﹞ 2009 y(7IJ8G8*PLQSLQ( 天上聖母媽祖 ◎ 陳心亭 320

EB004004 藝術家 ﹝祠祀﹞ 2006 y(7IJ8G7*KNOKRQ( 台灣的神像 --一名美國文物蒐藏家研究紀事 ◎ 唐能理 Neal Donnelly 著 600

EB004005 蘭臺 ﹝祠祀﹞ 2007 y(7IJ8G7*QMQPKT( 希望之光―台灣神明的故事 ◎ 葉倫會 250

EB004006 國史館 ﹝祠祀﹞ 2008 y(7IJ8G0*LQTTMS( 臺灣土地公信仰與傳奇特展圖錄 ◎ 李建章、 林明洲 230

EB004007 遠足 ﹝祠祀﹞ 2003 y(7IJ5H2*SKNLTQ( 台灣的土地公 ◎ 王健旺 400

EB004008 遠足 ﹝祠祀﹞ 2006 y(7IJ8G7*QNKRLL( 台灣的城隍廟 ◎ 黃柏芸 400

EB004009 國史館 ﹝祠祀﹞ 1997 y(7IJ5H0*MNSPRK( 彰化縣三山國王廟 ◎ 曾慶國 800

EB004010 蘭臺 ﹝祠祀﹞ 2006 y(7IJ8G7*QMQOOS( 花蓮地區客家信仰的轉變 ◎ 300

EB004011 遠足 ﹝祠祀﹞ 2006 y(7IJ8G7*QNKRMS( 台灣的媽祖廟 ◎ 陳仕賢 400

EB004012 三民書局 ﹝祠祀﹞ 2003 y(7IJ5H1*TMRPKN( 龍王信仰探祕 ◎ 苑利著 210

EB004013 蘭臺 ﹝祠祀﹞ 2008 y(7IJ8G7*QMQOLR( 臺灣民間信仰的地基主 ◎ 350

EB004014 遠足 ﹝祠祀﹞ 2006 y(7IJ8G7*QNKQTS( 台灣的王爺廟 ◎ 謝宗榮 400

EB004015 遠足 ﹝祠祀﹞ 2006 y(7IJ8G7*QNKRKO( 台灣的虎爺信仰 ◎ 高佩英 400

EB004016 三民書局 ﹝印度教﹞ 2002 y(7IJ5H1*TMQTQO( 印度教導論 ◎ 摩訶提瓦著；林煌洲譯 260

EB004017 三民書局 ﹝印度教﹞ 2003 y(7IJ5H1*TMRORN( 獅子勇士－錫克教史話 ◎ 江亦麗 150

EB004018 三民書局 ﹝印度教﹞ 2007 y(7IJ5H1*TMSOQN( 恆河之魂―印度教漫談 ◎ 江亦麗 200

EB004019 三民書局 ﹝印度教﹞ 2007 y(7IJ5H1*TMSTPL( 印度教宗教文化 ◎ 林煌洲 220

EB004020 三民書局 ﹝東方諸宗教﹞ 2002 y(7IJ5H1*TMQTMQ( 滿族薩滿教 ◎ 王宏剛、于國華著 180

EB004021 三民書局 ﹝神話總論﹞ 1998 y(7IJ5H1*OMSMSO( 神話 ◎ GeorgesHacquard著；沈堅譯 250

EB004022 國史館 ﹝神話總論﹞ 1994 彰化縣珍貴老樹的歷史源流與掌故傳說 ◎ 黃文瑞 250

EB004023 台灣商務 ﹝中國神話﹞ 1991 y(7IJ5H0*PKNSTK( 中國神話及志怪小說一百篇 ◎ 丁往道 選譯 230

EB004024 台灣商務 ﹝中國神話﹞ 1993 y(7IJ5H0*PKRQNS( 中國古代神話與傳說 ◎ 潛明茲 著 140

EB004025 台灣商務 ﹝中國神話﹞ 1988 y(7IJ5H0*PKQOMQ( 中國神話研究 ◎ 譚達先 著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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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026 幼獅文化 ﹝中國神話﹞ 2003 y(7IJ5H5*ROOOKN( 上古神話－－童話的搖籃 ◎ 管家琪 200

EB004027 雲龍 ﹝中國神話﹞ 2002 y(7IJ8G7*TNSLML( 黑暗傳 ◎ 胡崇峻 搜 280

EB004028 國家 ﹝中國神話﹞ 1993 y(7IJ5H3*QKMMLR( 中國古史故事 ◎ 穆義靖 250

EB004029 國家 ﹝中國神話﹞ 2006 y(7IJ5H3*QLKLPL( 中國神話故事 ◎ 蕭志舜 400

EB004030 萬卷樓 ﹝中國神話﹞ 1999 y(7IJ5H7*NTMOMS( 遙遠的故事—古代神話傳說 ◎ 王桂蘭 200

EB004031 小語言 ﹝西洋各國神話﹞ 2009 y(7IJ8G6*TQNNMM( 希臘神話故事【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
圖注音版 ) ◎ James Baldwin著 ; 冷沂改寫

160

EB004032 米娜貝爾 ﹝西洋各國神話﹞ 2004 y(7IJ8G7*QOKNQT( 英雄的勝利 -希臘與羅馬神話 (米娜貝爾 ) ◎ Tony Allan 280

EB004033 台灣商務 ﹝西洋各國神話﹞ 1989 y(7IJ5H0*PKRPQK( 希臘羅馬神話一百篇 ◎ 陶 潔 選譯 220

EB004034 幼獅文化 ﹝西洋各國神話﹞ 2005 y(7IJ5H5*ROPPMN(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眾神的喜怒哀樂 ◎ 管家琪 200

EB004035 雄獅 ﹝西洋各國神話﹞ 2000 y(7IJ5H4*ROKLPO( 神話‧繪畫 --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 ◎ 張心龍 450

EB004036 知書房 ﹝各國神話﹞ 2005 y(7IJ8G7*QOKRMR( 太陽神的祭品 (米娜貝爾 ) ◎ TONY ALLAN 280

EB004037 米娜貝爾 ﹝各國神話﹞ 2004 y(7IJ8G7*QOKOPL( 邁向永恆之路 :埃及神話 (米娜貝爾 ) ◎ Fergus Fleming 280

EB004038 進源 ﹝術數總論﹞ 2003 y(7IJ8G7*SQOLQL( 五術津梁 ~五術基礎理論 ◎ 洪富連 230

EB004039 大冠 ﹝術數總論﹞ 2005 y(7IJ8G7*OROLNL( 趨吉避凶 ◎ 黃德忠 280

EB004040 進源 ﹝術數總論﹞ 2009 y(7IJ8G7*SQOSQO( 五術築基 ◎ 劉賁 400

EB004041 台灣商務 ﹝陰陽五行﹞ 2005 y(7IJ5H0*PLTSPN( 自我之形成 ◎ 于德昌 250

EB004042 台灣商務 ﹝陰陽五行﹞ 2005 y(7IJ5H0*PMKMNL( 自我之形成增訂本－人類精神生命的結構、性能及運作方式 ◎ 于德昌 著 280

EB004043 萬卷樓 ﹝陰陽五行﹞ 2000 y(7IJ5H7*NTMTOR( 睡虎地秦簡初探 ◎ 高 敏 500

EB004044 萬卷樓 ﹝陰陽五行﹞ 2000 y(7IJ5H7*NTMTOR( 簡帛《五行》箋釋 ◎ 魏啟鵬 320

EB004045 大堯 ﹝占卜﹞ 2009 y(7IJ8G6*PRTLNO( 奇門遁甲 占卜篇 -卜卦解碼精撰 ◎ 黃啟霖 450

EB004046 大堯 ﹝占卜﹞ 2008 y(7IJ8G6*RTMNLL( 財運亨通開運指南－易經密碼旺財運 ◎ 張文政 220

EB004047 大堯 ﹝占卜﹞ 2008 y(7IJ8G6*RTMKML( 愛情開運指南 ◎ 張文政 220

EB004048 大堯 ﹝占卜﹞ 2007 y(7IJ8G6*RTMMQR( 奇門遁甲【基礎篇】：排盤與運用訣竅 ◎ 黃啟霖 300

EB004049 大堯 ﹝占卜﹞ 2007 y(7IJ8G6*RTMMRO( 奇門遁甲【工具篇】：局盤集與萬用曆 ◎ 黃啟霖 400

EB004050 大堯 ﹝占卜﹞ 2007 y(7IJ8G6*RTMMSL( 奇門遁甲【陽遁篇】--陽遁540局時盤詳解 ◎ 黃啟霖 400

EB004051 大堯 ﹝占卜﹞ 2007 y(7IJ8G6*RTMMPK( 奇門遁甲【陰遁篇】--陰遁540局時盤詳解 ◎ 黃啟霖 400

EB004052 出色 ﹝占卜﹞ 2006 y(7IJ8G7*NPLRPN( 12星座超人氣職場寶典 ◎ 王璽 190

EB004053 出色 ﹝占卜﹞ 2004 y(7IJ5H2*TOTONQ( 前進職場，工作大贏家 ◎ 王璽 220

EB004054 正中書局 ﹝占卜﹞ 1997 y(7IJ5H9*TMSKML( 字中天地 ◎ 半十老人著 200

EB004055 知書房 ﹝占卜﹞ 2005 y(7IJ8G7*QOKORP( 星空的翻譯 (米娜貝爾 ) ◎ 傑弗瑞 . 柯尼利厄斯 480

EB004056 雲龍 ﹝占卜﹞ 1994 y(7IJ5H9*KSQPTM( 占夢術注評 ◎ 王世杰 . 孫 350

EB004057 雲龍 ﹝占卜﹞ 1994 y(7IJ5H9*KSQQLP( 占星術注評 ◎ 劉韶軍 360

EB004058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NNP( 紫微占病斷訣實例 ◎ 沈平山 300

EB004059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MSL( 初學卜卦 (新版 ) ◎ 鄭景峰 300

EB004060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NKO( 文王卦實例 (第二集 ) ◎ 鄭景峰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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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061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TNT( 卜卦看財運 ◎ 鄭景峰 350

EB004062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ONO( 卜卦看感情 ◎ 鄭景峰 300

EB004063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ORM( 金寶占卜實例 ◎ 黃金寶 300

EB004064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PLT( 精準商業占卜全書 ◎ 王士文 300

EB004065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QKL( 金寶占卜實例第二集 ◎ 黃金寶 300

EB004066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QOT( 奇門遁甲講解 ◎ 王士文 300

EB004067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QMP( 精簡奇門遁甲盤解說 ◎ 王士文 300

EB004068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QQN( 奇門遁甲精要 ◎ 王士文 300

EB004069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QSR( 文王卦與蔡宗志 ◎ 蔡宗志 300

EB004070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RNL( 奇門遁甲析盤1080局國寶 ◎ 陳彥樺 700

EB004071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SNK( 易數占卜學真訣 ◎ 周裕程 350

EB004072 進源 ﹝占卜﹞ 2002 y(7IJ5H8*TNSSPO( 文王卦實例解析 ◎ 蔡宗志 300

EB004073 進源 ﹝占卜﹞ 2002 y(8GH6E0*KKS 金寶占卜實例第三集 (再版 ) ◎ 黃金寶 300

EB004074 進源 ﹝占卜﹞ 2004 y(7IJ8G7*SQOMOQ( 金玉六爻神卦 ◎ 方金玉 300

EB004075 進源 ﹝占卜﹞ 2005 y(7IJ5H8*TNSSRS( 奇門遁甲使用精典 (新版 ) ◎ 林琮學 380

EB004076 進源 ﹝占卜﹞ 2007 y(7IJ8G7*SQOPON( 八字煉丹盧 ◎ 陳哲毅 350

EB004077 瑞昇 ﹝占卜﹞ 2007 y(7IJ5H5*MQQTON( 我也懂風水 !居家打掃開運術 ◎ 宇月田麻裕 200

EB004078 進源 ﹝占卜﹞ 2007 y(7IJ8G7*SQOQQQ( 葫蘆神數 ◎ 沈朝合 &謝翎 300

EB004079 進源 ﹝占卜﹞ 2007 y(7IJ8G7*SQOQSK( 奇門遁甲傳薪燈 ◎ 鄭照煌 350

EB004080 三悅 ﹝占卜﹞ 2008 y(7IJ5H5*MQRMRS( 解夢好好玩！趨吉避凶的夢境預言 ◎ 白井小夜子 180

EB004081 進源 ﹝占卜﹞ 2008 y(7IJ8G7*SQORQP( 梅花易數實證集錄白話本 ◎ 劉臺坤 350

EB004082 大冠 ﹝占卜﹞ 2008 y(7IJ8G7*OROMMN( 野鶴老人占卜全書基礎篇 (上下不分售 ) ◎ 了無居士 500

EB004083 進源 ﹝占卜﹞ 2008 y(7IJ8G7*SQOSKM( 卜卦傳薪燈 ◎ 鄭照煌 320

EB004084 出色文化 ﹝占卜﹞ 2007 y(7IJ8G8*MOMRQK( 圖解占星學 ◎ 戴鵬飛 280

EB004085 陳添賜 ﹝占卜﹞ 2009 y(7IJ5H4*LQLRNR( 八字擂台 ◎ 陳添賜 380

EB004086 陳添賜 ﹝占卜﹞ 2009 y(7IJ5H4*LQOMPR( 卜卦擂台 ◎ 陳添賜 480

EB004087 正中書局 ﹝占卜﹞ 1997 y(7IJ5H9*TMSKML( 字中天地 ◎ 半十老人著 200

EB004088 國家 ﹝占卜﹞ 2007 y(7IJ5H3*QLKQPQ( 易經占卜寶典 ◎ 薛朝晶 600

EB004089 木馬 ﹝占卜﹞ 2009 y(7IJ8G6*OSSNNR( 萬事問周公 ◎ 古人 179

EB004090 大塊 ﹝占卜﹞ 2007 y(7IJ8G8*MLROPO( 愛在塔羅靈動時 ◎ 傅子綺 260

EB004091 健行 ﹝占卜﹞ 2002 y(7IJ5H9*QSKTNQ( 12星座開運招財術 （原：12星座職場理財手冊） ◎ 張啟疆 129

EB004092 三民書局 ﹝占卜﹞ 2005 y(7IJ5H1*OOMQNL( 中國星占揭秘 ◎ 陳久金 180

EB004093 國家 ﹝占卜﹞ 2003 y(7IJ5H3*QKRTQK( 星座．手相與命運 ◎ 張衡玉 200

EB004094 國家 ﹝占卜﹞ 2000 y(7IJ5H3*QKQTLS( 神奇的誕生數 ◎ 蔡慧音 200

EB004095 九月 ﹝命相﹞ 2008 y(7IJ8G8*MSPRRO( 大吉大利創業投資 ◎ 笨老子述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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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096 九月 ﹝命相﹞ 2007 y(7IJ8G8*MSPRPK( 姓名學談人際、財運、氣勢 ◎ 笨老子 250

EB004097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TN( 姓名學夫妻子女吉凶 ◎ 笨老子 250

EB004098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QM( 天格水姓命運真相 ◎ 笨老子述丁佩呤整理 250

EB004099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RT( 天格土姓命運真相 ◎ 笨老子述丁佩呤整理 250

EB004100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SQ( 迷失 VS. 不要急 ◎ 笨老子 250

EB004101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NL( 深入男女異姓 ◎ 笨老子述丁佩呤整理 250

EB004102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PP( 天格金姓命運真相 ◎ 笨老子 250

EB004103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OS( 姓名學家運子女吉凶 ◎ 笨老子 250

EB004104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LR( 天格木姓命運真相 ◎ 笨老子述丁佩呤整理 250

EB004105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KOSOSP( 笨老子吉祥名字 ◎ 笨老子 250

EB004106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ORKKK( 姓名學突破真相 -新版 ◎ 笨老子 250

EB004107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KOSOTM( 笨老子解開事實 ◎ 笨老子 250

EB004108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KOSOQL( 姓名學之精神 ◎ 笨老子 250

EB004109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KOSORS( 姓名學之秘學 ◎ 笨老子 250

EB004110 大可 ﹝命相﹞ 2007 y(7IJ8G8*MNKPQT( 其實你最好命 ◎ 宋思樵 250

EB004111 網路與書 ﹝命相﹞ 2004 y(7IJ5H2*TPQRPP( 命運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4112 知書房 ﹝命相﹞ 2009 y(7IJ8G7*LPLTSS( 八字真言 ◎ 李如明 320

EB004113 雲龍 ﹝命相﹞ 1992 y(7IJ5H9*KSQPLQ( 華夏取名藝術 ◎ 王泉根 200

EB004114 恆友文化 ﹝命相﹞ 2009 y(7IJ8G8*OMPOLP( 紫微斗數算什麼 ?!-附光碟 ◎ 王文華 288

EB004115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MQR( 剋擇講義註解 ◎ 天星居士 600

EB004116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PRL( 造葬擇日無師自通 ◎ 天星居士 500

EB004117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KQT( 紫微斗數流年災禍總論 (新版 ) ◎ 沈平山 380

EB004118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NOM( 突破傳統八字命學 ◎ 姜威國 350

EB004119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NSK( 燕山集 ◎ 清‧石楷著 400

EB004120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PPR( 紫斗精論財運實例 ◎ 王士文 300

EB004121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PNN( 精簡紫斗論命實例 ◎ 王士文 300

EB004122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PQO( 八字與生涯規劃講解 ◎ 王士文 300

EB004123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RPP( 現代八字實例夫妻篇 ◎ 蔡宗志 300

EB004124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RQM( 識紫微旺好運 ◎ 陳彥樺 300

EB004125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MLM( 張三丰神秘奇書 ◎ 張三丰仙師 350

EB004126 進源 ﹝命相﹞ 2002 y(7IJ8G7*SQOKLR( 紫微斗數一時分四命 ◎ 法廣居士 300

EB004127 進源 ﹝命相﹞ 2002 y(7IJ8G7*SQOKRT( 手相改運彩色圖鑑 ◎ 松山林人 450

EB004128 進源 ﹝命相﹞ 2003 y(7IJ8G7*SQOLNK( 擇日秘本萬年通書 ◎ 洪潮和 230

EB004129 進源 ﹝命相﹞ 2003 y(7IJ8G7*SQOLOR( 擇日講義 ◎ 洪潮和 230

EB004130 進源 ﹝命相﹞ 2004 y(7IJ8G7*SQOLSP( 手掌訣淺釋與應用 ◎ 松林山人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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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131 進源 ﹝命相﹞ 2004 y(7IJ8G7*SQOMLP( 日課秘論全書 (上下冊不分售 ) ◎ 蕭有用 500

EB004132 進源 ﹝命相﹞ 2004 y(7IJ8G7*SQOLTM( 命理秘論全書 (上下冊不分售 ) ◎ 蕭有用 500

EB004133 進源 ﹝命相﹞ 2005 y(7IJ8G7*SQOOKQ( 斗數功夫 ◎ 翁福裕 500

EB004134 大冠 ﹝命相﹞ 2005 y(7IJ8G8*KMOTSO( 透析心中相 ◎ 黃德忠 480

EB004135 進源 ﹝命相﹞ 2005 y(7IJ8G7*SQOMRR( 斗數四化元氣 ◎ 法廣居士 300

EB004136 進源 ﹝命相﹞ 2005 y(7IJ8G7*SQOMSO( 掌訣識玄機 ◎ 行善居士 380

EB004137 進源 ﹝命相﹞ 2005 y(7IJ8G7*SQOMTL( 斗數護法 ◎ 嗡福裕 450

EB004138 大冠 ﹝命相﹞ 2005 y(7IJ5H2*SQNLOP( 滴天髓闡微 -1 ◎ 了無居士 300

EB004139 大冠 ﹝命相﹞ 2005 y(7IJ5H2*SQNLPM( 滴天髓闡微 -2 ◎ 了無居士 300

EB004140 大冠 ﹝命相﹞ 2005 y(7IJ8G7*OROLMO( 拆穿鐵算盤 ◎ 了無居士 280

EB004141 進源 ﹝命相﹞ 2005 y(7IJ8G7*SQONTK( 子平八字十神因果論 ◎ 吳政憶 450

EB004142 大冠 ﹝命相﹞ 2005 y(7JJ8G8*KMOTKR( 企業相人術 ◎ 李家雄 220

EB004143 大冠 ﹝命相﹞ 2005 y(7JJ5H3*KMKQOP( 紫微斗數導讀 --進階篇 ◎ 陳世興 280

EB004144 進源 ﹝命相﹞ 2006 y(7IJ8G7*SQOOMK( 子平真詮評註 ◎ 沈孝瞻 250

EB004145 進源 ﹝命相﹞ 2006 y(7IJ8G7*SQOOOO( 八字白話全紀錄 ◎ 陳昱勳 300

EB004146 進源 ﹝命相﹞ 2006 y(7IJ8G7*SQOONR( 八字傳薪燈 ◎ 鄭照煌 300

EB004147 進源 ﹝命相﹞ 2006 y(7IJ8G7*SQOOPL( 命理革新子平粹言 ◎ 徐樂吾 300

EB004148 進源 ﹝命相﹞ 2006 y(7IJ8G7*SQOOSM( 八字的玄機 ◎ 謝武藤 250

EB004149 進源 ﹝命相﹞ 2006 y(7IJ8G7*SQOORP( 窮通寶鑑評註 ◎ 余春台 200

EB004150 大冠 ﹝命相﹞ 2006 y(7IJ5H3*KMKQLP( 紫微斗數導讀獨身篇（修訂版） ◎ 陳世興 280

EB004151 大冠 ﹝命相﹞ 2006 y(7IJ5H2*SMRNPM( 如何讓女人更女人 ◎ 李家雄 250

EB004152 大冠 ﹝命相﹞ 2006 y(7IJ8G7*OROLQM( 命理一得 ◎ 了無居士 300

EB004153 大冠 ﹝命相﹞ 2006 y(7IJ8G7*OROLPP( 用神精華 ◎ 了無居士 300

EB004154 大冠 ﹝命相﹞ 2006 y(7IJ8G7*OROKOT( 子平辯正六十六問 ◎ 章無忌 250

EB004155 大冠 ﹝命相﹞ 2006 y(7IJ8G7*OROKMP( 蘭臺妙選 ◎ 了無居士 280

EB004156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PMT( 紫微斗數婚姻總論 ◎ 沈平山 380

EB004157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PNQ( 文王聖卦 ◎ 陳巃羽 250

EB004158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PLM( 訂正滴天髓徵義 ◎ 劉伯溫‧徐樂吾增註 300

EB004159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PSL( 紫微寶典 ◎ 劉純市 350

EB004160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PTS( 論命出奇招 ◎ 沈朝合 ,謝翎 380

EB004161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QPT( 斗數正眼 ◎ 翁福裕 500

EB004162 進源 ﹝命相﹞ 2007 y(7IJ5H8*TNSQRK( 古今七政占星速成 (增訂版 ) ◎ 夏維綱 450

EB004163 進源 ﹝命相﹞ 2007 y(7IJ8G7*SQOQRN( 十二生肖姓名學總論 ◎ 陳哲毅 &陳旅得 300

EB004164 進源 ﹝命相﹞ 2008 y(7IJ8G7*SQORLK( 四柱薪燈 ◎ 鄭照煌 320

EB004165 進源 ﹝命相﹞ 2008 y(7IJ8G7*SQORNO( 正宗子平 --博士論文 ◎ 劉金財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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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166 進源 ﹝命相﹞ 2008 y(7IJ8G7*SQOROL( 捉用神學八字 --窮通寶鑑白話本 ◎ 陳哲毅、陳力翰 550

EB004167 進源 ﹝命相﹞ 2008 y(7IJ8G7*SQORRM( 四柱推命學 ◎ 鍾茂基 600

EB004168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SMQ( 紫微斗數古訣今鑑 ◎ 張宏輔 420

EB004169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SOK( 十二生肖姓名八字三合一總論 ◎ 陳哲毅 &陳力瀚 350

EB004170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SSS( 八字傳薪燈三部曲 ◎ 鄭照煌 350

EB004171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KL( 星平會海析義 ◎ 張貴振‧張智超 380

EB004172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LS( 陳哲毅教你學面相技巧 ◎ 陳哲毅‧陳力瀚 400

EB004173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MP( 四柱推命學 ◎ 鐵筆子 250

EB004174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NM( 占驗紫微案例精選 ◎ 范振木‧黃素芳 300

EB004175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OT( 陳哲毅教你看手相技巧 ◎ 陳哲毅‧陳旅得 380

EB004176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QN( 紫微斗數秘儀傳承 ◎ 子陽 500

EB004177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TO( 八字應用學寶典 ◎ 陳天寶 420

EB004178 進源 ﹝命相﹞ 2009 y(7IJ8G7*SQOTSR( 最新姓名學字典 ◎ 陳哲毅‧陳旅得 350

EB004179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SPRNQ( 斗秘 ◎ 笨老子 250

EB004180 國家 ﹝命相﹞ 1995 y(7IJ5H3*QKNTSQ( 解讀姻緣 ◎ 柳家珍 200

EB004181 國家 ﹝命相﹞ 2002 y(7IJ5H3*QKRPPR( 十二生肖姻緣與命運 ◎ 柳家珍 200

EB004182 國家 ﹝命相﹞ 2004 y(7IJ5H3*QKTKSR( 紫微斗數入門 ◎ 周學聖 200

EB004183 國家 ﹝命相﹞ 2005 y(7IJ5H3*QKTRQQ( 紫微斗數科學論 ◎ 周建男 300

EB004184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LLN( 創意紫微命學講義 ◎ 吳佳錡著 350

EB004185 進源 ﹝命相﹞ 2002 y(7IJ5H8*TNSPOK( 精論男女合婚 ◎ 王士文 300

EB004186 大冠 ﹝命相﹞ 2006 y(7IJ5H3*KMKQMM( 紫微斗數導讀外遇篇（修訂版） ◎ 280

EB004187 國家 ﹝命相﹞ 2000 y(7IJ5H3*QKQPLM( 人相大師 ◎ 沈雲白 200

EB004188 健行 ﹝命相﹞ 2003 y(7IJ8G7*RPNLOO( 看面相結情緣 ◎ 王能 190

EB004189 國家 ﹝命相﹞ 1999 y(7IJ5H3*QKQNOP( 面相術大觀 ◎ 林先知 200

EB004190 大冠 ﹝命相﹞ 2006 y(7IJ5H2*SMRNQT( 如何從額巔看命運 ◎ 280

EB004191 方舟 ﹝命相﹞ 2009 y(7IJ8G8*PPKQKP( 認輸不認命 :用微整形改面換運 ◎ 元谷子、潘世斌、梁麗鳳 300

EB004192 國家 ﹝命相﹞ 1999 y(7IJ5H3*QKQNNS( 手相面面觀 ◎ 林先知 200

EB004193 國家 ﹝命相﹞ 1999 y(7IJ5H3*QKQOPL( 痣相知多少 ◎ 周青松 200

EB004194 九月 ﹝命相﹞ 2006 y(7IJ8G8*MSPRKP( 姓名學家運夫妻美滿婚姻 ◎ 笨老子 250

EB004195 國家 ﹝命相﹞ 1995 y(7IJ5H3*QKNTRT( 血型愛情與事業 ◎ 婁漢仕 200

EB004196 國家 ﹝命相﹞ 2000 y(7IJ5H3*QKQQTR( 血型．星座與命運 ◎ 梁靜儂 200

EB004197 大堯 ﹝堪輿﹞ 2008 y(7IJ8G6*RTMMTS( 居家風水開運指南 ◎ 張文政 220

EB004198 田園城市 ﹝堪輿﹞ 1998 y(7IJ5H8*OOKMKN( 生物與文化基因上的圖式－風水與理想景觀的深層意義 ◎ 俞孔堅 380

EB004199 雲龍 ﹝堪輿﹞ 1996 y(7IJ5H9*KSQTRO( 宅經校譯 ◎ 趙建雄 200

EB004200 雲龍 ﹝堪輿﹞ 1994 y(7IJ5H9*KSQQKS( 風水術注評 ◎ 王玉德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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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201 善本書 ﹝堪輿﹞ 2005 y(7IJ5H5*SPSNOQ( 神氣住宅風水秘笈 -現代版 (25K) ◎ 草川山樵 350

EB004202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OOL( 正宗九星法廿四山至寶全書 (上下不分售 ) ◎ 陳建利 800

EB004203 進源 ﹝堪輿﹞ 2002 y(7IJ8G7*SQOKQM( 正宗三元法廿四山至寶全書 ◎ 陳建利 500

EB004204 進源 ﹝堪輿﹞ 2002 y(7IJ8G7*SQONNS( 陽宅佈局神位實例圖解 (新版 ) ◎ 姜建賢 600

EB004205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KNS( 陽宅寶鑑與水晶靈力應用 ◎ 姜建賢 750

EB004206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KOP( 陰宅墓相與環境地質應用 ◎ 姜建賢 600

EB004207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QSLKN( 地理名墓與斷訣 ◎ 姜建賢 450

EB004208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LQS( 陽宅紫府寶鑑 ◎ 劉文瀾著、金靈子校訂 250

EB004209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LSM( 三元三合簡易羅經圖解使用 (新版 ) ◎ 天星居士 500

EB004210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LRP( 渾天星度與透地六十龍 ◎ 天星居士 400

EB004211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LTT( 陽宅與水晶、寶石 ◎ 姜建賢 600

EB004212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MMT( 三元玄空註解 ◎ 姜建賢 400

EB004213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NLL( 陽宅個案發微 ◎ 陳彥樺 300

EB004214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NPT( 堪輿洩祕 ◎ 清‧熊起磻原著 600

EB004215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NRN( 地理鐵案 ◎ 宋‧司馬頭陀原著 350

EB004216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NQQ( 天元五歌陽宅篇註 ◎ 易齋‧趙景義 300

EB004217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NTR( 陽宅公寓店舖街路圖實際斷 ◎ 天星居士 700

EB004218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LSM( 蔣氏玄空學探真 ◎ 于東輝 300

EB004219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PKM( 嫁娶擇日無師自通 ◎ 天星居士 500

EB004220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PMQ( 陰宅精要 ◎ 王士文 300

EB004221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QPQ( 羅經分層使用精典 ◎ 林琮學 350

EB004222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QNM( 造墓劣者地理法 ◎ 戴仁 300

EB004223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RMO( 精簡陽宅學 ◎ 王士文 300

EB004224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SLQ( 天機地理提要 ◎ 松林山人 380

EB004225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SOR( 玄空地理真原發財祕旨 ◎ 蔡一良 500

EB004226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SQL( 陽宅改運 DIY要訣 (新版 ) ◎ 松林山人 380

EB004227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STM( 各派陽宅精華 (上下冊一套 ) ◎ 鐘茂基 600

EB004228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TNT( 地理撮要祕訣 ◎ 吳水龍編修 250

EB004229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TLP( 新三元法 --堪輿驗證實例 ◎ 姜健賢編著 300

EB004230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TOQ( 撼龍經疑龍經發揮 ◎ 黃榮泰 500

EB004231 進源 ﹝堪輿﹞ 2004 y(7IJ8G7*SQOMKS( 地理秘論全書 (上下冊不分售 ) ◎ 蕭有用 500

EB004232 進源 ﹝堪輿﹞ 2004 y(7IJ8G7*SQOMMM( 玄空八宅經緯 ◎ 黃隆泰 450

EB004233 進源 ﹝堪輿﹞ 2004 y(7IJ8G7*SQOMPN( 天機地理鉤玄 ◎ 松林山人 380

EB004234 進源 ﹝堪輿﹞ 2005 y(7IJ8G7*SQONSN( 玄空風水問答 ◎ 陳澧謀 300

EB004235 大冠 ﹝堪輿﹞ 2005 y(7IJ8G8*KMOTNT( 重編地理乾坤國寶 ◎ 楊藏華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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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236 進源 ﹝堪輿﹞ 2005 y(7IJ8G7*SQONKR( 六十仙命廿四山安葬擇日入 (新版 ) ◎ 陳建利 400

EB004237 大冠 ﹝堪輿﹞ 2005 y(7IJ8G7*OROLKK( 八宅明鏡白話註解 ◎ 林信銘 400

EB004238 進源 ﹝堪輿﹞ 2006 y(7IJ8G7*SQOOLN( 八運陽宅吉凶推斷 ◎ 陳灃謀 300

EB004239 大冠 ﹝堪輿﹞ 2006 y(7IJ5H2*SQNLSN( 新編陽宅愛眾篇 ◎ 張覺正 250

EB004240 進源 ﹝堪輿﹞ 2007 y(7IJ8G7*SQOPRO( 八運陽宅論財運 ◎ 陳灃謀 320

EB004241 進源 ﹝堪輿﹞ 2007 y(7IJ8G7*SQOQMS( 陽宅傳薪燈 ◎ 鄭照煌 350

EB004242 進源 ﹝堪輿﹞ 2007 y(7IJ8G7*SQOQNP( 八運陽宅論災病 ◎ 陳灃謀 450

EB004243 大冠 ﹝堪輿﹞ 2007 y(7IJ8G7*OROLTN( 玄空風水學入門 ◎ 林信銘 500

EB004244 大冠 ﹝堪輿﹞ 2007 y(7IJ8G7*OROMLQ( 金字脈玄空提要 ◎ 王琴松 300

EB004245 大冠 ﹝堪輿﹞ 2007 y(7IJ8G7*OROMKT( 金字地理乾坤 ◎ 劉信雄 500

EB004246 大冠 ﹝堪輿﹞ 2007 y(7IJ8G7*OROLSQ( 靈骨塔神主牌選位指南 ◎ ?聞法師 500

EB004247 進源 ﹝堪輿﹞ 2008 y(7IJ8G7*SQORKN( 堪輿真妙 ◎ 王詳安 500

EB004248 進源 ﹝堪輿﹞ 2008 y(7IJ8G7*SQORPS( 大三元二十四山六十四卦秘本全書 ◎ 陳建利 600

EB004249 三悅 ﹝堪輿﹞ 2008 y(7IJ5H5*MQRRMS( 時尚居家好風水 ◎ 李家幽竹 250

EB004250 進源 ﹝堪輿﹞ 2008 y(7IJ8G7*SQOSLT( 乾坤國寶透析 ◎ 劉 賁 600

EB004251 進源 ﹝堪輿﹞ 2009 y(7IJ8G7*SQOSPR( 陽宅三要透析 ◎ 劉賁 650

EB004252 進源 ﹝堪輿﹞ 2009 y(7IJ8G7*SQOSTP( 八宅明鏡透析 ◎ 劉賁 600

EB004253 進源 ﹝堪輿﹞ 2009 y(7IJ8G7*SQOTPQ( 陳哲毅教你看陽宅技巧 ◎ 陳哲毅‧陳旅得 350

EB004254 進源 ﹝堪輿﹞ 2009 y(7IJ5H8*TNSMRO( 三元九宮紫白陽宅入神秘旨全書 ◎ 陳建利 500

EB004255 進源 ﹝堪輿﹞ 2009 y(7IJ8G7*SQOTRK( 陽宅指南白話圖文透解 ◎ 蔣大鴻原箸陳巃羽注解 300

EB004256 藝術家 ﹝堪輿﹞ 1999 y(7IJ5H8*MRNPKO( 中國風水與建築選址 ◎ 一丁、雨露、洪涌 合著 500

EB004257 國家 ﹝堪輿﹞ 1998 y(7IJ5H3*QKPPRR( 陽宅格局面面觀 ◎ 周建男 300

EB004258 國家 ﹝堪輿﹞ 1998 y(7IJ5H3*QKPQLO( 陽宅科學大廣場 ◎ 周建男 400

EB004259 國家 ﹝堪輿﹞ 1998 y(7IJ5H3*QKPTKO( 陽宅新觀采風錄 ◎ 周建男 350

EB004260 國家 ﹝堪輿﹞ 1994 y(7IJ5H3*QKNNQS( 陽宅科學論 ◎ 周建男 1,000

EB004261 國家 ﹝堪輿﹞ 1994 y(7IJ5H3*QKNNTT( 陽宅方位學 ◎ 周建男 400

EB004262 國家 ﹝堪輿﹞ 1994 y(7IJ5H3*QKNNRP( 陽宅格局選 ◎ 周建男 600

EB004263 國家 ﹝堪輿﹞ 1994 y(7IJ5H3*QKNNSM( 陽宅古今談 ◎ 周建男 600

EB004264 國家 ﹝堪輿﹞ 1994 y(7IJ5H3*QKSQRR( 建築藝術陽宅風水裝潢大觀 ◎ 蔡添財 400

EB004265 進源 ﹝堪輿﹞ 2002 y(7IJ5H8*TNSOPS( 玄易門陽宅改運祕術 ◎ 王士文 300

EB004266 國家 ﹝堪輿﹞ 1997 y(7IJ5H3*QKPLQO( 陽宅問題集錦 ◎ 周建男 250

EB004267 大堯 ﹝巫術﹞ 2008 y(7IJ8G6*RTMNPT( 趨吉避凶開運指南 ◎ 余勝唐 220

EB004268 大堯 ﹝巫術﹞ 2008 y(7IJ8G6*RTMNNP( 招財納福得好運 ◎ 余勝唐 230

EB004269 大堯 ﹝巫術﹞ 2008 y(7IJ8G6*RTMNMS( 永保安康開運指南－易經密碼保健康 ◎ 張文政 220

EB004270 進源 ﹝巫術﹞ 2002 y(7IJ8G7*SQOKMO( 辰州符咒大全 ◎ 張天師真人秘傳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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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271 進源 ﹝巫術﹞ 2002 y(7IJ8G7*SQONOP( 萬教宮壇符鑑 (新版 ) ◎ 永靖大師 400

EB004272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RLR( 閭山正宗科儀寶典 ◎ 法玄山人 800

EB004273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ROS( 仙道活訣竹人寸 ◎ 法行士 800

EB004274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RSQ( 溫帥血脈家傳符法 ◎ 佚名 300

EB004275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RRT( 六甲附餘天遁神書 ◎ 佚名 500

EB004276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SKT( 抄本祕藏丁甲奇門符錄 ◎ 佚名 350

EB004277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SMN( 天心符法祕旨 ◎ 佚名 300

EB004278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SSP( 茅山符咒制煞祕笈 (新版 ) ◎ 華元大師 500

EB004279 進源 ﹝巫術﹞ 2002 y(7IJ5H8*TNSKKR( 道法指印總解 (新版平裝 ) ◎ 法玄山人 1000

EB004280 進源 ﹝巫術﹞ 2003 y(7IJ8G7*SQOLPO( 正統茅山下三茅法門 ◎ * 300

EB004281 進源 ﹝巫術﹞ 2004 y(7IJ8G7*SQOLRS( 茅山入門正邪符籙 ◎ 方俊人 350

EB004282 進源 ﹝巫術﹞ 2004 y(7IJ8G7*SQOMNT( 茅山精華集 ◎ 方俊人 350

EB004283 進源 ﹝巫術﹞ 2005 y(7IJ8G7*SQONPM( 降頭、古曼童秘法大公開 ◎ 鄭晏 350

EB004284 進源 ﹝巫術﹞ 2005 y(7IJ8G7*SQONQT( 五鬼運財養鬼秘術 ◎ 謝任芳 350

EB004285 進源 ﹝巫術﹞ 2006 y(7IJ8G7*SQOOQS( 招桃花開運寶典 ◎ 林吉成 800

EB004286 進源 ﹝巫術﹞ 2006 y(7IJ8G7*SQOOTT( 祭改陰邪煞寶典 ◎ 林吉成 800

EB004287 進源 ﹝巫術﹞ 2006 y(7IJ8G7*SQOPKP( 陰邪破解開運訣 ◎ 林吉成 800

EB004288 進源 ﹝巫術﹞ 2007 y(7IJ8G7*SQOPPK( 招財神旺生意訣 ◎ 林吉成 800

EB004289 進源 ﹝巫術﹞ 2007 y(7IJ8G7*SQOPQR( 鎮商店厝宅旺財要訣 ◎ 林吉成 800

EB004290 進源 ﹝巫術﹞ 2007 y(7IJ8G7*SQOQOM( 吊魂魄鎮災煞訣 ◎ 林吉成 800

EB004291 瑞昇 ﹝巫術﹞ 2007 y(7IJ5H5*MQRLRT( 10秒念力 !衰男衰女大改運 ◎ 舛田光洋 180

EB004292 進源 ﹝巫術﹞ 2008 y(7IJ8G7*SQOQTR( 斬桃花祭驛馬要訣 ◎ 林吉成 800

EB004293 進源 ﹝巫術﹞ 2008 y(7IJ8G7*SQORMR( 符令速解指南秘鑑 ◎ 林吉成 800

EB004294 進源 ﹝巫術﹞ 2008 y(7IJ8G7*SQORTQ( 婚姻感情和合秘訣 ◎ 林吉成 800

EB004295 進源 ﹝巫術﹞ 2009 y(7IJ8G7*SQOSRL( 祭改陰邪煞纏身 ◎ 林吉成 800

EB004296 三民書局 ﹝巫術﹞ 2006 y(7IJ5H1*OONTTR( 文明世界的魔法師―宋代的巫覡與巫術 ◎ 王章偉 150

EB004297 小異 ﹝通靈術﹞ 2008 y(7IJ8G8*MLROQL( 近好事――好磁場與好報應的祕密 ◎ 陳美蒂‧作者∕劉傳文‧採訪撰文 250

EB004298 台灣商務 ﹝通靈術﹞ 1966 y(7IJ5H0*PKTKRQ( 扶箕迷信的研究 ◎ 許地山 著 120

EB004299 台灣商務 ﹝通靈術﹞ 1995 y(7IJ5H0*PLMLTT( 中國預言縱橫談 ◎ 吳仰天 著 240

EB004300 台灣商務 ﹝通靈術﹞ 1996 y(7IJ5H0*PLNKMS( 中國預言評釋 ◎ 吳仰天 編著 320

EB004301 小異 ﹝異象奇聞﹞ 2007 y(7IJ8G8*MLROOR( 抓鬼大師 ◎ 德瑞克．艾柯瑞 250

EB004302 九月 ﹝各國迷信禁忌﹞ 2006 y(7IJ8G8*MORKMO( 天格火姓命運真相 ◎ 笨老子述丁佩呤整理 250

EB004303 禾藝創意 ﹝各國迷信禁忌﹞ 2007 y(7IJ8G8*NNKQKN( 星座鑑定團塔羅好好玩 ◎ 趙心如 199

EB004304 台灣商務 ﹝科學總論﹞ 1975 y(7IJ5H0*PKKQKS( 自然科學概論與其發展 辭典 ◎ 李熙謀 主編 450

EB004305 台灣商務 ﹝科學總論﹞ 1984 y(7IJ5H0*PKOPLO( 一般外科學 (下 ) ◎ 林天祐 主編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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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306 台灣商務 ﹝科學總論﹞ 1984 y(7IJ5H0*PKOOTL( 一般外科學 (上 ) ◎ 林天祐 主編 405

EB004307 台灣商務 ﹝科學總論﹞ 1986 y(7IJ5H0*PKOPKR( 一般外科學 (中 ) ◎ 許書劍 主編 450

EB004308 胡桃木 ﹝科學總論﹞ 2003 y(7IJ5H0*OTMTLK( 犀牛的影像 -新版 (胡桃木 ) ◎ David Quammen 320

EB004309 胡桃木 ﹝科學總論﹞ 2003 y(7IJ5H0*OTMSNP( 樹在古拉旺荒原哭泣 -新版 (胡桃木 ) ◎ 大衛 . 逵曼 320

EB004310 胡桃木 ﹝科學總論﹞ 2003 y(7IJ5H0*OTMSOM( 鬣蜥大飛行 -新版 (胡桃木 ) ◎ 雷光夏 320

EB004311 黎明文化 ﹝科學總論﹞ 1998 y(7IJ5H1*QKNMMN( 理則學 [平 ] ◎ 鄔昆如 140

EB004312 台灣商務 ﹝科學總論﹞ 1998 y(7IJ5H0*PLOSNO( 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 ◎ 達爾文 著 480

EB004313 野人 ﹝科學總論﹞ 2007 y(7IJ8G8*NKOQMS( 杜瑞爾 . 希臘狂想曲1-追逐陽光之島 ◎ 傑洛德 ˙杜瑞爾 199

EB004314 野人 ﹝科學總論﹞ 2007 y(7IJ8G8*NKOQPT( 杜瑞爾 . 希臘狂想曲2-酒醉的橄欖樹林 ◎ 傑洛德 ˙杜瑞爾 250

EB004315 野人 ﹝科學總論﹞ 2007 y(7IJ8G8*NKOQQQ( 杜瑞爾 . 希臘狂想曲3-桃金孃森林寶藏 ◎ 傑洛德 ˙杜瑞爾 200

EB004316 野人 ﹝科學總論﹞ 2007 y(7IJ8G8*NKOQRN( 杜瑞爾 . 希臘狂想曲4-貓頭鷹爵士樂團 ◎ 傑洛德 ˙杜瑞爾 200

EB004317 野人 ﹝科學總論﹞ 2007 y(7IJ8G8*NKOQSK( 杜瑞爾 . 希臘狂想曲5-眾神的花園 ◎ 傑洛德 ˙杜瑞爾 280

EB004318 野人 ﹝科學總論﹞ 2007 y(7IJ8G8*NKOQTR( 希臘狂想曲1-5冊 (套書 ) ◎ 傑洛德 ˙杜瑞爾 1129

EB004319 藝術家 ﹝科學總論﹞ 2006 y(7IJ8G7*KNOMON(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導覽 ◎ 法國自然史博物館 200

EB004320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91 y(7IJ5H1*TKNPML( 伽利略‧波柏‧科學說明 (精 ) ◎ 林正弘 190

EB004321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91 y(7IJ5H1*TKNPNS( 伽利略‧波柏‧科學說明 (平 ) ◎ 林正弘 111

EB004322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2007 y(7IJ5H1*TMSSOP( 伽利略‧波柏‧科學說明 (二版 ) ◎ 林正弘 130

EB004323 心理 ﹝科學理論﹞ 2001 y(7IJ5H7*KMOMTT( 質化研究設計 -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 ◎ J. A. 
Maxwell著；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譯

250

EB004324 台灣商務 ﹝科學理論﹞ 1992 y(7IJ5H0*PKOTLK( 三分鐘宇宙 -現代科學新論 ◎ 李逆熵 著 140

EB004325 台灣商務 ﹝科學理論﹞ 1993 y(7IJ5H0*PKQQSQ( 科學與人 (Scientific Models and Man) ◎ 商梓書 譯 140

EB004326 米娜貝爾 ﹝科學理論﹞ 2002 y(7IJ5H0*OTMRNQ( 科學的樂趣 (米娜貝爾 ) ◎ 阿爾貝 . 雅 180

EB004327 群學文化 ﹝科學理論﹞ 2008 y(7IJ8G8*OKPOKK( 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 希斯蒙都（ Sergio Sismondo）；國立編譯館 主譯；林宗德 譯 

300

EB004328 群學文化 ﹝科學理論﹞ 2010 y(7IJ8G6*PMPMOR( 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 陳瑞麟 著

450

EB004329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92 y(7IJ5H1*TLOPMR( 異時空裡的知識追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集 (精 ) ◎ 傅大為 290

EB004330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92 y(7IJ5H1*TLOPNO( 異時空裡的知識追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集 (平 ) ◎ 傅大為 222

EB004331 群學文化 ﹝科學理論﹞ 2009 y(7IJ8G6*PMPLKK( 回答科學是甚麼的三個答案 Three Answers to What Science 
is: STS, Gender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傅大為 著 

250

EB004332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86 y(7IJ5H1*TKMPLR(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平 ) ◎ 劉君燦 144

EB004333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96 y(7IJ5H1*TLTOTM( 迪昂 (精 ) ◎ 李醒民 430

EB004334 三民書局 ﹝科學理論﹞ 1996 y(7IJ5H1*TLTPKS( 迪昂 (平 ) ◎ 李醒民 360

EB004335 幼獅文化 ﹝科學參考工具﹞ 2007 y(7IJ5H5*ROR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麼 ◎ 彭永成繪 250

EB004336 幼獅文化 ﹝科學參考工具﹞ 2004 y(7IJ5H5*ROPMRL(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 彭永成 180

EB004337 幼獅文化 ﹝科學參考工具﹞ 2009 y(7IJ5H5*RORPLK(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 彭永成編繪 250

EB004338 心理 ﹝科學教育
及研究﹞ 1996 y(7IJ5H7*KMLQPQ( 科學學習心理學 ◎ S. Glynn等著；熊召弟等譯 420

EB004339 心理 ﹝科學教育
及研究﹞ 2008 y(7IJ8G1*TLLKNS( 突破科學教學中的兩難 ◎ John Wallace、William Louden編著；余翎瑋、李韶瀛、林

志能、林勇成、徐怡詩、郭文金、陳怡靜 翻譯；周進洋、邱鴻麟、劉嘉茹審訂
350

EB004340 三民書局 ﹝科學教育
及研究﹞ 1999 y(7IJ5H1*OMTMQR( 安全衛生管理概論―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指引 ◎ 陳俊瑜主編；周瑞芝、賴啟中、王德修編著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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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341 三民書局 ﹝科學論文集﹞ 2006 y(7IJ5H1*ONTLSL( 科學讀書人－一個生理學家的筆記 ◎ 潘震澤 120

EB004342 三民書局 ﹝科學論文集﹞ 2006 y(7IJ5H1*ONTOKM( 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 ◎ 高涌泉 150

EB004343 三民書局 ﹝科學論文集﹞ 2004 y(7IJ5H1*ONTPSR( 天人之際－生物人類學筆記 ◎ 王道還 150

EB004344 三民書局 ﹝科學論文集﹞ 2006 y(7IJ5H1*OOMTPM( 生活無處不科學 ◎ 潘震澤 170

EB004345 三民書局 ﹝科學論文集﹞ 2008 y(7IJ5H1*OOTLMS( 武士與旅人－續科學筆記 ◎ 高涌泉 180

EB004346 台灣商務 ﹝科學論文集﹞ 2006 y(7IJ5H0*PMKTOL( 搞笑諾貝爾獎 ◎ 馬克‧亞伯拉罕斯 440

EB004347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1998 y(7IJ5H5*ROKKPO( 誰殺了大恐龍？ ◎ 陳偉民 120

EB004348 米娜貝爾 ﹝科學論文集﹞ 2004 y(7IJ8G7*QOKPKP( 詭異自然 (米娜貝爾 ) ◎ 常和 250

EB004349 群學文化 ﹝科學論文集﹞ 2003 y(7IJ5H3*KRLKTT( 想像比知識重要 : 科教見思 Imag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 何子樂 著

320

EB004350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2000 y(7IJ5H5*ROMKST( 天才小玩子 ◎ 陳偉民 120

EB004351 健行 ﹝科學論文集﹞ 2003 y(7IJ8G7*RPNMLM( 小偵探大科學――30個推理小常識 ◎ 柯博文 200

EB004352 大塊 ﹝科學論文集﹞ 9805 y(7IJ8G2*LNLLSN( 科學的9堂入門課 ◎ 娜妲莉‧昂吉兒 280

EB004353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1995 y(7IJ5H5*NKQRNL( 科學烏龍事件 ◎ 陳燕珍 140

EB004354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1995 y(7IJ5H5*NKSPQS( 智多星出擊 PART2 ◎ 陳偉民 160

EB004355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1996 y(7IJ5H5*NKSTTP( 趣味科學 ◎ 林遵遠 120

EB004356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2002 y(7IJ5H5*RONTKL( 非常科學，極冒險！ ◎ 黃咸弘 280

EB004357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2009 y(7IJ5H5*RORMPL( 大家來破案 ◎ 陳偉民 180

EB004358 幼獅文化 ﹝科學論文集﹞ 2009 y(7IJ5H5*RORPMR( 大家來破案Ⅱ ◎ 陳偉民 220

EB004359 台灣商務 ﹝科學叢書﹞ 1991 y(7IJ5H0*PKNMMR( 從科學貫通哲學 ◎ 畢家湘 著 225

EB004360 三民書局 ﹝科學史﹞ 1997 y(7IJ5H1*OMQMQQ( 13科學簡史 ◎ AnoushehKarvar著；馮恭己譯 250

EB004361 知書房 ﹝科學史﹞ 2009 y(7IJ8G7*LPLSOL( 發明家和他們千奇百怪的點子 (16K) ◎ 麥可、戈登史密斯 200

EB004362 知書房 ﹝科學史﹞ 2009 y(7IJ8G7*LPLSPS( 科學家和他們的瘋狂大實驗 (16K) ◎ 麥可、戈登史密斯 200

EB004363 正中書局 ﹝科學史﹞ 2003 y(7IJ5H0*TLQLQO( 成功密碼 (一生的遠行 *新版 ) ◎ 正中書局 180

EB004364 萬卷樓 ﹝科學史﹞ 1999 y(7IJ5H7*NTMOSK( 文明的推手—中國的四大發明 ◎ 張勉之 200

EB004365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1971 y(7IJ5H1*OLLRSL( 數學漫談 ◎ 李祥立 56

EB004366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QQS( 數學 (二專 ) ◎ 姚任之、郭忠勝著 170

EB004367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2000 y(7IJ5H1*ONLMSO( 數學的發現趣談 ◎ 蔡聰明 260

EB004368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2003 y(7IJ5H1*ONQNTP( 數學拾貝 ◎ 蔡聰明 290

EB004369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2008 y(7IJ5H1*OOLRKM( 數學悠哉遊 ◎ 許介彥 250

EB004370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2006 y(7IJ5H1*OOPTLP( 說數 ◎ 張海潮 170

EB004371 心理 ﹝數學總論﹞ 1998 y(7IJ5H7*KMMOMO( 數學年夜飯 ◎ 黃敏晃著 250

EB004372 心理 ﹝數學總論﹞ 2000 y(7IJ5H7*KMNRNP( 規律的尋求 ◎ 黃敏晃著 250

EB004373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1965 y(7IJ5H0*PKMMOO( 中國算學史 ◎ 李人言 著 162

EB004374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1974 y(7IJ5H0*PKKQLP( 數學 ◎ 傅 溥 譯 193

EB004375 藝軒圖書 ﹝數學總論﹞ 1992 y(7IJ5H6*LQMNNQ( 新編數學 (第一冊 ) ◎ 陳俊進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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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376 藝軒圖書 ﹝數學總論﹞ 1994 y(7IJ5H6*LQNLLL( 新編數學 (第二冊 ) ◎ 陳俊進 250

EB004377 藝軒圖書 ﹝數學總論﹞ 1994 y(7IJ5H6*LQNMRM( 新編數學 (第三冊 ) ◎ 陳俊進 250

EB004378 藝軒圖書 ﹝數學總論﹞ 1995 y(7IJ5H6*LQNPKK( 新編數學 (第四冊 ) ◎ 陳俊進 250

EB004379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1969 y(7IJ5H0*PLTTLO( 數之意義 ◎ 余介石 倪可權 著 100

EB004380 心理 ﹝數學總論﹞ 1999 y(7IJ5H7*KMNKQN( 數學教育的藝術與實務 -另類教與學 ◎ 黃敏晃主編；林文生、鄔瑞香著 300

EB004381 心理 ﹝數學總論﹞ 2001 y(7IJ5H7*KMOPQP( 口語應用問題教材 -第一階段 ◎ 盧台華著 250

EB004382 心理 ﹝數學總論﹞ 2001 y(7IJ5H7*KMOQPR( 口語應用問題教材 -第二階段 ◎ 盧台華著 200

EB004383 心理 ﹝數學總論﹞ 2001 y(7IJ5H7*KMOROT( 口語應用問題教材 -第三階段 ◎ 盧台華著 420

EB004384 心理 ﹝數學總論﹞ 2002 y(7IJ5H7*KMOTKT( 口語應用問題教材 -第四階段 ◎ 盧台華著 420

EB004385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2006 y(7IJ5H0*PMKRMT( 此零非彼 O ◎ 洪萬生 (著 ) 380

EB004386 三民書局 ﹝數學總論﹞ 2009 y(7IJ5H1*OPLMTT( 當數學遇見文化 ◎ 洪萬生、英家銘、蘇意雯、蘇惠玉、楊瓊茹、劉柏宏 -著 190

EB004387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2004 y(7IJ5H0*PLTKLN( 數學 :確定性的失落 ◎ 莫里斯 . 克萊因 著 450

EB004388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1991 y(7IJ5H0*PKMQSS( 中西數學史的比較 ◎ 趙良五 編著 400

EB004389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2006 y(7IJ5H0*PMKRLM( 數之起源 ◎ 洪萬生 . 林倉億 . 蘇惠玉 . 蘇俊鴻 . 260

EB004390 台灣商務 ﹝數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PSS( 中國古代數學 ◎ 郭書春 著 140

EB004391 十力文化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8*OMNQOK( 資訊法律達人 -資訊生活與法律倫理 ◎ 法律小屋工作室 300

EB004392 十力文化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8*NKKLTO( 資訊生活與法律 ◎ 法律小屋工作室 300

EB004393 出色 ﹝電腦科學﹞ 2006 y(7IJ8G7*NPLPQM( 上網來哈拉，好圖大家貼 ◎ QQ男 149

EB004394 亞太 ﹝電腦科學﹞ 1998 y(7IJ5H8*PLKTLN( 網路駭客 -電子商務安全實務 ◎ 劉心陽 300

EB004395
典藏藝
術家庭

﹝電腦科學﹞ 2004 y(7IJ8G7*PLTKOR( HYPERLINK超連結 ◎ 陸蓉之 360

EB00439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TN( Word 2007專題製作與論文寫作 XA8203 ◎ 呂聰賢 390

EB00439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RS( CorelDRAW X4服裝設計精粹 XM8289 ◎ 蔡德勒 580

EB00439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MN( Web 2. 0部落格淘金術 XN8094 ◎ 陳世宗 300

EB00439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OR( Namo WebEditor網頁設計輕鬆 show XH805 ◎ 簡良諭 林家吉 300

EB00440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QM( Sketchup室內設計經典Ⅲ -Artlantis渲染篇 XM8279 ◎ 陳坤松 790

EB00440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TO( AutoCAD室內設計實務 XM8259 ◎ 徐瑞麒 350

EB00440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SP( 我的 e學園 : Medi@Show魅力四射超炫多媒體簡報 XH817 ◎ 李俊青 250

EB00440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MQ( 精通 Flex-基於 ActionScript實現 XW8125 ◎ 呂曉鵬 580

EB00440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NL( DSLR 數位單眼反光式相機之攝影聖經 XT8138 ◎ 雷依里 520

EB00440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KL( PowerPoint 2007在行銷企劃上的應用 XA8193 ◎ 鄭喬予 350

EB00440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NK( Visual Basic 2008實務應用精闢剖析 XP8127 ◎ 張瑞立 650

EB00440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SR( Linux 裝置驅動程式之開發詳解 XQ8101 ◎ 宋寶華 780

EB00440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MP( Visual Basic 2008學習範本 XP8097 ◎ 吳明哲、張志成、何嘉益、周家旬、黃鳳梅 530

EB00440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RK( ARM之基礎概論與實作 XP8107 ◎ 范聖一 500

EB00441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QN( Google APIs 程式工具錦集 － 打造華麗的網路國度 XP8117 ◎ 莊育維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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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41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RT( 3ds Max室內透視圖與影視片頭動畫精粹 XM8269 ◎ 尖峰科技 580

EB00441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TP( Windows Vista SP1 檔案傳輸與郵件通訊一把抓 XT8168 ◎ PC Man 450

EB00441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KM( 最新計算機概論總複習高分總動員 XB8072 ◎ 黃豐原 350

EB00441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OL( Linux 安全機制之實務分析與程式設計－進階篇 XQ8081 ◎ 倪繼利 530

EB00441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RT( Visio 2007電腦繪圖 DIY-以建築與室內設計為例 XA8113 ◎ 黃祥福 350

EB00441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MS( PowerPoint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A8073Q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50

EB00441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MR( Windows Server 2008 開封府技術日誌 XQ8091 ◎ 顧大俠 550

EB00441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NO( Linux 安全機制之實務分析與程式設計－基礎篇 XQ8071 ◎ 倪繼利 490

EB00441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TR( Flash動畫製作與廣告特效應用 XW8115 ◎ 黃新峰 陳子建 張益銘 560

EB00442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QO( CorelDRAW X4平面設計精粹 XM8249 ◎ 蔡德勒 520

EB00442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ST( AutoCAD 2009 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XM8229 ◎ 吳
永進、林美櫻 / 電腦技能基金會策劃

630

EB00442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OM( Moodle，馬上就會 XW8105 ◎ 歐展嘉 580

EB00442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TKS( Word 200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A8123Q ◎ 電腦技能基金會 180

EB00442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TQ( GIMP創意影像設計18堂課 XM8239 ◎ 蔡德勒 420

EB00442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QP( Vista SP1登錄檔應用－解毒 / 效能 / 系統維護之獨門祕笈 XT8148 ◎ PC Man 480

EB00442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TLP( Excel 2003實力養成暨評量 XA813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2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TM( Word 2003實力養成暨評量 XA812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2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KN( 超入門 DIY2009－電腦硬體之選購、組裝與升
級 XT8158 ◎ 劉政憲 (拉格比工作室 )

330

EB00442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SP( Play Station 3 完全攻略 - 專業級 XT8128 ◎ 馬元和 350

EB00443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NK( AJAX+PHP實務應用 XP8087 ◎ 林邦傑 490

EB00443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TRR( PowerPoint 2003實力養成暨評量 XA814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3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KT( 單晶片8051專題製作 -使用 Keil uvision3組合語言 XP8077 ◎ 郭庭吉、吳金戍 590

EB00443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LQ( 網路滲透測試 XN8084 ◎ 李勻等編著；劉柏汎譯 520

EB00443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NP( Word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A8053Q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50

EB00443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TS( 重新認識 JavaScript XW8075 ◎ 卜維丰 580

EB00443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MS( Excel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 XA806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3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QL(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統管理與網路建置 XQ8061 ◎ 陳淇、王鼎棋 500

EB00443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TQK( 網路行銷實務攻略 XN8044 ◎ 林鴻斌 420

EB00443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NL( 多媒體網頁設計 - PhotoImpact + Flash +FrontPage XW8095 ◎ 呂聰賢 420

EB00444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KL( Sketchup室內設計經典Ⅱ -商業空間演繹 XM8189 ◎ 陳坤松 650

EB00444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LR( 完全掌握我的 Windows Vista SP1 XQ8051 ◎ 鑫智數位 520

EB00444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KK( Maya 2008建模及後製動畫特效應用 XM8199 ◎ 蔡德勒 590

EB00444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TSO( AutoCAD 2009 特訓教材 -基礎篇 XM8219 ◎ 吳永
進、林美櫻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630

EB00444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PP( Play Station 3 完全攻略 - 玩家級 XT8098 ◎ 馬元和 350

EB00444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TO( PhotoImpact X3實力養成暨評量 XM8179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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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44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OR( 3ds Max基礎建模設計與渲染精粹 XM8209 ◎ 尖峰科技 580

EB00444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PO( nEO iMAGING光影魔術手輕鬆 show XH804 ◎ 歐麗慧 300

EB00444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QN( Ubuntu 標準教程 XQ8041 ◎ 王大亮、曾廣平、張德政 500

EB00444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TN( Flash 8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W8065Q ◎ 吳玄玉 180

EB00445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SQ( Dreamweaver 8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W8055Q ◎ 吳玄玉 180

EB00445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MP( 電腦故障維修之究極聖典 XT8108 ◎ 尼春雨、羅洪艷、姜彬 680

EB00445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TQ( SWiSH Max2 多媒體動畫寫真集 XW8085 ◎ 呂聰賢 350

EB00445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SR( DIY 2009 選購與組裝電腦 XT8118 ◎ PC Man 450

EB00445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QM( Excel VBA辦公應用開發詳解 XA8093 ◎ 伍雲輝 790

EB00445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SN( SIP會談啟始協議操典 XN8054 ◎ 賈文康 860

EB00445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RO( 最新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術科解析 XC803 ◎ 蔣德元 420

EB00445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MO( Excel 2007函數範例 -精打細算過生活 XA8103 ◎ 蔡士源 490

EB00445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PS( S3C44B0X 植入 uClinux 嵌入式作業系統 XQ8031 ◎ 范聖一 600

EB00445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KM( ASP. NET 3. 5 精要剖析 XP8067 ◎ 呂高旭 720

EB00446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LK( Ruby On Rails程式設計入門 XP8057 ◎ 歐展嘉 490

EB00446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QP( Windows Vista 系統保養與維護錦集 XT8088 ◎ PC Man 450

EB00446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RL(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建置與管理特訓教材 XN8034 ◎ 電腦技能基金會 520

EB00446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SS( 專案管理概論實力養成暨評量 XN8074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80

EB00446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MQ( 電子商務概論特訓教材 (第二版 )XN8064 ◎ 電腦技能基金會 500

EB00446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MK( 威力導演7數位影音樂翻天 XM8169 ◎ 蔡德勒 380

EB00446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PT( 我的 e學園 -非常好色7美工創作 Happy Go XH815 ◎ 呂聰賢 250

EB00446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PR(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合訂本 ) 2008年版 XB803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460

EB00446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OP( Flash 8實力養成暨評量 XW8065 ◎ 電腦技能基金會 450

EB00446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NS( Dreamweaver 8實力養成暨評量 XW8055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7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QN( TQC 2003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辦公軟體
應用篇 XB808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450

EB00447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RQ( Word、Excel與 Access商務整合應用 XA8033 ◎ 林佳生 520

EB00447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PQ( Pro / DETAIL Wildfire 4. 0 工程圖設計 XM8149 ◎ 林龍震老師工作室 580

EB00447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LO( Windows Vista 新使用詳解 XQ8011 ◎ 彭愛華、劉暉 780

EB00447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OK( 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08年版 )XB802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60

EB00447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TQ( 多媒體網頁設計 - PhotoImpact + Flash +Dreamweaver XW8045 ◎ 呂聰賢 450

EB00447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KO( Word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 XA805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7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OT( Web 資料採掘技術經典 XD8016 ◎ 孫惠民 490

EB00447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LL( 電腦組裝、設定與系統維護實務 第二版 XT8078 ◎ 張博竣 480

EB00447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MT( 多媒體工具百寶箱 XT8068 ◎ 王秀鶯 450

EB00448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SM( 我的 e學園 -Internet網路漫遊 Happy Go XH813 ◎ 李緯奇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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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48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NM( Pro / ENGINEER Wildfire 4. 0 進階設計 XM8119 ◎ 林龍震老師工作室 620

EB00448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PM( 最新計算機概論總複習高分寶典 XB8062 ◎ 蕭文卿、李政達 450

EB00448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ML( Vegas Pro 8影音編輯達人 XM8159 ◎ 蔡德勒 490

EB00448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TP( 計算機概論 XB8052 ◎ 顏春煌 650

EB00448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MS( ERP實務操作 -使用 SAP B1 XN8024 ◎ 李亦君 , 許谷銘 , 葉慈楨 , 吳美幸 , 黃紫姻 350

EB00448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MR( Ipv6網路建置與應用實務 XN8014 ◎ 林世杰 380

EB00448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QP(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析百分百 XC802 ◎ 蔡茉莉、陳書曼 330

EB00448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KR( Windows Server 2008 天魔降伏 TOP 46訣 XQ8021 ◎ 顧武雄 550

EB00448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KM( Pro / ENGINEER Wildfire 4. 0 基礎設計 XM8109 ◎ 林龍震老師工作室 650

EB00449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LN( 辦公室 MIS必備密技 XT8048 ◎ 董光洋 400

EB00449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RL( SolidWorks 2008完全學習手冊 XM8129 ◎ 蔡孟家 520

EB00449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NN( 中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08年版 )XB801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60

EB00449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KQ( PowerPoint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 XA807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49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LM( AutoCAD 建築繪圖經典108例 XM8059 ◎ 恒盛杰科技 520

EB00449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KO( 我的 e學園 -PhotoImpact 魔法繪圖 Happy Go XH812 ◎ 呂聰賢 250

EB00449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RN( PhotoImpact X3範例應用234例 XM8089 ◎ 蕭文卿 490

EB00449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SK( FrontPage 2003網頁設計範例應用 XW8035 ◎ 陳盈臻、蕭文卿 420

EB00449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OO( 3ds MAX三維建模實例解析 XM8139 ◎ 李峰 李箐 王珂 620

EB00449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RM( 網路入侵偵測系統實務 : WinSnort for Wireless 加強版 XT8058 ◎ 薛宇盛 320

EB00450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NO( 最新 C & C++學習範本第三版 XP8047 ◎ 吳明哲、黃世陽、林義証、周家旬 560

EB00450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TK(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全面解析 XC801 ◎ 陳銘平 420

EB00450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TS( PhotoImpact 影像繪圖輕鬆 showXH803 ◎ 蔡俊平 300

EB00450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SL( Flash ActionScript 3殿堂之路 XW8025 ◎ 孫穎 520

EB00450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LK( 非常好色7 - 創意生活家 XM8099 ◎ 蔡德勒 320

EB00450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SM( 我的 e學園 -Windows Vista作業系統 Happy Go XH811 ◎ 呂聰賢 250

EB00450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SP( Namo WebEditor網頁設計輕鬆 show XH802 ◎ 呂聰賢 300

EB00450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RQ( 系統程式實作 XP8037 ◎ 林邦傑 520

EB00450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NR( Flash CS3商業動畫製作與網頁設計實務 XW8015 ◎ 陳盈臻、蕭文卿 450

EB00450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QS( Excel 2007軟體在會計學上的應用 XA8023 ◎ 蕭文卿 吳乾源 650

EB00451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RO( Photoshop 建築透視圖後期處理 XM8079 ◎ 李峰 王珂 陳志浩 680

EB00451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PL( DC / DSLR昆蟲數位攝影指南 XT8038 ◎ 大型阿生 420

EB00451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MK( Clonezilla live! 電腦備份王 XT8028 ◎ 蔡明貴 400

EB00451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PK( 解決 Photoshop影像處理一定會遇到的100個問題 XM8039 ◎ 蔡士源 許秀憶 490

EB00451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KLR( MathCAD數學入門導引 XP8017 ◎ 楊國隆 熊高生 620

EB00451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NQ( 3ds MAX / VRay印象室內商辦透視圖表現技法 XM8069 ◎ 李斌 朱立銀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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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51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TL( 網路入侵偵測系統實務 --WinSnord for Wireless加強版 XT8018 ◎ 薛宇盛 320

EB00451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SO( Excel 2007企業營運導向全方位應用 XA8013 ◎ 孫惠民 520

EB00451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NT( 輕鬆學 PhotoImpact X3數位影像設計達人 XM8019 ◎ 采風設計苑 490

EB00451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OQ( Pro / MECHANICA Wildfire 3. 0 / 4. 0 結構 / 熱力
分析 XM8029 ◎ 林龍震老師工作室

580

EB00452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ML( 我的 e學園 -Excel試算圖表通 XH814 ◎ 呂聰賢 250

EB00452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OP( ASP. NET商業級資料庫網站開發實務 XP8027 ◎ 呂高旭 650

EB00452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NK( PhotoImpact X3影像設計即學即會 XM8049 ◎ 呂聰賢 400

EB00452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KSQR( DSLR : 數位攝影全攻略 XT7088 ◎ 雷依里 420

EB00452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MM( 3ds Max室內透視圖與戶型設計 XM7399 ◎ 魔方空間 860

EB00452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KMO( Flash CS3 發燒範例集 XW7145 ◎ 何嘉益、張若菡、蔡文龍、蔡文駸、張世杰 580

EB00452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LP( After Effects CS3影音特效製作達人 XM7389 ◎ 蔡德勒 580

EB00452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KTLL( 精通 Dreamweaver CS3與 PHP&MySQL實例整合應用經典 XW7115 ◎ 李志文 620

EB00452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KRT( 超入門 DIY：家庭網路架設、應用：有線無線都會通 XT7128 ◎ 拉格比工作室 320

EB00452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6*OSMKSN( 宅男密技 . 2009：幫美眉組裝、維修電腦 T8138 ◎ 洪寶全、鄭欣怡 450

EB00453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LQ( MAYA 3D建模帝國 M8179 ◎ 林芳輝 480

EB00453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QRR( Fedora 10 系統與架站詳解 Q8061 ◎ 酆士昌 680

EB00453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MO( Visual C++ 2008 Express 入門進階 P8297 ◎ 位元文化 650

EB00453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QPN( Linux(es) 綜合分析與常用指令集 Q8051 ◎ 酆士昌 350

EB00453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QQK( Photoshop / Dreamweaver / Flash 網頁設計學範例 :從入門W8165 ◎ 鄭苑鳳 420

EB00453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KT( ERP理論與個案入門 N8054 ◎ 林傑斌 , 張太平 , 林清源 520

EB00453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QMM( 宅男密技2009：幫美眉升級、優化電腦 T8128 ◎ 洪寶全 , 鄭欣怡 450

EB00453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PP( 精通 MFC視窗程式設計 - Visual Studio 2008版 P8307 ◎ 位元文化 750

EB00453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QL( Access 2007 程式設計 -VBA、SQL、ADO、應用程式封裝 A8033 ◎ 位元文化 660

EB00453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TM( DIY自己學2009：重灌、資料備份秘笈 T8108 ◎ 黃智宏 350

EB00454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KK( LabVIEW從入門到精通 P8277 ◎ 林傑斌 林清源 杜德容 520

EB00454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MN( DIY自己學2009：系統調校 / 故障維修200問 T8088 ◎ 洪寶全 鄭欣怡 460

EB00454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LR( Visual Basic 2008網路程式設計 P8287 ◎ 陳惟彬 520

EB00454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PPO( 最新計算機概論總複習－考前60天複習日記 B8062 ◎ 余忠潔 290

EB00454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RL( Visual C# 2008遊戲程式設計經典 P8257 ◎ 江家頡 580

EB00454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OOS( Visual C++數位影像模式識別技術及工程實踐 P8267 ◎ 求是科技 張宏林 580

EB00454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NM( 網頁程式設計師 --HTML、JavaScript、CSS、XHTML、AjAX W8155 ◎ 德瑞工作室 620

EB00454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NN( PHP與進銷存管理系統 P8247 ◎ 廖仁國 580

EB00454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PQ( DHTML / CSS動態網頁設計 :CSS / JavaScript / 
DOM物件 / 應用W8145 ◎ 位元文化

660

EB00454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OT( 宅男密技2009：幫美眉重灌、搶救資料與備份 T8098 ◎ 洪寶全 鄭欣怡 450

EB00455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SS( 最新基本電學 II總複習高分寶典 F8042 ◎ 楊東海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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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55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PS( 全新 Vista SP1 調校實務應用寶典 Q8041 ◎ 廖俊吉吉 400

EB00455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OK(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學術科必殺手冊 M8189 ◎ 郭宏賓 , 廖基堯 ,郭柔妤 560

EB00455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NLS( 宅男密技2009：最夯影音玩樂、遊戲下載 T8078 ◎ 洪寶全 鄭欣怡 450

EB00455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PT( 嵌入式系統硬體裝置開發技術 P8227 ◎ 江家頡 420

EB00455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MPR( 數位影像分析之智慧型監視系統 P8217 ◎ 賴岱佑 490

EB00455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QQ( 透視網頁開發設計 -XHTML、CSS、JavaScript W8125 ◎ 林鴻儒 580

EB00455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RN( VT遊戲創作秘笈 P8237 ◎ 劉明昆 420

EB00455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LLK( DIY自己學2009---Nero 8 燒錄全能王 T8068 ◎ 楊新明 220

EB00455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TTL( Flash CS3動畫特效設計範例精選W8115 ◎ 張翔 550

EB00456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NKSK( 新視覺 Photoshop設計技法與商業範例 M8169 ◎ 點智文化 650

EB00456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SRS( DIY自己學2009 : 網路架設、控管、跨國網路應用 T8058 ◎ 酆士昌、童天佑 360

EB00456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OK( 宅男密技2009：搞定美眉電腦的軟硬裝修、應用 T8048 ◎ 廖俊吉吉 450

EB00456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ROS( Visual Basic 2008程式設計16堂特訓 P8207 ◎ 李啟龍、俞冠廷 420

EB00456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PQ( 網路概論 N8034 ◎ 葉乃菁 550

EB00456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OT( Windows Server 2008 LAN 與 AD 管理實戰 Q8031 ◎ 黃俊宏 580

EB00456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QS( SPSS操作與統計分析實務 P8157 ◎ 黃聰明 520

EB00456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MR( 資料庫系統導論與應用 D8026 ◎ 莫益南 490

EB00456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LM( HTML網頁設計入門：HTML / CSS / JavaScript / 網站架設實務W8105 ◎ 位元文化 540

EB00456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ST( 最新數位邏輯總複習高分寶典 F8032 ◎ 楊東海、侯希長 380

EB00457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RM( 最新電子學 I總複習高分寶典 F8012 ◎ 陳興財 380

EB00457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QO( J2ME手機遊戲開發詳解：快速入門、觀點剖析、商業案例 P8197 ◎ 龔劍 680

EB00457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TP( 3D VR互動設計 ― Virtools / 3ds max虛擬技術整合 M8149 ◎ 王啟榮 420

EB00457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PR( 電腦網路原理實習手冊 FB401A ◎ 葉乃菁、李明吉、呂嘉新 350

EB00457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SK( ASP. NET專題實務 P8187 ◎ MIS2000 Lab. 周棟祥、吳進魯 720

EB00457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NM( 最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 C813 ◎ 莫爾工作室 400

EB00457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LT( 威力導演7影音、剪輯、燒錄全能王 M8159 ◎ 楊新明 360

EB00457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LS( Fedora 9 系統與網路建置管理實務 Q8021 ◎ 酆士昌 670

EB00457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QRK( 形與色攝影圖文集 M8139 ◎ 王銘滄 陳淑華 380

EB00457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SL( 最新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術科教戰大全 C809 ◎ 林聖尉 350

EB00458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PNN( 非常好色 7 超卡哇伊！ M8129 ◎ 李燕秋 320

EB00458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NQ( Google API開發詳解Google Map與Google Earth雙劍合壁 P8167 ◎ 江寬 龔小鵬 580

EB00458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RN( DREAMWEAVER vs PHOTOSHOP CS3網頁視覺
設計與互動特效W8095 ◎ 李啟宏

720

EB00458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OM( ADO. NET 3. X資料庫程式設計參考手冊 -適用 VB. C# P8177 ◎ 陳惟彬 620

EB00458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NP( VHDL 數位電路實習與專題設計 P8127 ◎ 陳慶逸、林昱翰 580

EB00458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ONO( 最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C812 ◎ 莫爾工作室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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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58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PT( DIY自己學2009：區域網路架設、共享、設定 T8038 ◎ 黃智宏 350

EB00458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RK( 系統分析與設計 N8044 ◎ 蔡明宏 450

EB00458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QQ( 計算機概論 B8022 ◎ 林漢鴻 580

EB00458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RP( Photoshop CS3特效設計經典150例 M8119 ◎ 銳藝視覺 820

EB00459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MP( PHP函數參考大全 P8107 ◎ 明日科技 750

EB00459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PL( Windows Mobile 6應用與程式開發 P8117 ◎ 江家頡 590

EB00459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QR( 專題製作－使用 CPLD F8022 ◎ 黃國倫工作室 490

EB00459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NPT( DIY自己學2009：區域網路架設、共享、設定 T8038 ◎ 黃智宏 350

EB00459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QT( 最新基本電學 I總複習高分寶典 F8002 ◎ 楊東海 380

EB00459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LNR( Java 2 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適用 JDK 6. 0 P8147 ◎ 位元文化 490

EB00459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LS(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 Easy try P8097 ◎ 徐毅 390

EB00459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MKP( Photoshop CS3影像館 M8019 ◎ 簡嘉宏、林淑琴 520

EB00459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TO( 小文魁電腦學園 -Impress簡報製作自由行 H805 ◎ 蔡士源 250

EB00459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QQ( 小文魁電腦學園 -Namo WebEditor網頁精靈一點通 H803 ◎ 李俊青 250

EB00460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LT( Visual C++數位影像處理技術大全 P8087 ◎ 求是科技 620

EB00460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QO( Illustrator CS3視覺創意設計 M8089 ◎ 林貴凰 520

EB00460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SR( 小文魁電腦學園：Writer文書處理自由行 H804 ◎ 詹勝凱 250

EB00460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MKTK( Java 2視窗程式設計 -適用 JDK 6. 0 P8137 ◎ 位元文化 680

EB00460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TKL( PhotoImpact / Flash / Dreamweaver CS3網頁設計白皮書W8085 ◎ 張仁川 590

EB00460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PS( 串流大師4教育訓練影音簡報製作 M8099 ◎ 黃鵬修 480

EB00460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TR( Java 2 入門進階 -適用 JDK 6. 0 P8077 ◎ 位元文化 680

EB00460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OL( CCNA 4. x 網路概要與實作 N8024 ◎ 蔡建新 680

EB00460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ST( 最新版丙級網頁設計術科解析 C807 ◎ 莫爾工作室 400

EB00460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RKN( PhotoImpact創意網頁大師 M8079 ◎ 廖俊吉吉 580

EB00461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OM( 電子商務 -網路商店輕鬆學習 N8014 ◎ 泰迪熊 380

EB00461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MQ( 3ds max室內設計動畫範例 M8069 ◎ 傳奇動畫工作室 720

EB00461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SSS( 威力百科6 10全10美 M8109 ◎ 楊新明 350

EB00461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NP( 自學手冊 . 2008電腦組裝、設定 T8028 ◎ 林傑斌 350

EB00461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MT( USB應用開發技術大全 P8067 ◎ 薛園園 650

EB00461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QR( Access 2007入門與實作 A8013 ◎ 李俊德 590

EB00461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KP( AutoMod模擬軟體設計與應用 P8057 ◎ 蔡坤穆 王上棋 580

EB00461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QLL( Dreamweaver CS3大內高手W8065 ◎ 敦陽 420

EB00461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OO( 最新丙級網頁設計術科解析 C806 ◎ 莫爾工作室 400

EB00461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TT( 小文魁電腦學園：Word 2007文書處理一點通 H802 ◎ 王弘智、李俊青 250

EB00462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RP( Dreamweaver / Flash / Fireworks CS3中文版白皮書W8075 ◎ 張仁川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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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62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PON( Illustrator / Photoshop平面設計 DIY M8029 ◎ 楊馥如 , 黃昱幃 520

EB00462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SN( Access 2007進銷存管理系統實作 D8016 ◎ 陳惟彬 580

EB00462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KQ( PhotoImpact X3學範例 : 從入門到精通 M8049 ◎ 薛宇盛 320

EB00462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OLN( Flash CS3無限創意W8015 ◎ 彤雲閣 620

EB00462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MN( 3ds max玩具設計 : 公仔建模、材質、打燈算圖 M8059 ◎ 陳鴻文 820

EB00462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QL( MATLAB 介面開發與編譯技巧 -在圖形上的應用 (第二版 )P8017 ◎ 李顯宏 650

EB00462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KR( 最新丙級網頁設計學科解析 C802 ◎ 莫爾工作室 120

EB00462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KSQ( SAS 9. X統計建模與分析程序 P8047 ◎ 林傑斌 吳東霖 張誌娟 490

EB00462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PM( 小文魁電腦學園：魅力四射 Medi@Show超炫多媒體簡報 H801 ◎ 李俊青 250

EB00463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KS( Dreamweaver CS3 & PHP網頁資料庫範例教
學 ---AJAX+CSS W8045 ◎ 德瑞工作室

600

EB00463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QT( Flash CS3動畫與遊戲製作16堂特訓W8025 ◎ 李啟龍 謝文軒 490

EB00463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KTN( SVG網頁程式設計實務 P8037 ◎ 洪進財 520

EB00463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PO( Visual Basic函數參考大全 P8027 ◎ 明日科技 賽奎春 李俊民 650

EB00463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NS( Fedora 8：系統與網路建置管理實務 Q8011 ◎ 酆士昌 余俊杰 670

EB00463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NLO( 最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C803 ◎ 莫爾工作室 120

EB00463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RR( Photoshop CS3學範例：從入門到精通 M8039 ◎ 榮欽科技 ,鄭苑鳳 520

EB00463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QK( 電子商務概論 N7044 ◎ 張瑞立 620

EB00463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MPN( Dreamweaver CS3中文版白皮書W8055 ◎ 張仁川 520

EB00463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TM( Dreamweaver CS3+ASP. NET網頁資料庫範例教
學 -AJAX+CSS W8035 ◎ 德瑞工作室

600

EB00464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8 y(7IJ8G2*KOLLLQ( Visio 2007圖表繪製 ---給繪圖新手入門的第一
本書 A7143 ◎ 酆士昌、童天佑、余俊杰

520

EB00464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SNN( 一起瘋 Facebook，噗浪 XW09165 ◎ 蔡士源 280

EB00464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RRM( Visual Basic 2008 實力養成暨評量 XC0966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64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SKM( Auto CAD 2010 實力養成暨評量 XC0971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64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RPS( Windows Mobile 6 系統應用實力養成暨評量 XC0969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20

EB00464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RKN( 企業電子化策略規劃與設計特訓教材 XC0970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480

EB00464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SK( DIY 2010 電腦軟硬體之硬體組裝與選購 XT09128 ◎ PCMAN 390

EB00464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PT( 威力導演 8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XM09129 ◎ 蔡德勒 380

EB00464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TS( Windows 7 全新出擊 XQ09041 ◎ 慷齊資訊 390

EB00464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SL( AutoCAD 2010 特訓教材－ 3D 應用篇 XC09680 ◎ 吳永進、林美櫻 630

EB00465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OM( 印象 VRay for SketchUp 渲染技術精粹 (大陸書 ) XM09119 ◎ 楊鵬、袁瓊 620

EB00465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RN( DIY 2010 電腦軟硬體之故障排除 XT09118 ◎ PCMAN 390

EB00465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MS( Visual C# 2008 學習範本 XP09137 ◎ 吳明哲 等 530

EB00465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PK( 最新計算機概論總複習－考前 60 天複習日記 XB09202 ◎ 余忠潔 290

EB00465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QR( 最新數位邏輯總複習高分講義 XF09062 ◎ 楊東海、侯希長 320

EB00465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RO( Power point 2007 簡報製作必殺 108 例 XA09103 ◎ 蔡俊平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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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65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MK( HTML 實力養成暨評量 XC0962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80

EB00465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OP( Auto CAD 2010 特訓教材－基礎篇 XC09640 ◎ 吳永進、林美櫻、電基會 630

EB00465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KP( 輕鬆學網頁設計三合一～ PhotoImapact X3、Flash CS4、
Dreamweaver CS4 XW09125 ◎ 采風設計苑

520

EB00465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KP( Go 簡單 Go 輕鬆－ Flash CS4 互動式多媒體程式設計 XW09105 ◎ 胡智堯 380

EB00466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TK( Dreamweaver CS4 實力養成暨評量 XC0963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66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RP( Java SE6 程式設計基礎與實習手冊 XP09127 ◎ 李廷圭 490

EB00466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QS( 丙級圖文組版－文字處理學術科解析 XC09040 ◎ 劉晉彰 150

EB00466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QT( 電腦備份王 2 － Clonezilla live 1. 2. 1 XT09098 ◎ 蔡明貴 400

EB00466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KR( Facebook 與 funP 應用程式設計 XP09117 ◎ 莊育維 520

EB00466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NS( Visual Basic 實力養成暨評量 (6. 0適用 ) XC09650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70

EB00466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KQ( Photo Impact 影像處理 Fun 手做 (專用書 ) XH0904 ◎ 蔡哲明 300

EB00466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OQ( 嵌入式路由器與網路伺服器之深度實作 XP09107 ◎ 謝勝雄 390

EB00466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MM( Google SketchUp 7 室內設計入門 XM09099 ◎ 陳坤松 450

EB00466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MN( Word 2007 文件製作必殺 108 例 XA09063 ◎ 蔡俊平 490

EB00467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PO( Visual Basic 6 創意遊戲設計 XP09097 ◎ 孫惠民 490

EB00467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QK( 商業資料管理的利器 Access 資料庫管理系統 XA09053 ◎ Iris Liu 440

EB00467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QL( Flash ActionScript 3. 0 範例應用 20 例 XW09115 ◎ 黃新峰 560

EB00467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ML(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講義大全 XB09172 ◎ 黃豐原 350

EB00467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NT( 輕鬆學會 Flash ActionScript 3. 0 程式設計 XW09095 ◎ 黃新峰、陳子建、葉守霖 490

EB00467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0H0*KKTKTK( 進階計算機概論－華僑中學專用書 XB09092 ◎ 呂聰賢 480

EB00467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OR(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 123 XC09060 ◎ 清雲資訊工作室 320

EB00467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SO( Word 2007 排版應用實例 XA09043 ◎ 鄭喬予 360

EB00467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KT( 地理資訊系統基礎操作實務 第二版 XP09077 ◎ 黃敏郎、劉守恆 580

EB00467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NK( C語言教戰手冊－程式設計與競賽精解 XP09087 ◎ 林邦傑 450

EB00468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QL( 日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2009年版）XB0918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60

EB00468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NL( 中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2009年版）XB0913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60

EB00468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OS(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合訂本2009年版）XB0915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460

EB00468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PP( 最新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解析 XC09050 ◎ 黃吉米 210

EB00468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PQ( Solidworks 產品造型設計經典121例 XM09079 ◎ 蔡孟家 520

EB00468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TO( MATLAB 7. X 與基礎自動控制 第二版 XP09067 ◎ 吳駖 650

EB00468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PO( XOOPS 2. 3架設網站 Easy GO XW09085 ◎ 黃德文 (phcno1) 420

EB00468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QL( Google SketchUp 7室內設計經典 IV―基礎應用篇 XM09089 ◎ 陳坤松 620

EB00468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SQ( Gimp 影像設計輕鬆 showXH0902 ◎ 蔡俊平 300

EB00468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TN( Flash CS4 趣味遊戲設計－使用 Action Script 3. 0XW09065 ◎ 黃思瑋、楊濬銘 390

EB00469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RS( Flash 部落格 Widget 設計 XW09075 ◎ JAMES、DAN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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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69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KK(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搶分高手 XC09010 ◎ 黃豐原 240

EB00469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RM( 詳實計算機概論 XB09012 ◎ 顏春煌 650

EB00469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LR( 我的 e 學園－ Photo Cap 影像處理我最行 XH0916 ◎ 黃筱琳 250

EB00469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MO( Dreamweaver CS4 創意網頁設計 Level UPXW09045 ◎ 呂昶億、杜慎甄 580

EB00469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SS( 數位攝影的第一堂課 XT09078 ◎ 陳思毫 300

EB00469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QK( 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09年版 )XB09142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60

EB00469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SK( 我的 e 學園－ Internet 網路我最行 (google 版 )XH0914 ◎ 蔡銘鍠 250

EB00469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TM( 音效處理之秘錄－混搭、優化、蒐集！ XT09088 ◎ 林端玉 299

EB00469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NL(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全面解析 XC09030 ◎ 陳銘平 410

EB00470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TM( 音效處理之秘錄－混搭、優化、蒐集！ XT09088 ◎ 林端玉 299

EB00470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MP( InDesign CS4 版面設計精粹 XM09069 ◎ 蔡德勒 520

EB00470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OQ( 專案管理概論實力養成暨評量－第二版 XN09034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80

EB00470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LP( Access 2007 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A09013Q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50

EB00470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RT( Front Page 網頁設計輕鬆 showXH0901 ◎ 呂聰賢 300

EB00470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OT( WiMAX 無線寬頻技術入門與行動無線通訊基礎 XN09024 ◎ 顏春煌、劉仲鑫 450

EB00470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OR( 網路拍賣全攻略 XW09025 ◎ 林佳生、e 工作室 320

EB00470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SR( 輕鬆學 Dreamweaver CS4 網頁設計 XW09055 ◎ 采風設計苑 490

EB00470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TR( Illustrator CS4 範例應用35例 XM09049 ◎ 陳盈臻、蕭文卿 420

EB00470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RK(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解析百分百 XC09020 ◎ 蔡茉莉、陳書曼 340

EB00471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ST( 進階計算機概論 XB09022 ◎ 顏春煌 650

EB00471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QTL( 作業研究入門導引－使用 LINGO XP09027 ◎ 熊高生、楊國隆 620

EB00471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MS( 我的 e 學園－Word 文書處理我最行 XH0912 ◎ 呂聰賢 250

EB00471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TP( OpenOffice. org Calc：免費、易用、好學的 Excel XA09033 ◎ 鄧慧華、鄧靖華 320

EB00471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PS( Ghost 14 萬用手札 XT09068 ◎ 陳源謙 ? 210

EB00471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KL( ASP. NET 3. 5 教戰實例講座 XP09057 ◎ 張瑞立 ? 650

EB00471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LT( 超越寫實－ Vray 室內外渲染寶典 XM09059 ◎ 點智文化 ? 620

EB00471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RN( 精通 JavaScript + jQueryXW09015 ◎ 前沿科技 曾順 編著 580

EB00471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LK( C語言入門進階 第二版 XP09047 ◎ 位元文化 ? 580

EB00471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NP( 我的 e 學園－ FrontPage 網頁設計 Happy GoXH0913 ◎ 陳欣梅 ? 250

EB00472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KM( 輕鬆學 Flash CS4 動畫設計 XW09035 ◎ 采風設計苑 ? 490

EB00472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NQ( Illustrator CS4商業視覺設計精粹 XM09039 ◎ 蔡德勒 520

EB00472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LL( 我的 e學園 : Excel試算表製作我最行 XH0911 ◎ 呂聰賢 250

EB00472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OO( 基於 Verilog HDL的通信系統設計 XP09037 ◎ 陳曦 邱志成 張鵬 何初冬等編著 490

EB00472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SL( 部落格外掛全攻略 XT09048 ◎ 莊育維 450

EB00472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TS( Windows Small Business Server 2008 明日帝國 XQ09021 ◎ 顧大俠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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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72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QR( Windows Vista Business實力養成暨評量 XQ09031 ◎ 電腦技能基金會 280

EB00472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RP( Wii 起樂活運動與健身－ with Wii Fit XT09028 ◎ 天璣昕 300

EB00472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PM( 進階計算機概論－多媒體應用篇 XB8122 ◎ 呂聰賢 360

EB00472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NS( 進階計算機概論－ Office應用篇 XB8112 ◎ 呂聰賢 340

EB00473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KLL( Excel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A8063Q ◎ 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策劃 楊明玉編著

250

EB00473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QT( 資料結構 -使用 C語言 XP09017 ◎ 林邦傑 520

EB00473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QSO( Access 2003商業資料庫應用 XA09023 ◎ lris. Liu 350

EB00473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QS( Ubuntu 作業系統入門與實務 XQ09011 ◎ 陳師平、鍾承翰、許家浩 490

EB00473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MT( DIY 2009 電腦軟硬體系統之故障排除 XT09038 ◎ PC MAN 490

EB00473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MTPN( Access 200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A8153Q ◎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80

EB00473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PL( Access 2007實力養成暨評量 XA09013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90

EB00473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LRM( PhotoImpact X3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XM8179Q ◎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50

EB004738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QNT( 精通 Dreamweaver CS4與 PHP MySQL實例整合應用經典 XW8135 ◎ 李志文 580

EB004739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OP( VMware 6. 5 活用手札 XT09018 ◎ 陳源謙 330

EB004740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KR( Flash CS4創意動畫設計 LevelUP XW8145 ◎ 呂昶億 杜慎甄 580

EB004741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RQ( Premiere Pro CS4影音剪輯精粹 XM9019 ◎ 蔡德勒 520

EB004742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ML( 衝刺！最新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XB8132 ◎ 黃豐原 190

EB004743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LN( 網際網路及行動通訊實力養成暨評量 XN9014 ◎ 電腦技能基金會 300

EB004744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QOQ( DIY 2009 BIOS 調校優化奧義 XT8178 ◎ PC Man 450

EB004745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LO( After Effects CS4影音特效製作精粹 XM8319 ◎ 蔡德勒 520

EB004746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QLP( 輕鬆學會聲會影 X2 XM8309 ◎ 采風設計苑 350

EB004747 松崗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QKS( Photoshop CS4影像設計 LevelUP XM8299 ◎ 呂昶億 杜慎甄 600

EB00474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TR( 一次學會 CS4 網站製作 Dreamweaver + 
Photoshop + Flash W09055 ◎ 李啟龍 等

350

EB00474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SLT( 倉頡速成快打王 T09028 ◎ 廖俊 ?研究室 420

EB00475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ON( . NET 通訊介面開發與應用 P09217 ◎ 林明璋、董士偉、洪才庭 580

EB00475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LL( Visual C# 視窗程式設計－繪圖程式範例與遊戲專題 P09227 ◎ 鄞永傳 580

EB00475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OO( 盡情看我 3ds Max 建模法 (基礎篇 ) M09139 ◎ 李家豪 550

EB00475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NP( 防止網路駭客、保密大作戰 T09078 ◎ 黃智宏 199

EB00475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QKO( Windows 7 ，原來如此 Q09071 ◎ 廖俊 ? 450

EB00475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PL( Pro / ENGINEER 模具設計師－分模特訓篇 (大陸書 ) M09109 ◎ 凱德設計 380

EB00475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TL( 精通 Visual C++ 指紋模式識別系統演算法 P09157 ◎ 李昊、傅曦 550

EB00475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NQ( Photoshop 影像編修與設計 M09119 ◎ 明智科技 等 620

EB00475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SM( 南方天空－美女寫真攝影 T09048 ◎ 劉建成 450

EB00475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PN( 精通 Windows API－函數、介面、程式設計實例 (大陸書 ) P09147 ◎ 范文慶 等 640

EB00476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TT( 網路應用程式開發－使用 Google App P09197 ◎ 李威和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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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76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PMT( 整合 Excel 樞紐分析表與 Access 資料庫 A09043 ◎ 張哲榮 460

EB00476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SN(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P09187 ◎ 耿衛東、陳為 550

EB00476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OLN( 電腦選購、組裝、升級、調校 (第二版 )T09058 ◎ 陳國添 420

EB00476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LO( 單晶片 8051 IARC 實作入門 P09167 ◎ 陳明熒 420

EB00476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NRQ( Hyper-V 虛擬化技術 101 問 Q09061 ◎ Jerry_IT 周伯恆 420

EB00476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SO( 數位多媒體系統概論 P09137 ◎ 林韋宏 等 320

EB00476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RS( Visual Basic 程式開發範例寶典 第二版 P09117 ◎ 明日科技 等 750

EB00476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TL( 抓住愛，拍出感動：用相機記錄感動人心的瞬間 T09038 ◎ 邱泓璋 480

EB00476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SP( Google! 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入門第二版 P09127 ◎ 蓋索林 530

EB00477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LP( Linux Fedora 11 系統與架站詳解 Q09041 ◎ 酆士昌 620

EB00477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TM( Ubuntu 9. 04 系統與伺服器管理大全 Q09051 ◎ 酆士昌 520

EB00477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MKS( Linux 指令集之實用技術詳解 Q09031 ◎ 徐謖 650

EB00477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KT( 嵌入式 Linux 之串列通訊控制實務 P09107 ◎ 陳立元、范逸之 560

EB00477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MM( SQL Server 2008 設計與應用實務 D09016 ◎ 陳惟彬 580

EB00477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SP( 徹底征服 SCJP 6認證 P09087 ◎ 張語宏、董士偉、洪才庭、林明璋 ? 580

EB00477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LR( Photoshop / Illustrator 影像大玩家 M09079 ◎ 簡嘉宏、吳文祺 550

EB00477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MO( iPhone 創意程式設計家 P09097 ◎ 林柏全 ? 490

EB00477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LMN( 多媒體概論 M09099 ◎ 廖俊 ?? 580

EB00477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QM( Pro / ENGINEER實戰108例 M09089 ◎ 凱德設計 520

EB00478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TN( 最新丙級電腦網路架設學科解析 C09150 ◎ XEN團隊 王志偉 120

EB00478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NSMKSQ( 最新丙級電腦網路架設術科解析 C09140 ◎ XEN團隊 王志偉 210

EB00478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LS( Visual C# 2008程式設計實務 P09077 ◎ 黃聰明 650

EB00478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PN( 3D 角色與遊戲互動設計－ 3ds Max & Virtools 應用整合 M09129 ◎ 王啟榮 等 390

EB00478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ROS( 系統分析與設計 N09024 ◎ 廖仁國 400

EB00478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KS( Internet 徹底學習 N09034 ◎ 位元文化 400

EB00478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NR( SOA 服務導向架構原理 / 方法 / 實務 N09014 ◎ 林傑斌、林清源、張太平 560

EB00478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TNT( 最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C09100 ◎ 墨爾工作室 199

EB00478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RL( 輕鬆創造視覺設計風格 M09069 ◎ 王蔘 420

EB00478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SLQ( Dreamweaver CS4+PHP+MySQL+Ajax 一網打盡 W09025 ◎ 陽居易 520

EB00479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QO( XML技術實務 W09015 ◎ 位元文化 720

EB00479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TQ(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探索指南 P09067 ◎ 瀨柏諭 490

EB00479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NO( 從組合語言到 Windows 核心程式設計 P09057 ◎ 譚文、邵堅磊 390

EB00479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QQN( 最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 C09090 ◎ 墨爾工作室 330

EB00479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NN( Windows Vista 與電腦入門 Q09011 ◎ 位元文化 450

EB00479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QP( Windows 安全指南 Q09021 ◎ 劉暉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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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79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RO( Google! Android 對應用程式設計入門 P09047 ◎ 蓋索林 520

EB00479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KO( 最新電子學 II 總複習高分寶典 F09012 ◎ 陳興財 390

EB00479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MR( 最新丙級電腦網頁設計學科解析 C09020 ◎ 墨爾工作室 120

EB00479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PR( Access 2007 徹底研究 -入門應用、設計實例與資料庫理 A09033 ◎ 位元文化 600

EB00480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MQ( Word、Excel、PowerPoint 2007工商行政應用 A09023 ◎ 張大成博士 ? 480

EB00480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TT( Photoshop 生活影像密碼 M09039 ◎ 江玟樺 ? 460

EB00480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POK( 最新丙級網頁設計術科解析 C09040 ◎ 莫爾工作室 390

EB00480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TT( Photoshop生活影像密碼 M09039 ◎ 江玟樺 460

EB00480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OL( 最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 C09030 ◎ 莫爾工作室 380

EB00480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OKN( 最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C09010 ◎ 莫爾工作室 120

EB00480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PK( 會聲會影 X2影片剪輯魔法師 M09059 ◎ 黃鵬修 320

EB00480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PT( CorelDRAW X4 範例好好玩 M09019 ◎ 王淦漳 280

EB004808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OM( CorelDRAW X4無限創意 M09029 ◎ 侯語彤 520

EB004809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NQQ( Photoshop 應用色彩學 M09049 ◎ 李敏、胡蘇望 500

EB004810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MK( 2D / 3D遊戲程式設計入門 -使用 XNA3. 0與 C# P09017 ◎ 鄞永傳 何振揚 580

EB004811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SM( ASP. NET專題實務 -使用 C# P09027 ◎ MIS2000 Lab. 、周棟祥、吳進魯 650

EB004812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ON( 精通 Visual C++視訊 / 音訊編解碼技術 P09037 ◎ 馬蘭、沈笑雲、萬棣 650

EB004813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KKO( CSS / HTML網頁辭典W8135 ◎ 位元文化 580

EB004814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MKP( Access 2007 網路應用 :區域網路分享、專案檔、SQL server A09013 ◎ 位元文化 630

EB004815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2*KONOSQ( CRM客戶關係管理理論、設計與應用實務 N8064 ◎ 林傑斌、張太平、林清源 520

EB004816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KTK( C / C++入門進階 P8317 ◎ 位元文化 650

EB004817 文魁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OSMLKQ( DIY自己學2009：電腦採購、裝修應用 T8118 ◎ 廖俊吉吉 450

EB004818 正中書局 ﹝電腦科學﹞ 1997 y(7IJ5H0*TLLKPN( 多媒體爭霸戰 ◎ 陳俊雄等編 130

EB004819 正中書局 ﹝電腦科學﹞ 2003 y(7IJ5H0*TLQMOT( 數位多媒體概論 ◎ 周成虎黃俊榮許瑞益 299

EB004820 台灣商務 ﹝電腦科學﹞ 2009 y(7IJ5H0*PMOLPO( 電腦和你 (修訂本 ) ◎ 范光陵 250

EB004821 台灣商務 ﹝電腦科學﹞ 1994 y(7IJ5H0*PKSTKL( 數字人生 ◎ 黃炘強 著 110

EB004822 網路與書 ﹝電腦科學﹞ 2009 y(7IJ8G6*SOLNNK( 網路紅事件 ◎ 劉威麟 280

EB004823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3 y(7IJ5H1*OKPLTN( 珠算學 (上 ) ◎ 邱英祧 178

EB004824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5 y(7IJ5H1*OKPMKT( 珠算學 (下 ) ◎ 邱英祧 211

EB004825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8 y(7IJ5H1*OKPMMN( 珠算學 (上 ) ◎ 楊渠弘 250

EB004826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1 y(7IJ5H1*OKPMNK( 珠算學 (下 ) ◎ 楊渠弘 211

EB004827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5 y(7IJ5H1*OMNNRL( 計算機概論 ◎ 盧希鵬 430

EB004828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8 y(7IJ5H1*OMSRRM( 資料處理 ◎ 呂執中、李明章著 450

EB004829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2004 y(7IJ5H1*OOKQKQ( 計算機概論 (附 CD) ◎ 盧希鵬、鄒仁淳、葉乃菁 -著 670

EB004830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2005 y(7IJ5H1*OOKQRP( 電腦應用概論 (附 CD) ◎ 張台先編著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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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831 台灣商務 ﹝電腦科學﹞ 2000 y(7IJ5H0*PLQQOR( 電腦與人腦 ◎ 馮諾曼 著 200

EB004832 幼獅文化 ﹝電腦科學﹞ 2001 y(7IJ5H5*RONNTK( 我們戀愛吧！電腦 ◎ 張系國 180

EB004833 智庫文化 ﹝電腦科學﹞ 2001 y(7IJ5H0*OSOPTP( 有效資訊科技 ◎ 260

EB004834 台灣商務 ﹝電腦科學﹞ 1999 y(7IJ5H0*PLQKSL( 空間地圖 ◎ 瑪格麗特魏特翰著 250

EB004835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2001 y(7IJ5H1*ONNKKO( 個人資料保護法論 ◎ 許文義 490

EB004836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2005 y(7IJ5H1*OOLQST( 網路生活與法律 ◎ 吳尚昆 240

EB004837 台灣商務 ﹝電腦科學﹞ 1999 y(7IJ5H0*PLQNNN( 一千零一網 ◎ 提姆 . 柏納斯李 著 250

EB004838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2000 y(7IJ5H1*OMNOKL( 作業系統 ◎ 彭勝龍 270

EB004839 三民書局 ﹝電腦科學﹞ 1995 y(7IJ5H1*OMLOOP( 類神經網路概論 (附 CD) ◎ 蔡瑞煌 267

EB004840 田園城市 ﹝電腦科學﹞ 2003 y(7IJ8G7*RKPMMS( 飆碎形：電腦繪圖碎形設計與創作 ◎ 吳鼎武．瓦歷斯 360

EB004841 雄獅 ﹝電腦科學﹞ 2000 y(7IJ5H4*ROKLRS( 電腦平面藝術創作空間 ◎ 方彩欣 680

EB004842 台灣商務 ﹝代數﹞ 1998 y(7IJ5H0*PLOORQ( 費瑪最後定理 ◎ 賽門 . 辛 著 300

EB004843 三民書局 ﹝代數﹞ 2004 y(7IJ5H1*OKPNTL( 線性代數 ◎ 謝志雄 290

EB004844 三民書局 ﹝代數﹞ 2004 y(7IJ5H1*OKPOQT( 機率導論 ◎ 戴久永 400

EB004845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1990 y(7IJ5H6*LQLKNM( 初等微積分習題演習 ◎ 陳俊進 300

EB004846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1991 y(7IJ5H1*OKPOML( 微積分 ◎ 楊維哲 556

EB004847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1993 y(7IJ5H1*OKSRSL( 微積分 ◎ 何典恭 230

EB004848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6 y(7IJ5H1*OLTNNQ( 商用微積分 ◎ 何典恭編著 550

EB004849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5 y(7IJ5H1*OMNOLS( 微積分 ◎ 姚任之 380

EB004850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1996 y(7IJ5H1*OMNRKS( 微積分 ◎ 何典恭 290

EB004851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5 y(7IJ5H1*OMNTKQ( 微積分題解 ◎ 姚任之 330

EB004852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3 y(7IJ5H1*OMOQPL( 二專微積分 (上 ) ◎ 姚任之、郭忠勝著 270

EB004853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1996 y(7IJ5H1*OMORPK( 微積分 ◎ 姚任之、郭忠勝 -著 360

EB004854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6 y(7IJ5H1*OMPKNK( 二專微積分 (下 ) ◎ 姚任之、郭忠勝著 250

EB004855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1 y(7IJ5H1*ONOPPL( 微積分基本要義 ◎ 曹亮吉 240

EB004856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6 y(7IJ5H1*OONMKL( 商用微積分 (附 CD)(修訂二版 ) ◎ 廖世仁、朱元祥 -著 280

EB004857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2005 y(7IJ5H1*OONMLS( 微積分 (修訂二版 ) ◎ 白豐銘、王富祥、方惠真 -著 320

EB004858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1998 y(7IJ5H6*LQOSTR( 基礎微積分 ◎ 陳俊進 450

EB004859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1998 y(7IJ5H6*LQOSSK( 基礎微積分 (下冊 ) ◎ 陳俊進 225

EB004860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1998 y(7IJ5H6*LQOSRN( 基礎微積分 (上冊 ) ◎ 陳俊進 225

EB004861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1998 y(7IJ5H6*LQPLKS( 基礎微積分精要 (下冊 ) ◎ 陳俊進 300

EB004862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1998 y(7IJ5H6*LQPKTM( 基礎微積分精要 (上冊 ) ◎ 陳俊進 250

EB004863 藝軒圖書 ﹝數學分析﹞ 2005 y(7IJ5H6*LQSLPO( 微積分導論 ◎ 蔡英藩 623

EB004864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1995 y(7IJ5H1*OLTQMQ( 商用微積分題解 ◎ 何典恭 300

EB004865 三民書局 ﹝數學分析﹞ 1997 y(7IJ5H1*OMOQSM( 微積分題解 ◎ 何典恭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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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866 三民書局 ﹝拓樸學﹞ 1982 y(7IJ5H1*TKMKSL( 邏輯與設基法 (精 ) ◎ 劉福增 200

EB004867 三民書局 ﹝拓樸學﹞ 1994 y(7IJ5H1*TKMKTS( 邏輯與設基法 (平 ) ◎ 劉福增 144

EB004868 台灣商務 ﹝幾何﹞ 1964 y(7IJ5H0*PLOSPS( 球面三角術 ◎ 李光蔭 著 120

EB004869 三民書局 ﹝數值分析﹞ 2005 y(7IJ5H1*OLLRTS( 初中資優生的解析幾何學 ◎ 楊維哲 260

EB004870 三民書局 ﹝數值分析﹞ 2006 y(7IJ5H1*OLLSKO( 高中資優生的立體解析幾何學 ◎ 楊維哲 230

EB004871 三民書局 ﹝應用數學
‧機率﹞ 1997 y(7IJ5H1*OKSNKT( 管理數學題解 ◎ 戴久永 350

EB004872 三民書局 ﹝應用數學
‧機率﹞ 2004 y(7IJ5H1*OMKKLL( 管理數學 (戴 ) ◎ 戴久永 640

EB004873 藝軒圖書 ﹝應用數學
‧機率﹞ 2003 y(7IJ5H6*LQRMMP( 基礎統計學 : 機率篇 ◎ 陳俊進 350

EB004874 心理 ﹝應用數學
‧機率﹞ 2006 y(7IJ5H7*KMTRKQ( 100種統計檢定 ◎ G. K. Kanji著；陳明終、鍾才元譯 320

EB004875 小魯文化 ﹝天文學總論﹞ 2006 y(7IJ5H5*RKSMSN( 星空大搜密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876 東方出版 ﹝天文學總論﹞ 2006 y(7IJ5H5*RKSMSN( 星空大搜密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877 蘭臺 ﹝天文學總論﹞ 2001 y(7IJ5H7*KNKTRT( 物理學宇宙（上） ◎ 李太楓．鄭興武 560

EB004878 蘭臺 ﹝天文學總論﹞ 2001 y(7IJ5H7*KNKTSQ( 物理學宇宙（下） ◎ 蕭耐圓．黃崇源 520

EB004879 黎明文化 ﹝天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MLQ( 認識星座 [平 ] ◎ 陶在廉 160

EB004880 台灣商務 ﹝天文學總論﹞ 1975 y(7IJ5H0*PLNKPT( 天文學 辭典 ◎ 曹 謨 主編 580

EB004881 台灣商務 ﹝天文學總論﹞ 1986 y(7IJ5H0*PLOKTO( 中華天文學史 ◎ 曹 謨 編著 320

EB004882 台灣商務 ﹝天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RQS( 中國古代的天文與曆法 ◎ 陳久金 著 140

EB004883 國家 ﹝天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QKTOSN( 天文學史話 ◎ 馮　時 200

EB004884 萬卷樓 ﹝天文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ONM( 帛書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與研究 ◎ 陳久金 640

EB004885 萬卷樓 ﹝天文學總論﹞ 2000 y(7IJ5H7*NTMRLS( 中國天文學源流 ◎ 文光 360

EB004886 正中書局 ﹝理論天文學﹞ 1997 y(7IJ5H0*TLLNNQ( 引力論 ◎ Charles W. MISNER等著 1350

EB004887 三民書局 ﹝天體‧天象﹞ 1997 y(7IJ5H1*OMQNKN( 11從行星到眾星系 ◎ CatherinedeBergh、Jean-PierreVe 250

EB004888 米娜貝爾 ﹝天體‧天象﹞ 2005 y(7IJ8G7*QOKPNQ( 宇宙奧祕 (米娜貝爾 ) ◎ 常和 250

EB004889 幼獅文化 ﹝天體‧天象﹞ 2000 y(7IJ5H5*ROMRMK( 星星戀曲 ◎ 陳培昆 120

EB004890 台灣商務 ﹝天體‧天象﹞ 1967 y(7IJ5H0*PLKPRR( 宇宙論 ◎ 李 震 著 200

EB004891 三民書局 ﹝太空科學﹞ 2006 y(7IJ5H1*OOOMTL( 別讓地球再挨撞 ◎ 李傑信 180

EB004892 黎明文化 ﹝太空科學﹞ 2003 y(7IJ5H1*QKQPOP( 幽浮航太與星際旅行 [平 ] ◎ 傅鶴齡 320

EB004893 國家 ﹝歲時‧曆法﹞ 2002 y(7IJ5H3*QKRPQO( 傳世曆書－萬年曆 ◎ 安　人 200

EB004894 國家 ﹝歲時‧曆法﹞ 2003 y(7IJ5H3*QKSPMN( 傳世曆書－萬年曆 (手攜本 ) ◎ 安　人 120

EB004895 進源 ﹝歲時‧曆法﹞ 2007 y(7IJ8G7*SQOQKO( 葫蘆墩精準萬年曆 ◎ 沈朝合 450

EB004896 進源 ﹝歲時‧曆法﹞ 2007 y(7IJ8G7*SQOQLL( 葫蘆墩精準萬年曆 (50K) ◎ 沈朝合 350

EB004897 易成 ﹝歲時‧曆法﹞ 2009 y(7IJ8G8*OSNRKP( 御用萬年曆 ◎ 林谷垚、陳琳 320

EB004898 台灣商務 ﹝歲時‧曆法﹞ 1962 y(7IJ5H0*PLKLMQ( 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 ◎ 鄭鶴聲 編輯 700

EB004899 小魯文化 ﹝氣象學﹞ 2006 y(7IJ5H5*RKSMLO( 氣象大觀測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900 東方出版 ﹝氣象學﹞ 2006 y(7IJ5H5*RKSMLO( 氣象大觀測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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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901 野人 ﹝氣象學﹞ 2006 y(7IJ8G8*MKPTLS( 發燒地球200年 ◎ 蓋爾 . 克里斯欽森 330

EB004902 野人 ﹝氣象學﹞ 2008 y(7IJ8G6*SKRMMK( 歷史上的大暖化 ◎ 布萊恩．費根 320

EB004903 台灣商務 ﹝氣象學﹞ 1982 y(7IJ5H0*PKPMRQ(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 ◎ 劉昭民 著 230

EB004904 遠足 ﹝氣象學﹞ 2003 y(7IJ8G7*QNKKSR( 台灣的氣候 ◎ 涂建翊．余嘉裕．周佳 400

EB004905 三民書局 ﹝物理學總論﹞ 2004 y(7IJ5H1*OOKQMK( 普通物理 (上 ) ◎ 陳龍英；郭明賢 -著 570

EB004906 三民書局 ﹝物理學總論﹞ 2006 y(7IJ5H1*OOMNRM( 普通物理 (下 ) ◎ 陳龍英、郭明賢 -著 520

EB004907 小魯文化 ﹝物理學總論﹞ 2007 y(7IJ5H5*RKSRMQ( 光音熱大魔術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908 東方出版 ﹝物理學總論﹞ 2007 y(7IJ5H5*RKSRMQ( 光音熱大魔術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909 國家 ﹝物理學總論﹞ 1997 y(7IJ5H3*QKPNTN( 有趣的物理世界 (一 ) ◎ 鍾國華 150

EB004910 國家 ﹝物理學總論﹞ 2002 y(7IJ5H3*QKSKQQ( 有趣的物理世界 (二 ) ◎ 鍾國華 150

EB004911 國家 ﹝物理學總論﹞ 2002 y(7IJ5H3*QKSKRN( 有趣的物理世界 (三 ) ◎ 鍾國華 150

EB004912 國家 ﹝物理學總論﹞ 2002 y(7IJ5H3*QKSKSK( 有趣的物理世界 (四 ) ◎ 鍾國華 150

EB004913 國家 ﹝物理學總論﹞ 1996 y(7IJ5H3*QKORSP( 輕輕鬆鬆學物理 ◎ 趙孟傑 180

EB004914 國家 ﹝物理學總論﹞ 1996 y(7IJ5H3*QKOSKS( 從遊戲中學物理 ◎ 趙孟傑 180

EB004915 國家 ﹝物理學總論﹞ 1996 y(7IJ5H3*QKORTM( 物理世界全集 ◎ 鍾國華 450

EB004916 正中書局 ﹝物理學總論﹞ 1997 y(7IJ5H0*TLKSST( 衝擊－改變世界的物理概念 ◎ 羅傑．瓊斯著 340

EB004917 台灣商務 ﹝物理學總論﹞ 2002 y(7IJ5H0*PLRQLN( 物理之演進 ◎ 愛因斯坦 著 250

EB004918 台灣商務 ﹝物理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PTP( 中國古代物理學 ◎ 戴念祖 著 140

EB004919 台灣商務 ﹝理論物理學﹞ 1983 y(7IJ5H0*PLKSNQ( 愛因斯坦的時空觀念 ◎ 游漢輝 著 180

EB004920 台灣商務 ﹝理論物理學﹞ 2005 y(7IJ5H0*PLTORL( 相對論入門 :狹義和廣義相對論 ◎ 愛因斯坦 160

EB004921 台灣商務 ﹝理論物理學﹞ 2005 y(7IJ5H0*PLTQKK( 相對論的意義 ◎ 愛因斯坦 200

EB004922 台灣商務 ﹝理論物理學﹞ 1999 y(7IJ5H0*PLQNMQ( 相對論 ABC:哲學家羅素如何闡述愛因斯坦的 . . ◎ 羅 素 著 200

EB004923 台灣商務 ﹝理論物理學﹞ 1994 y(7IJ5H0*PKTLSM( 中國古代度量衡 ◎ 丘光明 著 140

EB004924 台灣商務 ﹝理論物理學﹞ 1966 y(7IJ5H0*PLRKRL( 中國度量衡史 ◎ 吳承洛 著 280

EB004925 三民書局 ﹝力學﹞ 1984 y(7IJ5H1*OLKTTT( 力學 ◎ 陳恩宗 100

EB004926 三民書局 ﹝力學﹞ 1991 y(7IJ5H1*OLRRSN( 流體力學概論 ◎ 蔡旭容 160

EB004927 三民書局 ﹝力學﹞ 2004 y(7IJ5H1*OOKPTK( 流體力學 ◎ 陳俊勳、杜鳳棋 -著 400

EB004928 三民書局 ﹝物質﹞ 1991 y(7IJ5H1*OLKMMR( 流體力學 ◎ 王叔厚 389

EB004929 台灣商務 ﹝聲學﹞ 2007 y(7IJ5H0*PMMLTS( 聲學原理與多媒體音訊科技 ◎ 侯志欽 290

EB004930 三民書局 ﹝熱學﹞ 2000 y(7IJ5H1*OKSTLK( 化工熱力學 ◎ 黃定加 300

EB004931 三民書局 ﹝熱學﹞ 1991 y(7IJ5H1*OKSTNO( 化工熱力學 ◎ 鄧禮堂 311

EB004932 台灣商務 ﹝光學﹞ 2003 y(7IJ5H0*PLSKTM( 光 -從細胞到太空 ◎ 班 . 波法 著 400

EB004933 三民書局 ﹝光學﹞ 1984 y(7IJ5H1*TKSOTQ( 色彩基礎 (平 ) ◎ 何耀宗 111

EB004934 三民書局 ﹝電子學﹞ 1991 y(7IJ5H1*OKTRPR( 基本電學 ◎ 毛齊武 189

EB004935 三民書局 ﹝電子學﹞ 1985 y(7IJ5H1*OLKSTK( 基本電學 ◎ 陳文良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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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936 三民書局 ﹝電子學﹞ 2008 y(7IJ5H1*OOROML( 燃料電池 (札記 ) ◎ 馬承九 550

EB004937 三民書局 ﹝電子學﹞ 1985 y(7IJ5H1*OKTMNS( 電子學 (上 ) ◎ 鄧知晞、李清庭著 211

EB004938 三民書局 ﹝電子學﹞ 1985 y(7IJ5H1*OKTMOP( 電子學 (下 ) ◎ 鄧知晞、李清庭著 189

EB004939 三民書局 ﹝磁學﹞ 1993 y(7IJ5H1*OKTQOL( 電磁學 ◎ 黃廣志 233

EB004940 台灣商務 ﹝現代物理﹞ 1992 y(7IJ5H0*PKQNOL( 量子的物理世界 ◎ 張鐘靜 譯 140

EB004941 藝軒圖書 ﹝現代物理﹞ 2004 y(7IJ5H6*LQRTTR( 近代物理導論 ◎ 林財庫 750

EB004942 台灣商務 ﹝現代物理﹞ 2003 y(7IJ5H0*PLSMNS( 優雅的宇宙 ◎ 布萊恩 . 格林恩 著 510

EB004943 三民書局 ﹝化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RTS( 普通化學 ◎ 王澄霞、陳朝棟、洪志明著 530

EB004944 三民書局 ﹝化學總論﹞ 2005 y(7IJ5H1*OOKQNR( 普通化學 -基礎篇 ◎ 楊永華、蘇金豆、林振興、黃文彰 -著 450

EB004945 三民書局 ﹝化學總論﹞ 2005 y(7IJ5H1*OOKSQQ( 普通化學—進階篇 ◎ 楊永華、蘇金豆、林振興、黃文彰 -著 450

EB004946 幼獅文化 ﹝化學總論﹞ 2003 y(7IJ5H5*ROONKO( 變化你生活 ◎ 張敏超 320

EB004947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90 y(7IJ5H6*LQKOLR( 化學 (下冊 )第二版 ◎ 曾國輝 500

EB004948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89 y(7IJ5H6*LQKLMR( 化學 (上冊 ) ◎ 葉承 350

EB004949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90 y(7IJ5H6*LQKOKK( 化學 (上冊 )第二版 ◎ 曾國輝 500

EB004950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89 y(7IJ5H6*LQKMRL( 化學問題指引 ◎ 曾國輝 200

EB004951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98 y(7IJ5H6*LQOTPS( 跨世紀的化學 -化學的今日與明日 ◎ 華彤文 350

EB004952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2000 y(7IJ5H6*LQPTPP( 藥物化學 (2) : 抗生素、類固醇 ◎ 莊世憲 200

EB004953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2003 y(7IJ5H6*LQRNNL( 普通化學精華 (下冊 ) ◎ 梁家鳳 300

EB004954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2003 y(7IJ5H6*LQRNMO( 普通化學精華 (上冊 ) ◎ 梁家鳳 300

EB004955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94 y(7IJ5H6*LQNNLT( 普通化學實驗 ◎ 佘瑞琳 300

EB004956 藝軒圖書 ﹝化學總論﹞ 1991 y(7IJ5H6*LQLNNT( 化學辭典 (第三版 ) ◎ 黃蔭樨 550

EB004957 台灣商務 ﹝化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QKL( 中國古代化學 ◎ 趙匡華 著 140

EB004958 萬卷樓 ﹝化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NLT( 長生迷思之外—古代煉丹與化學 ◎ 孟乃昌 200

EB004959 三民書局 ﹝分析化學﹞ 1999 y(7IJ5H1*OKSSPT( 分析化學 ◎ 鄭華生 240

EB004960 三民書局 ﹝分析化學﹞ 1991 y(7IJ5H1*OLLKPR( 分析化學 ◎ 魏明通 133

EB004961 三民書局 ﹝分析化學﹞ 1995 y(7IJ5H1*OMMNMT( 分析化學 ◎ 林洪志 610

EB004962 藝軒圖書 ﹝分析化學﹞ 1992 y(7IJ5H6*LQMNLM( 分析化學 ◎ 闕山仲 650

EB004963 藝軒圖書 ﹝分析化學﹞ 1994 y(7IJ5H6*LQNNMQ( 分析化學實驗 ◎ 李炳宏 300

EB004964 藝軒圖書 ﹝分析化學﹞ 2004 y(7IJ5H6*LQRPKS( 食品分析 ◎ 李敏雄 750

EB004965 三民書局 ﹝分析化學﹞ 1992 y(7IJ5H1*OKSTST( 工業分析 ◎ 吳振成 140

EB004966 三民書局 ﹝分析化學﹞ 1993 y(7IJ5H1*OLLKOK( 工業分析 ◎ 李敏達 170

EB004967 三民書局 ﹝儀器分析化學﹞ 1993 y(7IJ5H1*OKTKPO( 定性分析 ◎ 陳壽南 144

EB004968 三民書局 ﹝儀器分析化學﹞ 1997 y(7IJ5H1*OMQQKK( 儀器分析 (增訂新版 ) ◎ 陳陵援、吳慧眼 -著 400

EB004969 三民書局 ﹝高分子化學﹞ 1996 y(7IJ5H1*OKTKOR( 定量分析 ◎ 陳壽南 250

EB004970 瑞昇 ﹝高分子化學﹞ 2006 y(7IJ5H5*MQQKPT( 話說大清 -康熙王朝 ◎ 聖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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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4971 藝軒圖書 ﹝高分子化學﹞ 1994 y(7IJ5H6*LQNNNN( 定量化學分析簡明教程 ◎ 何國榮 350

EB004972 小魯文化 ﹝高分子化學﹞ 2006 y(7IJ5H5*RKSMTK( 原子大作用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973 東方出版 ﹝高分子化學﹞ 2006 y(7IJ5H5*RKSMTK( 原子大作用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4974 三民書局 ﹝無機化學﹞ 1994 y(7IJ5H1*OLLKQO( 無機化學 ◎ 魏明通 256

EB004975 藝軒圖書 ﹝無機化學﹞ 1992 y(7IJ5H6*LQMOLL( 簡明有機化學 ◎ 李展平 350

EB004976 藝軒圖書 ﹝無機化學﹞ 2003 y(7IJ5H6*LQRMTO( 水質學 ◎ 黃春蘭 550

EB004977 三民書局 ﹝有機化學﹞ 1998 y(7IJ5H1*OMNQSP( 有機化學 (上 ) ◎ 王澄霞、陳朝棟、洪志明 -著 340

EB004978 三民書局 ﹝有機化學﹞ 1996 y(7IJ5H1*OMNQTM( 有機化學 (下 ) ◎ 王澄霞、陳朝棟、洪志明 -著 340

EB004979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1995 y(7IJ5H6*LQNRMM( 天然有機化合物漫談 ◎ 洪伯誠 300

EB004980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1992 y(7IJ5H6*LQMOOM( 有機化學 (下冊 ) ◎ 鄭世雄 500

EB004981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1992 y(7IJ5H6*LQMONP( 有機化學 (上冊 ) ◎ 鄭世雄 500

EB004982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6 y(7IJ5H6*LQSQTR( 有機化學 (第三版 ) ◎ 王昭鈞 450

EB004983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2 y(7IJ5H6*LQQPMP( 有機化學第二版 ◎ 方俊民 450

EB004984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1 y(7IJ5H6*LQQMOM( 有機化學精要 (下 ) ◎ 王昭鈞 300

EB004985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0 y(7IJ5H6*LQQKRP( 有機化學精要 (上 ) ◎ 王昭鈞 300

EB004986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1 y(7IJ5H6*LQQLLM( 有機化學精要 (中 ) ◎ 王昭鈞 350

EB004987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2 y(7IJ5H6*LQQPOT( 有機化學精義 (第二版 ) ◎ 黃春蘭 600

EB004988 藝軒圖書 ﹝有機化學﹞ 2002 y(7IJ5H6*LQQQMO( 有機化學辭典 ◎ 黃春蘭 350

EB004989 健行 ﹝有機化學﹞ 2007 y(7IJ8G6*RTSKMN( 你吃對維他命了嗎 ? ◎ 龔則韞 200

EB004990 三民書局 ﹝有機化學﹞ 1978 y(7IJ5H1*OKSSRN( 聚合體學 (高分子化學 ) ◎ 杜逸虹 250

EB004991 藝軒圖書 ﹝化學實驗
及設備﹞ 1994 y(7IJ5H6*LQNNOK( 有機化學實驗 ◎ 楊美惠 300

EB004992 三民書局 ﹝物理化學﹞ 2003 y(7IJ5H1*OKSSSK( 物理化學 ◎ 杜逸虹 380

EB004993 三民書局 ﹝物理化學﹞ 1992 y(7IJ5H1*OKSSTR( 物理化學 ◎ 李敏達 378

EB004994 三民書局 ﹝物理化學﹞ 1985 y(7IJ5H1*OLLKSS( 物理化學 ◎ 黃定加、史宗淮著 167

EB004995 三民書局 ﹝物理化學﹞ 2005 y(7IJ5H1*OMNOMP( 物理化學 ◎ 卓靜哲、施良垣、黃守仁、蘇世剛、何瑞文著 750

EB004996 三民書局 ﹝物理化學﹞ 1995 y(7IJ5H1*OKKMOM( 物理化學實驗 ◎ 李敏達 289

EB004997 台灣商務 ﹝物理化學﹞ 1980 y(7IJ5H0*PKPNRP( 電化學 ◎ 萬其超 編著 150

EB004998 藝軒圖書 ﹝物理化學﹞ 1992 y(7IJ5H6*LQMOPT( 合成化學 (修訂版 ) ◎ 賴義成 450

EB004999 藝軒圖書 ﹝物理化學﹞ 1993 y(7IJ5H6*LQMTOR( 有機合成 (修訂版 ) ◎ 方俊民 600

EB005000 三民書局 ﹝地球科學總論﹞ 1991 y(7IJ5H1*OKRLTR( 海事地理學 ◎ 胡振洲 244

EB005001 小魯文化 ﹝地球科學總論﹞ 2006 y(7IJ5H5*RKSNOO( 地球大寶藏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002 東方出版 ﹝地球科學總論﹞ 2006 y(7IJ5H5*RKSNOO( 地球大寶藏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003 國史館 ﹝地球科學總論﹞ 1974 臺灣地質 ◎ 林朝棨 ,周瑞燉 200

EB005004 台灣商務 ﹝地球科學總論﹞ 1973 y(7IJ5H0*PLMTMM( 地球科學 辭典 ◎ 林朝棨 主編 1650

EB005005 遠足 ﹝地球科學總論﹞ 2009 y(7IJ8G6*RNLMOM( 一看就懂地理百科 :地理奧祕完全圖解 ◎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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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006 三民書局 ﹝地球科學總論﹞ 2003 y(7IJ5H1*ONSOON( 說地―中國人認識大地形狀的故事 ◎ 祝平一 110

EB005007 三民書局 ﹝自然地理﹞ 1996 y(7IJ5H1*OKRLPT( 地形學綱要 ◎ 劉鴻喜 220

EB005008 三民書局 ﹝自然地理﹞ 2006 y(7IJ5H1*OOLKSP( 自然地理學 (修訂三版 ) ◎ 劉鴻喜 400

EB005009 黎明文化 ﹝自然地理﹞ 1993 y(7IJ5H1*QKMNLS( 海洋世界 [精 ] ◎ 張崑雄 280

EB005010 黎明文化 ﹝自然地理﹞ 1995 y(7IJ5H1*QKONLM( 海底之旅 [下 ][精 ] ◎ 尤里．范那尤原著 ; 吳幼萍改寫 280

EB005011 黎明文化 ﹝自然地理﹞ 1995 y(7IJ5H1*QKONKP( 海底之旅 [上 ][精 ] ◎ 尤里．范那尤原著 ; 吳幼萍改寫 280

EB005012 遠足 ﹝自然地理﹞ 2007 y(7IJ8G7*QNKSTQ( 遠足 (圖解 )地理辭典 ◎ 徐美玲著、高華繪圖 600

EB005013 遠足 ﹝自然地理﹞ 2004 y(7IJ8G7*QNKLRT( 台灣的特殊地景 -北台灣 ◎ 王鑫 400

EB005014 遠足 ﹝自然地理﹞ 2004 y(7IJ8G7*QNKLSQ( 台灣的特殊地景 -南台灣 ◎ 王鑫 400

EB005015 遠足 ﹝自然地理﹞ 2008 y(7IJ8G6*RNLLRO( 台灣的地形 ◎ 徐美玲 400

EB005016 遠足 ﹝自然地理﹞ 2009 y(7IJ8G6*RNLOMQ( 台灣的特殊地景 -北台灣 (新版 / 18開 ) ◎ 王鑫 199

EB005017 遠足 ﹝自然地理﹞ 2001 y(7IJ5H3*KOTNOK( 台灣的海岸 ◎ 李素芳 400

EB005018 遠足 ﹝自然地理﹞ 2001 y(7IJ5H3*KOTNMQ( 台灣的溼地 ◎ 莊玉珍‧王惠芳 400

EB005019 遠足 ﹝自然地理﹞ 2005 y(7IJ8G7*QNKPSM( 台灣的地下水 ◎ 陳文福 400

EB005020 藝軒圖書 ﹝自然地理﹞ 2003 y(7IJ5H6*LQQTRQ( 海洋科學導論 ◎ 馮士筰 580

EB005021 遠足 ﹝自然地理﹞ 2003 y(7IJ8G7*QNKKKL( 台灣的海洋 ◎ 戴昌鳳 400

EB005022 三民書局 ﹝動力地質學﹞ 1997 y(7IJ5H1*OMQMNP( 火山與地震 ◎ Jacques-MarieBardintzeff著；呂一民譯 250

EB005023 遠足 ﹝動力地質學﹞ 2006 y(7IJ8G7*QNKRSK( 台灣的火山 ◎ 宋聖榮 400

EB005024 遠足 ﹝動力地質學﹞ 2003 y(7IJ5H2*SKNLRM( 台灣的溫泉 ◎ 宋聖榮 400

EB005025 健行 ﹝動力地質學﹞ 2005 y(7IJ8G7*RPNPPR( 顫抖的大地 (原：為何他們存活 ) ◎ 王正一 260

EB005026 遠足 ﹝動力地質學﹞ 2004 y(7IJ8G7*QNKNLP( 台灣的斷層與地震 ◎ 蔡衡 . 楊建夫 400

EB005027 遠足 ﹝動力地質學﹞ 2002 y(7IJ5H3*KOTNRL( 台灣的珊瑚礁 ◎ 王鑫 . 何立德 400

EB005028 瑞昇 ﹝礦物學﹞ 2009 y(7IJ5H5*MQSMQS( 天然寶石‧珠寶基礎事典 ◎ 中央寶石研究所 300

EB005029 遠足 ﹝礦物學﹞ 2003 y(7IJ8G7*QNKLKK( 台灣的金礦 ◎ 余炳盛．方建能 400

EB005030 國家 ﹝礦物學﹞ 1996 y(7IJ5H3*QKOROR( 寶石世界 ◎ 編譯組 400

EB005031 遠足 ﹝礦物學﹞ 2005 y(7IJ8G7*QNKPQS( 台灣的寶石 ◎ 余炳盛 ˙方建能 400

EB005032 遠足 ﹝岩石學﹞ 2005 y(7IJ8G7*QNKQMT( 台灣的岩石 ◎ 劉聰桂、楊燦堯、吳文雄 400

EB005033 遠足 ﹝岩石學﹞ 2008 y(7IJ8G7*QNKTTP( 台灣的石灰岩 ◎ 鍾廣吉 400

EB005034 胡桃木 ﹝古生物學﹞ 2004 y(7IJ5H8*NMKNPM( 化石拼圖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80

EB005035 三悅 ﹝古生物學﹞ 2004 y(7IJ5H5*MQPOPS( 侏儸紀恐龍大百科 ◎ 黑川光廣 250

EB005036 三悅 ﹝古生物學﹞ 2007 y(7IJ5H5*MQQRQT( 恐龍 VS哺乳類 ◎ NHK恐龍 PROJECT 250

EB005037 遠足 ﹝古生物學﹞ 2006 y(7IJ8G7*QNKSMR( 台灣的化石 ◎ 鍾廣吉 400

EB005038 三民書局 ﹝生物科學總論﹞ 1991 y(7IJ5H1*OKKTKR( 生物學 (精 ) ◎ 諸亞儂 620

EB005039 台灣商務 ﹝生物科學總論﹞ 1991 y(7IJ5H0*PKNLNP( 中華生物學史 ◎ 劉昭民 編著 360

EB005040 知書房 ﹝生物科學總論﹞ 2008 y(7IJ8G7*LPLMQL( 探索生命科學的奧秘 ◎ Lluis borras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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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041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6 y(7IJ8G1*PRLRPL( Mader's生物學 ◎ 朱雲緯 1450

EB005042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8 y(7IJ5H6*LQTNPT( 生命科學的探索 ◎ 何國傑 200

EB005043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1999 y(7IJ5H6*LQPORO( 生物學 (下冊 ) ◎ 黃皓陽 750

EB005044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1999 y(7IJ5H6*LQPOQR( 生物學 (上冊 ) ◎ 黃皓陽 750

EB005045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0 y(7IJ5H6*LQPTQM( 生物學 (全一冊 ) ◎ 黃皓陽 1400

EB005046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7 y(7IJ5H6*LQTLLN( 基礎生命科學：學習指導與習題（第二版） ◎ 林金盾 480

EB005047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6 y(7IJ5H6*LQSSRL( 基礎生命科學 -第二版 ◎ 吳慶余 800

EB005048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6 y(7IJ5H6*LQSRST( 普通生物學 -陳閱增 ◎ 林金盾 750

EB005049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4 y(7IJ5H6*LQROSP( 新觀念生物學 ◎ 林金盾 650

EB005050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4 y(7IJ5H6*LQRONK( 圖解生命科學 ◎ 楊美桂 200

EB005051 台灣商務 ﹝生物科學總論﹞ 1994 y(7IJ5H0*PLKKQP( 細胞、信息與科學－生物學的啟示 ◎ 胡壽文 譯 200

EB005052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1 y(7IJ5H6*LQQLKP( 生物統計學新論 (增修二版 ) ◎ 楊志良 300

EB005053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7 y(7IJ5H6*LQTMTS( 是誰將數字變得有意義了？談生物統計 (第二版 ) ◎ 張念台 300

EB005054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6 y(7IJ5H6*LQSQQQ( 生物統計學附題解及練習 ◎ 李英周 580

EB005055 天培 ﹝生物科學總論﹞ 2010 y(7IJ8G6*NSPKSR( 當蜜蜂消失的那天 ◎ 尚 -克里斯多夫‧維耶 (Jean-Christophe Vie) 260

EB005056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3 y(7IJ8G7*RMRSKK( 生物資訊入門 ◎ 陳進和 400

EB005057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5 y(7IJ5H6*LQSLRS( 基礎生物資訊實務 (第二版） ◎ 李炎 580

EB005058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1989 y(7IJ5H6*LQKOSQ( 生物技術名詞彙編 ◎ 上野洋一郎 300

EB005059 藝軒圖書 ﹝生物科學總論﹞ 2006 y(7IJ5H6*LQTKNS( 英漢生物學詞匯（第三版） ◎ 謝兆樞 1350

EB005060 台灣商務 ﹝生物科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QLS( 中國古代生物學 ◎ 汪子春 著 140

EB005061 天培 ﹝普通生物學﹞ 2000 y(7IJ5H5*QKQQRL( 自然裡的女人 ◎ 王瑞香 210

EB005062 瑞昇 ﹝普通生物學﹞ 2007 y(7IJ5H5*MQRKNM( 理科生必備 !生物化學基礎讀物 ◎ 山川喜輝 220

EB005063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1 y(7IJ5H6*LQLRNP( 生物學 (下冊 ) ◎ 丁澤民 700

EB005064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1 y(7IJ5H6*LQLRNP( 生物學 (上冊 ) ◎ 丁澤民 750

EB005065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LOL( 最新生物學 (修訂版 ) ◎ 黃俊雄 750

EB005066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LKQN( 生物學實驗 ◎ 溫永福 250

EB005067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1 y(7IJ5H6*LQLSQP( 組織培養技術 ◎ 上野洋一郎 380

EB005068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0 y(7IJ5H6*LQPSLS( 組織培養的技術 ◎ 上野洋一郎 480

EB005069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3 y(7IJ5H6*LQRNKK( 分子生物學 ◎ 陳嘉芬 700

EB005070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LKPQ( 分子生物學 (下冊 ) ◎ 張信 700

EB005071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LMQL( 分子生物學 (上 ) ◎ 張信 600

EB005072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3 y(7IJ5H6*LQQTTK( 分子醫學 ◎ 盧章智 350

EB005073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4 y(7IJ5H6*LQRPQK( 現代分子生物學 (第二版 ) ◎ 謝兆樞 450

EB005074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3 y(7IJ5H6*LQRMKL( 細胞和分子神經生物學 ◎ 左明雪 650

EB005075 三民書局 ﹝普通生物學﹞ 1989 y(7IJ5H1*OLLTLK( 放射生物學 ◎ 元培醫專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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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076 台灣商務 ﹝普通生物學﹞ 1980 y(7IJ5H0*PKQQNL( 生物化學 (下 ) ◎ 潘 福 編著 315

EB005077 台灣商務 ﹝普通生物學﹞ 1978 y(7IJ5H0*PLLLRS( 生物化學 (上 ) ◎ 潘 福 編著 400

EB005078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8 y(7IJ5H6*LQTMRO( Stryer's生物化學 ◎ 林榮耀 1650

EB005079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KPNK( 大學生物化學 (下冊 ) ◎ 曾國輝 650

EB005080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LMKT( 大學生物化學 (上冊 ) ◎ 曾國輝 650

EB005081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KLL( 生物化學 (下冊 ) ◎ 李建雄等 700

EB005082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7 y(7IJ5H6*LQSTTO( 生物化學 (下冊 ) ◎ 張文章 850

EB005083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KPPO( 生物化學 (上冊 ) ◎ 李建雄 550

EB005084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7 y(7IJ5H6*LQSTSR( 生物化學 (上冊 ) ◎ 邱式鴻 850

EB005085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6 y(7IJ5H6*LQOKMQ( 生物化學圖解 (第三版 ) ◎ 陳振東 650

EB005086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1 y(7IJ5H6*LQLRTR( 生物化學精要 (修訂版 ) ◎ 葉東柏 400

EB005087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3 y(7IJ5H6*LQMRKL( 哈伯氏生物化學 (下冊 ) ◎ 翁鵬傑 500

EB005088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3 y(7IJ5H6*LQMQTP( 哈伯氏生物化學 (上冊 ) ◎ 翁鵬傑 500

EB005089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0 y(7IJ5H6*LQLLRT( 基礎生物化學 (修訂版 ) ◎ 陳明造 450

EB005090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8 y(7IJ8G8*NRTMNR( 圖解生物化學 -後基因體與世代的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 ◎ 蕭明熙 780

EB005091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3 y(7IJ5H6*LQQTPM( 簡明生物化學第三版 ◎ 劉鴻銘 450

EB005092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6 y(7IJ5H6*LQSOSM(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實驗課程 ◎ 邱式鴻 380

EB005093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KSK( 最新生物化學實驗 ◎ 謝魁鵬 600

EB005094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1997 y(7IJ5H6*LQOOQK( 生化與生物技術辭彙 ◎ 林仁混 650

EB005095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3 y(7IJ5H6*LQRKPS( 英漢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詞典 ◎ 謝兆樞 950

EB005096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8 y(7IJ5H6*LQTOMR( 分子生物學 -輕輕鬆鬆學分生（第三版） ◎ 朱雲瑋 780

EB005097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8 y(7IJ5H6*LQTNSK( 應用分子生物學 ◎ 李昭鋐 600

EB005098 藝軒圖書 ﹝普通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LMN( 生命的起始點 ◎ 簡靜香 350

EB005099 台灣商務 ﹝演化論﹞ 1965 y(7IJ5H0*PMMLQR( 天演論 (POD) ◎ T. H. Huxley 150

EB005100 台灣商務 ﹝演化論﹞ 2009 y(7IJ5H0*PMNQNS( 天演論 ◎ 赫胥黎 180

EB005101 台灣商務 ﹝演化論﹞ 2009 y(7IJ5H0*PMNQSN( 天演論 (精裝 ) ◎ 赫胥黎 280

EB005102 胡桃木 ﹝演化論﹞ 2003 y(7IJ5H0*OTMSSK( 演化進行曲 -新版 (胡桃木 ) ◎ 克里斯．賴維斯 300

EB005103 左岸 ﹝演化論﹞ 2005 y(7IJ8G7*LROLKT( 雀鳥、果蠅與上帝 :演化論的歷史 ◎ 艾德華 ˙拉森 320

EB005104 三民書局 ﹝演化論﹞ 1999 y(7IJ5H1*ONKLMQ( 進化神話第一部―駁：達爾文《物種起源》 ◎ 陳冠學 220

EB005105 台灣商務 ﹝演化論﹞ 1998 y(7IJ5H0*PLOPLN( 物種起源 ◎ 達爾文 著 450

EB005106 胡桃木 ﹝遺傳學﹞ 2004 y(7IJ5H8*NMKOSM( 複製人完全手冊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60

EB005107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3 y(7IJ5H6*LQRMSR( 基礎遺傳學 ◎ 陳嘉芬 450

EB005108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5 y(7IJ5H6*LQSLOR( 圖解遺傳學 ◎ 上野洋一郎 300

EB005109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2 y(7IJ5H6*LQQOSS( 遺傳流行病學 : 基因定位之遺傳設計與分析方法 ◎ 戴政 600

EB005110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6 y(7IJ5H6*LQSRMR( 醫用遺傳學精義 ◎ 姚侑廷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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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111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6 y(7IJ5H6*LQSTPQ( 人類分子遺傳學 ◎ 陳淑華 1750

EB005112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8 y(7IJ5H6*LQTLTT( 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第五版） ◎ 何國傑 700

EB005113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3 y(7IJ5H6*LQRMNM( 基因體科學入門 ◎ 陳水田 780

EB005114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4 y(7IJ5H6*LQRSMT( 基因體學 ◎ 何國傑 500

EB005115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4 y(7IJ5H6*LQRSQR( 基因體學：人類生物學的應用 ◎ 陳水田 300

EB005116 藝軒圖書 ﹝遺傳學﹞ 2004 y(7IJ5H6*LQRTLL( 遺傳工程入門 ◎ 汪淑台 750

EB005117 左岸 ﹝遺傳學﹞ 2007 y(7IJ8G7*LROTTO( 複製一個我 ◎ 任能博 300

EB005118 藝軒圖書 ﹝細胞論﹞ 2005 y(7IJ5H6*LQSKNL( 分子細胞生物學 (下冊 ) ◎ 林奇宏 950

EB005119 藝軒圖書 ﹝細胞論﹞ 2005 y(7IJ5H6*LQSKMO( 分子細胞生物學 (上冊 ) ◎ 林奇宏 950

EB005120 藝軒圖書 ﹝細胞論﹞ 2004 y(7IJ5H6*LQRSRO( 細胞生物學 (第二版 ) ◎ 陳嘉芬 600

EB005121 胡桃木 ﹝生物地理學﹞ 2003 y(7IJ5H0*OTMSTR( 多多鳥之歌 (上 )(胡桃木 ) ◎ 胡桃木 380

EB005122 胡桃木 ﹝生物地理學﹞ 2003 y(7IJ5H0*OTMTKN( 多多鳥之歌 (下 )(胡桃木 ) ◎ 胡桃木 380

EB005123 瑞昇 ﹝生物地理學﹞ 2007 y(7IJ5H5*MQQSOO( 海洋大觀園 ◎ 楚山 勇 250

EB005124 藝軒圖書 ﹝生物地理學﹞ 2007 y(7IJ5H6*LQTMNQ( 生物地理學 -從生態及演化的角度來探討 ◎ 呂光洋 850

EB005125 天培 ﹝生態學﹞ 2000 y(7IJ5H5*QKQORN( 讓地球活下去 ◎ 金恆鑣 210

EB005126 九歌 ﹝生態學﹞ 1983 y(7IJ5H5*QKKOOK(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 韓韓．馬以工 210

EB005127 幼獅文化 ﹝生態學﹞ 2000 y(7IJ5H5*ROLOOK( 地球的煩惱 ◎ 吳惠國 230

EB005128 幼獅文化 ﹝生態學﹞ 2003 y(7IJ5H5*ROONLL( 生命聚寶盆 ◎ 趙榮台 320

EB005129 幼獅文化 ﹝生態學﹞ 2004 y(7IJ5H5*ROPMTP( 與自然談天：生態散文集 ◎ 蕭蕭主編 180

EB005130 藝軒圖書 ﹝生態學﹞ 2000 y(7IJ5H6*LQPTNL( 自然保育學 ◎ 張仁福 480

EB005131 藝軒圖書 ﹝生態學﹞ 1995 y(7IJ5H6*LQNQRS( 普通生態學 ◎ 呂光洋 450

EB005132 藝術家 ﹝生態學﹞ 1999 y(7IJ5H0*MONPLM( 自然保育 ◎ 馬以工 著 160

EB005133 正中書局 ﹝生態學﹞ 2005 y(7IJ5H0*TLPQSQ( 水水台灣 ◎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60

EB005134 遠足 ﹝生態學﹞ 2004 y(7IJ8G7*QNKNOQ( 台灣的自然保護區 ◎ 李光中 . 李培芬 400

EB005135 天培 ﹝生態學﹞ 2001 y(7IJ5H5*QKRPRT( 台灣的綠色保險絲 ◎ 金恆鑣 190

EB005136 幼獅文化 ﹝生態學﹞ 2008 y(7IJ5H5*RORLQT( 花紋樣的生命 ◎ 劉克襄主編 200

EB005137 遠足 ﹝生態學﹞ 2004 y(7IJ8G7*QNKOOP( 台灣的天然災害 ◎ 林俊全 400

EB005138 三民書局 ﹝生態學﹞ 2006 y(7IJ5H1*OMNTTT( 環工化學 ◎ 黃汝賢等編著 320

EB005139 台灣商務 ﹝生態學﹞ 1993 y(7IJ5H0*PKSNKR( 生存危機―環境污染與生態失衡 ◎ 劉水源 著 170

EB005140 藝軒圖書 ﹝生態學﹞ 1998 y(7IJ5H6*LQPKPO( 實用環境化學 ◎ 張仁福 480

EB005141 遠足 ﹝生態學﹞ 2008 y(7IJ8G6*RNLLQR( 台灣的生態系 ◎ 李培芬 400

EB005142 左岸 ﹝生態學﹞ 2005 y(7IJ8G7*LROLPO( 當青蛙來敲門 :新店溪左岸的溼地故事 ◎ 張瀚元 280

EB005143 藝軒圖書 ﹝生態學﹞ 2005 y(7IJ5H6*LQSNOP( 海洋生態學 ◎ 程一駿 480

EB005144 幼獅文化 ﹝生物技術﹞ 2004 y(7IJ5H5*ROPNPQ( 病毒密碼：生物科技大防疫 ◎ 吳惠國 320

EB005145 藝軒圖書 ﹝生物技術﹞ 1993 y(7IJ5H6*LQMTRS( 生物技術概論 ◎ 徐泰浩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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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146 藝軒圖書 ﹝生物技術﹞ 2002 y(7IJ8G8*KPRMKN( 生物科技 N世紀 ◎ 牟敦剛 600

EB005147 黎明文化 ﹝生物技術﹞ 1993 y(7IJ5H1*QKKPLM( 生物技術 [平 ] ◎ 蘇遠志 280

EB005148 幼獅文化 ﹝生物技術﹞ 2000 y(7IJ5H5*ROLRTM( 我家也有桃莉羊：生物科技大事記 ◎ 吳惠國 220

EB005149 藝軒圖書 ﹝生物技術﹞ 2002 y(7IJ5H6*LQQPLS( 微生物顯微鏡學 ◎ 林良平 600

EB005150 藝軒圖書 ﹝生物技術﹞ 2008 y(7IJ5H6*LQTOQP( 酵素工程原理與技術 ◎ 李敏雄 560

EB005151 藝軒圖書 ﹝生物技術﹞ 2003 y(7IJ5H6*LQRKQP( 環境微生物實驗 ◎ 陳國誠 100

EB005152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6 y(7IJ5H6*LQSQMS( Mims 醫用微生物學 3 / e ◎ 陳豪勇 1800

EB005153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6 y(7IJ5H6*LQSQLL( 回憶微生物學 ◎ 鍾文彬 650

EB005154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7 y(7IJ8G1*PROLOL( 基礎微生物學 ◎ 楊盛行 1250

EB005155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0 y(7IJ5H6*LQKQPN( 基礎微生物學 (修訂版 ) ◎ 王進琦 580

EB005156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3 y(7IJ5H6*LQQTSN( 現代微生物學 ◎ 柯勇 850

EB005157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3 y(7IJ5H6*LQMSPP( 細菌代謝 ◎ 曾義雄 250

EB005158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OPL( 最新醫用微生物學 (下冊 ) ◎ 陳豪勇 950

EB005159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OOO( 最新醫用微生物學 (上冊 ) ◎ 陳豪勇 950

EB005160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2 y(7IJ5H6*LQQPTO( 微生物生理學 ◎ 李銘亮 800

EB005161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LPS( 微生物酵素工程學 ◎ 陳國誠 450

EB005162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6 y(7IJ5H6*LQOMPP( 微生物學 (修訂版 ) ◎ 謝素娥 450

EB005163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LNK( 微生物學 (第二版 ) ◎ 楊美桂 675

EB005164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2 y(7IJ5H6*LQQPPQ( 微生物學 (第四版 ) ◎ 蔡文城 1100

EB005165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2 y(7IJ5H6*LQMKQK( 微生物學含寄生蟲 ◎ 陽國台 120

EB005166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LKT( 微生物學速攻 ◎ 褚佩瑜 560

EB005167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KRN( 微生物學實驗 (修訂版 ) ◎ 王進琦 500

EB005168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NML( 漫談微生物 ◎ 上野洋一郎 150

EB005169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8 y(7IJ8G6*PNSMMN(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手冊 ◎ 胡小婷審閱 750

EB005170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0 y(7IJ5H6*LQLMLQ( 醫用微生物學實驗指導 (修訂版 ) ◎ 丁明哲 350

EB005171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4 y(7IJ5H6*LQRPRR(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第二版 ) ◎ 楊美桂 380

EB005172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MMQ( 微生物學實驗 (國立編譯館主編 ) ◎ 胡苔莉 100

EB005173 台灣商務 ﹝微生物學﹞ 2008 y(7IJ5H0*PMNLNN( 引領微生物學的先驅 ◎ 鐘金湯 劉仲康 320

EB005174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89 y(7IJ5H6*LQKLNO( 食品微生物學 (修訂版 ) ◎ 王進琦 600

EB005175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MTL( 食品微生物學精要 ◎ 丘志威 400

EB005176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2 y(7IJ5H6*LQQQSQ( 最新醫檢師 . 國考高考系列 : 臨床細菌學 (第四版 ) ◎ 褚佩瑜 950

EB005177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4 y(7IJ5H6*LQNOMP( 厭氧菌 :感染及診療 ◎ 陳聰敏 450

EB005178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SNPM( 漫談黴菌 ◎ 上野洋一郎 150

EB005179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9 y(7IJ5H6*LQPNRP( 病毒世界 -現代分子病毒學大綱 ◎ 張信之 800

EB005180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5 y(7IJ5H6*LQRTMS( 病毒學概論 (第二版 ) ◎ 楊繼江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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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181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9 y(7IJ5H6*LQPQLK( 最新醫檢師 . 國考高考系列 : 臨床病毒學 (第二版 ) ◎ 褚佩瑜 480

EB005182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6 y(7IJ5H6*LQOMMO( 醫用病毒學及其研究方法 ◎ 劉武哲 450

EB005183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7 y(7IJ5H6*LQTKOP( 免疫生物學 : 免疫系統的正常與疾病 ◎ 陳豪勇 1750

EB005184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0 y(7IJ5H6*LQPPNP( 免疫學 (第五版 ) ◎ 陳豪勇 1650

EB005185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7 y(7IJ5H6*LQTLOO( 免疫學入門 ◎ 楊堉麟 700

EB005186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6 y(7IJ5H6*LQSSPR( 免疫學速攻 ◎ 褚佩瑜 560

EB005187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4 y(7IJ5H6*LQNOQN( 免疫學精義 (第五版 ) ◎ 黃俊雄 300

EB005188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6 y(7IJ5H6*LQSPMT( 基礎免疫學 : 免疫系統的功能和異常 ◎ 江伯倫 700

EB005189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2 y(7IJ5H6*LQQRLQ( 基礎醫學免疫學 ◎ 陳建和 650

EB005190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0 y(7IJ5H6*LQQKKQ( 最新醫檢師 . 國考高考系列 : 免疫學與臨床血
清免疫學 (第三版上冊 ) ◎ 褚佩瑜

500

EB005191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0 y(7IJ5H6*LQQKLN( 最新醫檢師國考高考系列 : 免疫學與臨床血清免疫學 (第三版下冊 ) ◎ 褚佩瑜 500

EB005192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4 y(7IJ5H6*LQRTSK( 圖解免疫學 ◎ 上野洋一郎 300

EB005193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0 y(7IJ5H6*LQQKPL( 實用免疫學 ◎ 陳建和 1350

EB005194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7 y(7IJ5H6*LQORMT( 臨床血清免疫學 (第二版 ) ◎ 林明泉 1150

EB005195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1998 y(7IJ5H6*LQPMML( 臨床血清免疫學第三版修訂版 ◎ 郭雅音 450

EB005196 藝軒圖書 ﹝微生物學﹞ 2009 y(7IJ5H6*LQTOST( 英漢免疫生物學辭典 ◎ 陳豪勇 250

EB005197 小魯文化 ﹝植物學總論﹞ 2007 y(7IJ5H5*RKSNTT( 植物大觀園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198 台灣商務 ﹝植物學總論﹞ 1998 y(7IJ5H0*PLOQNQ( 植物的祕密生命 ◎ 彼得 . 湯京士 著 280

EB005199 台灣商務 ﹝植物學總論﹞ 1972 y(7IJ5H0*PKKQSO( 植物學 辭典 ◎ 劉棠瑞 主編 1575

EB005200 東方出版 ﹝植物學總論﹞ 2007 y(7IJ5H5*RKSNTT( 植物大觀園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01 黎明文化 ﹝植物學總論﹞ 1992 y(7IJ5H1*QKKNNS( 森林保育 [平 ] ◎ 郭寶章 250

EB005202 健行 ﹝植物學總論﹞ 2008 y(7IJ8G6*RTSLNT( 自然課沒教的事3：植物大觀園 ◎ 楊平世 250

EB005203 遠足 ﹝植物學總論﹞ 2004 y(7IJ8G7*QNKONS( 台灣的植物園 ◎ 心岱 400

EB005204 瑞昇 ﹝植物形態學﹞ 2003 y(7IJ5H5*MQOSLT( 紅葉與落葉 ◎ 片桐啟子 . 平野隆久 250

EB005205 瑞昇 ﹝植物形態學﹞ 2003 y(7IJ5H5*MQOSMQ( 橡實與松果 ◎ 片桐啟子 . 平野隆久 250

EB005206 瑞昇 ﹝植物形態學﹞ 2004 y(7IJ5H5*MQPMKP( 葉子博物館 ◎ 多田多惠子 250

EB005207 三民書局 ﹝植物生理學﹞ 1985 y(7IJ5H1*OLLSRN( 植物生理學 (精 ) ◎ DieterHESS原著；陳昇明編譯 333

EB005208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2006 y(7IJ5H6*LQSPLM( 植物生理學 ◎ 王淑美 450

EB005209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2002 y(7IJ5H6*LQQKNR( 植物生理學 ◎ 柯勇 850

EB005210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1989 y(7IJ5H6*LQKLTQ( 植物生理學實驗 (修訂版 ) ◎ 陳是瑩 280

EB005211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2009 y(7IJ5H6*LQTPKM( 植物生理學實驗指導（第二版） ◎ 王淑美 450

EB005212 台灣商務 ﹝植物生理學﹞ 1984 y(7IJ5H0*PKOMKK( 作物之光合作用 ◎ 林安秋 編著 150

EB005213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2006 y(7IJ5H6*LQSPNQ( 植物細胞工程 ◎ 陳其昌 450

EB005214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2000 y(7IJ5H6*LQPSOT( 植物組織培養與技術 ◎ 上野洋一郎 450

EB005215 藝軒圖書 ﹝植物生理學﹞ 2004 y(7IJ5H6*LQROOR( 圖解植物組織培養入門 ◎ 楊美桂 300

戴維、方坦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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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216 台灣商務 ﹝植物生態學﹞ 1968 y(7IJ5H0*PMMRQL( 植物地理學 (POD) ◎ 鮑爾傑 250

EB005217 遠足 ﹝種子植物﹞ 2009 y(7IJ8G6*RNLMPT( 蔬菜花開了 ◎ 齊藤光一 198

EB005218 遠足 ﹝種子植物﹞ 2009 y(7IJ8G6*RNLNLK( 大樹 ◎ 齊藤光一 280

EB005219 藝軒圖書 ﹝菌藻植物門﹞ 2005 y(7IJ5H6*LQSNSN( 藍菌研究 ◎ 李炎 300

EB005220 小魯文化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NL( 狼王羅伯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1 小魯文化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MO( 雷鳥紅領子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2 小魯文化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KK( 公鹿的腳印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3 小魯文化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OS( 塔克拉山的熊王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4 小魯文化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LR( 蝙蝠阿塔拉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5 東方出版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NL( 狼王羅伯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6 東方出版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MO( 雷鳥紅領子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7 東方出版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KK( 公鹿的腳印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8 東方出版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OS( 塔克拉山的熊王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29 東方出版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5*RKPSLR( 蝙蝠阿塔拉 ◎ 厄尼斯特‧湯‧西頓 160

EB005230 胡桃木 ﹝動物學總論﹞ 2003 y(7IJ8G7*QOKKRT( 新動物園 -新版 (胡桃木 ) ◎ Vicki Croke 360

EB005231 國家 ﹝動物學總論﹞ 2003 y(7IJ5H3*QKSOMO( 探索動物的奧祕 ◎ 何百川 200

EB005232 藝軒圖書 ﹝動物學總論﹞ 2001 y(7IJ5H4*TNNNTQ( 動物學上下冊（套書） ◎ 曾萬年 1800

EB005233 黎明文化 ﹝動物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NKL( 動物行為 [精 ] ◎ 楊平世 280

EB005234 正中書局 ﹝動物學總論﹞ 1998 y(7IJ5H0*TLLSRT( 正中動物學辭典 (精 ) ◎ 趙 楷等編著 320

EB005235 健行 ﹝動物學總論﹞ 2008 y(7IJ8G6*RTSKPO( 自然課沒教的事1：動物總動員 ◎ 楊平世 250

EB005236 藝軒圖書 ﹝動物學總論﹞ 1996 y(7IJ5H6*LQOLQN( 實驗動物及比較醫學名詞 ◎ 國立編譯館 450

EB005237 台灣商務 ﹝動物學總論﹞ 1974 y(7IJ5H0*PLMTNT( 動物學 辭典 ◎ 易希陶 主編 1350

EB005238 藝軒圖書 ﹝動物解剖學﹞ 2003 y(7IJ5H6*LQRLOK( 英 (拉 )漢漢英 (拉 )動物比較解剖學 ,組織學和胚胎學詞彙 ◎ 李良玉 1670

EB005239 米娜貝爾 ﹝動物生理學﹞ 2004 y(7IJ8G7*QOKNTK( 頑皮精靈 (軟精裝 ) ◎ 常和 250

EB005240 米娜貝爾 ﹝動物生理學﹞ 2004 y(7IJ8G7*QOKMTL( 神奇獵手 (米娜貝爾 ) ◎ 常和 250

EB005241 胡桃木 ﹝動物生理學﹞ 2003 y(7IJ5H0*OTMTMR( 我的猩猩寶貝 -新版 (胡桃木 ) ◎ Poger Fouts 350

EB005242 胡桃木 ﹝動物生理學﹞ 2003 y(7IJ5H0*OTMTRM( 企鵝的擁抱 -新版 (胡桃木 ) ◎ Jeffrey Masson 260

EB005243 藝軒圖書 ﹝動物生理學﹞ 2004 y(7IJ5H6*LQRTOM( 動物比較組織學 ◎ 李德雪 400

EB005244 野人 ﹝動物生理學﹞ 2006 y(7IJ8G8*MKPTNM( 所羅門王的貓狗指環 ◎ 康拉德．勞倫茲 260

EB005245 野人 ﹝動物生理學﹞ 2008 y(7IJ8G6*SKRMOO( 猴塞雷 !貓熊會倒立 !馴鹿愛喝尿 ! ◎ 奧古斯都．棕 250

EB005246 大塊 ﹝動物生理學﹞ 9601 y(7IJ8G7*KPTQQQ( 鳥為什麼鳴唱 ◎ 大衛．羅森柏格 320

EB005247 台灣商務 ﹝動物地理學﹞ 1971 y(7IJ5H0*PMMROR( 動物地理學 (POD) ◎ 川村多實二 280

EB005248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2007 y(7IJ5H5*RKSPOM( 昆蟲大奧祕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49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2007 y(7IJ5H5*RKSPNP( 人體大工廠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50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2007 y(7IJ5H5*RKSPOM( 昆蟲大奧祕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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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251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2007 y(7IJ5H5*RKSPNP( 人體大工廠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52 胡桃木 ﹝節肢動物門﹞ 2004 y(7IJ5H8*NMKNQT( 昆蟲帝國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80

EB005253 三悅 ﹝節肢動物門﹞ 2007 y(7IJ5H5*MQQQPN( 獨角仙 &撬形蟲完全飼育手冊 ◎ 清水 潔 150

EB005254 三悅 ﹝節肢動物門﹞ 2008 y(7IJ5H5*MQRPKQ( 激戰！兜蟲 VS鍬形蟲 PK大賽 ◎ 池田書店編輯部 150

EB005255 遠足 ﹝節肢動物門﹞ 2009 y(7IJ8G6*RNLMNP( 鍬形蟲大集合 ◎ 安永一正 198

EB005256 遠足 ﹝節肢動物門﹞ 2009 y(7IJ8G6*RNLNMR( 大力士獨角仙 ◎ 安永一正 280

EB005257 遠足 ﹝節肢動物門﹞ 2009 y(7IJ8G6*RNLNPS( 天牛家族 ◎ 安永一正 198

EB005258 遠足 ﹝節肢動物門﹞ 2009 y(7IJ8G6*RNLNOL( 獨角仙的同伴們 ◎ 安永一正 198

EB005259 遠足 ﹝節肢動物門﹞ 2009 y(7IJ8G6*RNLNQP( 秋天的鳴蟲 ◎ 安永一正 198

EB005260 遠足 ﹝節肢動物門﹞ 2009 y(7IJ8G6*RNLNST( 獨角仙和同伴們（全5冊套書） ◎ 安永一正 888

EB005261 黎明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1*QKMNPQ( 台灣昆蟲歲時記 [精 ] ◎ 楊平世 280

EB005262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MSNK( 蠍子的決鬥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63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MSNK( 蠍子的決鬥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64 健行 ﹝節肢動物門﹞ 2008 y(7IJ8G6*RTSLKS( 自然課沒教的事2：昆蟲趴趴走 ◎ 楊平世 250

EB005265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NKTR( 螞蟻雄兵的路標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66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NKTR( 螞蟻雄兵的路標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67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MSKT( 大自然的清道夫――糞金龜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68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NKRN( 會做搖籃的象鼻蟲 ◎ 法布爾原著 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69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NKSK( 芫菁大冒險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70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NKRN( 會做搖籃的象鼻蟲 ◎ 法布爾原著 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71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MSKT( 大自然的清道夫――糞金龜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72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NKSK( 芫菁大冒險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73 小魯文化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MSMN( 大自然的夏日歌手――蟬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74 東方出版 ﹝節肢動物門﹞ 1993 y(7IJ5H5*RKMSMN( 大自然的夏日歌手――蟬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05275 藝軒圖書 ﹝節肢動物門﹞ 2004 y(7IJ5H6*LQRTPT( 台灣蚊種檢索 ◎ 連日清 500

EB005276 小魯文化 ﹝脊索動物門﹞ 2006 y(7IJ5H5*RKSMML( 魚類大搜奇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77 小魯文化 ﹝脊索動物門﹞ 2007 y(7IJ5H5*RKSRLT( 鳥類大追蹤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78 台灣商務 ﹝脊索動物門﹞ 1986 y(7IJ5H0*PKROOR( 臺灣脊椎動物誌 (上 ) ◎ 陳兼善 原著 810

EB005279 台灣商務 ﹝脊索動物門﹞ 1986 y(7IJ5H0*PKROPO( 臺灣脊椎動物誌 (中 ) ◎ 陳兼善 原著 1080

EB005280 東方出版 ﹝脊索動物門﹞ 2006 y(7IJ5H5*RKSMML( 魚類大搜奇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81 東方出版 ﹝脊索動物門﹞ 2007 y(7IJ5H5*RKSRLT( 鳥類大追蹤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82 胡桃木 ﹝脊索動物門﹞ 2004 y(7IJ5H8*NMKNRQ( 最接近天堂的精靈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320

EB005283 胡桃木 ﹝脊索動物門﹞ 2003 y(7IJ5H8*NMKOPL( 在挪亞洪水的毀滅名單之外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80

EB005284 瑞昇 ﹝脊索動物門﹞ 2005 y(7IJ5H5*MQPRSQ( 野鳥圖鑑 -水邊的鳥 ◎ 高木清和 320

EB005285 台灣商務 ﹝脊索動物門﹞ 1978 y(7IJ5H0*PLNPMN( 魚類學 ◎ 陳兼善 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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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286 幼獅文化 ﹝脊索動物門﹞ 2008 y(7IJ5H5*RORLRQ( 鮭鮭向前衝 ◎ 黃耀傑 200

EB005287 智庫文化 ﹝脊索動物門﹞ 1996 y(7IJ5H9*PPNRLL( 雁爸爸 ◎ 220

EB005288 小魯文化 ﹝哺乳綱﹞ 2007 y(7IJ5H5*RKSOKP( 動物大集合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89 東方出版 ﹝哺乳綱﹞ 2007 y(7IJ5H5*RKSOKP( 動物大集合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5290 胡桃木 ﹝哺乳綱﹞ 2004 y(7IJ5H8*NMKNOP( 我的野蠻親戚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99

EB005291 胡桃木 ﹝哺乳綱﹞ 2003 y(7IJ8G7*QOKKTN( 雄性暴力 -新版 (胡桃木 ) ◎ 理查．藍翰，戴爾．彼德森 380

EB005292 左岸 ﹝哺乳綱﹞ 2008 y(7IJ8G6*RMNKPQ( 熊的故事 :迷思 . 夢境與真實 ◎ 伯恩特‧布魯納 250

EB005293 藝軒圖書 ﹝哺乳綱﹞ 1997 y(7IJ5H6*LQOQNR( 瘤胃生態系統與反芻動物對養分的利用 ◎ 楊价民 450

EB005294 台灣商務 ﹝人類學總論﹞ 1981 y(7IJ5H0*PKOPML( 心臟血管功能 ◎ 陳幸一 著 54

EB005295 藝術家 ﹝人類學總論﹞ 1991 y(7IJ5H9*PKKKQR( 文化人類學 ◎ 劉其偉 編譯 280

EB005296 黎明文化 ﹝人類學總論﹞ 1989 認識自己的身體 [平 ] ◎ 徐青立 180

EB005297 左岸 ﹝人類學總論﹞ 2007 y(7IJ8G7*LRORKN( 我們人類 ◎ 菲力普．?南德茲 -阿梅斯托 220

EB005298 群學文化 ﹝人類學總論﹞ 2006 y(7IJ8G8*LKRQQN( 人類學的視野 Visions of Anthropology ◎ 黃應貴 著 300

EB005299 台灣商務 ﹝人類學總論﹞ 1980 y(7IJ5H0*PLMPRL( 人類學理論發展史 ◎ 鄭金德 編著 150

EB005300 群學文化 ﹝人類學總論﹞ 2009 y(7IJ8G6*PMPLSQ( 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 After the Fact:Two 
Countries,Fore Decades,One Authropologist ◎ Clifford Geertz 著 方怡潔、郭彥君 譯

350

EB005301 米娜貝爾 ﹝體質人類學﹞ 2004 y(7IJ8G7*QOKPON( 人類祕境 (米娜貝爾 ) ◎ 常和 250

EB005302 台灣商務 ﹝體質人類學﹞ 2007 y(7IJ5H0*PMMLSL( 人類浩劫―失衡生態的反噬 ◎ 東尼‧麥克邁克爾 300

EB005303 台灣商務 ﹝體質人類學﹞ 2008 y(7IJ5H0*PMMRNK( 再見度度鳥 ◎ 偉恩‧葛拉帝 260

EB005304 暢文 ﹝人體解剖學﹞ 2006 y(7IJ5H8*MTTRSS( 圖解人體地圖 ◎ 松村讓兒 700

EB005305 三悅 ﹝人體解剖學﹞ 2007 y(7IJ5H5*MQQPPO( 圖解人體構造 &症狀 ◎ 高田明和 500

EB005306 三悅 ﹝人體解剖學﹞ 2009 y(7IJ5H5*MQSQLT( 機能解剖學的觸診技術 上肢 ◎ 林 典雄 600

EB005307 三悅 ﹝人體解剖學﹞ 2009 y(7IJ5H5*MQSSMO( 機能解剖學的觸診技術 下肢軀幹 ◎ 林 典雄 600

EB005308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1990 y(7IJ5H6*LQKQRR( 人體腦幹切片圖譜 (神經解剖實驗指引 ) ◎ 郭浩然 200

EB005309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1992 y(7IJ5H6*LQMMTT( 人體解剖學 ◎ 胡明一 950

EB005310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2001 y(7IJ5H6*LQQNMR( 回憶解剖學 ◎ 陳金山 380

EB005311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2008 y(7IJ8G8*OOQOOL( Netter's解剖學手冊 ◎ Hansen 750

EB005312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1999 y(7IJ5H6*LQPPSK( 巴氏神經解剖學 ◎ 徐淑媛 850

EB005313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1999 y(7IJ5H6*LQPQNO( 神經解剖學 ◎ 游祥明 300

EB005314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2007 y(7IJ5H6*LQTKKR( 圖解臨床神經解剖學及神經科學 ◎ 簡基憲 850

EB005315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2003 y(7IJ5H6*LQRKTQ( 臨床神經解剖學 ◎ 劉亮廷 1250

EB005316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2004 y(7IJ5H6*LQRRNR( 臨床神經解剖學―問與答圖解 ◎ 朱冠州 400

EB005317 藝軒圖書 ﹝人體解剖學﹞ 2003 y(7IJ5H6*LQRMPQ( 中樞神經切面圖譜 ◎ 藍琴臺 500

EB005318 藝軒圖書 ﹝人體組織學﹞ 2007 y(7IJ5H6*LQSTRK( 人體組織學 3 / e ◎ 尹相姝 1650

EB005319 藝軒圖書 ﹝人體組織學﹞ 1995 y(7IJ5H6*LQNORK( 組織學 ◎ 游祥明 350

EB005320 藝軒圖書 ﹝人體組織學﹞ 1989 y(7IJ5H6*LQKLRM( 組織學圖譜 ◎ 張東杰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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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321 藝軒圖書 ﹝人體組織學﹞ 1998 y(7IJ5H6*LQPKRS( 醫用組織學彩色圖譜 ◎ 趙壯飛 950

EB005322 藝軒圖書 ﹝人體胚胎學﹞ 1993 y(7IJ5H6*LQMRSR( 人體胚胎學 ◎ 潘人榮 750

EB005323 藝軒圖書 ﹝人體胚胎學﹞ 2003 y(7IJ5H6*LQRMRK( 發育生物學原理 ◎ 李鴻 650

EB005324 正中書局 ﹝人體胚胎學﹞ 1993 y(7IJ5H0*TKRQON( 試管嬰兒 ◎ 楊友仕、陳思原著 130

EB005325 幼獅文化 ﹝人體生理學﹞ 1998 y(7IJ5H5*ROKKSP( 頭好壯壯 BODY棒 ◎ 王瑞琪 120

EB005326 亞太 ﹝人體生理學﹞ 2000 y(7IJ5H8*MQOKPM( 美容生理學 ◎ Maural T. Scao;o-Sheahan 400

EB005327 三悅 ﹝人體生理學﹞ 2003 y(7IJ5H5*MQORQP( 人體學習大百科 ◎ 淺野伍郎 300

EB005328 瑞昇 ﹝人體生理學﹞ 2004 y(7IJ5H5*MQPKRQ( 透視人體醫學地圖 ◎ 界章 420

EB005329 三悅 ﹝人體生理學﹞ 2008 y(7IJ5H5*MQRLSQ( 人體生理學大百科 ◎ 當瀨規嗣 300

EB005330 三悅 ﹝人體生理學﹞ 2008 y(7IJ5H5*MQRRQQ( 人體結構與功能 正常 / 異常 Q&A全檢視 ◎ 沼田光弘 320

EB005331 三悅 ﹝人體生理學﹞ 2009 y(7IJ5H5*MQSLTK( 人體結構圖解事典 ◎ 垣內義亨 350

EB005332 三悅 ﹝人體生理學﹞ 2009 y(7IJ5H5*MQSOSK( 新快學解剖生理學 ◎ 竹內 修二 600

EB005333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9 y(7IJ5H6*LQPPOM( 一生的保健原理 ◎ 李順成 280

EB005334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6 y(7IJ8G1*PRMPMT( 人體生理學 ◎ 賴義隆 1350

EB005335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1 y(7IJ5H6*LQQMRN( 人體生理學 (下冊修訂版 ) ◎ 周先樂 500

EB005336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1 y(7IJ5H6*LQQMQQ( 人體生理學 (上冊修訂版 ) ◎ 周先樂 500

EB005337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8 y(7IJ5H6*LQPLPN( 人體生理學 (第二版 ) ◎ 黃基礎 400

EB005338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1 y(7IJ5H6*LQLSPS( 甘龍醫用生理學 (下冊 ) ◎ 房同經 500

EB005339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1 y(7IJ5H6*LQLSOL( 甘龍醫用生理學 (上冊 ) ◎ 房同經 500

EB005340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6 y(7IJ5H6*LQONLQ( 生理學大綱 (第二版 ) ◎ 吳襄 500

EB005341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5 y(7IJ5H6*LQSLSP( 生理學與口腔生理學 ◎ 周明勇 680

EB005342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0 y(7IJ5H6*LQPQMR( 彩色圖解解剖學 ◎ 周明加 850

EB005343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2 y(7IJ5H6*LQMLTK( 解剖生理學 ◎ 陽國台 150

EB005344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3 y(7IJ5H9*RPNSQT( 圖解生理學 ◎ 趙德彰 950

EB005345 野人 ﹝人體生理學﹞ 2009 y(7IJ8G6*SKRNQR( 人體好好玩 ◎ 大衛．麥考利 899

EB005346 正中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3 y(7IJ5H0*TKRTSS( 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 ◎ 傅偉勳 290

EB005347 正中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3 y(7IJ5H0*TKSKLP( 代代遺傳的奧秘 ◎ 王作仁著 130

EB005348 正中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9 y(7IJ5H0*TLMLNP( 生命中的懸夢 ◎ 張至璋譯 310

EB005349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1993 y(7IJ5H6*LQNKON( 生理學完全攻略 ◎ 劉建斌 450

EB005350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3 y(7IJ5H6*LQRLKM( 生理學精要 ◎ 吳莉玲 400

EB005351 台灣商務 ﹝人體生理學﹞ 1973 y(7IJ5H0*PLNSTT( 生理學 辭典 ◎ 葉 曙 主編 300

EB005352 藝術家 ﹝人體生理學﹞ 2003 y(7IJ8G7*TPRQQP( 女性美審美原則 ◎ 陳蒼多 譯 380

EB005353 三民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7 y(7IJ5H1*TMKSLS( 死亡的科學―生物壽命如何決定 ◎ 品川嘉也；松田裕之著；長安靜美譯 160

EB005354 三民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7 y(7IJ5H1*TMKSRK( 生與死的雙重變奏―人類生命策略的社會學詮釋 ◎ 齊格蒙‧包曼著；陳正國譯 250

EB005355 三民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7 y(7IJ5H1*TMKTKK( 生命的終結―死亡之準備與希望 ◎ 阿爾芬思‧德根、早
川一光、寺本松野、季羽倭文子著；林雪婷譯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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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356 三民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7 y(7IJ5H1*TMLKPL( 透視死亡 ◎ 大衛‧韓汀著；孟汶靜譯 180

EB005357 三民書局 ﹝人體生理學﹞ 1997 y(7IJ5H1*TMLKQS( 從容自在老與死 ◎ 日野原重明、早川一光、信樂峻爢、梯實圓著；長安靜美譯 120

EB005358 台灣商務 ﹝人體生理學﹞ 2001 y(7IJ5H0*PLQTNR( 生死科學 -破解生死奧祕的入門書 ◎ 成和平 著 190

EB005359 藝軒圖書 ﹝人體生理學﹞ 2002 y(7IJ5H6*LQQORL( 人類遺傳學 (第二版 ) ◎ 李文權 650

EB005360 亞太 ﹝各部生理﹞ 2001 y(7JJ5H8*MQORSP( 運動生理學 ◎ 吳鑒鑫．黃超文 400

EB005361 胡桃木 ﹝各部生理﹞ 2004 y(7IJ5H8*NMKOQS( 大腦奇幻之旅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80

EB005362 正中書局 ﹝各部生理﹞ 1993 y(7IJ5H0*TKROSN( 神經感覺器官的探索 ◎ 邱浩彰著 130

EB005363 藝軒圖書 ﹝各部生理﹞ 2004 y(7IJ5H6*LQQLTS( 血庫學 (新版 ) ◎ 何敏夫 800

EB005364 藝軒圖書 ﹝各部生理﹞ 1999 y(7IJ5H6*LQPOSL( 內分泌學精義 ◎ 江秉穎 350

EB005365 藝軒圖書 ﹝各部生理﹞ 2001 y(7IJ5H6*LQQNRM( 最新內分泌學 ◎ 陳國群 1350

EB005366 藝軒圖書 ﹝各部生理﹞ 1998 y(7IJ5H6*LQOLRK( 臨床內分泌學 ◎ 陳國群 1200

EB005367 藝軒圖書 ﹝各部生理﹞ 2002 y(7IJ5H4*TNQLSM( 運動生理學 ◎ 林正常 1250

EB005368 藝軒圖書 ﹝各部生理﹞ 2004 y(7IJ5H6*LQRRLN( 人類生殖學精義 ◎ 郭姵邑 400

EB005369 大堯 ﹝生物化學﹞ 2009 y(7IJ8G6*PRTLTQ( 這樣吃維他命才健康 ◎ 葉道弘 320

EB005370 暢文 ﹝生物化學﹞ 2008 y(7IJ5H8*MTTSSR( 降低膽固醇‧三酸甘油酯小百科 ◎ 落合 敏 380

EB005371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2005 y(7IJ5H6*LQSPKP( 生物化學速攻 (第二版 ) ◎ 褚佩瑜 560

EB005372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1990 y(7IJ5H6*LQKSOO( 實用生化工技 ◎ 黃金湖 350

EB005373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2001 y(7IJ5H6*LQQMPT( 醫學生物化學 ◎ 潘淑芬 1650

EB005374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2007 y(7IJ5H6*LQTMKP( 醫護生物化學精義 ◎ 張文章 500

EB005375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2007 y(7IJ5H6*LQTKTK( 常用臨床生化學詞彙 -第三版 ◎ 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 400

EB005376 國家 ﹝生物化學﹞ 1999 y(7IJ5H3*QKQKOS( 認識維他命 ◎ 陳吉暉 200

EB005377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1994 y(7IJ5H6*LQNOPQ( 維他命丸與健康 ◎ 黃蔭樨 100

EB005378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2004 y(7IJ5H6*LQRRKQ( 圖解蛋白質與基因 ◎ 上野洋一郎 350

EB005379 藝軒圖書 ﹝生物化學﹞ 2004 y(7IJ5H6*LQRRQS( 基礎 PCR ◎ 張建裕 300

EB005380 台灣商務 ﹝應用科學總論﹞ 1991 y(7IJ5H0*PKMTMN( 科技與人生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99

EB005381 胡桃木 ﹝應用科學總論﹞ 2003 y(7IJ8G7*QOKKKK( 人類的出路 (胡桃木 ) ◎ 房龍著 380

EB005382 台灣商務 ﹝應用科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QSR( 中國古代著名科學典籍 ◎ 吳洪印 著 140

EB005383 左岸 ﹝應用科學總論﹞ 2008 y(7IJ8G6*RMNKOT( 寫給地球人的能源史 ◎ 艾弗瑞‧克羅斯比 280

EB005384 三民書局 ﹝應用科學總論﹞ 2001 y(7IJ5H1*OMPKSP( 固體廢棄物處理 ◎ 張乃斌 300

EB005385 藝軒圖書 ﹝技術參考工具﹞ 1989 y(7IJ5H6*LQKMPR( 臨床高等醫療儀器系統原理與運用 ◎ 楊順聰 300

EB005386 三民書局 ﹝技術教育研究﹞ 1992 y(7IJ5H1*OKNONO( 工業職業技術教育 ◎ 陳昭雄 240

EB005387 瑞昇 ﹝技術叢書﹞ 2007 y(7IJ5H5*MQQPTM( TOP10名師的50道人氣蛋糕技術教本 ◎ 若林 實等10人 350

EB005388 群學文化 ﹝技術叢書﹞ 2009 y(7IJ8G6*PMPKSR( 科技渴望參與 Technoscience Desire You ◎ 陳恆安、郭文華、林宜平主
編；王秀雲、李尚仁、周桂田、林宜平、林崇熙、胡湘玲、張淳美 合著

400

EB005389 田園城市 ﹝技術史﹞ 1997 y(7IJ5H8*OOKKQR( 工業設計史 ◎ 羅小未盧永毅 420

EB005390 健行 ﹝醫藥總論﹞ 1997 y(7IJ5H9*QSKKRN( 急救．保健 DIY ◎ 丁華華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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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391 台灣商務 ﹝醫藥總論﹞ 2001 y(7IJ5H0*PLRLTO( 醫學與生活 :實用的保健預防書 ◎ 張天鈞 等著 320

EB005392 台灣商務 ﹝醫藥總論﹞ 1978 y(7IJ5H0*PKOLTO( 小兒常見的疾病 ◎ 熊 悛 著 63

EB005393 三悅 ﹝醫藥總論﹞ 2007 y(7IJ5H5*MQRLMO( 不用看醫生的健康常識 ◎ 米山公啟 250

EB005394 靜思 ﹝醫藥總論﹞ 2005 y(7IJ5H1*NONPKL( 年過四十健康不要亮紅燈 ◎ 林欣榮 220

EB005395 靜思 ﹝醫藥總論﹞ 2006 y(7IJ5H1*NOOOOR( 人醫仁醫 ◎ 林碧玉著 260

EB005396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0 y(7IJ5H6*LQPSNM( 胚冷凍及胚移植操作手冊 ◎ 吳銘芳 100

EB005397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1989 y(7IJ5H6*LQKOTN( 食肉化學之最新發展 ◎ 楊正護 300

EB005398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5 y(7IJ5H6*LQSKSQ( 基礎重症醫學 3 / e ◎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800

EB005399 黎明文化 ﹝醫藥總論﹞ 1989 y(7IJ5H1*QKKLRS( 兒童健康門診 [平 ] ◎ 石賢彥 180

EB005400 黎明文化 ﹝醫藥總論﹞ 1995 y(7IJ5H1*QKKLQL( 兒童牙齒保健 [平 ] ◎ 姚振華 180

EB005401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8 y(7IJ5H0*TKSLTK( 腎臟及泌尿器官的疾病 (平 ) ◎ 許輝吉編著 160

EB005402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2 y(7IJ5H0*TKRMQL( 心臟病的預防及治療 (平 ) ◎ 詹益宏 140

EB005403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3 y(7IJ5H0*TKRTPR( 女性的醫學 (平 ) ◎ 詹益宏編著 155

EB005404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1 y(7IJ5H0*TKNTMS( 從甲狀腺腫談到人體荷爾蒙 (平 ) ◎ 李豐 編著 145

EB005405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2 y(7IJ5H0*TKRMRS( 胃腸及胃腸疾病 (平 ) ◎ 周燕輝編著 105

EB005406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3 y(7IJ5H0*TKSQSS( 腰酸背痛 (平 ) ◎ 王南焜編著 100

EB005407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2 y(7IJ5H0*TKQRPM( 生命的起源－性與生育 (平 ) ◎ 王南焜編著 130

EB005408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2 y(7IJ5H0*TKQPKT( 中醫兒科學 (鄧 ) ◎ 鄧宗海編著 100

EB005409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3 y(7IJ5H0*TKRTOK( 癌 (平 ) ◎ 黃世傑 120

EB005410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6 y(7IJ5H0*TLKSMR( 皮膚病 (平 ) ◎ 周燕輝編著 110

EB005411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2 y(7IJ5H0*TKRMTM( 靈魂之窗－眼睛及眼部疾病 (平 ) ◎ 李壽星編著 125

EB005412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0 y(7IJ5H0*TKLPLL( 營養與健康 (平 ) ◎ 陳昌平編著 140

EB005413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7 y(7IJ5H0*TKOKKK( 生命的中樞－腦及腦部疾病 (平 ) ◎ 李壽星編著 125

EB005414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5 y(7IJ5H0*TKKKPR( 由貧血談血液疾病 (平 ) ◎ 謝輝和撰 90

EB005415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7 y(7IJ5H0*TLLMTT( 中西醫診斷學治療學大綱 (精 ) ◎ 幸超群編著 605

EB005416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9 y(7IJ5H0*TKOMKS( 中醫診斷學 (部編大學用書 ) ◎ 馬建中編著 240

EB005417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1 y(7IJ5H0*TKKLRK( 針灸科學 (部編大學用書 ) ◎ 黃維三編著 345

EB005418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1 y(7IJ5H0*TKOKQM( 金匱要略注釋 (平 ) ◎ 楊向輝 注釋 190

EB005419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2 y(7IJ5H0*TKQPKT( 中醫兒科學 (陳 ) ◎ 陳聰榮編著 210

EB005420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7 y(7IJ5H0*TKSQTP( 肺臟及肺部疾病 (增訂本 ) ◎ 謝輝和原著 / 李元麒修訂 80

EB005421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1 y(7IJ5H0*TKOTRK( 中國藥材學 ◎ 謝明村編著 510

EB005422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89 y(7IJ5H0*TKLMLO( 最新簡明病理學 (平 ) ◎ 葉 曙編著 745

EB005423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89 y(7IJ5H0*TKLMKR( 最新簡明病理學 (精 ) ◎ 葉曙 655

EB005424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0 y(7IJ5H0*TKLOMT( 中醫外科學 ◎ 朱士宗 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 300

EB005425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1996 y(7IJ5H0*TLKNTL( 病患的暴力防範處理 ◎ 馬景野、林知遠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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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426 正中書局 ﹝醫藥總論﹞ 2005 y(7IJ5H0*TLROTT( 健康不 NG,全嘉莉說電影 ◎ 全嘉莉 200

EB005427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2 y(7IJ5H6*LQQROR( 醫病關係 : 生物醫學的迷思 ◎ 潘咸廷 550

EB005428 三民書局 ﹝醫藥總論﹞ 2005 y(7IJ5H1*OKMTQN( 醫療社會學 (平 ) ◎ 藍采風、廖榮利著 290

EB005429 三民書局 ﹝醫藥總論﹞ 2008 y(7IJ5H1*OOTRKS( 健康、疾病與醫療：醫療社會學新論 ◎ 葉肅科 360

EB005430 群學文化 ﹝醫藥總論﹞ 2008 y(7IJ8G8*OKPONL( 醫療與社會共舞 A Dialogue between Medicine and 
Society ◎ 成令方　主編 傅大為、林宜平　協編

400

EB005431 左岸 ﹝醫藥總論﹞ 2006 y(7IJ8G7*LROORP( 無效的醫療 -拆穿用藥與手術的迷思 ◎ 尤格．布雷希 250

EB005432 靜思 ﹝醫藥總論﹞ 2008 y(7IJ5H1*NOTQLT( 靠近愛 ◎ 林碧玉 250

EB005433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7 y(7IJ5H6*LQTMLM( 基層醫療 -民眾就醫行為30問 ◎ 賴鈺嘉 160

EB005434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1990 y(7IJ5H6*LQKSNR( 最新醫師手冊 ◎ 馬惠康 550

EB005435 健行 ﹝醫藥總論﹞ 2008 y(7IJ8G6*RTSLRR( 哈佛醫學院沒教的事 ◎ 蘇珊‧波芮絲 (Susan Pories)等 260

EB005436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1998 y(7IJ5H6*LQORRO( 台灣醫學教育的軌跡與走向 ◎ 顏裕庭 250

EB005437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2 y(7IJ5H6*LQQQRT( 美國醫學教育 ◎ 劉克明 350

EB005438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5 y(7IJ5H6*LQSLLQ( 醫學教育之課程發展 ◎ 劉克明 350

EB005439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8 y(7IJ5H6*LQTNRN( 最新醫學縮寫辭典 -二版 ◎ 林永昌 450

EB005440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1990 y(7IJ5H6*LQKQQK( 道氏醫學大辭典革新版 ◎ 藝軒編輯部 950

EB005441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4 y(7IJ5H6*LQRPLP( 藝軒實用簡明醫學辭典 ◎ 王季午 650

EB005442 台灣商務 ﹝醫藥總論﹞ 1972 y(7IJ5H0*PLRRLM( 家庭醫學漫談增訂本 ◎ 陳文龍 著 250

EB005443 國家 ﹝醫藥總論﹞ 1996 y(7IJ5H3*QKONRM( 醫藥百寶箱 ◎ 張哲君 220

EB005444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3 y(7IJ5H6*LQRLLT( 家庭醫學與社區醫學程案 ◎ 李龍騰 250

EB005445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6 y(7IJ5H6*LQSTQN( 實證醫學 : 健康小常識家庭醫師篇 ◎ 財團法人基督教醫院 180

EB005446 健行 ﹝醫藥總論﹞ 2005 y(7IJ8G7*RPNRLR( 腦醫生的大帽子――別為小病抓狂 ◎ 朱迺欣 220

EB005447 健行 ﹝醫藥總論﹞ 2004 y(7IJ8G7*RPNOST( 生死關頭見豁達――黃崑巖醫師談生命省思 ◎ 黃崑巖 210

EB005448 健行 ﹝醫藥總論﹞ 2003 y(7IJ8G7*RPNLSM( 醫病更醫心 （原：懸壺看人間） ◎ 朱迺欣 200

EB005449 健行 ﹝醫藥總論﹞ 1995 y(7IJ5H9*POQSMT( 怎樣使孩子更健康 ◎ 俞金鳳編著 200

EB005450 健行 ﹝醫藥總論﹞ 1994 y(7IJ5H9*POQQKR( 找對醫生看對病 ◎ 丁華華．蔡文甫編 190

EB005451 靜思 ﹝醫藥總論﹞ 2005 y(7IJ8G7*SROTTN( 醫生的看與不見 ◎ 楊治國 220

EB005452 靜思 ﹝醫藥總論﹞ 2009 y(7IJ8G7*KQTTTN( 102個可能 ◎ 王正一 250

EB005453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6 y(7IJ5H6*LQSSNN( 群醫談百病 ◎ 彰化基督教醫院 350

EB005454 藝軒圖書 ﹝醫藥總論﹞ 2006 y(7IJ5H6*LQSRKN( 志為人醫 : 醫學拓荒故事 ◎ 陳幸一 250

EB005455 台灣商務 ﹝醫藥總論﹞ 1965 y(7IJ5H0*PKQLQR( 中國醫學史 ◎ 陳邦賢 著 189

EB005456 群學文化 ﹝醫藥總論﹞ 2005 y(7IJ5H2*STTKSN( 亞細亞的新身體 : 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 Assembling the New Body: 
Gender / Sexuality, Medicine, and Modern Taiwan ◎ 傅大為 著

500

EB005457 三民書局 ﹝醫藥總論﹞ 2003 y(7IJ5H1*TMRMPL( 認識印度傳統醫學 ◎ 廖育群 240

EB005458 一覽文化 ﹝衛生學﹞ 2007 y(7IJ8G8*MOQSMT( 美體瑜珈 ◎ 橋本 光 . 橋本京子 240

EB005459 一覽文化 ﹝衛生學﹞ 2005 y(7IJ8G8*LQPTNT( 幸福生活的7個公式（舊版書） ◎ 伯特．厄加那 280

EB005460 十力文化 ﹝衛生學﹞ 2009 y(7IJ8G8*OMNQSS( 1001個健康奇蹟 ◎ ESME FLOYD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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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461 十力文化 ﹝衛生學﹞ 2007 y(7IJ8G8*NKKLNM( 健康宅急便 -簡單、快速、有效的健康小技巧 ◎ 艾絲咪．佛洛依德 180

EB005462 三民書局 ﹝衛生學﹞ 1991 y(7IJ5H1*TLNKMP( 生活健康 (精 ) ◎ 卜鍾元 256

EB005463 三民書局 ﹝衛生學﹞ 1991 y(7IJ5H1*TLNKNM( 生活健康 (平 ) ◎ 卜鍾元 189

EB005464 大堯 ﹝衛生學﹞ 2009 y(7IJ8G6*PRTMKM( 食物纖維怎麼吃 ? ◎ 大堯編輯群 250

EB005465 大堯 ﹝衛生學﹞ 2009 y(7IJ8G6*PRTMLT( 蔬果營養活用寶典 ◎ 大堯編輯群 250

EB005466 大堯 ﹝衛生學﹞ 2009 y(7IJ8G6*PRTLQP( 食物養生妙用大全 ◎ 大堯編輯部 199

EB005467 大堯 ﹝衛生學﹞ 2008 y(7IJ8G6*PRTKOM( 健腦大作戰 ◎ 張湖德 200

EB005468 大塊 ﹝衛生學﹞ 2008 y(7IJ8G2*LNKPSM( 100天變成晨型人的方法 ◎ 稅所 弘 280

EB005469 大塊 ﹝衛生學﹞ 2009 y(7IJ8G2*LNLMPL( 給大忙人的冥想速成班 ◎ 大衛．米契 250

EB005470 出色 ﹝衛生學﹞ 2005 y(7IJ8G7*NPLKSL( 吃出好健康 ◎ 出色人生小組 99

EB005471 台灣商務 ﹝衛生學﹞ 2005 y(7IJ5H0*PLTRNK( 尷尬的氣味 (Who Cut the Cheese?) ◎ 吉姆 . 道森 250

EB005472 台灣商務 ﹝衛生學﹞ 1998 y(7IJ5H0*PLOTQO( 中國古代養生 ◎ 鄭金生 著 200

EB005473 好名堂 ﹝衛生學﹞ 2007 y(7IJ8G6*TNRMMO( 瑜伽醫生 ◎ 妮爾馬拉．海瑞莎 / 陳璐 380

EB005474 知書房 ﹝衛生學﹞ 2000 y(7IJ5H9*QQNRQM( 因是子靜坐法 (雲龍 ) ◎ 齀 ? 200

EB005475 華品 ﹝衛生學﹞ 2008 y(7IJ8G7*KSLSTQ( 就是妳美麗 ◎ 朴春善 299

EB005476 華品 ﹝衛生學﹞ 2008 y(7IJ8G6*RRNNTQ( 這樣做，不生病 ◎ 健康診療室 199

EB005477 華品 ﹝衛生學﹞ 2007 y(7IJ8G6*RRNKPL( 男人健康書 ◎ 莎曼太太 299

EB005478 暢文 ﹝衛生學﹞ 1997 y(7IJ5H8*PKRTSM( 果菜健康飲料 ◎ 池上保子、飯塚律子等 320

EB005479 暢文 ﹝衛生學﹞ 2002 y(7IJ5H8*MTTMKR( 自然養生21種健康體操 ◎ 小山內義範 300

EB005480 三悅 ﹝衛生學﹞ 2002 y(7IJ5H5*MQOONR( 1分鐘簡易健康法88種 ◎ 木戶泰子 250

EB005481 三悅 ﹝衛生學﹞ 2003 y(7IJ5H5*MQOPTS( 簡易瑜珈 ◎ ANIL KUMAR SETHI&HID 200

EB005482 三悅 ﹝衛生學﹞ 2003 y(7IJ5H5*MQOQRN( 青春美人活力健康法 ◎ 野澤秀雄 200

EB005483 三悅 ﹝衛生學﹞ 2003 y(7IJ5H5*MQORMR( 整椎 . 筋肉放鬆對症療法 ◎ 村上一男 220

EB005484 三悅 ﹝衛生學﹞ 2003 y(7IJ5H5*MQORNO( 活力 . 健美伸展操 ◎ 山田多佳子 200

EB005485 瑞昇 ﹝衛生學﹞ 2003 y(7IJ5H5*MQOTSR( 登山 & 健行 ◎ 白鳥金丸 250

EB005486 三悅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KKR( 中醫雞尾酒塑身法 ◎ 施莉莎 250

EB005487 三悅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LOO( 10分鐘椅子伸展操 ◎ 野口克彥 200

EB005488 瑞昇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LTT( 多功能健身百科 ◎ 岩下聆 300

EB005489 瑞昇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MLM( 初體驗美足保養秘訣 ◎ 馬咪勒烏衣 200

EB005490 瑞昇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NMS( 脊骨矯正自癒療法 ◎ 松岡博子 250

EB005491 瑞昇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NNP( 1分鐘超級步行療法 ◎ 更家公爵 280

EB005492 三悅 ﹝衛生學﹞ 2004 y(7IJ5H5*MQPOLK( 瑜珈美人瘦身法 ◎ 深堀真由美 180

EB005493 三悅 ﹝衛生學﹞ 2005 y(7IJ5H5*MQPPTP( 超完美塑身 -彼拉提斯瘦身法 ◎ 石川英明 180

EB005494 瑞昇 ﹝衛生學﹞ 2005 y(7IJ5H5*MQPRPP( 養生駐顏氣功心法 ◎ 鳥飼美和子 300

EB005495 瑞昇 ﹝衛生學﹞ 2005 y(7IJ5H5*MQPRQM( 呼吸體操症狀療法 ◎ 加瀨玲子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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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496 瑞昇 ﹝衛生學﹞ 2005 y(7IJ5H5*MQPRTN( 以健康瑜珈漂亮塑身 ◎ 橋本京子 200

EB005497 暢文 ﹝衛生學﹞ 2005 y(7IJ5H8*MTTQQP( 新手學瑜珈 (暢文 ) ◎ 深堀真由美 300

EB005498 大冠 ﹝衛生學﹞ 2005 y(7IJ8G7*OROLLR( 中老年快樂養生寶典 ◎ 李家雄 280

EB005499 三悅 ﹝衛生學﹞ 2006 y(7IJ5H5*MQQKQQ( 健康瑜珈 ◎ 荒谷美枝子 180

EB005500 暢文 ﹝衛生學﹞ 2006 y(7IJ5H8*MTTRPR( 30秒消除疲勞的瑜珈 ◎ 棉本 彰 180

EB005501 三悅 ﹝衛生學﹞ 2006 y(7IJ5H5*MQQMTP( 孕婦瑜珈全指導 ◎ Kikuchi Sakae 200

EB005502 三悅 ﹝衛生學﹞ 2006 y(7IJ5H5*MQQNMP( 最舒服放鬆瑜珈 ◎ 森川那智子 280

EB005503 三悅 ﹝衛生學﹞ 2006 y(7IJ5H5*MQQOMO( 這樣吃越吃越健康 ◎ 石原結實 280

EB005504 大冠 ﹝衛生學﹞ 2006 y(7IJ8G7*OROKLS( 遵生操 ◎ 李家雄 250

EB005505 三悅 ﹝衛生學﹞ 2007 y(7IJ5H5*MQQORT( 峇里島樂活瑜珈30式 ◎ 田上綾子 250

EB005506 瑞昇 ﹝衛生學﹞ 2007 y(7IJ5H5*MQQPNK( 50+1個影響健康的錯誤習慣 ◎ 米山公啟 220

EB005507 三悅 ﹝衛生學﹞ 2007 y(7IJ5H5*MQQQKS( 超性感美女瑜珈 ◎ 深堀真由美 200

EB005508 暢文 ﹝衛生學﹞ 2007 y(7IJ5H8*MTTSKL( 松永式輕鬆速效瘦身 ◎ 松永美智子 240

EB005509 三悅 ﹝衛生學﹞ 2007 y(7IJ5H5*MQQQOQ( 魔法瘦身智慧通555 ◎ 主婦之友社編輯部 350

EB005510 三悅 ﹝衛生學﹞ 2007 y(7IJ5H5*MQQQSO( 腦袋有氧超 Easy ◎ 篠原菊紀 220

EB005511 瑞昇 ﹝衛生學﹞ 2007 y(7IJ5H5*MQQRSN( 菲登奎斯身心保健法 ◎ 武井正子 250

EB005512 三悅 ﹝衛生學﹞ 2008 y(7IJ5H5*MQRNNT( 7分鐘活力養生操 ◎ 林泰史 . 牧內隆雄 250

EB005513 瑞昇 ﹝衛生學﹞ 2008 y(7IJ5H5*MQRQTS( 時光逆返！幼齡肌膚的秘密 ◎ 佐藤富雄 250

EB005514 瑞昇 ﹝衛生學﹞ 2009 y(7IJ5H5*MQSLSN( 睡眠圖解事典 ◎ 涉井佳代、遠藤拓郎 250

EB005515 暢文 ﹝衛生學﹞ 2009 y(7IJ5H8*MTTTKK( 疼痛自我療癒塑形健康操 ◎ 伊藤和磨 280

EB005516 三悅 ﹝衛生學﹞ 2009 y(7IJ5H5*MQSKQK( 快眠瑜珈 ◎ 內藤景代 200

EB005517 瑞昇 ﹝衛生學﹞ 2009 y(7IJ5H5*MQSRQN( 禪味瑜珈 ◎ 番場裕之 250

EB005518 上鎰 ﹝衛生學﹞ 2009 y(7IJ8G8*PLQSKT( 邱醫師，我要瘦這裡 ◎ 邱正宏 250

EB005519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7 y(7IJ5H6*LQTLMK( 基礎全人健康與體適能 (隨書贈實驗手冊 ) ◎ 林正常 500

EB005520 正中書局 ﹝衛生學﹞ 1996 y(7IJ5H9*TMSKLO( 實用運動療法 ◎ 李家雄著 150

EB005521 正中書局 ﹝衛生學﹞ 1998 y(7IJ5H9*TMSKPM( 如何喝酒更健康 ◎ 李家雄著 135

EB005522 正中書局 ﹝衛生學﹞ 1999 y(7IJ5H9*TMSKPM( 如何喝酒更健康 ◎ 李家雄著 135

EB005523 正中書局 ﹝衛生學﹞ 1999 y(7IJ5H9*RRQKLL( 如何用醋更健康 ◎ 李家雄著 140

EB005524 正中書局 ﹝衛生學﹞ 1999 y(7IJ5H9*RRQKLL( 如何用醋更健康 ◎ 李家雄著 140

EB005525 健行 ﹝衛生學﹞ 2009 y(7IJ8G6*RTSMKR( 懶人養生術 ◎ 趙葉 220

EB005526 大塊 ﹝衛生學﹞ 9605 y(7IJ8G7*KPTSLT( 水的漫舞 ◎ 王唯工 220

EB005527 大塊 ﹝衛生學﹞ 1999 y(7IJ8G7*KPTSLT( 水的漫舞（2010年新版） ◎ 王唯工 220

EB005528 網路與書 ﹝衛生學﹞ 2003 y(7IJ5H3*KMQQQM( 健康的時尚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5529 台灣商務 ﹝衛生學﹞ 1991 y(7IJ5H0*PKMTRS( 中國傳統養生學精粹 ◎ 陳可冀 主編 210

EB005530 國家 ﹝衛生學﹞ 1995 y(7IJ5H3*QKOKTT( 銀髮族的健康 ◎ 孫克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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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531 國家 ﹝衛生學﹞ 1995 y(7IJ5H3*QKOMOM( 健康族宣言 ◎ 黃君彥 220

EB005532 國家 ﹝衛生學﹞ 1996 y(7IJ5H3*QKONMR( 掌中乾坤看健康 ◎ 高景岳 200

EB005533 國家 ﹝衛生學﹞ 1999 y(7IJ5H3*QKQLOR( 養生大補帖 ◎ 顏柏松 200

EB005534 國家 ﹝衛生學﹞ 2008 y(7IJ5H3*QLKRMO( 古今長壽之道 ◎ 耿洪森 300

EB005535 國家 ﹝衛生學﹞ 2008 y(7IJ5H3*QLKRLR( 益壽．保健養生 ◎ 耿洪森 300

EB005536 國家 ﹝衛生學﹞ 2008 y(7IJ5H3*QLKRKK( 藥物．運動養生 ◎ 耿洪森 300

EB005537 智庫文化 ﹝衛生學﹞ 1996 y(7IJ5H9*PPNNTL( 歡喜活力 ◎ 160

EB005538 藝軒圖書 ﹝衛生學﹞ 1996 y(7IJ5H6*LQOMLR( 健康的生命 ◎ 盧麗葉 180

EB005539 左岸 ﹝衛生學﹞ 2004 y(7IJ8G7*SPORNP( 發明疾病的人 ◎ 尤格．布雷希 250

EB005540 國家 ﹝衛生學﹞ 2001 y(7IJ5H3*QKRMMT( 氣功 ◎ 余功保 200

EB005541 國家 ﹝衛生學﹞ 2009 y(7IJ5H3*QLLRSN( 沐浴療法與保健按摩 ◎ 林紅、楊殿興 250

EB005542 台灣商務 ﹝衛生學﹞ 1970 y(7IJ5H0*PKPROK( 佛家靜坐方法論 ◎ 高登海 著 200

EB005543 大家 ﹝衛生學﹞ 2009 y(7IJ8G8*PKSSMS( 瑜珈解剖書 :解開瑜珈與人體的奧祕 ◎ 雷思利．卡米諾夫 360

EB005544 健行 ﹝衛生學﹞ 2008 y(7IJ8G6*RTSKTM( 你又忘了嗎？――年過40歲也要成為記憶達人 ◎ 高田明和 230

EB005545 三民書局 ﹝衛生學﹞ 1993 y(7IJ5H1*TLPNRL( 壽而康講座 (精 ) ◎ 胡佩鏘 378

EB005546 三民書局 ﹝衛生學﹞ 1993 y(7IJ5H1*TLPNSS( 壽而康講座 (平 ) ◎ 胡佩鏘 311

EB005547 台灣商務 ﹝衛生學﹞ 2006 y(7IJ5H0*PMKRKP( 延長健康壽命 ◎ �一郎 (著 ) 160

EB005548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8 y(7IJ5H6*LQTNTR( 健康年輕就是這麼簡單 ◎ 黃中洋 250

EB005549 大塊 ﹝衛生學﹞ 2007 y(7IJ8G2*LNKKMP( 笨蛋是可以治療的 ◎ 久保田競 260

EB005550 台灣商務 ﹝衛生學﹞ 1971 y(7IJ5H0*PKRONK( 飲膳正要 ◎ 忽思慧 [元 ]撰 90

EB005551 幼獅文化 ﹝衛生學﹞ 2006 y(7IJ5H5*ROPSPL( 新世紀營養學 ◎ 王鳳英 280

EB005552 好 FUN ﹝衛生學﹞ 2007 y(7IJ8G6*TLMMPM( 吃出健康美麗的55種元氣青春食物 ◎ 好 fun文化小姐 99

EB005553 國家 ﹝衛生學﹞ 1996 y(7IJ5H3*QKOMTR( 健康族食譜 ◎ 王璽琳 200

EB005554 國家 ﹝衛生學﹞ 2008 y(7IJ5H3*QKQKMO( 吃出健康來 ◎ 黃君彥 200

EB005555 國家 ﹝衛生學﹞ 2001 y(7IJ5H3*QKRMSL( 認識花粉 ◎ 王台虎 250

EB005556 國家 ﹝衛生學﹞ 1996 y(7IJ5H3*QKOOOK( 蔬果百匯健康餐 ◎ 黃欣怡 180

EB005557 靜思 ﹝衛生學﹞ 2006 y(7IJ8G8*LPTNOL( 蔬果密碼 ◎ 蕭菊貞編著 250

EB005558 藝軒圖書 ﹝衛生學﹞ 1991 y(7IJ5H6*LQLNRR( 生命期營養 ◎ 蔡秀玲 450

EB005559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7 y(7IJ8G6*RRPKQM( 生命期營養 (第二版 ) ◎ 葉松鈴 750

EB005560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6 y(7IJ8G1*PRMQRN( 透視營養學 ◎ 蕭寧馨 1350

EB005561 藝軒圖書 ﹝衛生學﹞ 1998 y(7IJ5H6*LQPMKR( 新一生的營養規劃 ◎ 張金堅 450

EB005562 藝軒圖書 ﹝衛生學﹞ 1995 y(7IJ5H6*LQNQPO( 新編實用營養學 ◎ 丘志威 750

EB005563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4 y(7IJ5H6*LQROMN( 營養與免疫 ◎ 鄭啟清 500

EB005564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6 y(7IJ5H6*LQTKPM( 營養學 ◎ 王果行 1350

EB005565 健行 ﹝衛生學﹞ 2003 y(7IJ8G7*RPNLKQ( 吃得健康吃得美麗 （原：怎樣瘦得健康又美麗）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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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566 健行 ﹝衛生學﹞ 1988 y(7IJ5H9*POQLLT( 你一定會瘦 ◎ 應平書 120

EB005567 大塊 ﹝衛生學﹞ 9609 y(7IJ8G7*KPTTLS( 熊天平瘦身日記 ◎ 熊天平、朱孝雯 260

EB005568 茵山外 ﹝衛生學﹞ 2007 y(7IJ8G6*TLQLKQ( 法國女人不會老 ◎ 蜜芮兒．朱里安諾 380

EB005569 國家 ﹝衛生學﹞ 1999 y(7IJ5H3*QKQLNK( 成功瘦身秘訣 ◎ 鄭承恩 200

EB005570 智庫文化 ﹝衛生學﹞ 1995 y(7IJ5H8*SMTSQM( 胖太太減肥日記 ◎ 280

EB005571 智庫文化 ﹝衛生學﹞ 1996 y(7IJ5H9*PPNOML( 如意體重 ◎ 160

EB005572 靜思 ﹝衛生學﹞ 2009 y(7IJ8G7*KQTMNS( 愛上美味養生素【修訂版】 ◎ 王靜慧、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營養師團隊合著 350

EB005573 台灣商務 ﹝衛生學﹞ 1996 y(7IJ5H0*PLMORM( 疲勞的預防和治療 ◎ 伍 林 譯 125

EB005574 台灣商務 ﹝衛生學﹞ 2007 y(7IJ5H0*PMLORO( 健康瑜珈―自在之旅 ◎ 徐碧雪 300

EB005575 國家 ﹝衛生學﹞ 2003 y(7IJ5H3*QKSLOL( 瑜珈術自習法 ◎ 羅宜伶 250

EB005576 國家 ﹝衛生學﹞ 2005 y(7IJ5H3*QKTROM( 瑜珈術美療法 ◎ 邱素玲 250

EB005577 國家 ﹝衛生學﹞ 2004 y(7IJ5H3*QKSQTL( 男孩練塊 ◎ 謝　勇 180

EB005578 藝軒圖書 ﹝衛生學﹞ 2005 y(7IJ5H6*LQSKQM( 好動份子最健康 : 強身卻病的秘訣 ◎ 林正常 380

EB005579 台灣商務 ﹝衛生學﹞ 2006 y(7IJ5H0*PMKPPM( 奧妙的睡眠 -對增進健康延年益壽的影響 ◎ 王啟柱 350

EB005580 台灣商務 ﹝衛生學﹞ 2009 y(7IJ5H0*PMNTKO( 成不成癮，大有問題！ ◎ 陳喬琪 240

EB005581 國家 ﹝衛生學﹞ 2003 y(7IJ5H3*QKSMSS( 五日成功戒菸法 ◎ 洪建平 200

EB005582 國家 ﹝衛生學﹞ 1998 y(7IJ5H3*QKPSPK( 增長身高不是夢 ◎ 田伊原 200

EB005583 大堯 ﹝衛生學﹞ 2008 y(7IJ8G6*RTMNRN( 請妳跟我這樣「塑」 ◎ 林秭裴 250

EB005584 台灣商務 ﹝衛生學﹞ 2009 y(7IJ5H0*PMNONK( 十公斤的幸福―瘦身的錯誤迷思 ◎ 丹妮爾‧布爾克 280

EB005585 台灣商務 ﹝公共衛生﹞ 1982 y(7IJ5H0*PKKORT( 公共衛生學 ◎ 張禹罕 主編 420

EB005586 瑞昇 ﹝公共衛生﹞ 2006 y(7IJ5H5*MQQNTO( 精準解讀健康檢查報告書 ◎ 青木誠孝 &青木芳和 280

EB005587 正中書局 ﹝公共衛生﹞ 2000 y(7IJ5H0*TLNOMM( 打開優生之門 ◎ 董延齡著 180

EB005588 正中書局 ﹝公共衛生﹞ 2004 y(7IJ5H9*SMMQTP( 守護台灣的睜言 --2004年厚生白皮 ◎ 詹火生、楊欽銘、古允文、楊萬發 350

EB005589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4 y(7IJ5H6*LQRQPM( 衛生行政與衛生政策 - 理論與實務 ◎ 李龍騰 200

EB005590 國史館 ﹝公共衛生﹞ 2009 y(7IJ8G0*LTLLQP( 日治時期臺灣衛生史料特展專輯 ◎ 許錫慶 180

EB005591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1997 y(7IJ5H6*LQORPK( 食品品質衛生安全管理學 ◎ 邱健人 480

EB005592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7 y(7IJ5H6*LQTKLO(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 談國雄 450

EB005593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2 y(7IJ5H6*LQQRPO( 傳染病防治手冊 (二版 ) ◎ 許清曉 850

EB005594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3 y(7IJ5H6*LQQSRR( 感染管制實務 (下冊 ) ◎ 賴玫娟 500

EB005595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3 y(7IJ5H6*LQQSQK( 感染管制實務 (上冊 ) ◎ 賴玫娟 650

EB005596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2 y(7IJ5H2*SLTPKK( 感染與疫苗 ◎ 財團法人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 850

EB005597 藝軒圖書 ﹝公共衛生﹞ 2001 y(7IJ5H2*KRRKMN( 發現台灣公衛行腳 ◎ 葉金川總策畫 250

EB005598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1971 y(7IJ5H1*OLLSQQ( 醫學心悟 ◎ 費伯雄批；程國彭著 100

EB005599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1*TMRNON( 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 ◎ 廖育群 230

EB005600 大塊 ﹝中國醫學﹞ 1999 y(7IJ8G2*LNLQLT( 氣血的旋律 ◎ 王唯工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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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601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2 y(7IJ5H0*PKORTS( 中醫的科學原理 ◎ 陳 華 編著 230

EB005602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79 y(7IJ5H0*PKPLNT( 鍼灸學概要 ◎ 吳惠平 著 63

EB005603 國家 ﹝中國醫學﹞ 1996 y(7IJ5H3*QKOMSK( 中藥保健自療法 ◎ 王語儂 200

EB005604 暢文 ﹝中國醫學﹞ 1997 y(7IJ5H8*PKRTMK( 最新經穴療法大圖鑑 ◎ 芹澤勝助 650

EB005605 三悅 ﹝中國醫學﹞ 2002 y(7IJ5H5*MQOPLM( 經穴指壓對症療法 ◎ 星虎 男 280

EB005606 三悅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5*MQOQTR( 元氣美人穴道指壓健康法 ◎ 邱淑惠 250

EB005607 瑞昇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5*MQOSOK( 即效穴道對症療法 (25k) ◎ 川名律子 280

EB005608 大冠 ﹝中國醫學﹞ 2003 y(7IJ8G7*OROLOS( 俞原診治 ◎ 李家雄 350

EB005609 三悅 ﹝中國醫學﹞ 2004 y(7IJ5H5*MQPKTK( 全身穴道按摩療法 ◎ 邱淑惠 220

EB005610 三悅 ﹝中國醫學﹞ 2004 y(7IJ5H5*MQPNPT( 決定版 -經穴療法大百科 ◎ 竹之內三志 400

EB005611 三悅 ﹝中國醫學﹞ 2004 y(7IJ5H5*MQPOST( 一點經穴療法 ◎ 前田昌司 280

EB005612 瑞昇 ﹝中國醫學﹞ 2004 y(7IJ5H5*MQPPOK( 舒壓好氣色穴道按摩法 ◎ 北川毅 200

EB005613 大冠 ﹝中國醫學﹞ 2005 y(7IJ8G8*KMOTMM( 血絡診治 ◎ 李家雄 350

EB005614 大冠 ﹝中國醫學﹞ 2005 y(7IJ8G8*KMOTPN( 大牖診治 ◎ 李家雄 250

EB005615 三悅 ﹝中國醫學﹞ 2005 y(7IJ5H5*MQPPQO( 經絡淋巴按摩 ◎ 渡邊佳子 220

EB005616 大冠 ﹝中國醫學﹞ 2005 y(7IJ8G7*OROKPQ( 中風診治 ◎ 李家雄 650

EB005617 三悅 ﹝中國醫學﹞ 2005 y(7IJ5H5*MQPSOR( 瘦身淋巴按摩 ◎ 渡邊佳子 200

EB005618 三悅 ﹝中國醫學﹞ 2005 y(7IJ5H5*MQPSRS( 腳部反射療法大百科 ◎ 五十嵐康彥 500

EB005619 大冠 ﹝中國醫學﹞ 2005 y(7JJ5H3*KMKQPM( 點斷診治 ◎ 李家雄 200

EB005620 大冠 ﹝中國醫學﹞ 2005 y(7JJ5H3*KMKQQT( 大絡診治 ◎ 李家雄 300

EB005621 瑞昇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5*MQQLMR( 英國式足部反射區療法 ◎ 藤田真規 250

EB005622 三悅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5*MQQMKM( 美容 &瘦身穴道經典 ◎ 渡邊家子 200

EB005623 三悅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5*MQQONL( 最新圖解腳底按摩技術教本 ◎ 藤田真規 380

EB005624 大冠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2*SQNLML( 經絡診治 ◎ 李家雄 280

EB005625 大冠 ﹝中國醫學﹞ 2006 y(7IJ8G8*KMOTLP( 養生刮痧 ◎ 李家雄 280

EB005626 大冠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2*SQNLNS( 膝腳診治 ◎ 李家雄 250

EB005627 大冠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2*SQNLQT( 關節診治 ◎ 李家雄 350

EB005628 三悅 ﹝中國醫學﹞ 2007 y(7IJ5H5*MQQSRP( 圖解養生足道技術教本 ◎ 長澤 陽 300

EB005629 三悅 ﹝中國醫學﹞ 2008 y(7IJ5H5*MQRONS( 我的第一本漢方中醫學 ◎ 根本幸夫 280

EB005630 三悅 ﹝中國醫學﹞ 2008 y(7IJ5H5*MQRNPN( 泰式按摩聖經 ◎ 大槻一博 650

EB005631 瑞昇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5*MQPTSO( 油壓技術教本 ◎ 淺井隆彥 500

EB005632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3 y(7IJ5H0*TKQLMR( 中醫內科症治學 ◎ 呂光榮、劉楚玉編著 585

EB005633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3 y(7IJ5H0*TKSPKN( 不孕症治驗 ◎ 胡龍才 165

EB005634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3 y(7IJ5H0*TKSPLK( 遺精．陽萎證治 ◎ 胡龍才 155

EB005635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5 y(7IJ5H9*TMSKKR( 常見疾病按摩手冊 ◎ 李家雄著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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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636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7 y(7IJ5H0*TLLMPL( 老年期痴呆症的中醫治療 ◎ 胡龍才 190

EB005637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0*TLPLPK( 實用強腰腎手冊 ◎ 李家雄著 180

EB005638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9 y(7IJ5H9*TMSKTK( 實用潤肺手冊 ◎ 李家雄著 205

EB005639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9 y(7IJ5H0*TLMQRS( 耳鼻咽喉病的中醫治療 ◎ 胡龍才 330

EB005640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1999 y(7IJ5H0*TLMQQL( 常見胃腸疾病的中醫治療 ◎ 胡龍才 270

EB005641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0 y(7IJ5H0*TLNLMP( 中醫肝膽病防治大全 ◎ 王伯祥主編 1500

EB005642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0 y(7IJ5H0*TLNKOK( 國際針灸學 ◎ 徐麥琪 250

EB005643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1 y(7IJ5H0*TLNPRQ( 實用針灸手冊 (上 )(大學用書 ) ◎ 楊楣良 330

EB005644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1 y(7IJ5H0*TLNPSN( 實用針灸手冊 (下 )(大學用書 ) ◎ 楊楣良 250

EB005645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1 y(7IJ5H0*TLNSNP( 實用推拿手冊 (上 ) ◎ 陳省三 等 150

EB005646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1 y(7IJ5H0*TLNSOM( 實用推拿手冊 (中 ) ◎ 陳省三 等 170

EB005647 正中書局 ﹝中國醫學﹞ 2001 y(7IJ5H0*TLNSPT( 實用推拿手冊 (下 ) ◎ 陳省三 等 170

EB005648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STLS( 家用中醫保健手冊 ◎ 張 駿 編著 150

EB005649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0*PMNKMR( 中國醫學大辭典 (一 )~(四 ) ◎ 謝 觀 編纂 3600

EB005650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5 y(7IJ5H1*OOMKNR( 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 ◎ 李建民 520

EB005651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1*TMPOSQ( 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 ◎ 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 400

EB005652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5 y(7IJ5H1*TMRTOR( 藥林外史 ◎ 鄭金生 290

EB005653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82 y(7IJ5H0*PLQOLS( 中華醫藥學史 ◎ 鄭曼青 編著 400

EB005654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MMT( 中國古代醫藥衛生 ◎ 魏子孝 著 140

EB005655 國家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3*QKSNMP( 醫學史話 ◎ 朱建平 200

EB005656 蘭臺 ﹝中國醫學﹞ 2000 y(7IJ5H9*LPOMPN( 醫簡論集 ◎ 張壽仁 1100

EB005657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8 y(7IJ5H1*OORNNT(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 ◎ 李貞德 450

EB005658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7 y(7IJ5H1*TMTKQO( 大醫精誠 -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 ◎ 范家偉 250

EB005659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7 y(7IJ5H1*TMSNLT( 遠眺皇漢醫學―認識日本傳統醫學 ◎ 廖育群 310

EB005660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1*OOOKOS( 本草藥王：李時珍 ◎ 陳佩萱 -著；左智杰 -繪 100

EB005661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1*OOLMTK( 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 ◎ 杜正勝 370

EB005662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2 y(7IJ5H1*TMRKNT( 中醫基礎理論學 ◎ 季紹良、余明哲、陳國樹、李家屏 -編著 280

EB005663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1*TMRTPO( 醫通中西 -唐宗海與近代中醫危機 ◎ 皮國立 240

EB005664 大塊 ﹝中國醫學﹞ 2010 y(7IJ8G7*TRPPKS( 氣的樂章（新封面） ◎ 王唯工 300

EB005665 大塊 ﹝中國醫學﹞ 1999 y(7IJ8G7*TRPPKS( 氣的樂章（2010年新版） ◎ 王唯工 / 著 & 蔡志忠 / 繪圖 300

EB005666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1*TMRKOQ( 中醫診斷學 ◎ 季紹良、余明哲、陳國樹、詹寬仁編著 300

EB005667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RQT( 男科常見病的按摩 ◎ 吳潛智、何焰 250

EB005668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RKR( 頭痛穴道特效療法 ◎ 王俊堯 200

EB005669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2 y(7IJ5H1*TMQTNN( 骨刺中醫論治 ◎ 余明哲、范玉櫻編著 170

EB005670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2 y(7IJ5H1*TMRLSN( 當代中醫婦科奇症精粹 ◎ 余明哲、國培、張建偉、范玉櫻編著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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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671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RPM( 婦科常見病的按摩 ◎ 劉瑞光 250

EB005672 野人 ﹝中國醫學﹞ 2009 y(7IJ8G6*SKRPOL( 關鍵漢方 . 醜小鴨也能變身白天鵝 ◎ 南丘陽 250

EB005673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1*TMPKSK( 夾脊穴臨床應用 ◎ 余明哲、范理櫻編著 200

EB005674 三民書局 ﹝中國醫學﹞ 2003 y(7IJ5H1*TMRNSL( 針灸腧穴定位 ◎ 余明哲編著 80

EB005675 國家 ﹝中國醫學﹞ 2006 y(7IJ5H3*QLKNSK( 認識穴道治百病 ◎ 莊鴻銘 250

EB005676 國家 ﹝中國醫學﹞ 1993 y(7IJ5H3*QKLTQS( 腳穴道特效療法 ◎ 王俊堯 200

EB005677 國家 ﹝中國醫學﹞ 1996 y(7IJ5H3*QKOTNS( 頭手腳穴道療法 ◎ 王俊堯 500

EB005678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QTL( 神奇的強身術 ◎ 邱政杰 200

EB005679 國家 ﹝中國醫學﹞ 2008 y(7IJ5H3*QLLNKL( 圖解拔罐保健療法 ◎ 蘇　揚等 380

EB005680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80 y(7IJ5H0*PLKMKL( 健身推拿法選集 ◎ 王 彥 編著 110

EB005681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NSK( 胃痛防治按摩圖解 ◎ 王華明 編著 140

EB005682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OMR( 便秘防治按摩圖解 ◎ 李偉元 編著 140

EB005683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ONO( 禿髮、白髮防治按摩圖解 ◎ 姚弭亂 編著 140

EB005684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NTR( 高血壓防治按摩圖解 ◎ 高忠樑 編著 140

EB005685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NRN( 神經衰弱防治按摩圖解 ◎ 黃寶福 編著 140

EB005686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OLK( 腰痛防治按摩圖解 ◎ 黃寶福 編著 140

EB005687 台灣商務 ﹝中國醫學﹞ 1994 y(7IJ5H0*PKTOKN( 頭痛防治按摩圖解 ◎ 楊成功 編著 140

EB005688 國家 ﹝中國醫學﹞ 2001 y(7IJ5H3*QKRLLN( 實用推拿治療 ◎ 李先樑等 300

EB005689 國家 ﹝中國醫學﹞ 1997 y(7IJ5H3*QKPLMQ( 圖解指壓按摩療法 ◎ 陳秋華 400

EB005690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NLS( 圖解按摩保健療法 ◎ 李業甫等 400

EB005691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ROP( 頸肩腰腿痛的按摩 ◎ 張世明 250

EB005692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RRQ( 中老年常見病的按摩 ◎ 熊維美等 250

EB005693 黎明文化 ﹝中國醫學﹞ 2002 y(7IJ5H1*QKQOQK( 速效簡易 DIY推拿秘訣 [平 ] ◎ 張建宏 260

EB005694 國家 ﹝中國醫學﹞ 1993 y(7IJ5H3*QKLSQT( 手穴道特效療法 ◎ 王俊堯 200

EB005695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NMP( 中藥浴足保健療法 ◎ 蘇　揚等 400

EB005696 國家 ﹝中國醫學﹞ 2009 y(7IJ5H3*QLLORT( 中醫藥膳保健療法 ◎ 徐　毅等 400

EB005697 國家 ﹝中國醫學﹞ 2008 y(7IJ5H3*QLLNNM( 圖解刮痧保健療法 ◎ 蘇　揚等 320

EB005698 國家 ﹝中藥學﹞ 2006 y(7IJ5H3*QLKMNQ( 中華名藥神醫故事 ◎ 吳浪平 320

EB005699 正中書局 ﹝中藥學﹞ 1996 y(7IJ5H0*TLKPPL( 實用膏滋療法 ◎ 胡龍才 190

EB005700 正中書局 ﹝中藥學﹞ 1997 y(7IJ5H0*TLLMOO( 實用藥露療法 ◎ 胡龍才 165

EB005701 正中書局 ﹝中藥學﹞ 2001 y(7IJ5H0*TLNPTK( 常見過敏性疾病的中醫治療 ◎ 胡龍才 385

EB005702 萬卷樓 ﹝中藥學﹞ 2000 y(7IJ5H7*NTMQMQ( 醫藥雙絕—李時珍與《本草綱目》 ◎ 芶萃華 200

EB005703 國家 ﹝中藥學﹞ 1995 y(7IJ5H3*QKOMNP( 靈芝的功效 ◎ 鍾展廷 200

EB005704 國家 ﹝中藥學﹞ 2001 y(7IJ5H3*QKRNTR( 人參的功效 ◎ 歐陽風 200

EB005705 台灣商務 ﹝中藥學﹞ 1980 y(7IJ5H0*PMNMOT( 古方新釋 (POD) ◎ 黃棟培 編著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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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706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2 y(7IJ5H1*TMRKPN( 男科中醫論治 ◎ 余明哲、范玉櫻編著 210

EB005707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2 y(7IJ5H1*TMRKQK( 血液病中醫論治 ◎ 余明哲、范玉櫻 170

EB005708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2 y(7IJ5H1*TMRKRR( 中風中醫論治 ◎ 余明哲、范玉櫻編著 150

EB005709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2 y(7IJ5H1*TMRLQT( 腎炎中醫論治 ◎ 余明哲、范玉櫻編著 150

EB005710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3 y(7IJ5H1*TMRMSM( 不孕不育症中醫論治 ◎ 余明哲編著 110

EB005711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3 y(7IJ5H1*TMRNRO( 胃、十二指腸潰瘍中醫論治 ◎ 余明哲編著 130

EB005712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3 y(7IJ5H1*TMROKO( 糖尿病中醫論治 ◎ 余明哲編著 220

EB005713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4 y(7IJ5H1*TMRPOL( 哮喘中醫論治 ◎ 余明哲編著 200

EB005714 三民書局 ﹝中藥學﹞ 2004 y(7IJ5H1*TMRQNN( 肝炎中醫論治 ◎ 余明哲編著 370

EB005715 台灣商務 ﹝中藥學﹞ 1989 y(7IJ5H0*PKKNTO( 中醫驗方選 ◎ 關令華 主編 270

EB005716 台灣商務 ﹝中藥學﹞ 1992 y(7IJ5H0*PKORQR( 洗浴治病中草藥 ◎ 杭悅宇 編 240

EB005717 大可 ﹝西醫學﹞ 2007 y(7IJ8G8*MNKPTK( 別放棄我 ◎ 茱莉亞．福克斯．加里森 280

EB005718 大可 ﹝西醫學﹞ 2007 y(7IJ8G8*NNMRKQ( 妳累了嗎？ ◎ 羅娜．以撒 260

EB005719 大堯 ﹝西醫學﹞ 2008 y(7IJ8G6*PRTKPT( 不生病手冊 ◎ 葉道弘 200

EB005720 心理 ﹝西醫學﹞ 1999 y(7IJ5H7*KMNPPL( 健康心理學 -行為與健康入門 ◎ L. Brannon等著；李新鏘校閱主編 800

EB005721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85 y(7IJ5H0*PKOPNS( 談胃及十二指腸潰瘍 ◎ 王惠弘 著 45

EB005722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0 y(7IJ5H0*PKLRTR( 愛滋病之原理、治療及預防 ◎ 馬元英 著 63

EB005723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83 y(7IJ5H0*PKOOOQ( 麻醉學 ◎ 趙繼慶 主編 450

EB005724 好名堂 ﹝西醫學﹞ 2007 y(7IJ8G6*TNRMLR( 與恐慌跳支舞 ◎ 貝芙．艾斯貝特 / 周一玲 160

EB005725 米娜貝爾 ﹝西醫學﹞ 2007 y(7IJ5H8*NMKPSL( 歇斯底里研究 ◎ 佛洛伊德 360

EB005726 昭明 ﹝西醫學﹞ 2000 y(7IJ5H0*NNQNOO( 精神病學的人際理論 (昭明 ) ◎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380

EB005727 華品 ﹝西醫學﹞ 2009 y(7IJ8G6*RRNQOS( 身體會說話2 千萬不可忽視來自身新健康警訊104條 ◎ 施小六 280

EB005728 三悅 ﹝西醫學﹞ 2004 y(7IJ5H5*MQPNSK( 腰 . 膝 . 腳疼痛完全治療法 ◎ 村松邦彥 280

EB005729 大冠 ﹝西醫學﹞ 2005 y(7IJ8G7*OROKQN( 實用強心手冊 ◎ 李家雄 250

EB005730 瑞昇 ﹝西醫學﹞ 2006 y(7IJ5H5*MQQMQO( 胃腸肝膽胰臟學習大百科 ◎ 安藤幸夫 ,西尾剛毅 300

EB005731 暢文 ﹝西醫學﹞ 2007 y(7IJ5H8*MTTSLS( 降低血糖值小百科 ◎ 板倉弘重 380

EB005732 瑞昇 ﹝西醫學﹞ 2007 y(7IJ5H5*MQRLNL( 瞬間擁有蜜桃美肌 ◎ 藤田麻 ? 250

EB005733 三悅 ﹝西醫學﹞ 2008 y(7IJ5H5*MQRLTN( 圖解人體疾病使用手冊 ◎ 關根今生 &牛山允 320

EB005734 三悅 ﹝西醫學﹞ 2008 y(7IJ5H5*MQRTLT( 身體為什麼不舒服異常症狀 Q&A全檢視 ◎ 岡田忍 320

EB00573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PNT( 回憶內科學 ◎ 湯其暾 700

EB00573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QTNS( 重症醫學精要 ◎ 丁予安 650

EB00573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QRNK( 重症醫學與護理 ◎ 林少琳 580

EB00573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8 y(7IJ5H6*LQPLRR( 基礎重症醫學 ◎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 680

EB00573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2 y(7IJ5H6*LQLSST( 麻醉學大綱 ◎ 金華高 250

EB00574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9 y(7IJ5H6*LQPPMS( 臨床生理學與病理切片技術 ◎ 方勝雄 鍾兆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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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74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1 y(7IJ5H6*LQQOKM( 臨床醫護概論 ◎ 張朝凱 300

EB005742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3 y(7IJ5H0*TKSKSO( 肝炎的預防與治療 ◎ 陳振陽、高嘉宏著 200

EB005743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4 y(7IJ5H0*TKTMOL( 愛滋病的認識與預防 ◎ 莊哲彥著 190

EB005744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6 y(7IJ5H0*TLKQSL( 適應障礙症 ◎ 行政院衛生署 150

EB005745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9 y(7IJ5H9*TMSKOP( 實用養肝手冊 ◎ 李家雄著 190

EB005746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4 y(7IJ5H0*TKTMPS( 居家護理中風篇 ◎ 于博芮等合著；陳月枝主編 200

EB005747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4 y(7IJ5H0*TKTMQP( 心臟病的預防及治療 (新版 )曾 ◎ 曾淵如 130

EB005748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5 y(7IJ5H0*TLKKKL( 當代精神醫療 ◎ 胡國海著 200

EB005749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5 y(7IJ5H0*TLKMQL( 甲狀腺疾病的認識與預防 ◎ 張天鈞著 130

EB005750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5 y(7IJ5H0*TLKMRS( 失智症（癡呆）的認識與頭腦保健 ◎ 邱浩彰著 200

EB005751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7 y(7IJ5H0*TLKTKM( 頭痛 ◎ 邱浩彰、陳威宏著 130

EB005752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8 y(7IJ5H0*TLLRRK( 精神病患的復健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 160

EB005753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9 y(7IJ5H0*TLMMNO( 感冒 ◎ 陳振陽、張上淳、李秉穎著 200

EB005754 正中書局 ﹝西醫學﹞ 1999 y(7IJ5H0*TLMNKM( 認識腦垂腺疾病 ◎ 張天鈞著 130

EB005755 正中書局 ﹝西醫學﹞ 2004 y(7IJ5H0*TLQQLO( 生命如何轉彎 ◎ 陳炎輝、張麗玲 180

EB00575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7 y(7IJ5H6*LQTLPL( 93年度基礎醫師國考詳解 ◎ 國防醫學院 400

EB00575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8 y(7IJ5H6*LQTLQS( 94年度基礎醫師國考詳解 ◎ 國防醫學院 450

EB00575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9 y(7IJ5H6*LQTLRP( 95年度基礎醫師國考詳解 ◎ 國防醫學院 250

EB00575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NOS( 臨床醫學國考試題分類整理精解 (第四版 )第一冊 ◎ 蕭名峰 500

EB00576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NPP( 臨床醫學國考試題分類整理精解 (第四版 )第二冊 ◎ 蕭名峰 450

EB00576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NQM( 臨床醫學國考試題分類整理精解 (第四版 )第三冊 ◎ 蕭名峰 450

EB00576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NSQ( 臨床醫學國考試題分類整理精解 (第四版 )第五冊 ◎ 蕭名峰 450

EB00576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NTN( 臨床醫學國考試題分類整理精解 (第四版 )第六冊 ◎ 蕭名峰 450

EB00576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NRT( 臨床醫學國考試題分類整理精解 (第四版 )第四冊 ◎ 蕭名峰 500

EB00576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2 y(7IJ5H6*LQQPNM( 病理學 (第二版 ) ◎ 許朝添 1750

EB00576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8 y(7IJ5H6*LQPKMN( 病理學精要 ◎ 林育如 650

EB00576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SNQ( 基本病理學 ◎ 張瓊懿 1750

EB00576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5 y(7IJ5H6*LQSKOS( 組織學及細胞生物學―病理學入門 ◎ 簡基憲 1550

EB00576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2 y(7IJ5H6*LQMPNO( 羅賓氏病理學 (下冊 ) ◎ 黃鎮國 950

EB00577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2 y(7IJ5H6*LQMPMR( 羅賓氏病理學 (上冊 ) ◎ 黃鎮國 950

EB00577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LNP( 羅賓氏簡明病理學 ◎ 陳世明 650

EB00577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TRN( 常用臨床檢驗手冊 (第三版 ) ◎ 許清曉 380

EB00577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8 y(7IJ5H6*LQTONO( 理學檢查與健康評估 (修訂版 ) ◎ 顧傑修 1550

EB00577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8 y(7IJ5H6*LQTNMS( 最新醫檢師國考高考系列 -臨床生化檢驗學 (第三版增訂） ◎ 林明政 380

EB00577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RON( 臨床病毒學檢驗手冊 ◎ 劉武哲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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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77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PPK( 臨床理學檢查 ◎ 陳俊霖 1650

EB00577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PTS( 臨床理學檢查指引手冊 (第三版 ) ◎ 蔡博宇 450

EB00577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7 y(7IJ5H6*LQTMPK( 臨床檢驗項目 -臨床意義與使用說明 ◎ 林偉平 500

EB00577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3 y(7IJ5H6*LQMSKK( 臨床檢驗學 ◎ 蘇勳璧 250

EB00578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PSO( 臨床鏡檢學 (第二版修訂版 ) ◎ 曾永德 1100

EB00578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SKM( 醫學分子診斷學 ◎ 張建裕 580

EB00578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3 y(7IJ5H6*LQMTQL( 臨床輸血醫學 ◎ 雍建輝 900

EB005783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8 y(7IJ5H0*PLONNT( 美食與毒菌 -飲食工業給我們帶來的病變 ◎ 妮可絲 . 佛克斯 著 350

EB005784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SSK(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腫瘤科鄭安理 ◎ 鄭安理 口述 180

EB00578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MTQ( 週邊血液幹細胞 ◎ 雍建輝 300

EB005786 幼獅文化 ﹝西醫學﹞ 2004 y(7IJ5H5*ROPNQN( 變化你身體 ◎ 張敏超 320

EB005787 網路與書 ﹝西醫學﹞ 2006 y(7IJ8G8*MRLLOM( 那一百零八天 ◎ 郝明義 250

EB00578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0 y(7IJ5H6*LQPROK( 內科技術指引 ◎ 鄔定宇 600

EB00578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LTR( 臨床技術手冊 ◎ 洪振傑 280

EB00579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LSS( 中英對照簡要門診紀錄實例 ◎ 唐釗仁 200

EB00579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8 y(7IJ5H6*LQTNQQ( 臨床醫學英文之正確寫法 (修訂版 ) ◎ 林永明 450

EB005792 國家 ﹝西醫學﹞ 1996 y(7IJ5H3*QKOONN( 與健康有約 ◎ 傅明岳 200

EB005793 國家 ﹝西醫學﹞ 2009 y(7IJ5H3*QLLNRK( 防病．治病養生（壹） ◎ 耿洪森 300

EB005794 國家 ﹝西醫學﹞ 2009 y(7IJ5H3*QLLNSR( 防病．治病養生（貳） ◎ 耿洪森 300

EB005795 智庫文化 ﹝西醫學﹞ 1999 y(7IJ5H8*NTQRKS( 60秒解除慢性疼痛 ◎ 240

EB005796 靜思 ﹝西醫學﹞ 2009 y(7IJ8G6*NRTLRS( 從症狀把關健康 ◎ 台中慈濟醫院醫療團隊合著 325

EB00579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MNO( 身體檢查與病史詢問指引 (修訂版 ) ◎ 盧澤民 850

EB00579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ONM( 影像診斷學第三版 ◎ 邱健泰 850

EB00579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5 y(7IJ5H6*LQSNRQ( 病歷與理學檢查精義 ◎ 陳美君 450

EB005800 三民書局 ﹝西醫學﹞ 1993 y(7IJ5H1*OLLTMR( 放射物理學 ◎ 元培醫專 278

EB00580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8 y(7IJ5H6*LQTORM( 分子輻射生物學 ◎ 黃正仲總校閱 800

EB00580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MKN( 危重患者急救手冊 ◎ 張鴻祺 390

EB00580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QRN( 臨床心臟急救學 ◎ 林世崇 400

EB00580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RSM( 急症醫學：處理醫療急症的實務指引 ◎ 陳建華 750

EB00580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5 y(7IJ5H6*LQSMRR( 感染科學 ◎ 古偉裕 780

EB005806 繆思 ﹝西醫學﹞ 2009 y(7IJ8G6*QQPMKM( 愚人節說再見 ◎ 布萊思．寇特內 360

EB005807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6 y(7IJ5H0*PMLLOQ( 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 ◎ 約翰‧M‧巴瑞 380

EB005808 三民書局 ﹝西醫學﹞ 1996 y(7IJ5H1*TMKKKT( 揮別癌症的夢魘 ◎ 羽生富士夫著；何月華譯 130

EB005809 心理 ﹝西醫學﹞ 2007 y(7IJ8G1*TLKPON( 癌症患者諮商手冊 ◎ Mary Burton & Maggie Watson著；楊惠卿、張琦敏譯 300

EB005810 國家 ﹝西醫學﹞ 1997 y(7IJ5H3*QKPOLQ( 認識癌症 ◎ 郭忠平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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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811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4 y(7IJ8G7*SSKPKP( 神奇抗癌藥丸 (平裝 ) ◎ 360

EB005812 智庫文化 ﹝西醫學﹞ 1994 y(7IJ5H8*SMTLPM( 癌症邊緣 ◎ 220

EB005813 奧林文化 ﹝西醫學﹞ 2006 y(7IJ5H0*NTLQKM( 點滴袋上的畫 ◎ 300

EB00581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6 y(7IJ5H6*LQNTKQ( 分子腫瘤學 ◎ 簡靜香 700

EB00581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8 y(7IJ5H6*LQOSQQ( 最新簡明癌症學 ◎ 陳國群 200

EB00581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2 y(7IJ5H6*LQQSPN( 跨越癌症豐富生命 ◎ 王滿堂 350

EB00581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8 y(7IJ5H6*LQOSOM( 癌症防治手冊 ◎ 陳國群 100

EB005818 黎明文化 ﹝西醫學﹞ 2004 y(7IJ5H1*QKQSLL( 生命的紅燈 [精 ] ◎ 顏上惠等著 ,李壽東總策劃 320

EB005819 國家 ﹝西醫學﹞ 2008 y(7IJ5H3*QKPTLL( 認識風濕症 ◎ 李敬育 250

EB005820 國家 ﹝西醫學﹞ 1997 y(7IJ5H3*QKPMTO( 認識痛風 ◎ 洪浩學 220

EB00582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5 y(7IJ5H6*LQNPOS( 人體寄生蟲學彩色圖譜 ◎ 余森海 1250

EB00582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0 y(7IJ5H6*LQQKOO( 最新醫檢師 . 國考高考系列 : 臨床寄生蟲學 (第二版 ) ◎ 褚佩瑜 230

EB00582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6 y(7IJ5H6*LQNOSR( 簡易寄生蟲生活史 ◎ 俞軻強 150

EB00582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1 y(7IJ5H6*LQLQSL( 簡易醫用寄生蟲學 ◎ 蘇勳璧 300

EB00582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6 y(7IJ5H6*LQOLKL( 醫用寄生蟲學 ◎ 杜文圓 700

EB00582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OMM( 醫用寄生蟲學手冊 ◎ 杜文圓 500

EB005827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88 y(7IJ5H0*PKPQQP( 心臟、血管外科學 ◎ 洪啟仁 主編 810

EB00582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8 y(7IJ5H6*LQTOKN( 實用心電圖學原理與應用 ◎ 方柏仁 400

EB005829 國家 ﹝西醫學﹞ 1997 y(7IJ5H3*QKPKPS( 認識心臟病 ◎ 宋柏雲 250

EB005830 靜思 ﹝西醫學﹞ 2004 y(7IJ8G4*LROMMP( 吃好心臟病 ◎ 林俊龍 240

EB00583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TOT( 心臟科超音波學 ◎ 廖朝崧 850

EB005832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SQQ(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心臟科李源德 ◎ 李源德 口述 180

EB00583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RLM( 實用心電圖學 -心電圖150實例 ◎ 朱家瑜 400

EB00583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5 y(7IJ5H6*LQSNKR( 賴氏心電圖 ◎ 賴凌平 250

EB00583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0 y(7IJ5H6*LQPSKL( 臨床心電圖 (第二版 ) ◎ 黃耀星 450

EB00583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1 y(7IJ5H6*LQLORQ( 臨床心電圖學 ◎ 廖述朗 550

EB005837 國家 ﹝西醫學﹞ 1997 y(7IJ5H3*QKPNSQ( 如何降低膽固醇 ◎ 陳吉暉 250

EB005838 國家 ﹝西醫學﹞ 1995 y(7IJ5H3*QKOLLM( 高血壓危象 ◎ 程國光 200

EB005839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2 y(7IJ5H0*OSORNL( 高血壓 ◎ 200

EB00584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2 y(7IJ5H6*LQQQLR( 本態性高血壓之診斷與治療 (第三版 ) ◎ 黃耀星 350

EB00584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QTK( 呼吸系統精義 ◎ 郭耀文 350

EB00584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0 y(7IJ5H9*RPNSNS( 圖解胸部 X-光片 ◎ 黃明賢 850

EB005843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STR(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呼吸系統科郭壽雄 ◎ 郭壽雄 口述 180

EB005844 國家 ﹝西醫學﹞ 1999 y(7IJ5H3*QKQNRQ( 認識氣喘病 ◎ 陳建章 250

EB005845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9 y(7IJ5H6*LQPPTR( 音聲醫學概論 ◎ 蕭自佑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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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846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6 y(7IJ5H0*PLMRKK( 消化系統疾病的防治 ◎ 沈 瑋 譯 125

EB005847 國家 ﹝西醫學﹞ 1999 y(7IJ5H3*QKQNML( 認識胃腸病 ◎ 魏國豪 250

EB005848 智庫文化 ﹝西醫學﹞ 1996 y(7IJ5H9*PPNOLO( 圓融消化 ◎ 160

EB00584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KRM( 胃腸與肝臟疾病 (彩色圖文對照系列 ) ◎ 林其斌 780

EB00585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QLO( 消化系超音波學 ◎ 楊國卿 1250

EB00585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4 y(7IJ5H6*LQNMQP( 消化器官內科 :診療檢查要點 ◎ 陳冠源 350

EB00585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6 y(7IJ5H6*LQOQTT( 腹部超音波實戰手冊 ◎ 王家齊 280

EB005853 野人 ﹝西醫學﹞ 2008 y(7IJ8G6*SKRMNR( 便便是萬能 ◎ ?野義己 250

EB005854 心理 ﹝西醫學﹞ 2005 y(7IJ5H7*KMRORO( 吞嚥障礙評估與治療 ◎ J. A. Logemann著；盛華總校閱；葉麗莉等譯 550

EB005855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PTP( 吞嚥困難評估和治療 -臨床實用手冊（附光碟） ◎ 歐陽來祥編著；劉欣怡整理 400

EB00585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3 y(7IJ5H6*LQROPO( 口腔病毒學 ◎ 周明勇 350

EB005857 黎明文化 ﹝西醫學﹞ 2004 y(7IJ5H1*QKQRRO( 消不消化有關係 [精 ] ◎ 張扶陽等著 ,李壽東總策劃 290

EB005858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TKN(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胃腸科王正一 ◎ 王正一 口述 180

EB005859 國家 ﹝西醫學﹞ 2002 y(7IJ5H3*QKRPOK( 消化性潰瘍食療法 ◎ 余政爾 220

EB005860 國家 ﹝西醫學﹞ 1997 y(7IJ5H3*QKPLTP( 認識肝臟病 ◎ 呂名鴻 200

EB005861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2 y(7IJ5H0*OSORRT( 腸躁症 ◎ 200

EB005862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6 y(7IJ5H0*PLMOQP( 便秘的預防和治療 ◎ 伍 林 譯 125

EB005863 國家 ﹝西醫學﹞ 1998 y(7IJ5H3*QKPSQR( 如何防治便秘 ◎ 何東昇 220

EB00586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9 y(7IJ5H6*LQTOTQ( 肥胖與塑身生理學 ◎ 吳輔祐 500

EB005865 大塊 ﹝西醫學﹞ 2007 y(7IJ8G7*KPTSQO( 愛像非洲一樣寬 ◎ 梅麗莎．葛林 380

EB00586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QLN( 內分泌案例回顧 ◎ 葉振聲 1800

EB00586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RPL( 台灣地區血紅素基因病變之探討 ◎ 張建國 300

EB00586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1 y(7IJ5H6*LQLQQR( 血液學 ◎ 王正宏 650

EB00586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QSM( 血液學精要 ◎ 陳重光 750

EB00587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QRQ( 超音波在內分泌學之應用 ◎ 林仁德 750

EB005871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SRN(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血液科田蕙芬 ◎ 田蕙芬 口述 180

EB00587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2 y(7IJ5H6*LQQPSR( 血液學精義 ◎ 陳登來 650

EB00587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PSL( 關於地中海型貧血 ◎ 彭慶添 400

EB005874 健行 ﹝西醫學﹞ 1998 y(7IJ5H5*QKTRNN( 找對方法戰勝癌（原名：我戰勝的癌症） ◎ 常士雄 190

EB005875 靜思 ﹝西醫學﹞ 2005 y(7IJ5H1*NOOMKL( 清水之愛 ◎ 何日生 250

EB005876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4 y(7IJ8G7*MQOQLT( 癌症世界的異鄉人 ◎ 260

EB005877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SPT(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內分泌科張天鈞 ◎ 張天鈞 口述 180

EB00587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SLM( 皮膚科學 ◎ 孫培倫 560

EB005879 國家 ﹝西醫學﹞ 1998 y(7IJ5H3*QKPRQS( 如何治療青春痘 ◎ 蕭慶維 200

EB005880 國家 ﹝西醫學﹞ 2001 y(7IJ5H3*QKRPNN( 認識禿頭 ◎ 藍緒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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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881 國家 ﹝西醫學﹞ 2000 y(7IJ5H3*QKQRTQ( 認識泌尿疾病 ◎ 駱冠中 250

EB005882 國家 ﹝西醫學﹞ 1997 y(7IJ5H3*QKPMSR( 認識腎臟病 ◎ 朱明台 220

EB005883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QSN( 腎臟學精義 ◎ 林彥瑜 350

EB005884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3 y(7IJ5H0*PLRTLK(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腎臟科吳寬墩 ◎ 吳寬墩 口述 180

EB005885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4 y(7IJ5H0*PLKKNO( 糖尿病飲食護理 ◎ 陳惠卿 著 140

EB005886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2 y(7IJ5H0*OSOROS( 糖尿病 ◎ 200

EB00588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6 y(7IJ5H6*LQNTMK( 糖尿病治療藥物 (二版 ) ◎ 陳國群 400

EB005888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QOO( 糖尿病病人手冊 -糖尿病的初步認識 ◎ 陳國群 120

EB00588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7 y(7IJ5H6*LQOQPL( 簡明糖尿病醫護手冊 ◎ 陳國群 200

EB005890 國家 ﹝西醫學﹞ 2007 y(7IJ5H3*QLKQRK( 糖尿病知多少 (修訂本 ) ◎ 耿恩全 200

EB005891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5 y(7IJ5H6*LQSNNS( 糖尿病手冊 ◎ 黃友君 450

EB005892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4 y(7IJ5H6*LQRRRP( 糖尿病辭彙 ◎ 陳國群 450

EB005893 健行 ﹝西醫學﹞ 1998 y(7IJ5H9*QSKQOQ( 情緒思緒與生活脫序 ◎ 張典齊 200

EB005894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TNLR( 兒童與青少年行為問題 -多重專業取向的診斷與
介入 ◎ C. Sutton著；陳信昭校閱；練明枋譯

420

EB005895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PTM( 心理疾病的認識與治療 ◎ 林家興著 380

EB005896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6 y(7IJ5H0*PLMQTO( 頭痛的預防和治療 ◎ 陸曙民 譯 125

EB005897 國家 ﹝西醫學﹞ 2001 y(7IJ5H3*QKROLK( 認識頭痛 ◎ 陳翰林 250

EB005898 健行 ﹝西醫學﹞ 1997 y(7IJ5H9*QSKMMQ( 認識腦　保健腦　開發腦 ◎ 朱迺欣 200

EB005899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7 y(7IJ5H6*LQTMQR( 破解腦電波 : EGG教材 (第二版 ) ◎ 關尚勇 650

EB005900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5 y(7IJ5H6*LQSMLP( 圖解腦神經科學 ◎ 上野洋一郎 300

EB005901 大塊 ﹝西醫學﹞ 2006 y(7IJ8G7*KPTOKQ( 潛水鐘與蝴蝶 (十年典藏版 ) ◎ Jean Dominique Bauby 200

EB005902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QMP( 腦中風患者的居家照護（隨書附贈光碟） ◎ 台灣省職能治療師公會主編 220

EB005903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2 y(7IJ5H0*OSORPP( 中風 ◎ 200

EB00590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1999 y(7IJ5H6*LQPQPS( 腦血管疾病及超音波學 ◎ 翁文章 600

EB005905 國家 ﹝西醫學﹞ 2005 y(7IJ5H3*QKTRPT( 認識肩腰痛 ◎ 宋培強 250

EB005906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RTK( 腦性麻痺與溝通障礙（第二版） ◎ Merlin J. Mecham著；曾進興譯 250

EB00590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1 y(7IJ5H6*LQQNTQ( 最新癲癇病人手冊 ◎ 關尚勇 500

EB005908 智庫文化 ﹝西醫學﹞ 1996 y(7IJ5H9*PPNOKR( 自然好眠 ◎ 160

EB005909 國家 ﹝西醫學﹞ 2001 y(7IJ5H3*QKRPKM( 認識神經痛 ◎ 李先進 250

EB005910 心理 ﹝西醫學﹞ 2004 y(7IJ5H7*KMRMRQ( 影像與幻象 -解離性身分疾患（ DID）之藝術治療手
記 ◎ Dee Spring著；陸雅青審定；戴百宏、施婉清譯

420

EB005911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7 y(7IJ5H0*PMLRRL( 失智！這回事 ◎ 小澤勳 220

EB005912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6 y(7IJ5H0*PLMOMR( 老人痴呆症及其護理 ◎ 伍 林 譯 125

EB005913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5 y(7IJ5H0*PMKKKM( 失智老人創造世界 ◎ 阿保順子 著 220

EB005914 國家 ﹝西醫學﹞ 2001 y(7IJ5H3*QKRPMQ( 認識老年失智症 ◎ 林桑彧 220

EB005915 心理 ﹝西醫學﹞ 1999 y(7IJ5H7*KMNPLN( 語言病理學基礎 -第三卷 ◎ 曾進興策畫主編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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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916 心理 ﹝西醫學﹞ 2005 y(7IJ5H7*KMRTOS( 言語科學概論 -從基礎理論到臨床應用 ◎ J. Ryalls等著；杜琬之譯 300

EB005917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SSNT( 成人後天性神經異常與輔助溝通 ◎ D. R. Beukelman、K. M. Yorkston、J. 
Reichle著；楊熾康、鍾莉娟、裘素菊、郭又方、陳惠珍、黃光慧譯

550

EB005918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TMMP( 言語科學 -理論與臨床應用 ◎ C. T. Ferrand著；楊順聰校閱；
林珮瑜、何恬、李芳宜、林香均、李沛群、蔡昆憲譯

550

EB005919 心理 ﹝西醫學﹞ 2007 y(7IJ8G6*SSPLLM( 語言障礙評估資源手冊（附光碟） ◎ K. G. Shipley & J. G. McAfee著；王南梅譯 700

EB005920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KTQN( 兒童語言與溝通障礙 ◎ D. K. Bernstein & E. Tiegerman-Farber著；王大延、陳櫻桃校閱；
王大延、陳櫻桃、王樂成、何宗瀚、高識 ?、辛怡葳、張洛嘉、林惠鸞、葉倩玲譯

700

EB005921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LKQ( 你的孩子口吃嗎？父母指導手冊 ◎ S. Ainsworth & J. Fraser著；曾鳳菊譯 99

EB005922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KOTT( 人格障礙的認知行為治療 ◎ Aaron T. Beck, Arthur Freeman, Denise D Davis 
& Associates著；唐子俊、謝碧玲、唐慧芳、戴谷霖、黃詩殷譯

530

EB005923 心理 ﹝西醫學﹞ 2000 y(7IJ5H7*KMOLKR( 自閉症的真相 ◎ S. Baron-Cohen、P. Bolton等著；劉美蓉譯 250

EB005924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TKRM( 促進溝通的視覺策略 -學校與家庭實務輔導指
南 ◎ Linda A. Hodgdon著；陳質采、李碧姿譯

280

EB005925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TMTO( 自閉症行為問題的解決方案 -促進溝通的視覺策
略 ◎ Linda A. Hodgdon著；陳質采、龔萬菁譯

300

EB005926 三民書局 ﹝西醫學﹞ 2002 y(7IJ5H1*ONQOQN( 精神疾病與心理治療 ◎ 張華葆 350

EB005927 心理 ﹝西醫學﹞ 2004 y(7IJ5H7*KMROON( 心理疾患臨床手冊 ◎ D. H. Barlow編；潘正德總校閱；潘正德、吳琇瑩等譯 900

EB005928 心理 ﹝西醫學﹞ 2005 y(7IJ5H7*KMSMNP( 青少年心理障礙快速診斷手冊 ◎ 唐子俊、黃詩殷、王慧瑛著 250

EB005929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TNQM( 精神分裂症的團體治療 ◎ N. Kanas著；杜家興譯 250

EB005930 心理 ﹝西醫學﹞ 2007 y(7IJ8G1*TLKQOM( 人際觀點心理病理學 ◎ Leonard M. Horowitz著；杜家興、黎士
鳴校閱；何政岳、杜家興、林伯彥、吳淑真、陳秋榛譯

520

EB005931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MLTQ( 心理疾患衡鑑與治療計畫手冊 ◎ Martin M. Antony、David H. Barlow編
著；陳淑惠總校閱；李立維、梁端芸、黃玉蓮、黃柏蒼、游勝翔 譯

800

EB005932 心理 ﹝西醫學﹞ 2001 y(7IJ5H7*KMOOTR( 現代社區精神醫療 -整合式心理衛生服務體系 ◎ W. 
R. Breakey編著；胡海國總校閱；郭峰志主編

550

EB005933 心理 ﹝西醫學﹞ 2000 y(7IJ5H7*KMOKMM( 特殊兒童異常行為之診斷與治療 ◎ 賴銘次著 550

EB005934 台灣商務 ﹝西醫學﹞ 1993 y(7IJ5H0*PKQRNK( 精神病觀察 -康復的疑惑與解迷 ◎ 葉錦成 著 135

EB005935 國家 ﹝西醫學﹞ 2001 y(7IJ5H3*QKROKN( 認識精神病 ◎ 丁智培 250

EB005936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2 y(7IJ5H6*LQQSMM( 急診精神醫學 ◎ 陳俊欽 300

EB005937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1 y(7IJ5H6*LQQMMS( 精神醫學 ◎ 吳光顯 800

EB005938 左岸 ﹝西醫學﹞ 2004 y(7IJ8G7*SPOQON( 瘋狂簡史 ◎ 羅伊 . 波特 230

EB005939 黎明文化 ﹝西醫學﹞ 2003 y(7IJ5H1*QKQRKP( 浴火重生 [平 ] ◎ 楊聰財 220

EB005940 心理 ﹝西醫學﹞ 2006 y(7IJ5H7*KMTLRL( APA精神疾病治療快速參考手冊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著；唐子俊、黃詩殷、唐慧芳譯

280

EB005941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PQL( 我的孩子該不該服用精神藥物 ◎ Kevin T. Kalikow著；陳信
昭總校閱；陳信昭、王璇璣、謝佩君、吳姿瑩譯

420

EB005942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SQL( 情緒及行為障礙學生教育 ◎ James M. Kauffman著；羅湘
敏總校閱；羅湘敏、楊碧桃、黃秋霞、王智玫譯

650

EB005943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MLOL( 兒童臨床工作手冊 ◎ William G. Kronenberger & Robert G. Meyer著；唐子俊、王士
忠、孫肇玢、唐慧芬、唐慧娟、陳聿潔、李怡珊、劉秋眉、黃詩殷、戴谷霖譯

680

EB005944 藝軒圖書 ﹝西醫學﹞ 2006 y(7IJ5H6*LQSRLK( 精神護理學 ◎ 蔡云芳 560

EB005945 健行 ﹝西醫學﹞ 1999 y(7IJ5H9*QSKSLN( 解開現代人的心結――40則心理治療實例 ◎ 郭峰志 190

EB005946 心理 ﹝西醫學﹞ 2001 y(7IJ5H7*KMOSMO( 心理動力式心理治療簡明手冊 -健康保健管理時代下之原
則與技巧 ◎ R. J. Ursana等著；劉德威、王梅君、高恆信譯

320

EB005947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QKL( 精神障礙個案管理 -理論與實務 ◎ Maxine Harris & Helen C. Bergman編著；劉瓊瑛譯 400

EB005948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LNO( 物質濫用的團體治療 -改變階段的治療手冊 ◎ Mary Marden Velasquez、Gaylyn 
Gaddy Maurer、Cathy Crouch、Carlo C. DiClemente著；歐吉桐、黃耀興、林曉卿譯

300

EB005949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NNM( 長期性憂鬱症之診斷與治療技巧 -心理治療的認知行為分
析系統 ◎ James P. McCullough , Jr. 著；杜家興、吳淑真譯

420

EB005950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NOT( 長期性憂鬱症之診斷與治療技巧訓練手冊 -心理治療的認
知行為分析系統 ◎ James P. McCullough , Jr. 著；杜家興譯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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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951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QSO( 我為什麼還是很憂鬱？了解第二型雙極性疾患以及軟性雙極性疾患 ◎ 
Jim Phelps著；陳信昭總校閱；陳信昭、王璇璣、謝佩君、陳婷婷、陳瑞和譯

320

EB005952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QRK( 養育情感性障礙的孩子 -如何克服憂鬱症和躁鬱症的障
礙 ◎ Mary A. Fristad & Jill S. Goldberg Arnold著；鄭麗月譯

330

EB005953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10 y(7IJ5H0*PMOMMM( 藍色病毒 ◎ 陸汝斌 240

EB005954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SSP( 自閉症 -早期介入與家庭支持 ◎ 宋鴻燕著 220

EB005955 心理 ﹝西醫學﹞ 2009 y(7IJ8G1*TLMPPO( 教養自閉症兒童 -給家長的應用行為分析指南 ◎ Shira Richman著；賴麗珍譯 200

EB005956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9 y(7IJ5H0*PMNSPK( 莫札特與鯨 ◎ 傑瑞紐波特，瑪莉紐波特，強尼達德 280

EB005957 心理 ﹝西醫學﹞ 2005 y(7IJ5H7*KMRQOL( 性侵害加害人評估與治療手冊 ◎ M. S. Carich等主編；林明傑總校閱；林淑梨等譯 500

EB005958 健行 ﹝西醫學﹞ 2002 y(7IJ5H5*QKTSKL( 走出憂鬱王國――憂鬱症治療實例 ◎ 郭峰志 190

EB005959 心理 ﹝西醫學﹞ 2007 y(7IJ8G1*TLKTTO( 憂鬱青少年的人際心理治療 ◎ Laura Mufson、Kristen Pollack Dorta、Donna Moreau、

Myrna M. Weissman著；陳淑惠總校閱；蘇逸人、游勝翔、李立維、韓德彥、黃健
420

EB005960 台灣商務 ﹝西醫學﹞ 2008 y(7IJ5H0*PMMQOS( 心的一角：小憂鬱的異想世界 ◎ 江怡柔 300

EB005961 智庫文化 ﹝西醫學﹞ 2002 y(7IJ5H0*OSORQM( 憂鬱症 ◎ 200

EB005962 心理 ﹝西醫學﹞ 2008 y(7IJ8G1*TLLMNQ( 失眠的評估與治療 -臨床實務手冊 ◎ Charles M. Morin 
& Colin A. Espie著；楊建銘、黃彥霖、林詩維譯

300

EB005963 健行 ﹝西醫學﹞ 2005 y(7IJ8G7*RPNQPQ( 擺脫憂鬱和焦慮 ◎ 高田明和 210

EB005964 心理 ﹝西醫學﹞ 2001 y(7IJ5H7*KMOPRM(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臨床工作手冊 ◎ R. A. Barkley、

K. R. Murphy著；黃惠玲、趙家琛譯
200

EB005965 大塊 ﹝外科﹞ 2008 y(7IJ8G2*LNKTRL( 最後期末考 ◎ 陳葆琳 300

EB005966 瑞昇 ﹝外科﹞ 2001 y(7IJ5H5*MQOMOQ( 自我矯正脊椎健康對症療法 ◎ 渡邊 新一郎 250

EB005967 三悅 ﹝外科﹞ 2003 y(7IJ5H5*MQORRM( 超強效 !脊椎矯正對症療法 ◎ 甲木壽人 220

EB005968 瑞昇 ﹝外科﹞ 2005 y(7IJ5H5*MQPSLQ( 腰背輕鬆自療法 ◎ 川井武雄 220

EB005969 三悅 ﹝外科﹞ 2007 y(7IJ5H5*MQRKPQ( 最新圖解運動傷害的對症復健療程120 ◎ 小山 郁 300

EB005970 瑞昇 ﹝外科﹞ 2008 y(7IJ5H5*MQRPSM( 圖解名醫怎麼說！腰痛的治療與預防 ◎ 伊藤達雄 300

EB005971 藝軒圖書 ﹝外科﹞ 1997 y(7IJ5H6*LQOPRQ( 沙氏外科學精要 ◎ 梁金銅 1000

EB005972 正中書局 ﹝外科﹞ 1992 y(7IJ5H0*TKRKMP( 耳鼻喉的疾病與保健 ◎ 李憲彥著 130

EB005973 正中書局 ﹝外科﹞ 1994 y(7IJ5H0*TKTMTQ( 認識器官移植 ◎ 李伯皇、胡瑞恆著 130

EB005974 正中書局 ﹝外科﹞ 1995 y(7IJ5H0*TLKKLS( 青光眼的預防與保健 ◎ 洪伯延 130

EB005975 正中書局 ﹝外科﹞ 1996 y(7IJ5H0*TLKONS( 耳鼻喉科學 ◎ 張斌編 700

EB005976 台灣商務 ﹝外科﹞ 2003 y(7IJ5H0*PLRSNP(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一般外科張金堅 ◎ 張金堅 口述 160

EB005977 藝軒圖書 ﹝外科﹞ 2006 y(7IJ5H6*LQSQSK( 回憶外科學 ◎ 張格彰 700

EB005978 台灣商務 ﹝外科﹞ 1983 y(7IJ5H0*PKQPNM( 基本外科學 ◎ 林天祐 主編 567

EB005979 健行 ﹝外科﹞ 2002 y(7IJ8G7*RPNPNN( 痠痛與骨折治療――運動傷害防治和骨骼保健 (原：運動傷害防治和骨骼保健） ◎ 李孔嘉
250

EB005980 藝軒圖書 ﹝外科﹞ 2008 y(7IJ5H6*LQTNNP( 運動傷害臨床指南 ◎ 陳勝凱 850

EB005981 靜思 ﹝外科﹞ 2008 y(7IJ8G7*KQTRSS( 當醫生的老師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慈濟大學 合著 250

EB005982 台灣商務 ﹝外科﹞ 1990 y(7IJ5H0*PKLKSR( 胸部外科學 ◎ 乾光宇 主編 840

EB005983 靜思 ﹝外科﹞ 2009 y(7IJ8G6*NRRLSL( 生命的奇遇 ◎ 明含 300

EB005984 台灣商務 ﹝外科﹞ 2003 y(7IJ5H0*PLRSOM(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骨科侯勝茂 ◎ 侯勝茂 口述 160

EB005985 台灣商務 ﹝外科﹞ 1988 y(7IJ5H0*PKQPOT( 骨科學 ◎ 鄧述微 主編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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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5986 藝軒圖書 ﹝外科﹞ 2005 y(7IJ5H6*LQSOMK( 彩色圖解實用泌尿科腹腔鏡手術指引 ◎ 闕士傑 1600

EB005987 藝軒圖書 ﹝外科﹞ 1996 y(7IJ5H6*LQOLPQ( 消化器官外科診療檢查要點 ◎ 徐人祺 350

EB005988 台灣商務 ﹝外科﹞ 1990 y(7IJ5H0*PKKQPN( 腦、神經外科學 ◎ 施純仁 主編 1100

EB005989 台灣商務 ﹝外科﹞ 2003 y(7IJ5H0*PLRRSL(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麻醉科侯文詠 ◎ 侯文詠 著 160

EB005990 藝軒圖書 ﹝外科﹞ 1994 y(7IJ5H6*LQNLKO( 基礎骨科學 ◎ 賴祐平 600

EB005991 台灣商務 ﹝外科﹞ 1992 y(7IJ5H0*PKOOMM( 整形外科學 ◎ 金毓鴻 主編 800

EB005992 藝軒圖書 ﹝外科﹞ 2008 y(7IJ8G8*NRTMTT( 輕鬆掌握骨科檢查 ◎ PARVIZI 450

EB005993 國家 ﹝外科﹞ 1999 y(7IJ5H3*QKQOSM( 認識眼疾 . 保健視力 ◎ 孫志嘉 250

EB005994 藝軒圖書 ﹝外科﹞ 2001 y(7IJ5H6*LQQMNP( 臨床眼科學 ◎ 陳慕師 1950

EB005995 藝軒圖書 ﹝外科﹞ 2005 y(7IJ5H6*LQSORP( 臨床眼科學 : 自我測驗圖解 ◎ 楊家寧 400

EB005996 黎明文化 ﹝外科﹞ 2005 y(7IJ5H1*QKRNQS( 全方位護眼指南 [精 ] ◎ 許紋銘 500

EB005997 台灣商務 ﹝外科﹞ 2003 y(7IJ5H0*PLRSLL(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眼科高啟祥 ◎ 高啟祥 口述 160

EB005998 藝軒圖書 ﹝外科﹞ 2004 y(7IJ5H6*LQROTM( 眼視光儀器學 ◎ 王滿堂 950

EB005999 藝軒圖書 ﹝外科﹞ 2001 y(7IJ5H6*LQQOPR( 裂隙燈檢查與評估 ◎ 呂守芳等 800

EB006000 藝軒圖書 ﹝外科﹞ 2005 y(7IJ5H6*LQSOKQ( 眼屈光學 ◎ 王滿堂 950

EB006001 藝軒圖書 ﹝外科﹞ 2003 y(7IJ5H6*LQRKOL( 配鏡學 ◎ 王滿堂 550

EB006002 藝軒圖書 ﹝外科﹞ 2003 y(7IJ5H6*LQQTOP( 眼鏡學 ◎ 王滿堂 500

EB006003 藝軒圖書 ﹝外科﹞ 2003 y(7IJ5H6*LQQTML( 隱形眼鏡概論 (第二版 ) ◎ 陳永年 500

EB006004 藝軒圖書 ﹝外科﹞ 2005 y(7IJ5H6*LQSMMM( 隱形眼鏡學 (下冊 ) ◎ 王滿堂 1000

EB006005 藝軒圖書 ﹝外科﹞ 2005 y(7IJ5H6*LQSKRT( 隱形眼鏡學 (上冊 ) ◎ 王滿堂 700

EB006006 藝軒圖書 ﹝外科﹞ 2002 y(7IJ5H6*LQQRQL( 鏡片光學 ◎ 王滿堂 450

EB006007 藝軒圖書 ﹝外科﹞ 2000 y(7IJ5H6*LQPSPQ( 基礎驗光檢查程序 ◎ 王益朗 1500

EB006008 藝軒圖書 ﹝外科﹞ 2005 y(7IJ5H6*LQSPON( 臨床驗光學 ◎ 王滿堂 950

EB006009 國家 ﹝外科﹞ 1999 y(7IJ5H3*QKQMRR( 認識耳鼻喉疾病 ◎ 陳建章 250

EB006010 台灣商務 ﹝外科﹞ 2003 y(7IJ5H0*PLRRTS(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耳鼻喉科林凱南 ◎ 林凱南 口述 160

EB006011 心理 ﹝外科﹞ 2008 y(7IJ8G6*QNRKSR( 語言治療評估指引 ◎ M. N. Hegde著；黃瑞珍、郭于靚審閱 600

EB006012 國家 ﹝外科﹞ 2000 y(7IJ5H3*QKQPTS( 如何擁有一口好牙 ◎ 蘇建銘 250

EB006013 藝軒圖書 ﹝外科﹞ 2001 y(7IJ5H6*LQQNLK( 口腔應用解剖學 ◎ 鄭敏雄 580

EB006014 大堯 ﹝婦產科﹞ 2009 y(7IJ8G6*PRTMNN( 用蔬果戰勝癌症 ◎ 曹麗燕 299

EB006015 大堯 ﹝婦產科﹞ 2008 y(7IJ8G6*PRTKMS( 女性自我保健聖經 ◎ 葉道弘 180

EB006016 國家 ﹝婦產科﹞ 1995 y(7IJ5H3*QKOLPK( 女性醫學寶典 ◎ 林建國 250

EB006017 暢文 ﹝婦產科﹞ 2003 y(7IJ5H8*MTTOMT( 嬰幼兒疾病大百科 ◎ 岩田　力 400

EB006018 瑞昇 ﹝婦產科﹞ 2004 y(7IJ5H5*MQPNKO( 最新女性醫學 ◎ 主婦與生活社 250

EB006019 暢文 ﹝婦產科﹞ 2007 y(7IJ5H8*MTTSOT( 最新安產與產後全書 ◎ 堤治 450

EB006020 暢文 ﹝婦產科﹞ 2008 y(7IJ5H8*MTTSQN( 最新嬰兒疾病全書 ◎ 原明邦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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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021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7 y(7IJ5H6*LQTLKQ( 婦產科超音波學 ◎ 鄭丞傑 1250

EB006022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4 y(7IJ5H6*LQRROO( 彩色圖文對照系列 : 婦產科學 ◎ 謝昌志 780

EB006023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2 y(7IJ5H0*TKRLTN( 遺傳‧優生‧新科技 ◎ 謝豐舟著 130

EB006024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2 y(7IJ5H0*TKRMNK( 停經婦女的醫療保健 ◎ 周松男著 145

EB006025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3 y(7IJ5H0*TKRQMT( 懷孕．分娩 ◎ 孟憲傑 160

EB006026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3 y(7IJ5H0*TKSKTL( 常見的婦科腫瘤 ◎ 謝長堯、嚴孟祿著 130

EB006027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3 y(7IJ5H0*TKSLKR( 月經與內分泌 ◎ 何弘能、陳信孚著 130

EB006028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6 y(7IJ5H0*TLKQRO(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70

EB006029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7 y(7IJ5H0*TLLKRR( 老人疾病的預防與保健 ◎ 廖朝崧、楊基譽著 130

EB006030 正中書局 ﹝婦產科﹞ 1997 y(7IJ5H0*TLLOLL( 留住妳的健康 ◎ 孟憲傑 230

EB006031 台灣商務 ﹝婦產科﹞ 2003 y(7IJ5H0*PLRSMS(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婦產科陳擇銘 ◎ 陳擇銘 口述 160

EB006032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95 y(7IJ5H0*PLLOKQ( 實用婦女醫學手冊 ◎ 董漢欽 著 300

EB006033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4 y(7IJ5H6*LQRQQT( 婦產科學精要 (1. 婦科學、2. 產科學、3. 生殖內分泌學 ) ◎ 周松男 850

EB006034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96 y(7IJ5H0*PLMOLK( 更年期的適應和護理 ◎ 張 帆 譯 125

EB006035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75 y(7IJ5H0*PKSMRR( 少女醫學 ◎ 陳文龍 著 120

EB006036 智庫文化 ﹝婦產科﹞ 2002 y(7IJ5H0*OSORTN( 荷爾蒙補充療法 ◎ 200

EB006037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7 y(7IJ5H6*LQTMON( 婦女與健康 ◎ 陳彰惠 250

EB006038 藝軒圖書 ﹝婦產科﹞ 1989 y(7IJ5H6*LQKKMS( 實用婦科學 ◎ 黃景泰 350

EB006039 黎明文化 ﹝婦產科﹞ 2004 y(7IJ5H1*QKQRMT( 夏娃的煩惱 [精 ] ◎ 屠乃方 290

EB006040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4 y(7IJ5H6*LQRPOQ( 回憶婦產科學 ◎ 許一智 650

EB006041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3 y(7IJ5H6*LQRKNO( 婦產科學精義 ◎ 蔡明哲 400

EB006042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96 y(7IJ5H0*PLMOKN( 經痛的預防和治療 ◎ 鄧小麗 譯 125

EB006043 茵山外 ﹝婦產科﹞ 2007 y(7IJ8G6*TLQLLN( 我想要一個小孩 ◎ 茱蒂絲．耶特林德 220

EB006044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96 y(7IJ5H0*PLMOPS( 男女不育症的防治 ◎ 陳小紅 譯 125

EB006045 左岸 ﹝婦產科﹞ 2006 y(7IJ8G7*LRONRQ( 天才工廠 ◎ 大衛．普拉茲 300

EB006046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5 y(7IJ5H6*LQRTNP( 婦女泌尿學 ◎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500

EB006047 智庫文化 ﹝婦產科﹞ 2002 y(7IJ5H0*OSORSQ( 乳癌 ◎ 200

EB006048 台灣商務 ﹝婦產科﹞ 2007 y(7IJ5H0*PMMMQQ( 乳癌記實―活著真好 ◎ 台中市開懷協會 190

EB006049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71 y(7IJ5H0*PKSMSO( 孕婦護理學 ◎ 陳文龍 編著 140

EB006050 台灣商務 ﹝婦產科﹞ 1996 y(7IJ5H0*PLMQRK( 懷孕和分娩的護理 ◎ 陸曙民 譯 125

EB006051 藝軒圖書 ﹝婦產科﹞ 1998 y(7IJ5H6*LQORSL( 實用產科學 ◎ 黃景泰 350

EB006052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7 y(7IJ5H6*LQTNLL( ON duty-2 婦產科病房‧產後照謢機構 : 護理人員值班手冊 ◎ 劉禹葶 150

EB006053 健行 ﹝婦產科﹞ 2002 y(7IJ5H5*QKSSNP( 孩子生病怎麼辦？ ◎ 黃焜璋 190

EB006054 奧林文化 ﹝婦產科﹞ 2007 y(7IJ5H0*NTLQSS( 你的孩子真的是過動兒嗎？ ◎ 260

EB006055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5 y(7IJ5H6*LQSNLO( 小兒常見疾病之超音波應用 ◎ 黃德揚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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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056 藝軒圖書 ﹝婦產科﹞ 1997 y(7IJ5H6*LQOONT( 尼氏小兒科學精要 ◎ 江伯倫 1000

EB006057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5 y(7IJ5H6*LQSLTM( 回憶小兒科學 ◎ 周豔玲 600

EB006058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6 y(7IJ5H6*LQSQNP( 兒科免疫風濕 : 病例討論 ◎ 江伯倫 850

EB006059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3 y(7IJ5H6*LQQSLP( 彩色圖文對照系列 : 小兒科學與兒童健康 ◎ 蘇詠程 780

EB006060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3 y(7IJ5H6*LQRLPR( 圖解小兒科學 ◎ 許振東 850

EB006061 藝軒圖書 ﹝婦產科﹞ 1991 y(7IJ5H6*LQLRLL( 實用小兒科學 ◎ 金銓 500

EB006062 藝軒圖書 ﹝婦產科﹞ 2008 y(7IJ8G6*PNSLPP( 簡明小兒科學 ◎ 彭純芝 1950

EB006063 台灣商務 ﹝婦產科﹞ 2003 y(7IJ5H0*PLRSKO(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健 :小兒科陳中明 ◎ 陳中明 口述 160

EB006064 靜思 ﹝婦產科﹞ 2007 y(7IJ8G7*KQTMSN( 奇蹟仙子 ◎ 朱家祥、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醫護團隊著 250

EB006065 智庫文化 ﹝婦產科﹞ 2002 y(7IJ5H0*OSOSKT( 小兒氣喘 ◎ 200

EB006066 心理 ﹝婦產科﹞ 2006 y(7IJ5H7*KMTLTP( 當你的孩子需要精神藥物治療 ◎ Timothy E. Wilens著；陳信昭校閱；陳信昭、
王璇璣、張巍鐘、蔡盈盈譯；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副教授 楊延光推薦

350

EB006067 台灣商務 ﹝婦產科﹞ 2007 y(7IJ5H0*PMMLLM( 你應該知道的老年醫學 ◎ 詹鼎正 290

EB006068 夏日 ﹝婦產科﹞ 2009 y(7IJ8G8*PPRKKK( 罹癌母親給的七堂課 ◎ 吳佳璇 280

EB006069 一覽文化 ﹝藥理學﹞ 2007 y(7IJ8G8*MKMLQK( 健康自療法 --開發身體的自我療癒機制無需依
靠藥物的自然療法 ◎ 派翠娜 . 索米斯

280

EB006070 大堯 ﹝藥理學﹞ 2009 y(7IJ8G6*PRTLRM( 另類療法與健康 ◎ 大堯編輯群 149

EB006071 大堯 ﹝藥理學﹞ 2008 y(7IJ8G6*PRTKLL( 藥別亂吃 -一般家庭用藥常識 ◎ 謝瀛華 180

EB006072 大堯 ﹝藥理學﹞ 2008 y(7IJ8G6*RTMOMR( 日本名藥特蒐 ◎ 山崎 200

EB006073 米娜貝爾 ﹝藥理學﹞ 1998 y(7IJ5H8*QMMQTM( 雨林中的藥草師 (胡桃木 ) ◎ 蘿西塔 . 阿維戈 250

EB006074 胡桃木 ﹝藥理學﹞ 2004 y(7IJ5H8*NMKOOO( 雨林中的藥草師 (胡桃木 ) ◎ 蘿西塔 . 阿維戈 300

EB006075 三悅 ﹝藥理學﹞ 2001 y(7IJ5H5*MQOMLP( 神奇生鮮蔬果汁對症療法 ◎ 李聯鑫 (審訂 ) 250

EB006076 三悅 ﹝藥理學﹞ 2002 y(7IJ5H5*MQONLO( 四季養生藥膳茶飲對症療法 ◎ 李聯鑫 (審訂 ) 250

EB006077 暢文 ﹝藥理學﹞ 2002 y(7IJ5H8*MTTMNS( 健康果菜汁 &蔬菜湯 ◎ Yuu Agency 320

EB006078 三悅 ﹝藥理學﹞ 2003 y(7IJ5H5*MQOPPK( 藥膳素燉補養生菜 ◎ 施莉莎 (審定 ) 320

EB006079 瑞昇 ﹝藥理學﹞ 2005 y(7IJ5H5*MQPROS( 天然蔬果汁症狀療法 ◎ 井上 由香里 300

EB006080 三悅 ﹝藥理學﹞ 2005 y(7IJ5H5*MQPSKT( 防老抗病營養指南 ◎ 永川祐川 220

EB006081 暢文 ﹝藥理學﹞ 2006 y(7IJ5H8*MTTQTQ( 芳香療法寶典 ◎ 佐佐木薰 400

EB006082 暢文 ﹝藥理學﹞ 2006 y(7IJ5H8*MTTRKM( 健康食療小百科 ◎ 長屋 憲 380

EB006083 瑞昇 ﹝藥理學﹞ 2006 y(7IJ5H5*MQQKRN( 完全芳療聖典 ◎ 鹽屋紹子 280

EB006084 瑞昇 ﹝藥理學﹞ 2006 y(7IJ5H5*MQQNOT( 怎樣用藥最正確 ◎ 森川明信 220

EB006085 三悅 ﹝藥理學﹞ 2007 y(7IJ5H5*MQQSPL( 立即見效 !骨骼伸展療法 ◎ 久永陽介 350

EB006086 暢文 ﹝藥理學﹞ 2007 y(7IJ5H8*MTTSNM( 健康美容養生蔬果汁 ◎ 松尾美由紀 &藤井香江 240

EB006087 瑞昇 ﹝藥理學﹞ 2008 y(7IJ5H5*MQSKPN( 香藥草茶飲事典 ◎ 佐佐木 薰 320

EB006088 三悅 ﹝藥理學﹞ 2009 y(7IJ5H5*MQSKRR( 健康，從脊椎薦骨開始 ◎ 吉田始史 250

EB006089 花漾國際 ﹝藥理學﹞ 2009 y(7IJ8G8*KTNTLL( 玩味芳療學 ◎ 澳洲芳療醫生 Ron Guba 350

EB006090 三悅 ﹝藥理學﹞ 2009 y(7IJ5H5*MQSQNN( 果真神效！ 350道對症養生蔬果汁 ◎ 蒲原聖可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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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091 三悅 ﹝藥理學﹞ 2009 y(7IJ5H5*MQSTSP( 圖解入門藥理學 ◎ 中原保裕 中原里見 300

EB006092 天癒 ﹝藥理學﹞ 2009 y(7IJ8G8*OSMMKN( 一生懸命在生機 ◎ 楊浩‧楊洵 360

EB006093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9 y(7IJ5H4*LPSSMT( 2009年版常用藥品手冊 ◎ 蔡靖彥‧蔡百榮 900

EB006094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9 y(7IJ5H6*LQPQQP( 臨床藥物治療精要 ◎ 陳國群 1200

EB006095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7 y(7IJ5H0*TLKTLT( 實用藥酒療法 ◎ 胡龍才編 210

EB006096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7 y(7IJ5H0*TLKTMQ( 實用藥茶療法 ◎ 胡龍才編 190

EB006097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8 y(7IJ5H9*TMSKQT( 蔥薑蒜韭療法 ◎ 宋乃光、張向群、呼義娟 220

EB006098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8 y(7IJ5H9*TMSKQT( 蔥薑蒜韭療法 ◎ 宋乃光、張向群、呼義娟 220

EB006099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9 y(7IJ5H9*TMSKRQ( 野菜食療經 ◎ 王增 130

EB006100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9 y(7IJ5H9*TMSKRQ( 野菜食療經 ◎ 王增 130

EB006101 正中書局 ﹝藥理學﹞ 1999 y(7IJ5H9*RRQKKO( 如何吃肉更健康 ◎ 李家雄著 185

EB006102 靜思 ﹝藥理學﹞ 2006 y(7IJ8G7*KQTRQO( 醫院常用藥100問【修訂版】 ◎ 花蓮慈濟綜合醫院藥劑科團隊 320

EB006103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9 y(7IJ8G8*NRKONM( 2009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第40期 ) ◎ 陳長安 1100

EB006104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5 y(7IJ5H6*LQSLQL( 回憶藥理學 ◎ 柯玉誠 600

EB006105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6 y(7IJ5H6*LQNTOO( 臨床藥學 ◎ 蕭三和 350

EB006106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6 y(7IJ5H6*LQNSTK( 簡明圖解藥理學 (修訂版 ) ◎ 許桂森 600

EB006107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2 y(7IJ5H6*LQQRSP( 藥理學 (下冊 ) ◎ 周先樂 500

EB006108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2 y(7IJ5H6*LQQRRS( 藥理學 (上冊 ) ◎ 周先樂 500

EB006109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8 y(7IJ5H6*LQRLNN( 藥理學精義 (第四版 ) ◎ 邱鐵雄 400

EB006110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1 y(7IJ5H6*LQQNOL( 臨床精神藥物學 ◎ 簡錦標 350

EB006111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6 y(7IJ5H6*LQOKLT( 高血脂症治療藥物 ◎ 陳國群 200

EB006112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8 y(7IJ5H6*LQPLTL( 高血壓治療藥物 ◎ 陳國群 400

EB006113 智庫文化 ﹝藥理學﹞ 1999 y(7IJ5H8*NTQOOT( 威而鋼 ◎ 300

EB006114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7 y(7IJ5H6*LQTMMT( 藥物化學 ◎ 吳天賞 1250

EB006115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9 y(7IJ5H6*LQPOKP( 藥品鑑定實用手冊 ◎ 蕭三和 300

EB006116 野人 ﹝藥理學﹞ 2006 y(7IJ8G8*MKPTPQ( 本草精油生活書 ◎ 本草精油實驗室 350

EB006117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6 y(7IJ5H6*LQNTPL( 臨床調劑學 ◎ 蕭三和 350

EB006118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3 y(7IJ5H6*LQROKT( 中毒學概論 : 毒的科學 ◎ 杜祖健‧何東英 650

EB006119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6 y(7IJ5H6*LQSSQO( 基礎毒理學 (第四版 ) ◎ 劉宗榮 560

EB006120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5 y(7IJ5H6*LQNRNT( 現代靜脈治療法 ◎ 方薇芸 400

EB006121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0 y(7IJ5H6*LQPRTP( 近世輸血醫學 ◎ 雍建輝 1100

EB006122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2 y(7IJ5H6*LQQPRK( 新世紀醫護輸血治療手冊 ◎ 雍建輝 650

EB006123 心理 ﹝藥理學﹞ 2005 y(7IJ5H7*KMRSSR( 職能表現史會談手冊 ◎ G. Kielhofner等作；汪翠瀅、蔡宜蓉
譯；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潘璦琬推薦

300

EB006124 心理 ﹝藥理學﹞ 2006 y(7IJ5H7*KMTLPR( 職能治療 -跨越障礙，發揮潛能 (附光碟 ) ◎ 台灣省職能治療師公會主編 200

EB006125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5 y(7IJ5H6*LQNRRR( 物理治療英漢字彙 ◎ 林光華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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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126 健行 ﹝藥理學﹞ 2005 y(7IJ8G7*RPNQKL( 十大排毒抗癌蔬果 ◎ 龔則韞 200

EB006127 國家 ﹝藥理學﹞ 1997 y(7IJ5H3*QKPNKK( 不用藥物治百病 ◎ 吳嘉和 220

EB006128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6 y(7IJ5H6*LQSTNM( 膳食療養學 ◎ 謝明哲 1500

EB006129 藝軒圖書 ﹝藥理學﹞ 1996 y(7IJ5H6*LQOMRT( 應用膳食療養學 ◎ 蔡淑芳 850

EB006130 國家 ﹝藥理學﹞ 1997 y(7IJ5H3*QKPOOR( 梅子的功效 ◎ 唐立寧 200

EB006131 靜思 ﹝藥理學﹞ 2002 y(7IJ8G4*LRKKPK( 科學素食快樂吃 ◎ 林俊龍 200

EB006132 左岸 ﹝藥理學﹞ 2009 y(7IJ8G6*RMNMLQ( 運動讓你不生病 ◎ 尤格‧布雷希 250

EB006133 心理 ﹝藥理學﹞ 2009 y(7IJ8G1*TLMORT( 身心障礙者的輔助科技 ◎ Diane Pedrotty Bryant & Brian R Bryant著；柯惠菁譯 320

EB006134 心理 ﹝藥理學﹞ 2008 y(7IJ8G1*TLLPKM( 職能治療實務 -臨床病歷撰寫 ◎ Karen M Sames著；李杭茜、陳芝萍、陳威勝譯 480

EB006135 心理 ﹝藥理學﹞ 2007 y(7IJ8G1*TLKQRN( 表達性藝術治療概論 ◎ Stephen K. Levine、Ellen G. 
Levine主編；蘇湘婷、陳雅麗、林開誠譯

400

EB006136 三民書局 ﹝藥理學﹞ 1997 y(7IJ5H1*TMLMOM( 生命的安寧―關於療養院 ◎ 鈴木莊一、矢內伸夫、村
上德和、田宮仁、中島修平、中島美知子著

120

EB006137 三民書局 ﹝藥理學﹞ 1997 y(7IJ5H1*TMLNRM( 死而後生 ◎ 田代俊孝編；吳村山譯 200

EB006138 智庫文化 ﹝藥理學﹞ 1997 y(7IJ5H9*PPNRSK( 心風潮 ◎ 260

EB006139 心理 ﹝藥理學﹞ 2009 y(7IJ8G1*TLMQKS( 走出憂鬱 -憂鬱症的輔導諮商策略 ◎ 駱芳美、郭國禎著 400

EB006140 心理 ﹝藥理學﹞ 2005 y(7IJ5H7*KMRSPQ( 藝術治療 -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 (第三版 ) ◎ 陸雅青著 350

EB006141 心理 ﹝藥理學﹞ 1998 y(7IJ5H7*KMMTPK( 戲劇治療 -概念、理論與實務 ◎ R. Landy著；王秋絨等校閱；吳芝儀等譯 380

EB006142 心理 ﹝藥理學﹞ 2002 y(7IJ5H7*KMPKLM( 藝術治療團體 -實務工作手冊 ◎ Marian Liebmann著；賴念華譯 420

EB006143 心理 ﹝藥理學﹞ 2002 y(7IJ5H7*KMPOOT( 繪畫評估與治療 -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　 ◎ G. 
D. Oster、P. Gould著；呂俊宏、劉靜女譯

300

EB006144 心理 ﹝藥理學﹞ 2003 y(7IJ5H7*KMQKRL( 心理劇與創傷 -傷痛的行動演出 ◎ P. F. Kellermann等著；陳信昭總校閱 500

EB006145 心理 ﹝藥理學﹞ 2004 y(7IJ5H7*KMQRPK( 音樂治療 ◎ 莊婕筠著 400

EB006146 心理 ﹝藥理學﹞ 2004 y(7IJ5H7*KMQSMS( 兒童音樂治療 -台灣臨床實作與經驗 ◎ 張乃文著 380

EB006147 心理 ﹝藥理學﹞ 2004 y(7IJ5H7*KMQTRM( 兒童藝術治療 ◎ E. Kramer著；江學瀅譯 400

EB006148 心理 ﹝藥理學﹞ 2004 y(7IJ5H7*KMROKP( 創傷後壓力障礙症的經驗性治療 -治療性螺旋模式 ◎ M. K. Hudgins著；
陳信昭總校閱；陳信昭、王環莉、張莉莉、郭敏慧、張麗鳳、曾正奇譯

350

EB006149 心理 ﹝藥理學﹞ 2004 y(7IJ5H7*KMROMT( 心理劇導論 -理論、歷史與實務 ◎ Adam Blatner著；張貴傑總校閱；張貴傑等譯 450

EB006150 心理 ﹝藥理學﹞ 2005 y(7IJ5H7*KMRPSK( 心理劇臨床手冊 ◎ Eva Leveton著；張貴傑總校閱；張貴傑、林瑞華、蔡艾如譯 300

EB006151 心理 ﹝藥理學﹞ 2006 y(7IJ5H7*KMTPRR( 青少年藝術治療 ◎ B. L. Moon著；呂素貞審閱；許家綾譯 350

EB006152 心理 ﹝藥理學﹞ 2006 y(7IJ5H7*KMTQML( 音樂治療十四講 ◎ 吳幸如、黃創華著 400

EB006153 心理 ﹝藥理學﹞ 2008 y(7IJ8G1*TLLLLN( 心理劇的核心 -心理劇的治療層面 ◎ Peter Felix Kellermann
著；陳信昭總校閱；歐吉桐、韓青蓉、陳信昭譯

330

EB006154 心理 ﹝藥理學﹞ 2008 y(7IJ8G1*PRPSKN( 音樂治療理論與實務 ◎ William B. Davis、 Kate E. Gfeller、Michael H. Thaut著；吳幸
如、黃創華校閱；吳幸如、黃創華、李招美、李玉珊、何采諭、盧鴻文、李家雯譯

550

EB006155 心理 ﹝藥理學﹞ 2009 y(7IJ8G1*TLMROP( 展現內在音樂 -音樂治療與心理劇 ◎ Joseph J. Moreno著；郎亞琴譯 160

EB006156 藝軒圖書 ﹝藥理學﹞ 2006 y(7IJ5H6*LQSQPT( 病房裡的音樂會 : 醫護人員的音樂治療 ◎ 施以諾 150

EB006157 台灣商務 ﹝藥理學﹞ 2005 y(7IJ5H0*PMKKNN( 邁向另一境界 ---探訪治療師和薩滿之旅 ◎ 克雷門斯‧庫比 360

EB006158 大塊 ﹝醫事行政﹞ 2008 y(7IJ8G2*LNKPTT( 死前活一次 ◎ Beate Lakotta‧著∕Walter Schels‧攝影 380

EB006159 心理 ﹝醫事行政﹞ 2009 y(7IJ8G1*TLMOKK( 心理師執業之路（第二版） ◎ 林家興著 420

EB006160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1993 y(7IJ5H6*LQNKQR( 醫院感染與環境監視 ◎ 林金絲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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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161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2 y(7IJ5H6*LQQQKK( 醫務管理概論 ◎ 張朝凱 300

EB006162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3 y(7IJ5H6*LQRLMQ( 健康照護辭典 ◎ 徐均宏 350

EB006163 奧林文化 ﹝醫事行政﹞ 1999 y(7IJ5H0*NTLKTL( 折翼的天使不停飛－－台東基督教醫院的故事 ◎ 220

EB006164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6 y(7IJ5H6*LQSSLT( 撥開雲霧見光明 : 醫療困境的解構與重建 ◎ 潘咸廷 200

EB006165 大塊 ﹝醫事行政﹞ 2009 y(7IJ8G2*LNLOOM( 預知生死的貓 ◎ 大衛．多薩 260

EB006166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1996 y(7IJ5H6*LQOLMP( 內外科護理學 ◎ 劉珮珮 500

EB006167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1999 y(7IJ5H6*LQPNOO( 內外科護理學精要 ◎ 高紀惠 600

EB006168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6 y(7IJ5H6*LQSRQP(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 (下冊 ) ◎ 高紀惠‧盧美秀 1250

EB006169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6 y(7IJ5H6*LQSRPS(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 (上冊 ) ◎ 高紀惠 1250

EB006170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3 y(7IJ5H6*LQRLRL(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 (第一冊 ) ◎ 高紀惠 750

EB006171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5 y(7IJ5H6*LQSKLR(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 (第二冊 ) ◎ 高紀惠 950

EB006172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5 y(7IJ5H6*LQSMPN(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 (第三冊 ) ◎ 高紀惠 900

EB006173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5 y(7IJ5H6*LQSMQK( 布氏內外科護理學 (第四冊 ) ◎ 盧美秀 850

EB006174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6 y(7IJ5H6*LQSTLS( 安寧療護入門 ◎ 賴鈺嘉 120

EB006175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0 y(7IJ5H6*LQPTMO( 實用性護理過程 : 順序指南 ◎ 林碧珠 350

EB006176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2 y(7IJ5H6*LQQOTP( 護理診斷手冊 ◎ 莊雅婷 550

EB006177 藝軒圖書 ﹝醫事行政﹞ 2007 y(7IJ5H6*LQTNKO( ON duty-1 內外科病房‧長期照謢機 : 護理人員值班手冊 ◎ 劉禹葶 300

EB006178 靜思 ﹝醫事行政﹞ 2006 y(7IJ8G7*KQTLLP( 醫者的容顏 ◎ 王劍興 250

EB006179 三民書局 ﹝醫事行政﹞ 2006 y(7IJ5H1*OOOLMN( 提燈天使：南丁格爾 ◎ 廖秀堇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06180 智庫文化 ﹝醫事行政﹞ 2004 y(7IJ8G7*SSKSKM( 疼痛 --健康失調的警訊 ◎ 360

EB006181 幼獅文化 ﹝醫事行政﹞ 2004 y(7IJ5H5*ROOTSO( 喬納．沙克：小兒麻痺症沙克疫苗的發現者 ◎ 維多利
亞．雪洛（ Victoria Sherrow）譯者／李芝娟

180

EB006182 大塊 ﹝醫事行政﹞ 2006 y(7IJ8G7*KPTKPP( 加護病房 ◎ 蒂妲．夏洛芙 380

EB006183 大堯 ﹝家政總論﹞ 2009 y(7IJ8G6*PRTMMQ( 調味料實用技巧大公開 ◎ 大堯編輯群 250

EB006184 暢文 ﹝家政總論﹞ 2004 y(7IJ5H8*MTTPMS( 漂亮做家事 ◎ 日本主婦友社 380

EB006185 瑞昇 ﹝家政總論﹞ 2005 y(7IJ5H5*MQPQKL( 家事妙招王 ◎ 成美堂 380

EB006186 暢文 ﹝家政總論﹞ 2006 y(7IJ5H8*MTTRQO( 享受生活夢想家 ◎ 近藤典子 320

EB006187 瑞昇 ﹝家政總論﹞ 2007 y(7IJ5H5*MQQQLP( 完全實用生活智慧800招 ◎ 阿不浩二編輯 280

EB006188 三悅 ﹝家政總論﹞ 2007 y(7IJ5H5*MQQTQR( 省錢大作戰絕妙999招 ◎ 主婦之友社編輯部 350

EB006189 瑞昇 ﹝家政總論﹞ 2007 y(7IJ5H5*MQRKOT( 收主意 !700招收納整理擺設 ◎ 主婦之生活社 220

EB006190 瑞昇 ﹝家政總論﹞ 2007 y(7IJ5H5*MQRKSR( 蛋糕彩妝師 ◎ 熊谷裕子 300

EB006191 三悅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RMPO( 衰運掃出門 !清潔收納招好運我 OK ◎ 主婦之友社 200

EB006192 瑞昇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RMQL( 快樂住外面 !一個人生活完全 BOOK ◎ 主婦之友社 220

EB006193 三悅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RNSO( 幸福風水報你知 ◎ 林秀靜 220

EB006194 三悅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RNRR( 尋找〝失物〞之書 ◎ 小林 shinya 180

EB006195 三悅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RPMK( 妙用小蘇打！天然無毒做家事223招 ◎ 池永昌靖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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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196 瑞昇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SKLP( 掃除收納這樣就對了 ◎ 池田書店編輯部 320

EB006197 瑞昇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SLKR( 快速大掃除！清潔收納360 ◎ 主婦 ?生活社 200

EB006198 三悅 ﹝家政總論﹞ 2008 y(7IJ5H5*MQPTPN( 家事生活智慧通 ◎ 藤岡真澄 350

EB006199 三悅 ﹝家政總論﹞ 2010 y(7IJ5H5*MQTLLL( 小蘇打，呵護寶寶也呵護您 ◎ 岩尾明子 200

EB006200 國家 ﹝家政總論﹞ 1996 y(7IJ5H3*QKOTRQ( 主婦智慧 ◎ 張家維 180

EB006201 茵山外 ﹝家庭經濟﹞ 2007 y(7IJ8G6*TLQKML( 男人比不上儲金簿 ◎ 江書齋 220

EB006202 田園城市 ﹝居住環境﹞ 2004 y(7IJ8G7*RKPQNL( 40歲開始打造家園 ◎ 林玉子 300

EB006203 國家 ﹝居住環境﹞ 1996 y(7IJ5H3*QKORQL( 如何享受公寓生活 ◎ 周安華 200

EB006204 瑞昇 ﹝居住環境﹞ 2001 y(7IJ5H5*MQOMNT( 居家整理 &收納1000例 ◎ 深見悅司 320

EB006205 瑞昇 ﹝居住環境﹞ 2001 y(7IJ5H5*MQOMQK( 住家美化與收納 ◎ 伊阪元延 320

EB006206 瑞昇 ﹝居住環境﹞ 2002 y(7IJ5H5*MQONKR( 美化房間的室內佈置 ◎ 深見悅司 320

EB006207 三悅 ﹝居住環境﹞ 2003 y(7IJ5H5*MQOSPR( 箱式收納 &整理 ◎ 西片尚樹 250

EB006208 暢文 ﹝居住環境﹞ 2003 y(7IJ5H8*MTTNMK( 清潔收納一把罩 ◎ 須鐮由子 300

EB006209 暢文 ﹝居住環境﹞ 2004 y(7IJ5H8*MTTPPT( 家庭修護 DIY ◎ 香取弘子 350

EB006210 三悅 ﹝居住環境﹞ 2004 y(7IJ5H5*MQPONO( 小小空間便利收納法 ◎ 依田邦代 180

EB006211 瑞昇 ﹝居住環境﹞ 2004 y(7IJ5H5*MQPTTL( 神奇收納小撇步 ◎ 永井一夫 200

EB006212 暢文 ﹝居住環境﹞ 2004 y(7IJ5H8*MTTQST( 讓家煥然一新 ◎ 城野八重子 320

EB006213 暢文 ﹝居住環境﹞ 2005 y(7IJ5H8*MTTQOL( 神奇裝潢術 ◎ 深澤組個 180

EB006214 三悅 ﹝居住環境﹞ 2005 y(7IJ5H5*MQPRMO( 小型室內園藝 ◎ 德田貞幸 250

EB006215 瑞昇 ﹝居住環境﹞ 2005 y(7IJ5H5*MQPTOQ( 室內裝潢大圖鑑 ◎ 誠野八重子 350

EB006216 瑞昇 ﹝居住環境﹞ 2006 y(7IJ5H5*MQQKSK( 不一樣的公寓大樓室內裝潢 ◎ 成美堂編輯部 300

EB006217 暢文 ﹝居住環境﹞ 2006 y(7IJ5H8*MTTRNN( 裝潢之美 ◎ MK Create等 300

EB006218 三悅 ﹝居住環境﹞ 2006 y(7IJ5H5*MQQNPQ( 室外陽台庭園圍籬牆壁維護與修繕 ◎ 泉 健司 250

EB006219 暢文 ﹝居住環境﹞ 2007 y(7IJ5H8*MTTRTP( 美學收納技巧 ◎ MK Create等 320

EB006220 瑞昇 ﹝居住環境﹞ 2007 y(7IJ5H5*MQQQMM( 收納魔法師的演出 ◎ 飯田久惠 220

EB006221 瑞昇 ﹝居住環境﹞ 2008 y(7IJ5H5*MQROLO( 親手打造鄉村風住家 ◎ 高木正裕 350

EB006222 瑞昇 ﹝居住環境﹞ 2008 y(7IJ5H5*MQRQMT( 廚房聖經 ◎ 主婦 ?生活社 250

EB006223 瑞昇 ﹝居住環境﹞ 2008 y(7IJ5H5*MQSKSO( 鄉村風！創意收納＆佈置 ◎ 尾崎泰則 200

EB006224 瑞昇 ﹝居住環境﹞ 2009 y(7IJ5H5*MQSOQQ( 佈置玩家這樣就對了！ ◎ 池田書店編輯部 280

EB006225 瑞昇 ﹝居住環境﹞ 2009 y(7IJ5H5*MQTLKO( 每日15分隨手收納術 ◎ 主婦 ?生活社 250

EB006226 三悅 ﹝居住環境﹞ 2010 y(7IJ5H5*MQTLSK( 近藤典子 ?收納 ◎ 近藤典子 200

EB006227 藝術家 ﹝居住環境﹞ 1993 y(7IJ5H9*PKKPOS( 人性化智慧型辦公室 ◎ 仲澤還 360

EB006228 野人 ﹝居住環境﹞ 2009 y(7IJ8G6*SKRNPK( 好房子 ◎ 邱繼哲 320

EB006229 大塊 ﹝居住環境﹞ 9112 y(7IJ8G7*TRPQML( 回家真好 ◎ 歐陽應霽 350

EB006230 大塊 ﹝居住環境﹞ 9311 y(7IJ8G7*QKKRRQ( 夢。想家 ◎ 歐陽應霽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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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231 田園城市 ﹝居住環境﹞ 2009 y(7IJ8G7*KKTQOR( 巴黎‧女孩風格設計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06232 國家 ﹝居住環境﹞ 1997 y(7IJ5H3*QKPOMN( 居家的裝潢設計 ◎ 陶瑜華 200

EB006233 藝術家 ﹝居住環境﹞ 2009 y(7IJ8G6*PQPOMR( 幸福主義宅設計 ◎ A米黑 280

EB006234 大塊 ﹝衣飾‧服裝﹞ 2008 y(7IJ8G2*LNKORQ( 風格一身 ◎ 提姆．岡恩、凱特．莫隆妮 300

EB006235 茵山外 ﹝衣飾‧服裝﹞ 2009 y(7IJ8G2*LNLMSM( 打扮的基礎 ◎ 光野　桃 220

EB006236 米娜貝爾 ﹝衣飾‧服裝﹞ 2003 y(7IJ8G7*QOKLLQ( 服裝密碼 (米娜貝爾 ) ◎ 費雪莫金 280

EB006237 米娜貝爾 ﹝衣飾‧服裝﹞ 2003 y(7IJ8G7*QOKLKT( 致勝衣裝 (米娜貝爾 ) ◎ 約翰 . 莫洛 280

EB006238 瑞昇 ﹝衣飾‧服裝﹞ 2008 y(7IJ5H5*MQRNKS( 布拖鞋 !就是布拖鞋 ◎ 三城洋子 &小池洋子 250

EB006239 瑞昇 ﹝衣飾‧服裝﹞ 2008 y(7IJ5H5*MQRTSS( 洗衣整理這樣就對了 ◎ 池田書店編輯部 320

EB006240 繆思 ﹝衣飾‧服裝﹞ 2008 y(7IJ8G6*QQPKQQ( T恤世代 ◎ 哈蓮姐妹 280

EB006241 藝術家 ﹝衣飾‧服裝﹞ 2006 y(7IJ8G7*KNOLTT( 時裝史 ◎ 王受之 680

EB006242 田園城市 ﹝衣飾‧服裝﹞ 2005 y(7IJ8G7*RKPTML( 紐約下城風格 ◎ 莊卉家 300

EB006243 國家 ﹝衣飾‧服裝﹞ 1996 y(7IJ5H3*QKOQMO( 男衣百變基本裝 ◎ 林正岳 180

EB006244 田園城市 ﹝衣飾‧服裝﹞ 2009 y(7IJ8G7*KKTSOP( 巴黎女生‧包包私設計2 Les sac des Parisiennes 2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06245 藝術家 ﹝衣飾‧服裝﹞ 1997 y(7IJ5H9*PNKRON( 創意Ｔ恤 DIY ◎ 陳姍姍 280

EB006246 一覽文化 ﹝居住環境﹞ 2006 y(7IJ8G8*MKMLRR( 瞬間年輕美麗秘訣 ◎ 江明憲 . 吳育欣 . 吳安祥 . 鄔筠軒 199

EB006247 健行 ﹝居住環境﹞ 2006 y(7IJ8G7*RPNSKT( 我的養生抗老祕方 ◎ 楊小雲 260

EB006248 十力文化 ﹝居住環境﹞ 2007 y(7IJ8G8*NKKLOT( 美麗宅急便 -越讀越美麗，從頭到腳寶貝你自己 ◎ 艾絲米 -佛洛依德 180

EB006249 大可 ﹝居住環境﹞ 2007 y(7IJ8G8*NNMRLN( 6週改變身材 ◎ 陳鈴 199

EB006250 大塊 ﹝居住環境﹞ 2007 y(7IJ8G2*LNKMPO( 型男學 ◎ 李明川 280

EB006251 茵山外 ﹝居住環境﹞ 2009 y(7IJ8G6*TLQLNR( 微調術 ◎ 黃薇 320

EB006252 亞太 ﹝居住環境﹞ 1998 y(7IJ5H8*MQOKNS( 新美容主義 :基因美容探索 ◎ 曹虹 250

EB006253 亞太 ﹝居住環境﹞ 1997 y(7IJ5H8*PLKOOT( 化妝設計 -技術與實務 ◎ Pamela Taylor 400

EB006254 國家 ﹝居住環境﹞ 1992 y(7IJ5H3*QKLPRT( 最新美容知識 ◎ 夏明瑛 200

EB006255 華品 ﹝居住環境﹞ 2008 y(7IJ8G6*RRNLTS( 女人美麗書 ◎ 瑞芙 249

EB006256 三悅 ﹝居住環境﹞ 2003 y(7IJ5H5*MQORPS( 新纖美人局部塑身 BOOK ◎ 今西鴻繪 200

EB006257 三悅 ﹝居住環境﹞ 2003 y(7IJ5H5*MQORKN( 沐浴 ,美顏 ,保養用品 DIY ◎ 小藩有樹子 220

EB006258 瑞昇 ﹝居住環境﹞ 2003 y(7IJ5H5*MQOTLS( 經絡、淋巴精準瘦身法 ◎ 西村仁凰子 220

EB006259 三悅 ﹝居住環境﹞ 2003 y(7IJ5H5*MQOTRK( 窈窕美人骨盆塑身法 ◎ 立花翠 220

EB006260 三悅 ﹝居住環境﹞ 2004 y(7IJ5H5*MQPMNQ( 養顏美容按摩法 ◎ 西村仁凰子 200

EB006261 三悅 ﹝居住環境﹞ 2004 y(7IJ5H5*MQPPLT( 時尚塑身 -彼拉提斯入門52式 ◎ 酒井里枝 220

EB006262 三悅 ﹝居住環境﹞ 2006 y(7IJ5H5*MQQMSS( 韻動全身抗力球 ◎ 中野 . 詹姆斯 . 修一 180

EB006263 三悅 ﹝居住環境﹞ 2007 y(7IJ5H5*MQQRKR( 淋巴排毒瘦身 ◎ 山田光敏 200

EB006264 三悅 ﹝居住環境﹞ 2007 y(7IJ5H5*MQQTNQ( 高橋美佳的美肌公主 ◎ 高橋美佳 250

EB006265 瑞昇 ﹝居住環境﹞ 2008 y(7IJ5H5*MQRSMR( 毛孔美人 ◎ 小林 ??美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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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266 正中書局 ﹝居住環境﹞ 1992 y(7IJ5H0*TKRMOR( 美容科學與皮膚保健 ◎ 吳英俊著 145

EB006267 國家 ﹝居住環境﹞ 1995 y(7IJ5H3*QKNTKK( 巧妝自己 ◎ 周美惠 180

EB006268 黎明文化 ﹝居住環境﹞ 2006 y(7IJ5H1*QKRPOM( 輕鬆保養 Easy Go[平 ] ◎ 陳文怡 250

EB006269 健行 ﹝居住環境﹞ 2007 y(7IJ8G7*RPNTSO( 我就是化妝品達人 ◎ 張麗卿 250

EB006270 十力文化 ﹝美容﹞ 2009 y(7IJ8G8*OMNQTP( 1001個美麗奇蹟 ◎ Esme Floyd 220

EB006271 亞太 ﹝美容﹞ 2009 y(7IJ8G7*SKTPLN( 再創繡眉之路 ◎ 陳美瑛 480

EB006272 建朋文化 ﹝美容﹞ 2008 y(7IJ8G8*OLSPLQ( 美甲教父 ◎ 編輯部 200

EB006273 瑞昇 ﹝美容﹞ 2008 y(7IJ5H5*MQRSST( Stop！別再錯誤保養啦！ ◎ 北原東一 200

EB006274 瑞昇 ﹝美容﹞ 2008 y(7IJ5H5*MQRTNN( 大好評！百變正妹 ?髮寶書 ◎ 志村　悟 200

EB006275 建朋文化 ﹝美容﹞ 2008 y(7IJ8G8*OLSPMN( 美甲創意集2花嫁 ◎ 編輯部 200

EB006276 三悅 ﹝美容﹞ 2008 y(7IJ5H5*MQRTRL( 惡魔系美女 ?不老保養術 ◎ 勝田小百合 250

EB006277 暢文 ﹝美容﹞ 2008 y(7IJ5H8*MTTSTO( 圖解治療疼痛小百科 ◎ 酒井慎太郎 350

EB006278 建朋文化 ﹝美容﹞ 2009 y(7IJ8G8*OLSPOR( 美甲創意集3環遊世界體驗異國風情 ◎ 編輯部 200

EB006279 建朋文化 ﹝美容﹞ 2009 y(7IJ8G8*OLSPPO( 美甲創意集4歡迎來到童話世界 ◎ 編輯部 250

EB006280 瑞昇 ﹝美容﹞ 2009 y(7IJ5H5*MQSNLM( 素肌美人肌膚保養基本事典 ◎ 吉木伸子 300

EB006281 三悅 ﹝美容﹞ 2009 y(7IJ5H5*MQSSTN( 時尚型男保養造型 BOOK ◎ MC Press 220

EB006282 瑞昇 ﹝美容﹞ 2009 y(7IJ5H5*MQTKKP( 小顏美人 湯匙按摩美肌法 ◎ 小林 ??美 200

EB006283 田園城市 ﹝美容﹞ 2009 y(7IJ8G7*KKTPQM( 瓶裝記憶：京都之水 KyotEau?: Bottled Memories ◎ 莊卉家 600

EB006284 大堯 ﹝家庭手藝﹞ 2009 y(7IJ8G6*PRTLST( 膠原蛋白的美麗秘密 ◎ 大堯編輯群 199

EB006285 好名堂 ﹝家庭手藝﹞ 2007 y(7IJ8G6*TNRNLQ( 琉璃．串珠珠 ◎ 顏書琴 280

EB006286 好名堂 ﹝家庭手藝﹞ 2007 y(7IJ8G6*TNRLRK( 我的第一本手縫書 ◎ 高野紀子 / 王海 380

EB006287 知書房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8*NMKRLK( 陳寶華立體緞帶繡 ◎ 陳寶華 500

EB006288 瑞昇 ﹝家庭手藝﹞ 1998 y(7IJ5H5*MQNNMO( 小布偶大集合手工拼布 DIY ◎ 大高輝美 280

EB006289 瑞昇 ﹝家庭手藝﹞ 2003 y(7IJ5H5*MQOTPQ( 超可愛動物抱枕 ◎ 木村惠美 200

EB006290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QRLO( 卡哇伊 !蕾絲編織小物54款 ◎ 遠藤誠佐子 250

EB006291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QRPM( 超可愛 !小巧刺繡圖案集 ◎ 今野陽子 ,三城洋子 250

EB006292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QSLN( 貴婦風 !串珠配飾典藏集 ◎ 北 ?美秋 250

EB006293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QTRO( 超有型 !皮繩 &麻繩個性飾品107款 ◎ 千明玲子 280

EB006294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QTPK( 田園派 !71款天然布製小物 DIY ◎ 高橋 280

EB006295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RMMN( 戀刺繡北歐風情小圖集 ◎ 今野陽子 &三城洋子 250

EB006296 瑞昇 ﹝家庭手藝﹞ 2007 y(7IJ5H5*MQRMKT( 串珠小人國 ! 用串珠辦家家酒 ◎ 倉上由美子 280

EB006297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NQK( 玩串珠 , 要不要 ◎ 小泉由布子 280

EB006298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PNR( 好貼心！手作新生兒小衣物54款 ◎ 高橋 ??? 280

EB006299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QNQ( ALOHA！夏威夷拼布大匯集 ◎ 高橋 ??? 300

EB006300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QSL( 生活風！十字繡 &縮褶繡隨身小物 ◎ 江原 ?子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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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301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RKO( 自然風！簡單布雜貨74款 ◎ 高橋 ??? 280

EB006302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RLL( 超 Q版！不織布玩偶230款 ◎ 主婦生活社 280

EB006303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RRN( 喵物語！貓咪造型布製小物56款 ◎ 名取美香、宮澤惠子 280

EB006304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RSK( 甜 ?子工坊！羊毛氈創意作品87款 ◎ 高橋 ??? 280

EB006305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SKN( 圖解超高效客訴處理術 ◎ 古谷治子 200

EB006306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SLK( 居家風！私房拼布雜貨52款 ◎ 小池洋子、三城洋子 280

EB006307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SPS( 最基礎！刺繡針法必學100 ◎ 小倉 ??子 280

EB006308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TOK( 個人風！就是愛繡布雜貨 ◎ 高橋 ??? 280

EB006309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RTTP( 來去夏威夷！手縫拼布包包36款 ◎ 三木陽子 280

EB006310 瑞昇 ﹝家庭手藝﹞ 2008 y(7IJ5H5*MQSLML( 最基礎！拼布必學技法 &圖案 ◎ 內藤 朗 280

EB006311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LRQ( 柴田明美 ?私房拼布作品集 ◎ 柴田明美 280

EB006312 三悅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MRP( 古典風！浪漫手縫拼布 ◎ 久高 ???　村上 ??子 280

EB006313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NRO( 串珠小玩偶的奇幻王國 ◎ ??　??? 220

EB006314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OMS( 名師材料包！夏威夷拼布作品集 ◎ 高橋 ??? 280

EB006315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PMR( 不織布可！造型玩偶＆小物109款 ◎ 高橋仁美 250

EB006316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POL( 天然ㄟ尚好！手作居家布雜貨80款 ◎ 高橋 ??? 250

EB006317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PRM( 快樂上學去！小朋友實用手作小物 ◎ 高橋 ??? 280

EB006318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QMQ( 迷你 Q！不織布童趣小物74款 ◎ 松村千惠 250

EB006319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QSS( 媽咪親手作！一次學會112款小孩用品 ◎ 內藤 朗 250

EB006320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RLS( 最基礎！美麗的四角形拼布 ◎ 高橋 ??? 250

EB006321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RNM( Shopping趣！串珠迷你吊飾55款 ◎ 內藤 朗 250

EB006322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QQO( 傳情達意！我的手創文具小物 ◎ 宇田川一美 220

EB006323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RTO( 小女生的洋裝 &上衣22款 ◎ 高橋 ??? 250

EB006324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SKK( 輕簡風！一日完成的少女服飾35款 ◎ 高橋 ??? 280

EB006325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SNL( 不織布簡單！ Sweet甜點小舖 ◎ 小林和雄 250

EB006326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SQM( 不織布立體旋轉吊飾 ◎ 阪本 Ayako 280

EB006327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TLQ( 有鉤棒！一次學會鉤針＋棒針編織 ◎ 高橋 ??? 250

EB006328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TOR( 十字繡！最基礎圖案集470款 ◎ 鳴川純世、鳴川和世 250

EB006329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TKT( 鉤針基礎針法 ◎ 今泉史子 250

EB006330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TMN( 鉤針基本花樣圖案 ◎ 今泉史子 250

EB006331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TPO( 燒 ?子工坊 !不織布麵包甜點108款 ◎ 藤田文子、藤田友紀 250

EB006332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TKLM( 百搭款！溫暖手編背心‧圍巾‧披肩 ◎ 高橋 瞳 250

EB006333 三悅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STTM( 楓由香 花型蕾絲風串珠飾品 ◎ 楓由香 320

EB006334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TKMT( 棒針基礎針法 ◎ 今泉史子 250

EB006335 三悅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TKRO( 鷲澤玲子 紅髮安妮拼布 ◎ 鷲澤玲子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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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336 瑞昇 ﹝家庭手藝﹞ 2009 y(7IJ5H5*MQTLMS( 鉤織甜點 so sweet ◎ 250

EB006337 瑞昇 ﹝家庭手藝﹞ 2010 y(7IJ5H5*MQTKTS( 可愛風！鉤針編織小錢包 &小物 ◎ 深尾幸代 250

EB006338 瑞昇 ﹝家庭手藝﹞ 2010 y(7IJ5H5*MQTKNQ( 蕾絲鉤織針法 &花樣 ◎ 北尾惠以子 250

EB006339 三悅 ﹝家庭手藝﹞ 2010 y(7IJ5H5*MQTLTR( 全能手作書 『縫紉』『編織』一本通 ◎ 羽田美香 加藤優香 350

EB006340 三悅 ﹝家庭手藝﹞ 2010 y(7IJ5H5*MQTMTQ( 森山百合子 白色山中木屋寫意拼布 ◎ 森山百合子 380

EB006341 瑞昇 ﹝家庭手藝﹞ 2010 y(7IJ5H5*MQTMST( 歲時記趣 四季拼布圖案集 ◎ 主婦 ?生活社 380

EB006342 瑞昇 ﹝家庭手藝﹞ 2010 y(7IJ5H5*MQTMLK( 和風精緻小物154款 ◎ 貴夫人社 320

EB006343 雄獅 ﹝家庭手藝﹞ 2003 y(7IJ5H4*ROKPLM( 刺繡針法百種 --簡史與示範 ◎ 粘碧華 540

EB006344 大堯 ﹝飲食‧烹飪﹞ 2008 y(7IJ8G6*RTMONO( 喝出美麗健康 -花草茶沖泡及功效 ◎ 蔡孟芬 280

EB006345 大塊 ﹝飲食‧烹飪﹞ 9804 y(7IJ8G2*LNLLOP(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 莊祖宜 350

EB006346 大塊 ﹝飲食‧烹飪﹞ 9607 y(7IJ8G7*KPTTOT( 用心飲食 ◎ 珍古德 350

EB006347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0*PLTKRP( 名廚吃四方 -尋覓世上最完美的飲食 ◎ 安東尼 . 波登 350

EB006348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0*PLSTOS( 廚房機密檔案 -烹飪深處的探險 ◎ 安東尼 . 波登 著 300

EB006349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9 y(7IC1A0*KKKKKP( 安東尼 . 波登全集 (四書合購 ) ◎ 安東尼 . 波登 1450

EB006350 好名堂 ﹝飲食‧烹飪﹞ 2007 y(7IJ8G6*TNRMSQ( 一番風味纖食素 ◎ 彌雪 250

EB006351 好名堂 ﹝飲食‧烹飪﹞ 2007 y(7IJ8G6*TNRMKK( 全家人的蔬食餐 ◎ 王舒俞 220

EB006352 暢文 ﹝飲食‧烹飪﹞ 1997 y(7IJ5H8*PKRTPL( 簡易家庭麵包製作 ◎ 游純雄、王志雄 320

EB006353 暢文 ﹝飲食‧烹飪﹞ 1997 y(7IJ5H8*PKRTRP( 西點蛋糕 DIY ◎ 游純雄、王志雄 320

EB006354 暢文 ﹝飲食‧烹飪﹞ 1998 y(7IJ5H8*PKRTTT( 精緻點心 DIY (暢文 ) ◎ 瑞昇編輯部 320

EB006355 暢文 ﹝飲食‧烹飪﹞ 1999 y(7IJ5H8*MTTKQL( 新手成功烘焙ＤＩＹ (暢文 ) ◎ 沈鴻典 350

EB006356 暢文 ﹝飲食‧烹飪﹞ 2000 y(7IJ5H8*MTTKTM( 親子點心蛋糕ＤＩ Y(暢文 ) ◎ 游純雄 320

EB006357 暢文 ﹝飲食‧烹飪﹞ 2000 y(7IJ5H8*MTTLLP( 創意蔬果切雕盤飾 ◎ 陳肇豐 . 周振文 400

EB006358 暢文 ﹝飲食‧烹飪﹞ 2000 y(7IJ5H8*MTTLMM( 中式點心ＤＩＹ ◎ 沈鴻典 320

EB00635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0 y(7IJ5H5*MQNTRN( 基本西餐 ◎ 大庭英子 150

EB006360 瑞昇 ﹝飲食‧烹飪﹞ 2001 y(7IJ5H5*MQOKQM( 百變壽司ＤＩＹ ◎ 李昀諭 350

EB006361 暢文 ﹝飲食‧烹飪﹞ 2001 y(7IJ5H8*MTTLPN( 五星級精緻西點蛋糕 ◎ 沈鴻典 350

EB006362 三悅 ﹝飲食‧烹飪﹞ 2001 y(7IJ5H5*MQOMSO( 素的歐式套餐 ◎ 高玲蘭 250

EB00636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5*MQOMTL( 歐風鄉村麵包 ◎ 葛西麗子、加藤美由紀 250

EB006364 三悅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5*MQONOP( 健康美容蔬果冰砂 ◎ 庄村夕 200

EB006365 三悅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5*MQONSN( 健康蔬果冰砂 &活力果菜汁 ◎ 村井 280

EB006366 三悅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5*MQOOPL( 名家經典咖啡 ◎ 永瀨正人 250

EB006367 暢文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8*MTTMOP( 孩子的營養便當 ◎ 唐澤壽明 300

EB006368 暢文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8*MTTMTK( 咖啡魅力行家指南 ◎ 田口 護 220

EB006369 暢文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8*MTTNKQ( 故鄉路邊小吃 ◎ 周振文、黎錦相 320

EB006370 暢文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8*MTTNLN( 新麵食主義100種 ◎ 唐澤壽明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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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37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5*MQOPMT( 義大利菜入門 ◎ 阿部浩二 320

EB006372 暢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8*MTTNOO( 人氣火鍋行家指南 ◎ 永瀨正人 180

EB00637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5*MQOQMS( 新食感義大利好菜 ◎ 內藤 朗 320

EB006374 暢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8*MTTNPL( 低熱量水果蛋糕甜點 ◎ 林多加子 200

EB006375 三悅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5*MQOPQR( 素的家常菜 ◎ 彭惠婧 . 高鈴蘭 320

EB006376 暢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8*MTTNSM( 冰涼甜點輕鬆做 ◎ 加賀和子 160

EB006377 三悅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5*MQOSQO( 名廚咖哩 ◎ 永瀨正人 250

EB006378 暢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8*MTTONQ( 輕鬆做西點 ◎ 小菅陽子 200

EB00637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5*MQOSTP( 韓國家常菜 ◎ 李映林 300

EB006380 暢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8*MTTOON( 健康食材準備百科 ◎ 日本主婦 350

EB00638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3 y(7IJ5H5*MQOTNM( 日式小鍋料理 . 涮涮鍋 ◎ 大田 忠道 200

EB006382 暢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8*MTTOSL( 輕鬆做西餐 ◎ 永瀨正人 200

EB00638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KLO( 西點學習大百科 ◎ 加藤千惠 480

EB006384 三悅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KSN( 輕鬆學做菜 -刀具使用技巧 ◎ 深見悅司 350

EB00638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LRP( 手打水漾蔬果汁353種 ◎ 川野妙子 280

EB006386 三悅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LPL( 泡芙 &布丁 ◎ 葛西麗子 180

EB006387 暢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8*MTTPNP( 新鮮蔬果汁 (暢文 ) ◎ 松田智惠子 240

EB006388 瑞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MRO( 花式咖啡 ESPRESSO!技術教本 ◎ 永瀨正人 350

EB006389 暢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8*MTTPOM( 絕品甜點 ◎ 小菅陽子 260

EB006390 暢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8*MTTPQQ( 麵包與紅茶 ◎ 石澤清美 320

EB00639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NOM( 超人氣主廚的拿手 -法式料理 ◎ 永瀨正人 380

EB006392 暢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8*MTTPRN( 天然低熱量甜點 ◎ 小田真規子 200

EB00639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PPMQ( 仔羊料理大全 ◎ 北岡尚信 400

EB006394 瑞昇 ﹝飲食‧烹飪﹞ 2004 y(7IJ5H5*MQQKLL( 全球零時差巴黎甜點 ◎ 金子美明 400

EB00639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QKKO( 名廚名店高名氣烤 ?子 ◎ 永瀨正人 350

EB006396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PPR( 永遠經典的法式糕點 ◎ 山川 隆弘 400

EB006397 暢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8*MTTQLK( 西餐名店烹飪技巧 ◎ 永瀨正人 420

EB006398 三悅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QLS( 輕輕鬆鬆烹飪秘訣 -材料篇 ◎ 渡邊圭子 300

EB00639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QQN( 超人氣名店的西點 ◎ 永瀨正人 350

EB006400 暢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8*MTTQNO( 壽司名店烹飪技巧 (暢文 ) ◎ 永瀨正人 380

EB00640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RRT( 分享快樂的蛋糕捲 ◎ 高木康 裕 200

EB006402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SNK( 好吃的西點蛋糕秘訣 ◎ 小山進 250

EB006403 三悅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SPO( 咖啡達人捷徑通 ◎ 小池康隆 220

EB006404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TLP( 鴨料理大全 ◎ 高橋德男 400

EB00640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TMM( 龍蝦料理大全 ◎ 中村勝宏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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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406 瑞昇 ﹝飲食‧烹飪﹞ 2005 y(7IJ5H5*MQPTNT( 四季風情藝術蛋糕 ◎ 本橋 雅人 400

EB006407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LKN( 豬肉料理大全 ◎ 酒井一之 400

EB006408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LQP( 新※創作日本料理 ◎ 永瀨正人 400

EB00640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LRM( 餐用麵包點心麵包 ◎ 永瀨正人 350

EB006410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MMQ( 經典與創意法式甜點 ◎ 島田 進 400

EB00641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LST( 話說大清 --嘉慶皇帝 ◎ 聖燁 249

EB006412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NNM( 創作生魚片料理 ◎ 永 ?正人 400

EB006413 暢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8*MTTRRL( 點心達人輕鬆學 ◎ 小川智美 260

EB006414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NQN( 最新佐料醬汁 &綜合調味料 ◎ 永瀨正人 400

EB00641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5*MQQOQM( Kushinobo美味的串揚 ◎ 乾 晴彥 300

EB006416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QOPP( 如何煮出一級棒的咖啡 ◎ 永瀨正人 250

EB006417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QPRS( 人氣蛋糕 &甜點 ◎ 河合重久 300

EB006418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QSMK( 維也納傳統甜點 ◎ 野澤孝彥 400

EB006419 三悅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QSKQ( 童話中的創意 ?子 ◎ 吉田 菊次郎 280

EB006420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RKRK( 18家日本名店的個性料理 ◎ 森 正吾 400

EB00642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RLKK( 精華版咖啡 Espresso教科書 ◎ 永 ?正人 450

EB006422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RKTO( 西點麵包混搭風 ◎ 松源裕吉 400

EB00642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7 y(7IJ5H5*MQRMLQ( 嚴選食材精緻生魚片技術教本 ◎ 永瀨正人 400

EB006424 三悅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MNK( 吃飯不簡單 !世界料理用餐禮儀我 OK ◎ 主婦之友社 200

EB00642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NLP( 日式拉麵、沾麵、涼麵技術教本 ◎ 永瀨正人 450

EB006426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NMM( 頂級義大麵披薩技術 ?本 ◎ 永瀨正人 350

EB006427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ORQ( 起司 Cheese ◎ 松成容子 300

EB006428 三悅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PLN( 輕鬆進廚房！第一次做菜我 OK ◎ 主婦之友社 200

EB00642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PRP( 樂活輕食沙拉 ◎ 柴田 ??? 280

EB006430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PTT( 創作蓋飯 ◎ 永瀨正人 380

EB00643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QKP( 輕食優格料理 ◎ 永瀨正人 300

EB006432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QQR( 浪漫甜點 Sweet Pyxis ◎ 本橋雅人等 500

EB00643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ROM( 頂級蛋糕甜點醬調理技術 ◎ 主婦 ?生活社 480

EB006434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RPT( 日本話題店的創作料理最新菜單 ◎ 永瀨正人 450

EB00643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RTR( 發展新口味！乳酪西點蛋糕53款 ◎ 神田廣達 450

EB006436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SNO( 日本料理最新調理技術 ◎ 大石勳‧齋藤明子 480

EB006437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SQP( 療癒系！能量蔬果汁230 ◎ 谷島 ??子 250

EB006438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SRM( 頂級名師蛋糕底餅新主張 ◎ 和泉光一 450

EB00643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RQLM( 野味料理大全 ◎ 高橋德男 480

EB006440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SKNT( 新感覺 創作料理 ◎ 永瀨正人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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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44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SLOP( 味覺提升！醬汁 &佐醬技術教本 ◎ 永瀨正人 450

EB006442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SLQT( 人氣一番前菜料理 ◎ 鈴木隆利 450

EB00644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5*MQSLNS( 頂級名師常溫蛋糕 ?多樣化 ◎ 永瀨正人 450

EB006444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MNR( 人氣75選！好吃漢堡＆三明治 ◎ 永瀨正人 350

EB006445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MSM( 料理上手這樣就對了 ! ◎ 池田書店編輯部 300

EB006446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NKP( 洋食素人一號店 ◎ 赤土亮二 280

EB006447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MTT( 湯底對了，火鍋一定好吃 ◎ 永瀨正人 300

EB006448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NQR( 咖啡吧特調技術教本 ◎ 永瀨正人 400

EB006449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ORN( 日本料理職人刀工技術教本 (附示範光碟 ) ◎ 大田忠道 350

EB006450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QKM( 柴田武的法式甜點 ◎ 柴田武 350

EB006451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QRL( 時尚花式調飲 ◎ 永瀨正人 220

EB006452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RMP( 人氣名店 ?新感覺創作甜點 ◎ 永瀨正人 350

EB006453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RPQ( 人氣咖啡館新食感簡餐 &甜點 ◎ 永瀨正人 450

EB006454 瑞昇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SSOS( 頂級蛋糕甜點裝飾技法集 ◎ 柳正司 450

EB006455 三悅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5*MQTKPK( 雞尾酒的黃金方程式 ◎ 渡邊一也 300

EB006456 瑞昇 ﹝飲食‧烹飪﹞ 2010 y(7IJ5H5*MQTLOM( 卡士達甜點 ?六堂課 ◎ 熊谷裕子 280

EB006457 瑞昇 ﹝飲食‧烹飪﹞ 2010 y(7IJ5H5*MQTMNO( 人聲鼎沸 ?蛋糕名店 ◎ 旭屋出版社 380

EB006458 大家 ﹝飲食‧烹飪﹞ 2009 y(7IJ8G8*PKSSOM( 食物與廚藝 :奶 . 蛋 . 肉 . 魚 ◎ 哈洛德‧馬基 (Harold McGee) 400

EB006459 黎明文化 ﹝飲食‧烹飪﹞ 1995 y(7IJ5H1*QKNSQP( 名人名廚私房菜 [平 ] ◎ 陳愛妮 210

EB006460 九歌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4*OOQKKL( 我這溫柔的廚娘 ◎ 虹影 250

EB006461 大塊 ﹝飲食‧烹飪﹞ 9602 y(7IJ8G7*KPTQOM( 香港味道1：酒樓茶肆精華極品 ◎ 歐陽應霽 380

EB006462 大塊 ﹝飲食‧烹飪﹞ 9605 y(7IJ8G7*KPTQPT( 香港味道2：街頭巷尾民間滋味 ◎ 歐陽應霽 380

EB006463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0*PMMQPP( 胡亂吃一通 ◎ 安東尼‧波登 320

EB006464 田園城市 ﹝飲食‧烹飪﹞ 2006 y(7IJ8G7*RKPQQM( 模．洛．樂：自在快活旅行與創作 ◎ 丁肇辰 280

EB006465 野人 ﹝飲食‧烹飪﹞ 2006 y(7IJ8G8*MKPTTO( 食飽 ? ◎ 張瑞玲、蘇晨瑜　採訪／撰文 350

EB006466 三民書局 ﹝飲食‧烹飪﹞ 1993 y(7IJ5H1*OLLSMS( 媛珊點心譜 ◎ 黃媛珊 44

EB006467 三民書局 ﹝飲食‧烹飪﹞ 1993 y(7IJ5H1*OLLSNP( 媛珊西餐譜 ◎ 黃媛珊 55

EB006468 大塊 ﹝飲食‧烹飪﹞ 9209 y(7IJ8G7*QKKLKN( 半飽 ◎ 歐陽應霽 380

EB006469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0*PMKTLK( 馬均權經典食譜800種 ◎ 馬均權 490

EB006470 幸福 ﹝飲食‧烹飪﹞ 2009 y(7IJ8G8*PPPQKK( 一個人的幸福料理 ◎ 邱寶郎 300

EB006471 健行 ﹝飲食‧烹飪﹞ 2003 y(7IJ8G7*RPNLQS( 當代名家健康美食 （原：名家上好菜） ◎ 郜瑩 149

EB006472 三民書局 ﹝飲食‧烹飪﹞ 1977 y(7IJ5H1*OLLRPK( 媛珊食譜一集 ◎ 黃媛珊 55

EB006473 三民書局 ﹝飲食‧烹飪﹞ 1993 y(7IJ5H1*OLLRQR( 媛珊食譜二集 ◎ 黃媛珊 55

EB006474 三民書局 ﹝飲食‧烹飪﹞ 1986 y(7IJ5H1*OLLRRO( 媛珊食譜三集 ◎ 黃媛珊 55

EB006475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1988 y(7IJ5H0*PMMOKM( 武進食單 (POD) ◎ 伍稼青 輯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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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476 幼獅文化 ﹝飲食‧烹飪﹞ 2001 y(7IJ5H5*RONNRQ( HAPPY，呷豆腐 ◎ 鄭衍基 380

EB006477 國家 ﹝飲食‧烹飪﹞ 1995 y(7IJ5H3*QKNSRK( 中國菜烹調秘訣 ◎ 孫立明 200

EB006478 野人 ﹝飲食‧烹飪﹞ 2005 y(7IJ8G8*KPTMPM( 食物戀 ◎ 張詠捷 350

EB006479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0*PMKTNO( 把紐約名廚帶回家―波登的傳統法式料理 ◎ 安東尼‧波登 480

EB006480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0*PMNLQO( 把米其林名廚帶回家―三星女主廚的法式料理 ◎ 安蘇菲‧碧克 360

EB006481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10 y(7IJ5H0*PMOPMT( 巴黎女孩的廚房探險 ◎ 克蘿蒂‧杜蘇里埃 380

EB006482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8 y(7IJ5H0*PMMQMO( 我在法國的歲月―名廚茱莉雅‧柴爾德回憶錄 ◎ 茱莉雅‧柴爾德 / 亞歷斯‧普魯道姆
350

EB006483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6 y(7IJ5H0*PMLMNS( 薑餅娃娃的愛愛食譜 ◎ 愛德華‧傑伊 180

EB006484 國家 ﹝飲食‧烹飪﹞ 1997 y(7IJ5H3*QKPMOT( 西點‧蛋糕ＤＩＹ ◎ 張季佳 200

EB006485 雄獅 ﹝飲食‧烹飪﹞ 1996 y(7IJ5H8*TSKOQO( 瑜伽素食 --沙拉系列 ◎ 吳文珠 320

EB006486 雄獅 ﹝飲食‧烹飪﹞ 1996 y(7IJ5H8*TSKORL( 瑜伽素食 --餐會系列 ◎ 吳文珠 320

EB006487 雄獅 ﹝飲食‧烹飪﹞ 1997 y(7IJ5H8*TSKPPQ( 瑜伽素食 --湯品系列 ◎ 吳文珠 320

EB006488 雄獅 ﹝飲食‧烹飪﹞ 1998 y(7IJ5H8*TSKROR( 瑜伽素食 --點心系列 ◎ 吳文珠 320

EB006489 雄獅 ﹝飲食‧烹飪﹞ 1998 y(7IJ5H8*TSKSOQ( 瑜伽素食 --米麵系列 ◎ 吳文珠 320

EB006490 靜思 ﹝飲食‧烹飪﹞ 2002 y(7IJ5H8*OOOPTL( 心素食簡 ◎ 王靜慧 400

EB006491 靜思 ﹝飲食‧烹飪﹞ 2005 y(7IJ8G7*MNRLTO( 小朋友的蔬果大餐 ◎ 楊碧芬 350

EB006492 靜思 ﹝飲食‧烹飪﹞ 2005 y(7IJ8G7*MNRKPR( 銀髮族養生素 ◎ 劉富子 350

EB006493 靜思 ﹝飲食‧烹飪﹞ 2007 y(7IJ8G7*KQTOTS( 新素 心素 ◎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總務室營養組 合著 350

EB006494 國家 ﹝飲食‧烹飪﹞ 1998 y(7IJ5H3*QKPTOM( 水果製品ＤＩＹ ◎ 許如婷 200

EB006495 國家 ﹝飲食‧烹飪﹞ 1996 y(7IJ5H3*QKOTOP( 摩登咖啡香 ◎ 李文智 180

EB006496 天培 ﹝飲食‧烹飪﹞ 2008 y(7IJ8G7*RPTRMQ( 我不是在寫作，就是在往酒館的路上 ◎ 愛德華‧海明威（ Edward Hemingway） 250

EB006497 台灣商務 ﹝飲食‧烹飪﹞ 2009 y(7IJ5H0*PMNRQS( 悠遊酒世界―品酒、調酒、釀酒 ◎ 楊本禮 250

EB006498 國家 ﹝飲食‧烹飪﹞ 1990 y(7IJ5H3*QKKKKS( 標準雞尾酒 ◎ 伊東正之 400

EB006499 國家 ﹝飲食‧烹飪﹞ 1997 y(7IJ5H3*QKPONK( 家常食品ＤＩＹ ◎ 許如婷 200

EB006500 遠足 ﹝飲食‧烹飪﹞ 2009 y(7IJ8G6*RNLOKM( 料理圖鑑 -1500招廚房新手求生術 ◎ 作者 / 越智登代子 繪者 / 平野惠理子 350

EB006501 心理 ﹝育兒﹞ 2009 y(7IJ8G1*TLMQTL( 解讀「小人」-0—3歲嬰幼兒的心理與教養 ◎ 洪敏琬著 200

EB006502 心理 ﹝育兒﹞ 1996 y(7IJ5H7*KMLPRL( 專業的嬰幼兒照顧者 ◎ 楊婷舒著 400

EB006503 心理 ﹝育兒﹞ 2000 y(7IJ5H7*KMNRMS( 幼兒保育概論 ◎ 平井信義著；施素筠譯 480

EB006504 台灣商務 ﹝育兒﹞ 1996 y(7IJ5H0*PLMQSR( 初生嬰兒的護理 ◎ 鄧小麗 譯 125

EB006505 國家 ﹝育兒﹞ 1998 y(7IJ5H3*QLKTPN( 育兒百科全書 ◎ 許仲琦 250

EB006506 三悅 ﹝育兒﹞ 2003 y(7IJ5H5*MQOPTS( 嬰兒按摩 ◎ 能登春男 220

EB006507 暢文 ﹝育兒﹞ 2003 y(7IJ5H8*MTTOLM( 育兒大百科 ◎ 五十嵐 隆 400

EB006508 暢文 ﹝育兒﹞ 2006 y(7IJ5H8*MTTROK( 嬰兒健康按摩 ◎ 大坪三保子 260

EB006509 暢文 ﹝育兒﹞ 2007 y(7IJ5H8*MTTSMP( 最新育兒全書 ◎ 五十嵐隆 450

EB006510 暢文 ﹝育兒﹞ 2008 y(7IJ5H8*MTTSRK( 最新斷奶食物全書 ◎ 上田玲子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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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511 三悅 ﹝育兒﹞ 2009 y(7IJ5H5*MQSQTP( 寶寶大腦開竅的黃金七堂課 ◎ 久保田 競 250

EB006512 黎明文化 ﹝育兒﹞ 1989 y(7IJ5H1*QKKMNT( 上班媽媽育兒經 [平 ] ◎ 林香葵 180

EB006513 黎明文化 ﹝育兒﹞ 1998 y(7IJ5H1*QKPMPS( 媽媽經 [平 ] ◎ 陳敬介 50

EB006514 心理 ﹝育兒﹞ 2008 y(7IJ8G1*PRPKOT( 完美教養手冊 -1000個育兒小提示字典 ◎ Elizabeth 
Pantley著；黃詩殷、唐子俊、戴谷霖譯

350

EB006515 心理 ﹝育兒﹞ 2009 y(7IJ8G1*TLMRRQ( 幼兒營養與膳食（第二版） ◎ 董家堯、黃韶顏著 270

EB006516 奧林文化 ﹝育兒﹞ 2006 y(7IJ5H0*NTLQOK( 50個父母一定要知道的孩子教養問題 ◎ 270

EB006517 智庫文化 ﹝育兒﹞ 2004 y(7IJ8G7*SSKRLK( 聽音樂，孩子更聰明 ◎ 280

EB006518 奧林文化 ﹝育兒﹞ 2007 y(7IJ5H0*NTLPPS( 不必大吼大叫也能教好孩子 ◎ 250

EB006519 大堯 ﹝家庭衛生﹞ 2008 y(7IJ8G6*RTMOPS( 大醫生小故事 -常見疾病治療案例 ◎ 謝瀛華 180

EB006520 好名堂 ﹝家庭衛生﹞ 2007 y(7IJ8G6*TNRNKT( 愛，原來可以這樣做 【限】 ◎ 中谷彰宏 99

EB006521 暢文 ﹝家庭衛生﹞ 2003 y(7IJ5H8*MTTNTT( 懷孕大百科 ◎ 主婦之友編輯部 400

EB006522 暢文 ﹝家庭衛生﹞ 2003 y(7IJ5H8*MTTOKP( 生產與產後大百科 ◎ 堤治 400

EB006523 大冠 ﹝家庭衛生﹞ 2005 y(7JJ5H3*KMKQSN( 白話沈氏玄空學〈1〉 ◎ 沈竹礽 350

EB006524 大冠 ﹝家庭衛生﹞ 2005 y(7JJ5H3*KMKQTK( 白話沈氏玄空學〈2〉 ◎ 沈竹礽 350

EB006525 瑞昇 ﹝家庭衛生﹞ 2006 y(7IJ5H5*MQQLNO( 懷孕與安產 ◎ 池川明 &井上裕美 300

EB006526 三悅 ﹝家庭衛生﹞ 2006 y(7IJ5H5*MQQMPR( 快樂孕動 &產後享瘦 ◎ 小林香織 200

EB006527 暢文 ﹝家庭衛生﹞ 2007 y(7IJ5H8*MTTSPQ( 最新懷孕全書 ◎ 竹內正人 450

EB006528 瑞昇 ﹝家庭衛生﹞ 2008 y(7IJ5H5*MQRQRO( 愛愛 LOVE recipe ◎ Heart arrangment 350

EB006529 瑞昇 ﹝家庭衛生﹞ 2008 y(7IJ5H5*MQRSOL( 家庭醫學輕百科 ◎ 飯野靖彥 220

EB006530 瑞昇 ﹝家庭衛生﹞ 2008 y(7IJ5H5*MQSKKS( 親密按摩＆挑情愛撫 (限制級附 DVD) ◎ 池田一郎 300

EB006531 三悅 ﹝家庭衛生﹞ 2009 y(7IJ5H5*MQSNMT( 家庭醫學常問99 ◎ ?本俊雄、?本直隆 250

EB006532 健行 ﹝家庭衛生﹞ 2000 y(7IJ5H9*QSKTKP( 男人，可以不老 ◎ 江漢聲 220

EB006533 健行 ﹝家庭衛生﹞ 1998 y(7IJ5H9*QSKQMM( 性愛黑皮書 ◎ 江漢聲 200

EB006534 健行 ﹝家庭衛生﹞ 1997 y(7IJ5H9*QSKNSR( 臺灣金賽的性學檔案 ◎ 江萬宣 190

EB006535 健行 ﹝家庭衛生﹞ 1997 y(7IJ5H9*QSKKSK( 幽默談性 輕鬆做愛 ◎ 江漢聲 200

EB006536 國家 ﹝家庭衛生﹞ 1996 y(7IJ5H3*QKOOQO( 愛要怎麼做 ◎ 林彥璋 250

EB006537 國家 ﹝家庭衛生﹞ 1997 y(7IJ5H3*QKPKLK( 生男生女有妙招 ◎ 彭偉瀚 200

EB006538 國家 ﹝家庭衛生﹞ 2000 y(7IJ5H3*QKQSSS( 愛的醫學寶典 ◎ 林建國 250

EB006539 國家 ﹝家庭衛生﹞ 1996 y(7IJ5H3*QKORMN( 懷孕．生產．育兒 ◎ 許仲琦 200

EB006540 台灣商務 ﹝家庭衛生﹞ 1996 y(7IJ5H0*PLMOOL( 安全避孕指南 ◎ 喬薈竑 譯 125

EB006541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2007 y(7IJ5H1*OKLOSP( 畜牧 (二 ) ◎ 鄭三寶 -等編著 370

EB006542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1997 y(7IJ5H1*OLLKRL( 畜牧 (一 ) ◎ 許振忠 -編著 313

EB006543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2007 y(7IJ5H1*OMSSOK( 畜牧 (三 ) ◎ 范揚廣、楊錫坤 -編著 195

EB006544 台灣商務 ﹝農業總論﹞ 1984 y(7IJ5H0*PKNSNS( 臺灣農村社會變遷 ◎ 朱 謙 著 135

EB006545 藝軒圖書 ﹝農業總論﹞ 2004 y(7IJ5H6*LQRSON( 農業概論 ◎ 柯勇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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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546 藝軒圖書 ﹝農業總論﹞ 1984 y(7IJ5H5*QSLQSP( 灌溉工程 ◎ 林芳明 180

EB006547 遠足 ﹝農業總論﹞ 2006 y(7IJ8G7*QNKQSL( 台灣的有機農業 ◎ 吳東傑 400

EB006548 黎明文化 ﹝農業總論﹞ 1992 y(7IJ5H1*QKKPNQ( 糧食作物 [平 ] ◎ 賴光隆 160

EB006549 黎明文化 ﹝農業總論﹞ 1992 y(7IJ5H1*QKKNML( 農業史 [平 ] ◎ 吳聰賢 180

EB006550 黎明文化 ﹝農業總論﹞ 1992 y(7IJ5H1*QKKNOP( 農業發展 [平 ] ◎ 毛育剛 180

EB006551 黎明文化 ﹝農業總論﹞ 1993 y(7IJ5H1*QKKPON( 特用作物 [平 ] ◎ 賴光隆 180

EB006552 正中書局 ﹝農業總論﹞ 1991 y(7IJ5H0*TKOTNM( 農業經濟學 (增訂本 ) ◎ 張德粹著 235

EB006553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1991 y(7IJ5H1*OLRTNQ( 農復會與臺灣經驗 (1949～ 1979)(精 ) ◎ 黃俊傑 422

EB006554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1991 y(7IJ5H1*OLRTON( 農復會與臺灣經驗 (1949～ 1979)(平 ) ◎ 黃俊傑 356

EB006555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1991 y(7IJ5H1*OLRTPK(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 (精 ) ◎ 黃俊傑編 489

EB006556 三民書局 ﹝農業總論﹞ 1991 y(7IJ5H1*OLRTQR(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 (平 ) ◎ 黃俊傑編 422

EB006557 台灣商務 ﹝農業總論﹞ 1994 y(7IJ5H0*PKTLOO( 中國古代農業 ◎ 李根蟠 著 140

EB006558 台灣商務 ﹝農業總論﹞ 1994 y(7IJ5H0*PKOQMK( 中國農業史 ◎ 李學勇 譯 1200

EB006559 國史館 ﹝農業經濟﹞ 1962 臺灣文獻輯覽（2）經濟部門農業交通 ◎ 林崇智 200

EB006560 藝軒圖書 ﹝農業經濟﹞ 2004 y(7IJ5H2*TOTQKN( 農業經營分析的原理與應用 ◎ 鄭詩華 200

EB006561 正中書局 ﹝農業經濟﹞ 2004 y(7IJ5H0*TLQQTK( 農產運銷學修訂版 ◎ 許文富著 490

EB006562 台灣商務 ﹝農業經濟﹞ 1953 y(7IJ5H0*PKQKOO( 農業合作的原理與實務 ◎ 張德粹 編著 216

EB006563 遠足 ﹝農業經濟﹞ 2008 y(7IJ8G6*RNLLPK( 台灣的農村 ◎ 湯曉虞 400

EB006564 台灣商務 ﹝農業經濟﹞ 1984 y(7IJ5H0*PKOSSK( 作物學通論 -作物與環境 ◎ 朱 鈞 編著 320

EB006565 瑞昇 ﹝農業經濟﹞ 2002 y(7IJ5H5*MQOOMK( 家庭園藝系列 (1)-插枝與分株 ◎ 戶邊郁重 120

EB006566 三民書局 ﹝農業經濟﹞ 2005 y(7IJ5H1*OMPPKO( 土壤肥料 ◎ 莊作權編著 380

EB006567 藝軒圖書 ﹝農業經濟﹞ 2003 y(7IJ5H6*LQQTQT( 土壤物理化學 ◎ 王明光 650

EB006568 藝軒圖書 ﹝農業經濟﹞ 2000 y(7IJ5H6*LQPQOL( 土壤環境礦物學 ◎ 王明光 850

EB006569 遠足 ﹝農業經濟﹞ 2002 y(7IJ8G8*KLPOOT( 台灣的土壤 ◎ 陳尊賢．許正一 400

EB006570 藝軒圖書 ﹝農業經濟﹞ 1996 y(7IJ5H6*LQNSQT( 現代作物育種學 ◎ 高典林 500

EB006571 藝軒圖書 ﹝農業氣象
與災害﹞ 1993 y(7IJ5H6*LQMTKT( 空氣污染與植物病蟲害 ◎ 吳亞‧ 600

EB006572 藝軒圖書 ﹝農業氣象
與災害﹞ 1998 y(7IJ5H6*LQOSMS( 作物病害與防治 (修訂版 ) ◎ 柯勇 650

EB006573 藝軒圖書 ﹝農業氣象
與災害﹞ 1991 y(7IJ5H6*LQLRKO( 植物病理學通論 ◎ 孫守恭 500

EB006574 大堯 ﹝農藝﹞ 2009 y(7IJ8G6*PRTMOK( 香草生活 -香草栽培與料理 ◎ 大堯編輯部 299

EB006575 台灣商務 ﹝農藝﹞ 1978 y(7IJ5H0*PKPRQO( 作物育種分科 辭典 (農科 ) ◎ 顧元亮 編 360

EB006576 國史館 ﹝農藝﹞ 1993 y(7IJ5H0*KMOLSK( 臺灣煙草栽培變遷史 ◎ 吳萬煌 350

EB006577 遠足 ﹝農藝﹞ 2005 y(7IJ8G7*QNKQRO( 台灣的咖啡 ◎ 胡文青 400

EB006578 三民書局 ﹝園藝﹞ 1996 y(7IJ5H1*OKPRQQ( 園藝 (三 ) ◎ 翁慎微 350

EB006579 三民書局 ﹝園藝﹞ 1997 y(7IJ5H1*OKPSTQ( 園藝 (一 ) ◎ 翁慎微 340

EB006580 三民書局 ﹝園藝﹞ 2005 y(7IJ5H1*OMLMNK( 園藝原理 ◎ 范念慈編著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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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581 三民書局 ﹝園藝﹞ 1991 y(7IJ5H1*TKPTLO( 浮士德研究 (平 ) ◎ 李辰冬 167

EB006582 台灣商務 ﹝園藝﹞ 1976 y(7IJ5H0*PLLRST( 園藝植物營養繁殖之最新技術 ◎ 諶克終 譯 320

EB006583 瑞昇 ﹝園藝﹞ 1999 y(7IJ5H5*MQNPRR( 四季庭院花木栽培設計 ◎ 江原禮子 300

EB006584 瑞昇 ﹝園藝﹞ 1999 y(7IJ5H5*MQNQPM( 花團錦簇小庭園 ◎ 深見悅司 300

EB006585 瑞昇 ﹝園藝﹞ 1999 y(7IJ5H5*MQNRRP( 漂亮的花園 ◎ Exterior Kogakukai 320

EB006586 瑞昇 ﹝園藝﹞ 2000 y(7IJ5H5*MQOKKK( 家庭蔬果盆栽ＤＩＹ ◎ 內藤朗 350

EB006587 瑞昇 ﹝園藝﹞ 2001 y(7IJ5H5*MQOLSP( 家庭趣味園藝 ◎ 市原菊惠 & 川口 豐 250

EB006588 瑞昇 ﹝園藝﹞ 2002 y(7IJ5H5*MQOOLN( 家庭園藝系列 (2)-四季小花坊 ◎ 戶邊郁重 120

EB006589 瑞昇 ﹝園藝﹞ 2002 y(7IJ5H5*MQOOKQ( 家庭園藝系列 (3)-四季花卉栽培 ◎ 馬場美惠子 120

EB006590 瑞昇 ﹝園藝﹞ 2002 y(7IJ5H5*MQOOTT( 陽台花壇 &庭院造景 ◎ 山本洋子 220

EB006591 瑞昇 ﹝園藝﹞ 2002 y(7IJ5H5*MQOPKP( 四季彩色盆栽花園 ◎ 小國啟子 350

EB006592 瑞昇 ﹝園藝﹞ 2003 y(7IJ5H5*MQOQSK( 盆景造型藝術入門 ◎ 中村 享 300

EB006593 三悅 ﹝園藝﹞ 2004 y(7IJ5H5*MQPMON( 初學者的庭園大圖鑑 ◎ 水井直顯 350

EB006594 三悅 ﹝園藝﹞ 2004 y(7IJ5H5*MQPNQQ( 室內裝飾綠色迷你盆栽 ◎ 山口瑪麗 280

EB006595 三悅 ﹝園藝﹞ 2004 y(7IJ5H5*MQPNRN( 初學者的家庭菜園70種 ◎ 深見悅司 300

EB006596 三悅 ﹝園藝﹞ 2004 y(7IJ5H5*MQPNTR( 五彩繽紛小庭園 ◎ 永井一夫 320

EB006597 瑞昇 ﹝園藝﹞ 2004 y(7IJ5H5*MQPOQP( 初學者的家庭果樹 ◎ 石川一憲 320

EB006598 三悅 ﹝園藝﹞ 2004 y(7IJ5H5*MQPORM( 庭院花木整枝與剪定 ◎ 佐藤勇武 350

EB006599 三悅 ﹝園藝﹞ 2004 y(7IJ5H5*MQPPKM( 有趣的觀葉植物 ◎ 藪 正秀 350

EB006600 瑞昇 ﹝園藝﹞ 2005 y(7IJ5H5*MQPPRL( 我的花園生活 ◎ 江原禮子 320

EB006601 三悅 ﹝園藝﹞ 2005 y(7IJ5H5*MQPQMP( 我的廚房菜園 ◎ 石黑祐子 320

EB006602 瑞昇 ﹝園藝﹞ 2005 y(7IJ5H5*MQPQNM( 我的園藝生活 ◎ 江原禮子 320

EB006603 三悅 ﹝園藝﹞ 2005 y(7IJ5H5*MQPRLR( 小型水生園藝 ◎ 岩見 悅明 250

EB006604 瑞昇 ﹝園藝﹞ 2005 y(7IJ5H5*MQPRNL( 四季樂小品盆栽 ◎ 吉田耕治 350

EB006605 瑞昇 ﹝園藝﹞ 2005 y(7IJ5H5*MQPTRR( 四季樂陽台花園 ◎ 池上信夫 ,金丸陽子 350

EB006606 暢文 ﹝園藝﹞ 2006 y(7IJ5H8*MTTRMQ( 新手花草合植設計 ◎ 主婦之友社編輯部 360

EB006607 三悅 ﹝園藝﹞ 2006 y(7IJ5H5*MQQMRL( 如何做個生態庭園招蜂引蝶 ◎ 泉 健司 280

EB006608 三悅 ﹝園藝﹞ 2006 y(7IJ5H5*MQQMNN( 搖曳生姿的水草室內裝飾 ◎ 宮田浩史 250

EB006609 瑞昇 ﹝園藝﹞ 2006 y(7IJ5H5*MQQNLS( 蕈菇樂園 ◎ 文字吹春俊光攝影大作晃一 250

EB006610 三悅 ﹝園藝﹞ 2007 y(7IJ5H5*MQQQQK( 親手打造自家庭園 ◎ 主婦與生活社 320

EB006611 瑞昇 ﹝園藝﹞ 2008 y(7IJ5H5*MQROQT( 親手打造庭園露台 &木棧平臺 ◎ 耕作舍 380

EB006612 瑞昇 ﹝園藝﹞ 2009 y(7IJ5H5*MQSNNQ( 第一次種菜就豐收 ◎ 東京都立農藝高等學校 350

EB006613 瑞昇 ﹝園藝﹞ 2009 y(7IJ5H5*MQSNTS( 四季盆花輕鬆種 ◎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320

EB006614 瑞昇 ﹝園藝﹞ 2009 y(7IJ5H5*MQSOKO( 下午茶，我家庭院見 ◎ 小山希美 300

EB006615 瑞昇 ﹝園藝﹞ 2009 y(7IJ5H5*MQSOTR( 築夢踏石！打造現代日式庭園 ◎ 三橋一夫、高橋一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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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616 瑞昇 ﹝園藝﹞ 2009 y(7IJ5H5*MQSQOK( 庭園藤蔓輕鬆栽 ◎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320

EB006617 黎明文化 ﹝園藝﹞ 1992 y(7IJ5H1*QKKPMT( 水果與果樹 [平 ] ◎ 康有德 310

EB006618 三民書局 ﹝園藝﹞ 1999 y(7IJ5H1*OMLSNO( 果樹 ◎ 范念慈編著 430

EB006619 藝軒圖書 ﹝園藝﹞ 2008 y(7IJ5H6*LQTNOM( 台灣經濟果樹病害彩色圖鑑 ◎ 柯勇 850

EB006620 遠足 ﹝園藝﹞ 2007 y(7IJ8G7*QNKTRL( 台灣的鳳梨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400

EB006621 三民書局 ﹝園藝﹞ 2004 y(7IJ5H1*OMLMQL( 園產處理與加工 ◎ 柯文慶、吳明昌、蔡龍銘編著 440

EB006622 三民書局 ﹝園藝﹞ 1997 y(7IJ5H1*OMPNQS( 造園 ◎ 歐聖榮編著 460

EB006623 田園城市 ﹝園藝﹞ 1994 y(7IJ5H9*TRTRNN( 景觀設計元素 ◎ NormanK. Booth 380

EB006624 田園城市 ﹝園藝﹞ 1995 y(7IJ5H9*TORSQM( 建築與綠 ◎ 瀧光夫 500

EB006625 田園城市 ﹝園藝﹞ 2003 y(7IJ8G7*RKPLON( 景觀設計製圖與繪圖 ◎ 400

EB006626 三民書局 ﹝園藝﹞ 1991 y(7IJ5H1*TLMSLN( 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 (精 ) ◎ 侯迺慧 633

EB006627 三民書局 ﹝園藝﹞ 1991 y(7IJ5H1*TLMSMK( 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 (平 ) ◎ 侯迺慧 556

EB006628 遠足 ﹝園藝﹞ 2007 y(7IJ8G7*QNKTSS( 台灣的公園 ◎ 胡文青 400

EB006629 田園城市 ﹝園藝﹞ 2004 y(7IJ8G7*RKPNNO( 城市環境創造：景觀與環境設施設計 ◎ 于正倫 800

EB006630 瑞昇 ﹝園藝﹞ 2001 y(7IJ5H5*MQOKNL( 趣味盎然的合植盆栽 ◎ 山本洋子 180

EB006631 台灣商務 ﹝森林﹞ 1984 y(7IJ5H0*PKQKKQ( 林產學 (上 ) ◎ 王松永 著 480

EB006632 國史館 ﹝森林﹞ 1961 臺灣文獻輯覽（1）經濟部門林業水利 ◎ 陳漢光 ,陳乃蘗 200

EB006633 三悅 ﹝森林﹞ 2007 y(7IJ5H5*MQQPOR( 會開花的樹木圖鑑 ◎ 城川四郎 . 高橋秀男 . 中川重年 600

EB006634 遠足 ﹝森林﹞ 2006 y(7IJ8G7*QNKSLK( 台灣的林業 ◎ 姚鶴年 400

EB006635 台灣商務 ﹝森林﹞ 1981 y(7IJ5H0*PKTMRO( 樹木學 (下 ) ◎ 劉棠瑞 著 520

EB006636 台灣商務 ﹝森林﹞ 1980 y(7IJ5H0*PKTMQR( 樹木學 (上 ) ◎ 劉棠瑞 著 480

EB006637 台灣商務 ﹝森林﹞ 1983 y(7IJ5H0*PKKLST( 森林植物生態學 ◎ 劉棠瑞 著 360

EB006638 遠足 ﹝森林﹞ 2004 y(7IJ8G7*QNKOML( 台灣的老樹 ◎ 邱祖胤 400

EB006639 台灣商務 ﹝森林﹞ 1981 y(7IJ5H0*PKQLTS( 林政學 ◎ 焦國模 著 250

EB006640 一覽文化 ﹝畜牧與獸醫﹞ 2007 y(7IJ8G8*LQPTTL( 飛向生命顛峰 --關於女人生命成長的奔馳力量 ◎ 瑪麗 . D. 米德基夫 250

EB006641 米娜貝爾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8G7*QOKKPP( 家有酷貓 -新版 (米娜貝爾 ) ◎ Pan Johnson 200

EB006642 胡桃木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8G7*QOKKSQ( 我的同伴動物 -新版 (胡桃木 ) ◎ 李．葛金 250

EB006643 三悅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5H5*MQORTQ( 愛犬的訓練 &管理 ◎ 黃品翰 (審校 ) 320

EB006644 三悅 ﹝畜牧與獸醫﹞ 2004 y(7IJ5H5*MQPOOL( 金魚養殖小百科 ◎ 村松邦彥 250

EB006645 瑞昇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5H5*MQQLOL( 西施犬的飼養與教育 ◎ 渡邊三津子 320

EB006646 瑞昇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5H5*MQQLTQ( 幼犬的訓練與管教 ◎ 五十嵐和惠 320

EB006647 三悅 ﹝畜牧與獸醫﹞ 2008 y(7IJ5H5*MQRTMQ( 日安！東京在地貓 ◎ 一志敦子 280

EB006648 三悅 ﹝畜牧與獸醫﹞ 2009 y(7IJ5H5*MQTKSL( 高齡狗狗享樂活 -愛犬安養照護手冊 ◎ 遠藤 薰 300

EB006649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6 y(7IJ5H6*LQOKNN( Small Animal Formulary ◎ 黃慧璧 150

EB006650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8 y(7IJ8G0*LONRLN(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及甲乙丙類通報動物傳染病 (二冊一套 ) ◎ 劉鎮軒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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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651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0 y(7IJ5H6*LQLMMN( 家畜寄生蟲學 ◎ 李永基 500

EB006652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SMP( 疾病動物模式的介紹 ◎ 吳銘芳 100

EB006653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MPTQ( 微電腦飼料配方技術 ◎ 謝來安 150

EB006654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89 y(7IJ5H6*LQKMQO( 獸醫細菌鑑定圖譜 (彩色 ) ◎ 林哲祺 300

EB00665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RKM( 獸醫學要覽 5. 獸醫解剖生理學 (上 )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5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RLT( 獸醫學要覽 6. 獸醫解剖生理學 (中 )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57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RMQ( 獸醫學要覽 -7. 獸醫解剖生理學 (下 )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58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MSLR( 獸醫學要覽 -8. 獸醫病理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59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89 y(7IJ5H6*LQKLKN( 獸醫藥理與治療學 (下冊 ) ◎ 呂車鳳 750

EB006660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0 y(7IJ5H6*LQLKRK( 獸醫藥理與治療學 (上冊 ) ◎ 呂車鳳 750

EB006661 正中書局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0*TKQMMQ( 家畜育種學 (部定大學用書 )(平 ) ◎ 馬春祥著 370

EB006662 三民書局 ﹝畜牧與獸醫﹞ 1999 y(7IJ5H1*OMTNNP( 營養與飼料 ◎ 許振忠 300

EB006663 大塊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8G7*QKKKTR( 寵物原來如此 ◎ 諶家強‧著∕李瑾倫‧繪 250

EB006664 三民書局 ﹝畜牧與獸醫﹞ 1997 y(7IJ5H1*OMQSRR( 禽畜保健衛生 ◎ 謝快樂等編著 630

EB006665 台灣商務 ﹝畜牧與獸醫﹞ 2009 y(7IJ5H0*PMOKNL( 寶貝再見―祐子醫生的動物診所 ◎ 西山祐子 160

EB00666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SQN( 小動物眼科學 ◎ 林政毅 950

EB006667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4 y(7IJ5H6*LQRPMM( 犬貓乾眼症及常見眼科異常症狀之鑑別診斷 ◎ 林中天 450

EB006668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7 y(7IJ5H6*LQTKML( 實用犬貓眼睛疾病與保健手冊 ◎ 林中天 500

EB006669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5 y(7IJ5H6*LQSOLN( 簡明獸醫傳染病學 (第二版 ) ◎ 潘銘正 650

EB006670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MNPK( 獸醫學要覽 -1. 獸醫公共衛生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71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MNSL( 獸醫學要覽 -3. 實驗動物醫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72 三民書局 ﹝畜牧與獸醫﹞ 1995 y(7IJ5H1*OMMNLM( 家畜解剖生理 ◎ 白火城編著 511

EB006673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5H6*LQRMOT( 犬解剖學指引 ◎ 黃勇三 650

EB006674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6 y(7IJ5H6*LQNSKR( 獸醫組織學彩色圖譜 ◎ 林茂勇 1350

EB00667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6 y(7IJ5H6*LQNSOP( 家畜內分泌學 ◎ 白火城 500

EB00667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5 y(7IJ5H6*LQSKKK( 犬貓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第二版 ) ◎ 林政毅 500

EB006677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8 y(7IJ5H6*LQOTKN( 小動物理學診斷及臨床操作 ◎ 林政毅 850

EB006678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7 y(7IJ5H6*LQOQRP( 最新獸醫師國考高考系列 :獸醫病理學 ◎ 賴邦旭 150

EB006679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5H6*LQSOQS( 曾氏獸醫血液學 (第二版 ) ◎ 曾秋隆 1500

EB006680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5H6*LQSRNO( 禽病診治 (第二版 ) ◎ 林茂勇 1750

EB006681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5 y(7IJ5H6*LQNMOL( 禽病檢查手冊 ◎ 宋華聰 700

EB006682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LTKM( 獸醫微生物學 (下冊 ) ◎ 劉榮標 700

EB006683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LQNQ( 獸醫微生物學 (上冊 ) ◎ 劉榮標 700

EB006684 黎明文化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5H1*QKRORO( 獸醫病理學 [平 ] ◎ 李崇道 800

EB00668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3 y(7IJ5H6*LQMSOS( 獸醫學要覽 -11. 獸醫細菌學 ◎ 獸醫學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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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68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3 y(7IJ5H6*LQMSNL( 獸醫學要覽 -10. 獸醫免疫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87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MNTS( 獸醫學要覽 -4. 獸醫寄生蟲病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88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QKMK( 小動物內科學 ◎ 何昭堅 980

EB006689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RRL( 小動物急診加護手冊 (第二版 ) ◎ 葉力森 450

EB006690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2 y(7IJ5H6*LQQPKL( 犬貓診斷超音波 ◎ 江強華 650

EB006691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7 y(7IJ5H6*LQOQQS( 最新獸醫師國考高考系列獸醫實驗診斷學 ◎ 賴邦旭 150

EB006692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5 y(7IJ5H6*LQNROQ( 曾氏獸醫實驗診斷學圖譜 ◎ 曾秋隆 1500

EB006693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7 y(7IJ8G8*MPQONT( 獸醫實驗診斷學 ◎ 周濟眾 850

EB006694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MNQR( 獸醫學要覽 -2. 獸醫臨床診斷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9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3 y(7IJ5H6*LQMSMO( 獸醫學要覽 -9. 獸醫實驗診斷學 ◎ 獸醫學會 200

EB00669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6*LQMOQQ( 獸醫外科之基本技術 ◎ 杜杰憲‧李元貴 500

EB006697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4 y(7IJ5H6*LQNLMS( 家畜產科學 ◎ 邱銓德 200

EB006698 台灣商務 ﹝畜牧與獸醫﹞ 1979 y(7IJ5H0*PLKQTK( 乳牛學 ◎ 李登元 著 480

EB006699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1 y(7IJ5H6*LQLOPM( 牛病學 ◎ 吳永惠 1100

EB006700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0 y(7IJ5H6*LQLKOT( 牛臨床檢查技術 ◎ 吳永惠 700

EB006701 遠足 ﹝畜牧與獸醫﹞ 2009 y(7IJ8G6*RNLOOK( 飼育栽培圖鑑 -1000招新好主人養成術 ◎ 作者 / 有 ?重雄 繪者 / 月本佳代美 350

EB006702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0 y(7IJ5H6*LQPRPR( 馬運動器官傷害要義 ◎ 吳應寧 750

EB006703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1 y(7IJ5H6*LQLQPK( 豬的生產與營養 ◎ 趙法清 650

EB006704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5 y(7IJ5H6*LQNRPN( 豬病診療學 ◎ 顏水泉 700

EB00670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1 y(7IJ5H6*LQQKSM( 豬場管理實用手冊 ◎ 沈冠雄 250

EB00670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6 y(7IJ5H6*LQONKT( 豬學講義 ◎ 沈冠雄 400

EB006707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3 y(7IJ5H6*LQMQRL( 犬貓皮膚病圖譜診斷與治療 ◎ 陳朝澧 850

EB006708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3 y(7IJ5H6*LQMPRM( 犬貓臨床技術手冊 ◎ 王化夷 350

EB006709 國家 ﹝畜牧與獸醫﹞ 1991 y(7IJ5H3*QKKMNR( 犬的飼養與訓練 ◎ 編委會 180

EB006710 台灣商務 ﹝畜牧與獸醫﹞ 2007 y(7IJ5H0*PMLPTR( 說貓道狗 ◎ 王壽來 220

EB006711 幼獅文化 ﹝畜牧與獸醫﹞ 1995 y(7IJ5H5*NKSQON( 疼惜你的貓 ◎ 杜興江 (杜白 ) 170

EB006712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5H6*LQQSSO( 貓病診斷學圖表暨重要傳染病 ◎ 林政毅 650

EB006713 左岸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8G7*LROOLN( 貓的足跡 -貓如何走入人類的歷史 ◎ 戴特勒夫．布魯姆 320

EB006714 國家 ﹝畜牧與獸醫﹞ 1991 y(7IJ5H3*QKKMOO( 貓的飼養及馴育 ◎ 編委會 180

EB00671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6 y(7IJ5H6*LQSSTP( 雞隻外貌的遺傳多樣性 ◎ 陳志峰 600

EB006716 國家 ﹝畜牧與獸醫﹞ 2004 y(7IJ5H3*QKSTSL( 鴿的飼養與訓練 ◎ 編委會 180

EB006717 幼獅文化 ﹝畜牧與獸醫﹞ 2007 y(7IJ5H5*ROQPOO( 快樂鳥日子 ◎ 朱秀芳 180

EB006718 國家 ﹝畜牧與獸醫﹞ 1994 y(7IJ5H3*QKNOTS( 養鳥的方法與鳥病防治 ◎ 編委會 180

EB006719 台灣商務 ﹝畜牧與獸醫﹞ 1965 y(7IJ5H0*PKQMTR( 中國漁業史 ◎ 李士豪 著 117

EB006720 遠足 ﹝畜牧與獸醫﹞ 2003 y(7IJ5H2*SKNLQP( 台灣的漁業 ◎ 胡興華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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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721 遠足 ﹝畜牧與獸醫﹞ 2004 y(7IJ8G7*QNKOPM( 台灣的養殖漁業 ◎ 胡興華 400

EB006722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1 y(7IJ5H7*OOTQST( 水產養殖環境學 ◎ 劉文御 1000

EB006723 國家 ﹝畜牧與獸醫﹞ 2004 y(7IJ5H3*QKSTRO( 金魚飼養法與魚病防治 ◎ 編委會 180

EB006724 國家 ﹝畜牧與獸醫﹞ 1992 y(7IJ5H3*QKLLNP( 熱帶魚的飼養法 ◎ 編委會 180

EB006725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1990 y(7IJ5H6*LQLNKS( 實用魚病學 : 觀賞魚病害診斷手冊 (修訂版 ) ◎ 鍾虎雲 750

EB006726 藝軒圖書 ﹝畜牧與獸醫﹞ 2004 y(7IJ5H6*LQRSSL( 水產品加工技術 ◎ 江善宗 380

EB006727 遠足 ﹝魚業﹞ 2004 y(7IJ8G7*QNKNSO( 台灣的漁港 ◎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400

EB006728 遠足 ﹝農產加工﹞ 2003 y(7IJ8G7*QNKKRK( 台灣的茶葉 ◎ 行政院農委會茶葉改良場 400

EB006729 遠足 ﹝農產加工﹞ 2009 y(7IJ8G6*RNLONN( 台灣的茶葉 (新版 / 18開 ) ◎ 行政院農委會茶葉改良場 250

EB006730 藝軒圖書 ﹝農產加工﹞ 1993 y(7IJ5H6*LQMTMN( 中式肉品加工 ◎ 陳明造 250

EB006731 藝軒圖書 ﹝農產加工﹞ 1991 y(7IJ5H6*LQLOLO( 肉品加工理論與應用 (修訂版 ) ◎ 陳明造 500

EB006732 藝軒圖書 ﹝農產加工﹞ 2006 y(7IJ5H6*LQSRTQ( 蛋品加工理論與應用 ◎ 陳明造 750

EB006733 藝軒圖書 ﹝農產加工﹞ 1999 y(7IJ5H6*LQPPRN( 最新肉品科學與技術 ◎ 王逢興 600

EB006734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3 y(7IJ5H1*OKKSLP( 鍛造學―理論與實習 ◎ 許源泉 790

EB006735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1 y(7IJ5H1*OLKLOM( 焊接學 ◎ 董基良 400

EB006736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9 y(7IJ5H1*OLKMNO( 應用力學 ◎ 徐迺良 378

EB006737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6 y(7IJ5H1*OONQLO( 工業工程與管理 (革新四版 ) ◎ 賴福來、胡伯潛、黃信豪 -著 600

EB006738 台灣商務 ﹝工程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NLQ( 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 ◎ 蔡泰彬 撰 405

EB006739 亞太 ﹝工程學總論﹞ 2000 y(7IJ5H8*MQOOPS( U世代的設計思維 ◎ 實踐產品設計研究室 350

EB006740 國史館 ﹝工程學總論﹞ 1982 近代臺灣之建設 ◎ 宋增璋 250

EB006741 正中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9 y(7IJ5H0*TLSPMQ( 二階段理論對委託營運契約中「優惠」之影響 ◎ 黃英哲 200

EB006742 群學文化 ﹝工程學總論﹞ 2004 y(7IJ5H2*STTKNS( 科技渴望社會 Social Aspirations of Technoscience (Taiwanese 
Reader of STS Translation 1) ◎ 吳嘉苓、傅大為、 雷祥麟 主編

350

EB006743 群學文化 ﹝工程學總論﹞ 2004 y(7IJ5H2*STTKOP( 科技渴望性別 Social Aspirations of Technoscience (Taiwanese 
Reader of STS Translation 2) ◎ 吳嘉苓、傅大為、 雷祥麟 主編

300

EB006744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5 y(7IJ5H1*OOKQQS( 工程經濟 (修訂三版 ) ◎ 陳寬仁 500

EB006745 藝軒圖書 ﹝工程學總論﹞ 1993 y(7IJ5H6*LQMSSQ( 工業工程名詞 ◎ 葉若春 250

EB006746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7 y(7IJ5H1*OMQNQP( 工程數學題解 ◎ 羅錦興 450

EB006747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7 y(7IJ5H1*OMMRMP( 工程數學 ◎ 羅錦興 500

EB006748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79 y(7IJ5H1*OKTLSO( 自動程序控制 ◎ 周澤川 167

EB006749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7 y(7IJ5H1*OKTPTR( 電工數學 ◎ 高正治 240

EB006750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6 y(7IJ5H1*OKTQTQ( 電工數學 ◎ 王永和 300

EB006751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3 y(7IJ5H1*OLLMRT( 工程數學 ◎ 孫育義、高正治著 610

EB006752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3 y(7IJ5H1*OLLMSQ( 工程數學 ◎ 吳朗著 260

EB006753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1 y(7IJ5H1*OLLMTN( 工程數學 ◎ 蘇炎坤 300

EB006754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7 y(7IJ5H1*OMMRMP( 工程數學 (上 ) ◎ 羅錦興 580

EB006755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8 y(7IJ5H1*OMPQRM( 工程數學 (下 ) ◎ 羅錦興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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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756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7 y(7IJ5H1*OMQNQP( 工程數學題解 (上 ) ◎ 羅錦興 610

EB006757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8 y(7IJ5H1*OMQNRM( 工程數學題解 (下 ) ◎ 羅錦興 620

EB006758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3 y(7IJ5H1*OLKMOL( 應用力學 ◎ 朱有功 160

EB006759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3 y(7IJ5H1*OLLKKM( 力學應用 ◎ 陳健著 133

EB006760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5 y(7IJ5H1*OLLKLT( 工業力學 ◎ 楊世賢 156

EB006761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3 y(7IJ5H1*OMOKLT( 應用力學 (陳 )(附教師手冊 ) ◎ 陳元方 340

EB006762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0 y(7IJ5H1*OLKMPS( 應用力學習題解答 ◎ 朱有功 39

EB006763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6 y(7IJ5H1*OLKMLK( 靜力學 ◎ 陳健著 156

EB006764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4 y(7IJ5H1*OOKQOO( 應用力學―靜力學 ◎ 金佩傑 320

EB006765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5 y(7IJ5H1*OOMKKQ( 應用力學—動力學 ◎ 金佩傑 330

EB006766 小魯文化 ﹝工程學總論﹞ 2006 y(7IJ5H5*RKSNNR( 動力大應用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6767 東方出版 ﹝工程學總論﹞ 2006 y(7IJ5H5*RKSNNR( 動力大應用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06768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7 y(7IJ5H1*TKSONO( 人體工學與安全 (平 ) ◎ 劉其偉 156

EB006769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4 y(7IJ5H1*OLKMQP( 材料力學 ◎ 蔡旭容 340

EB006770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5 y(7IJ5H1*OLKMST( 材料力學 ◎ 陳健、王叔厚著 170

EB006771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4 y(7IJ5H1*OKSTPS( 化工材料 ◎ 朱宗正 156

EB006772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2 y(7IJ5H1*OKSTQP( 化工材料 ◎ 陳陵援 240

EB006773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5 y(7IJ5H1*OLKNQO( 土木材料 ◎ 黃榮吾 400

EB006774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1 y(7IJ5H1*OLLKMQ( 工業材料 ◎ 陳興時 111

EB006775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1 y(7IJ5H1*OLLMOS( 工程材料 ◎ 林立著 230

EB006776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6 y(7IJ5H1*OMSKNL( 土木材料 ◎ 黃忠信 320

EB006777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3 y(7IJ5H1*TKSNRN( 工藝材料 (平 ) ◎ 李鈞棫 178

EB006778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5 y(7IJ5H1*OLKRRR( 金屬材料 ◎ 吳啟岳 122

EB006779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3 y(7IJ5H1*OLKRSO( 金屬材料 ◎ 劉火欽 211

EB006780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77 y(7IJ5H1*OLKTQS( 板金材料 ◎ 吳啟岳 133

EB006781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88 y(7IJ5H1*OLKLNP( 鋼鐵材料 ◎ 董基良 244

EB006782 健行 ﹝工程學總論﹞ 2001 y(7IJ5H5*QKSPLO( 小錯誤，大發明――40個發明的小故事 ◎ 夏綠蒂．歐爾茲．瓊
斯（ Charlotte Foltz Jones） 約翰．歐布萊恩（ John O´Brien）

200

EB006783 幼獅文化 ﹝工程學總論﹞ 2002 y(7IJ5H5*RONSQO( 發明炫點子 ◎ 黃咸弘 299

EB006784 健行 ﹝工程學總論﹞ 1997 y(7IJ5H9*QSKLMR( 專利法實務 ◎ 李茂堂 600

EB006785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7 y(7IJ5H1*OOQOLR( 專利法理論與應用 (修訂二版 ) ◎ 楊崇森 860

EB006786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3 y(7IJ5H1*OLKTPL( 空氣調節概論 ◎ 劉貴芳、林佑澤著 140

EB006787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1 y(7IJ5H1*OKTQRM( 電工製圖 ◎ 蔡健藏 390

EB006788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0 y(7IJ5H1*OLKNOK( 土木製圖 ◎ 顏榮記 420

EB006789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6 y(7IJ5H1*OOQKOM( 設計圖法 (增訂二版 ) ◎ 林振陽 310

EB006790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1992 y(7IJ5H1*OLLLPQ( 都巿計劃定樁測量 ◎ 施永富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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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791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2 y(7IJ5H1*ONQSTK( 測量學 (修訂二版 ) ◎ 施永富 730

EB006792 三民書局 ﹝工程學總論﹞ 2003 y(7IJ5H1*OLLLQN( 工程測量 ◎ 施永富 250

EB006793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7 y(7IJ5H1*OLKNNN( 土木工程概論 ◎ 常正之 170

EB006794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3 y(7IJ5H1*OLKNPR( 土木施工法 (顏 ) ◎ 顏榮記 310

EB006795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89 y(7IJ5H1*OLSNSO( 土壤試驗 ◎ 莊長賢 120

EB006796 瑞昇 ﹝土木建築工程﹞ 2009 y(7IJ5H5*MQSPTQ( 好感住宅外觀設計優質選550 ◎ 主婦 ?生活社 300

EB006797 藝軒圖書 ﹝土木建築工程﹞ 2005 y(7IJ5H6*LQSMSO( 土木工程防災概論 (第二版 ) ◎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480

EB006798 藝軒圖書 ﹝土木建築工程﹞ 1996 y(7IJ5H6*LQOLTO( 土木工程概論 ◎ 台大土木工程系 300

EB006799 藝軒圖書 ﹝土木建築工程﹞ 1998 y(7IJ5H6*LQPMQT( 材料力學 (下冊 ) ◎ 王石安 300

EB006800 藝軒圖書 ﹝土木建築工程﹞ 1998 y(7IJ5H6*LQPMPM( 材料力學 (上冊 ) ◎ 王石安 400

EB006801 田園城市 ﹝土木建築工程﹞ 2001 y(7IJ5H0*OKQLQK( 建築與「科技」論文集 ◎ 褚瑞基 380

EB006802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79 y(7IJ5H1*OLKOTO( 結構設計 ◎ 劉新民 211

EB006803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1 y(7IJ5H1*OLKPKK( 結構學 (上 ) ◎ 左利時 310

EB006804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5 y(7IJ5H1*OLKPLR( 結構學 (下 ) ◎ 左利時 560

EB006805 田園城市 ﹝土木建築工程﹞ 2004 y(7IJ8G7*RKPLRO( 建築生與滅：建築物為何倒下去 ◎ 馬昔斯．李維

(MatthysLevy)、馬里奧．薩瓦多里 (MarioSalvadori)
360

EB006806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4 y(7IJ5H1*OLLMQM( 工程地質學 ◎ 蔡攀鰲 400

EB006807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3 y(7IJ5H1*OLKONM( 鋼結構設計 ◎ 彭耀南 280

EB006808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6 y(7IJ5H1*OMNQNK( 土壤力學 ◎ 黃景川 580

EB006809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2 y(7IJ5H1*OLKNLT( 基礎工程學 ◎ 金永斌 360

EB006810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4 y(7IJ5H1*OLKPOS( 基礎施工 ◎ 顏榮記 370

EB006811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8 y(7IJ5H1*OMSNKR( 基礎工程 ◎ 黃景川 520

EB006812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7 y(7IJ5H1*OMOKKM( 建築物理 ◎ 江哲銘 370

EB006813 田園城市 ﹝土木建築工程﹞ 2004 y(7IJ8G7*RKPLQR( 建築生與滅：建築物如何站起來 ◎ 馬里奧．薩瓦多里 (MarioSalvadori) 360

EB006814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7 y(7IJ5H1*OLLLLS( 建築結構與造型 ◎ 鄭茂川譯 889

EB006815 木馬 ﹝土木建築工程﹞ 2007 y(7IJ8G6*TRNONR( 21世紀的房子 ◎ 強 ?生．貝爾 450

EB006816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2 y(7IJ5H1*ONQMST( 公寓大廈是與非 ◎ 吳尚昆 250

EB006817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8 y(7IJ5H1*OLKOPQ( 房屋結構設計 ◎ 徐永豐、彭耀南著 280

EB006818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4 y(7IJ5H1*TKSPNN( 建築設計方法 (平 ) ◎ 陳政雄 167

EB006819 國家 ﹝土木建築工程﹞ 1996 y(7IJ5H3*QKOTLO( 住宅的建築與設計 ◎ 邵宗宣 250

EB006820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88 y(7IJ5H1*TKSPPR( 建築基本畫 (平 ) ◎ 陳榮美、楊麗黛著 189

EB006821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5 y(7IJ5H1*OLKPPP( 契約與規範 ◎ 張永康 160

EB006822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9 y(7IJ5H1*OLLLOT( 建築材料 ◎ 張冠諒 100

EB006823 木馬 ﹝土木建築工程﹞ 2003 y(7IJ8G7*STRSRT( 認識木建築 ◎ 陳啟仁、張紋韶 300

EB006824 木馬 ﹝土木建築工程﹞ 2005 y(7IJ8G7*ORPOMS( 台灣的木建築 ◎ 洪育成 . 蕭瑞綺 350

EB006825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0 y(7IJ5H1*OLKNTP( 混凝土 ◎ 王櫻茂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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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826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0 y(7IJ5H1*OLKOKL( 混凝土施工 ◎ 常正之 380

EB006827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4 y(7IJ5H1*OLKOMP( 鋼筋混凝土 (蘇 ) ◎ 蘇懇憲 530

EB006828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94 y(7IJ5H1*TKSPRL( 建築鋼屋架結構設計 (平 ) ◎ 王萬雄 200

EB006829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2005 y(7IJ5H1*OMKMKM( 建築管路與設備 ◎ 李榮裕等著 420

EB006830 國家 ﹝土木建築工程﹞ 2010 y(7IJ5H3*QLLSTT( 雪隱尋蹤 ◎ 周連春 350

EB006831 三民書局 ﹝土木建築工程﹞ 1986 y(7IJ5H1*OLKOOT( 混凝土橋設計 ◎ 徐永豐、彭耀南著 244

EB006832 國史館 ﹝土木建築工程﹞ 2003 y(7IJ5H0*LMPRLT( 臺灣的吊橋 ◎ 林金田 350

EB006833 三民書局 ﹝水利工程﹞ 1993 y(7IJ5H1*OLKORK( 水文學精要 ◎ 鄒日誠 110

EB006834 三民書局 ﹝水利工程﹞ 2006 y(7IJ5H1*OLKOSR( 水利工程 ◎ 姜承吾 230

EB006835 國史館 ﹝水利工程﹞ 1999 y(7IJ5H0*MOPLLK( 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 ◎ 蔡志展 150

EB006836 遠足 ﹝水利工程﹞ 2003 y(7IJ5H2*SPQLKT( 台灣的古圳道 ◎ 王萬邦 400

EB006837 蘭臺 ﹝水利工程﹞ 2006 y(7IJ8G7*QMQNQN( 台灣燈塔的故事 ◎ 葉倫會 200

EB006838 遠足 ﹝水利工程﹞ 2002 y(7IJ5H2*SKNLMR( 台灣的燈塔 ◎ 李素芳 400

EB006839 遠足 ﹝水利工程﹞ 2002 y(7IJ8G8*KLPOTO( 台灣的水庫 ◎ 黃兆慧 400

EB006840 台灣商務 ﹝水利工程﹞ 1993 y(7IJ5H0*PKRRRP( 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 朱學西 著 140

EB006841 台灣商務 ﹝船舶工程﹞ 1994 y(7IJ5H0*PKTMKP( 中國古代造船與航海 ◎ 張靜芬 著 140

EB006842 靜思 ﹝市政環境工程﹞ 2006 y(7IJ8G4*LRQOKN( 與地球共生息 ◎ 釋證嚴 300

EB006843 靜思 ﹝市政環境工程﹞ 2006 y(7IJ8G7*LKSQMN( 小狗舒比有一個夢 ◎ Tina Kuo 350

EB006844 田園城市 ﹝市政環境工程﹞ 2001 y(7IJ5H0*OKQNSM( 塑造城市：環境與人類的向度 ◎ MarciaD. Lowe 250

EB006845 田園城市 ﹝市政環境工程﹞ 2002 y(7IJ5H0*OKQRNN( 都市學 ◎ 柯比意 LeCorbusier 380

EB006846 野人 ﹝市政環境工程﹞ 2009 y(7IJ8G6*SKROQQ( 好城市 ◎ 廖桂賢 380

EB006847 左岸 ﹝市政環境工程﹞ 2006 y(7IJ8G7*LROPRO( 情慾 . 國族 . 後殖民 :誰的中山北路 ◎ 殷寶寧 300

EB006848 三民書局 ﹝市政環境工程﹞ 2005 y(7IJ5H1*OOLKOR( 水質分析 (革新二版 ) ◎ 江漢全 620

EB006849 群學文化 ﹝市政環境工程﹞ 2006 y(7IJ8G8*MTSMKK( 綠色民主 : 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 Green Democracy: A Study on 
Taiwan'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 何明修 著 蕭新煌 序

360

EB006850 野人 ﹝市政環境工程﹞ 2008 y(7IJ8G6*SKRMRP( 看不見的力量 ◎ 保羅．霍肯 380

EB006851 三民書局 ﹝市政環境工程﹞ 2008 y(7IJ5H1*OPLNPK( 溫室中的島嶼 ◎ 古蒙仁 380

EB006852 野人 ﹝市政環境工程﹞ 2008 y(7IJ8G6*SKRLRQ( 從搖籃到搖籃 ◎ 威廉．麥唐諾、麥克．布朗嘉 300

EB006853 天培 ﹝市政環境工程﹞ 2008 y(7IJ8G7*RPTSNM( 城市生態 (增訂版 ) ◎ 馬以工 250

EB006854 三民書局 ﹝市政環境工程﹞ 2005 y(7IJ5H1*OONKQP( 認識生活中的環境法規 ◎ 葉雲卿 230

EB006855 遠足 ﹝市政環境工程﹞ 2008 y(7IJ8G6*RNLLSL( 台灣的十大地理議題 ◎ 林俊全 400

EB006856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1 y(7IJ5H1*OKSTMR( 機械概論 (化工機械 ) ◎ 謝爾昌 250

EB006857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79 y(7IJ5H1*OLKLQQ( 原動力廠 ◎ 李超北 144

EB006858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3 y(7IJ5H1*OLLMPP( 工程機械 ◎ 蔡攀鰲 290

EB006859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1 y(7IJ5H1*OLKKLM( 機動學 ◎ 朱越生 322

EB006860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0 y(7IJ5H1*OKTSMP( 自動控制 ◎ 孫育義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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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861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8 y(7IJ5H1*OKTSNM( 自動控制 ◎ 李祖添 167

EB006862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3 y(7IJ5H1*OKTSOT( 自動控制 ◎ 李嘉猷 211

EB006863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0 y(7IJ5H1*OLKSNS( 自動控制 ◎ 陳文良 122

EB006864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5 y(7IJ5H1*OLKRNT( 機械力學 ◎ 楊世賢 144

EB006865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4 y(7IJ5H1*OLKKKP( 機械材料 ◎ 陳明豐 178

EB006866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7 y(7IJ5H1*OLKKQR( 磨潤工程―潤滑概論 ◎ 李克讓 222

EB006867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7 y(7IJ5H1*OLKKMT( 機械設計 ◎ 林文晃 270

EB006868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1 y(7IJ5H1*OLKKNQ( 機械設計 ◎ 周鎮仁 670

EB006869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6 y(7IJ5H1*OLKKON( 機械設計製圖 ◎ 周鎮仁 560

EB006870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1 y(7IJ5H1*OLKRKS( 機械設計大意 ◎ 朱越生 160

EB006871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8 y(7IJ5H1*OLKLRN( 內燃機 ◎ 王仰舒 367

EB006872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3 y(7IJ5H1*OKTSQN( 熱工學 ◎ 馬承九 478

EB006873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9 y(7IJ5H1*OKTSTO( 熱力學概論 ◎ 蔡旭容 133

EB006874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5 y(7IJ5H1*OLKLTR( 流體機械 ◎ 王石安 333

EB006875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5 y(7IJ5H1*OLKMKN( 流體機械 (含流體力學 ) ◎ 蔡旭容 270

EB006876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8 y(7IJ5H1*OLLNMN( 氣壓控制與實習 ◎ 陳憲治 400

EB006877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8 y(7IJ5H1*OLKTOO( 冷凍空調工程 ◎ 葉瑲郎 380

EB006878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6 y(7IJ5H1*OLKRLP( 機件原理 ◎ 朱越生 167

EB006879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1 y(7IJ5H1*OLKRMM( 機件原理 ◎ 康自立 189

EB006880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1 y(7IJ5H1*OLKKTS( 工具機 ◎ 馬承九 244

EB006881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83 y(7IJ5H1*OLKKPK( 鑽模與夾具 ◎ 于敦德 256

EB006882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94 y(7IJ5H1*OLKKRO( 鑽模與夾具 ◎ 張天津 533

EB006883 三民書局 ﹝機械工程﹞ 1976 y(7IJ5H1*OLKQTM( 機械工作法 ◎ 馬承九 256

EB006884 幼獅文化 ﹝交通工具工程﹞ 1998 y(7IJ5H5*ROKLNT( 鐵鳥迷 ◎ 傅鏡平 200

EB006885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3 y(7IJ5H5*MQOQOM( 簡易汽車修護與保養 ◎ 米田 茂 300

EB006886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4 y(7IJ5H5*MQPLKQ( MTB登山車 - 改裝維修保養 ◎ 丹羽隆志 300

EB006887 瑞昇 ﹝交通工具工程﹞ 2007 y(7IJ5H5*MQQTSL( MTB自行車改裝 &維修 ◎ 中務博司 250

EB006888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8 y(7IJ5H5*MQRPQS( 圖解 DIY汽車維修 &保養 ◎ Powerful Publishing Office 280

EB006889 瑞昇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MLN( 單車騎乘輕百科 ◎ 丹羽隆志、中村博司 280

EB006890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NON( 第一本自行車 ?科學解析 ◎ 藤井德明 350

EB006891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NSL( 駕輕就熟！這樣開車就對了！ ◎ 大久保千穗 220

EB006892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ONP( 單車 BIKE調整絕活ㄦ60 ◎ 津口哲也 特199

EB006893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OPT( 我的第一本！機車維修 &保養 ◎ 後藤秀之 300

EB006894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QPR( 自轉車日和－單車生活酷蒐新掀貨 ◎ 辰巳出版編輯部 199

EB006895 三悅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5H5*MQSSLR( 小摺＆小徑生活酷蒐誌 ◎ 辰巳出版編輯部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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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896 出色文化 ﹝交通工具工程﹞ 2009 y(7IJ8G6*RPOMNO( 法拉利精神 -賽道上永遠的紅色傳奇 ◎ 劉祥亞 280

EB006897 出色文化 ﹝交通工具工程﹞ 2008 y(7IJ8G6*RPOLOM( 速度決定高度 -法拉利的極速策略 ◎ 劉祥亞 320

EB006898 三民書局 ﹝交通工具工程﹞ 1984 y(7IJ5H1*OKTTKK( 汽車原理 (上 ) ◎ 邱澄彬 100

EB006899 三民書局 ﹝交通工具工程﹞ 1987 y(7IJ5H1*OKTTLR( 汽車原理 (下 ) ◎ 邱澄彬 144

EB006900 三民書局 ﹝交通工具工程﹞ 1995 y(7IJ5H1*OLLLTO( 汽車原理 ◎ 邱澄彬 240

EB006901 國家 ﹝交通工具工程﹞ 1997 y(7IJ5H3*QKPMMP( 圖解汽車名詞辭典 ◎ 林永憲 600

EB006902 國家 ﹝交通工具工程﹞ 1997 y(7IJ5H3*QKPMLS( 汽車電氣修護 ◎ 林永憲 250

EB006903 國家 ﹝交通工具工程﹞ 1997 y(7IJ5H3*QKPMKL( 汽油引擎修護 ◎ 林永憲 250

EB006904 國家 ﹝交通工具工程﹞ 1995 y(7IJ5H3*QKNTMO( 汽車底盤修護 ◎ 林永憲 300

EB006905 國家 ﹝交通工具工程﹞ 2001 y(7IJ5H3*QKRKLO( 汽車安全駕駛秘訣 ◎ 黃仲明 200

EB006906 台灣商務 ﹝交通工具工程﹞ 2001 y(7IJ5H0*PLQSTK( 世紀的展望 ◎ 亨利 . 福特 著 320

EB006907 繆思 ﹝交通工具工程﹞ 2008 y(7IJ8G6*QQPKKO( 機長 . 我有問題 (最新修訂版 ) ◎ 派屈克 ˙史密斯 300

EB006908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9 y(7IJ5H1*OKTPKO( 電工學 ◎ 劉濱達 278

EB006909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1 y(7IJ5H1*OKTPLL( 電工學 ◎ 毛齊武 333

EB006910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7 y(7IJ5H1*OKTPMS( 電機學 ◎ 詹益樹 278

EB006911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6 y(7IJ5H1*OKTQQP( 電波工程 ◎ 黃廣志 156

EB006912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3 y(7IJ5H1*OKTQST( 電工原理 ◎ 毛齊武 300

EB006913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4 y(7IJ5H1*OKTRQO( 電路學 (上 ) ◎ 夏少非 333

EB006914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3 y(7IJ5H1*OKTRRL( 電路學 (下 ) ◎ 夏少非 478

EB006915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7 y(7IJ5H1*OKTRTP( 電器保護與安全 ◎ 蔡健藏 244

EB006916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4 y(7IJ5H1*OKTSPQ( 液壓控制與實習 ◎ 陳朝光、郭興家著 467

EB006917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2 y(7IJ5H1*OLKSKR( 電工原理 ◎ 高正治 222

EB006918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4 y(7IJ5H1*OLKTSM( 電工大意 ◎ 陳澤生 144

EB006919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6 y(7IJ5H1*OMNPNL( 電機機械 (上 ) ◎ 黃慶連 330

EB006920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6 y(7IJ5H1*OMNPOS( 電機機械 (下 ) ◎ 黃慶連 340

EB006921 國家 ﹝電機工程﹞ 1995 y(7IJ5H3*QKNRKM( 屋內配線 ◎ 俞家平 250

EB006922 國家 ﹝電機工程﹞ 1996 y(7IJ5H3*QKOSLP( 電器修護 ◎ 王家騏 350

EB006923 向日葵 ﹝電機工程﹞ 2005 y(7IJ8G8*KSQQPO( 台灣來電 :近代能源開發的故事 ◎ 吳政憲 280

EB006924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1 y(7IJ5H1*OKTRLT( 電工儀表 ◎ 毛齊武 200

EB006925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3 y(7IJ5H1*OKTRNN( 儀表學 (下 ) ◎ 周達如 256

EB006926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4 y(7IJ5H1*OLKSML( 電儀錶 ◎ 曾黎明 133

EB006927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7 y(7IJ5H1*OLKSSN( 電子儀錶 ◎ 曾黎明 144

EB006928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5 y(7IJ5H1*OMNPSQ( 電工儀錶 ◎ 陳聖著 370

EB006929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9 y(7IJ5H1*OMMTPO( 電機機械實習 ◎ 高文進 470

EB006930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0 y(7IJ5H1*OKTQKN( 電機機械實習 ◎ 林偉成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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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931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8 y(7IJ5H1*OKTRSS( 電路學 ◎ 蔡有龍 540

EB006932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3 y(7IJ5H1*OKTSLS( 網路分析 ◎ 李祖添、杭學鳴著 178

EB006933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7 y(7IJ5H1*OMRKLK( 電子學 (上 ) ◎ 黃世杰 530

EB006934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7 y(7IJ5H1*OMRKMR( 電子學 (下 ) ◎ 黃世杰 500

EB006935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4 y(7IJ5H1*OLKTLN( 邏輯電路 ◎ 高正治 111

EB006936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6 y(7IJ5H1*OMNTSM( 電路學 (上 ) ◎ 王醴著 610

EB006937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6 y(7IJ5H1*OMPKLQ( 電路學 (下 ) ◎ 王醴著 800

EB006938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2005 y(7IJ5H1*OMMQKM( 半導體元件物理 ◎ 李嗣涔、管傑雄、孫台平著 350

EB006939 藝軒圖書 ﹝電機工程﹞ 2006 y(7IJ5H6*LQSSSS( 透明導電膜 ◎ 楊明輝 300

EB006940 黎明文化 ﹝電機工程﹞ 2003 y(7IJ5H1*QKQQLN( 挑戰密碼 [平 ] ◎ 許清雲 350

EB006941 國家 ﹝電機工程﹞ 1999 y(7IJ5H3*QKQKSQ( 認識音響 ◎ 蘇子豪 250

EB006942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0 y(7IJ5H1*OLLMMO( 工業電子 ◎ 陳文良 144

EB006943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7 y(7IJ5H1*OLLMNL( 工業電子實習 ◎ 高正治 111

EB006944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6 y(7IJ5H1*OKTNKQ( 電子材料 ◎ 吳朗著 156

EB006945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95 y(7IJ5H1*OKTMSN( 電子電路 (上 ) ◎ 高正治 311

EB006946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79 y(7IJ5H1*OKTMTK( 電子電路 (下 ) ◎ 高正治 300

EB006947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4 y(7IJ5H1*OKTNOO( 組合邏輯 ◎ 姚靜波 144

EB006948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6 y(7IJ5H1*OKTNPL( 數位邏輯 ◎ 鄭國順 180

EB006949 三民書局 ﹝電機工程﹞ 1986 y(7IJ5H1*OKTNLN( 邏輯設計實習 ◎ 朱惠勇、康峻源著 170

EB006950 台灣商務 ﹝電機工程﹞ 2004 y(7IJ5H0*PLSQNO( 機器人 :由機器邁向超越人類心智之路 ◎ 漢斯 . 摩拉維克 著 380

EB006951 木馬 ﹝電機工程﹞ 2008 y(7IJ8G6*TRNROL( 機器人咬人 ◎ 丹尼爾‧威爾森博士 250

EB006952 正中書局 ﹝核子工程﹞ 2000 y(7IJ5H0*TLNOSO( 透視廢核四決策 ◎ 近代法制研究基金會主編 130

EB006953 台灣商務 ﹝核子工程﹞ 2008 y(7IJ5H0*PMNLMQ( 核能辭典 ◎ 翁寶山 350

EB006954 台灣商務 ﹝礦冶總論﹞ 1994 y(7IJ5H0*PKTLPL( 中國古代礦業 ◎ 李仲均 著 140

EB006955 遠足 ﹝礦冶總論﹞ 2008 y(7IJ8G6*RNLLLM( 台灣的礦業 ◎ 魏稽生、嚴治民 400

EB006956 國史館 ﹝礦業經濟﹞ 1962 臺灣文獻輯覽（3）經濟部門商業礦業特產水產金融 ◎ 林崇智 200

EB006957 台灣商務 ﹝冶金‧合金﹞ 1994 y(7IJ5H0*PKTPPR( 中國古代冶金史話 ◎ 劉雲彩 著 140

EB006958 遠足 ﹝煤礦﹞ 2006 y(7IJ8G7*QNKSKN( 台灣的煤礦 ◎ 賴克富、劉英毓、謝嘉榮 400

EB006959 漁人文化 ﹝石油工業﹞ 2008 y(7IJ8G6*RLONPL( 石油怎麼了 ◎ 浩君 249

EB006960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1997 y(7IJ5H1*OKSTKN( 化學工業概論 ◎ 王振華 490

EB006961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1986 y(7IJ5H1*OKSTOL( 化工計算 ◎ 陳志勇 289

EB006962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1991 y(7IJ5H1*OKTKNK( 反應工程 ◎ 徐念文 211

EB006963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1984 y(7IJ5H1*OKTKSP( 單元程序 ◎ 李敏達 167

EB006964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2005 y(7IJ5H1*OMNKLM( 單元操作 ◎ 陳振揚 730

EB006965 正中書局 ﹝化學工程﹞ 1998 y(7IJ5H0*TLMKPK( 化學工程名詞 (第三版 ) ◎ 國立編譯館編訂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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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6966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2006 y(7IJ5H1*OOMKRP(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 (一 )—流體輸送與操作 ◎ 葉和明 550

EB006967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2006 y(7IJ5H1*OOMMLL(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 (二 )—熱輸送與操作以及粉粒體操作 ◎ 葉和明 440

EB006968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2006 y(7IJ5H1*OOMNST(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 (三 )—質量輸送與操作 ◎ 葉和明 550

EB006969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1994 y(7IJ5H1*OKTLOQ( 單元操作演習 ◎ 葉和明 644

EB006970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1997 y(7IJ5H1*OMNKPK( 單元操作題解 ◎ 陳振揚 230

EB006971 三民書局 ﹝化學工程﹞ 2005 y(7IJ5H1*OKTKRS( 質能結算 ◎ 呂銘坤 280

EB006972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1 y(7IJ5H6*LQQKTT( 加壓殺菌食品 ◎ 王逢興 400

EB006973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1996 y(7IJ5H6*LQNTSM( 食物學原理 (第二版 ) ◎ 施明智 600

EB006974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9 y(7IJ5H6*LQTPNN( 食物學原理 (第三版 ) ◎ 施明智 500

EB006975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1990 y(7IJ5H6*LQLKTO( 食品工程學 (修訂版 ) ◎ 孫朝棟 550

EB006976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4 y(7IJ5H6*LQRQKR( 食品工廠品質管理 ◎ 張啟華 450

EB006977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5 y(7IJ5H6*LQSMKS( 食品化學分析與檢驗 ◎ 段盛秀 450

EB006978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5 y(7IJ5H6*LQSKPP( 食品加工原理 ◎ 李敏雄 350

EB006979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1 y(7IJ5H6*LQQNQP( 食品生物技術 ◎ 潘子明 650

EB006980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1996 y(7IJ5H6*LQNTLN( 原色食品加工工程圖鑑 ◎ 賴滋漢 950

EB006981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1999 y(7IJ5H6*LQPOMT( 素食食品 -營養 . 特性與加工 ◎ 陳明造 350

EB006982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4 y(7IJ5H6*LQRSPK( 酵素在食品加工的應用 ◎ 李敏雄 400

EB006983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6 y(7IJ5H6*LQSPRO( 蒟蒻的生產與利用 ◎ 陳明造 400

EB006984 黎明文化 ﹝食品化學工業﹞ 1992 y(7IJ5H1*QKKOTT( 食品與營養 [平 ] ◎ 李錦楓 200

EB006985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1989 y(7IJ5H6*LQKOOS( 食品化學實驗 (修訂版 ) ◎ 段盛秀 250

EB006986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1993 y(7IJ5H6*LQMTNK( 食品科技名詞 ◎ 張為憲 950

EB006987 三民書局 ﹝食品化學工業﹞ 1990 y(7IJ5H1*TKKSST( 明朝酒文化 (精 ) ◎ 王春瑜 211

EB006988 三民書局 ﹝食品化學工業﹞ 1990 y(7IJ5H1*TKKSTQ( 明朝酒文化 (平 ) ◎ 王春瑜 144

EB006989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7 y(7IJ5H6*LQTKRQ( 現代食品發酵技術 -第二版 ◎ 李敏雄 600

EB006990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6 y(7IJ5H6*LQSRRM( 發酵食品微生物學 ◎ 李敏雄 750

EB006991 遠足 ﹝食品化學工業﹞ 2005 y(7IJ8G7*QNKPTT( 台灣的酒 ◎ 陳義方 400

EB006992 藝軒圖書 ﹝食品化學工業﹞ 2002 y(7IJ5H6*LQQQNL( 水果酒釀造與藥酒泡製 DIY ◎ 陳明造 400

EB006993 大辣 ﹝食品化學工業﹞ 2008 y(7IJ8G6*QNOKKK( 戀酒事典 ◎ 貝爾納‧畢佛 380

EB006994 台灣商務 ﹝食品化學工業﹞ 2008 y(7IJ5H0*PMMSOQ( 葡萄美酒風華錄 ◎ 楊本禮 290

EB006995 台灣商務 ﹝食品化學工業﹞ 2009 y(7IJ5H0*PMNPRR( 巧克力禍心―誘人甜品的黑暗真相 ◎ 卡蘿‧歐芙 360

EB006996 台灣商務 ﹝矽酸鹽工業﹞ 1965 y(7IJ5H0*PLPRSR( 中國陶瓷史 ◎ 吳仁敬 著 150

EB006997 國史館 ﹝矽酸鹽工業﹞ 2006 y(7IJ8G0*KPQNRM( 客家風情百年窯火 -苗栗陶 ◎ 李維真 . 陳迪華 . 陳惠芳 . 朱陳耀 320

EB006998 藝術家 ﹝矽酸鹽工業﹞ 2002 y(7IJ8G7*TPRNNR( 陶藝手冊 ◎ 楊文霓 編著 200

EB006999 三民書局 ﹝界面活性
劑工業﹞ 1991 y(7IJ5H1*OLRRML( 數值控制機械 ◎ 李榮顯等著 400

EB007000 亞太 ﹝界面活性劑工業﹞ 2003 y(7IJ8G7*SKTLLR( 芬多精的生活科學 ◎ 賴貞秀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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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001 三悅 ﹝界面活性
劑工業﹞ 2004 y(7IJ5H5*MQPLMK( 純天然手工香皂 ◎ 前田京子 300

EB007002 三悅 ﹝界面活性
劑工業﹞ 2004 y(7IJ5H5*MQPOTQ( 手製化妝品與手工皂 ◎ 福田瑞江 300

EB007003 藝軒圖書 ﹝界面活性
劑工業﹞ 1997 y(7IJ5H6*LQONQL( 化妝品原料及功能 ◎ 洪偉章 500

EB007004 藝軒圖書 ﹝界面活性
劑工業﹞ 1999 y(7IJ5H6*LQPNTT( 化妝品用語小百科 ◎ 李金枝 280

EB007005 三民書局 ﹝高分子化
學工業﹞ 1982 y(7IJ5H1*OKSTTQ( 塑膠概論 ◎ 李繼強 156

EB007006 三民書局 ﹝精密機械工藝﹞ 1997 y(7IJ5H1*OKTKLQ( 工業儀器 ◎ 周澤川、徐展麒著 290

EB007007 三民書局 ﹝精密機械工藝﹞ 2000 y(7IJ5H1*OKTKMN( 工業儀錶 ◎ 周澤川 390

EB007008 三民書局 ﹝精密機械工藝﹞ 1993 y(7IJ5H1*OLKROQ( 精密量具 ◎ 許源泉 400

EB007009 藝軒圖書 ﹝精密機械工藝﹞ 2009 y(7IJ5H6*LQTPLT( 薄膜光學與鍍膜技術 (第六版 ) ◎ 李正中 800

EB007010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85 y(7IJ5H1*OLKRPN( 金屬加工 ◎ 王文雄 178

EB007011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92 y(7IJ5H1*OLKLLL( 塑性加工學 ◎ 林文樹等著 700

EB007012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96 y(7IJ5H1*OLKLMS( 塑性加工學 (李 ) ◎ 李榮顯編著 390

EB007013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93 y(7IJ5H1*OLKLPT( 氧乙炔銲接與切割工作法及實習 ◎ 徐慶昌編著 400

EB007014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78 y(7IJ5H1*OLKTRP( 熔接大意 ◎ 陳朝光 156

EB007015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92 y(7IJ5H1*OKTSRK( 熱處理 ◎ 張天津 270

EB007016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91 y(7IJ5H1*OLKLKO( 鑄造學 ◎ 唱際寬 222

EB007017 三民書局 ﹝金屬工藝﹞ 1986 y(7IJ5H1*OLKKSL( 鑄造用模型製作法 ◎ 于敦德 389

EB007018 亞太 ﹝木工藝﹞ 2000 y(7IJ5H8*MQONSK( 家具設計－現代與後現代 ◎ John Pile 400

EB007019 三悅 ﹝木工藝﹞ 2003 y(7IJ5H5*MQOROL( 木工收納傢俱 DIY ◎ 西片尚樹 250

EB007020 瑞昇 ﹝木工藝﹞ 2004 y(7IJ5H5*MQPMTS( 木工傢俱 &生活雜貨 ◎ 黑川裕二 250

EB007021 三悅 ﹝木工藝﹞ 2005 y(7IJ5H5*MQPQRK( 輕木工收納雜貨 DIY ◎ 阪井清美 200

EB007022 田園城市 ﹝木工藝﹞ 2005 y(7IJ8G7*RKPPTO( 不只是家具：Wilkhahn－創造時代的企業 ◎ 魯道夫．史瓦茲 (RudolfSchwaz) 400

EB007023 藝軒圖書 ﹝木工藝﹞ 2002 y(7IJ5H6*LQQQOS( 木材塗裝工程 ◎ 盧崑宗 350

EB007024 雄獅 ﹝造紙工藝﹞ 1998 y(7IJ5H0*MKSONQ( 造紙師父好手藝 --手抄紙的來龍去脈 ◎ 紙博物 / 文‧吳孟芸 / 圖 350

EB007025 台灣商務 ﹝造紙工藝﹞ 1995 y(7IJ5H0*PLLPTS( 造紙及印刷 ◎ 劉拓 譯 550

EB007026 台灣商務 ﹝造紙工藝﹞ 1995 y(7IJ5H0*PLLPSL( 造紙及印刷 ◎ 劉拓 譯 700

EB007027 台灣商務 ﹝造紙工藝﹞ 1994 y(7IJ5H0*PKTPQO( 中國造紙史話 ◎ 潘吉星 著 140

EB007028 國家 ﹝造紙工藝﹞ 2003 y(7IJ5H3*QKSOKK( 造紙史話 ◎ 張大偉等 200

EB007029 亞太 ﹝印刷工藝﹞ 2001 y(7IJ5H8*MQORPP( 電腦直接製版 ◎ 謝顒丞 300

EB007030 亞太 ﹝印刷工藝﹞ 2000 y(7JJ5H8*MQOOTP( 無水平版光碟印刷 ◎ 謝顒丞 / 吳玉如 350

EB007031 台灣商務 ﹝印刷工藝﹞ 1966 y(7IJ5H0*PLQMST( 中國印刷發展史 ◎ 史梅岑 著 280

EB007032 台灣商務 ﹝印刷工藝﹞ 1994 y(7IJ5H0*PKTPRL( 中國印刷史話 ◎ 張紹勛 著 140

EB007033 國家 ﹝印刷工藝﹞ 2003 y(7IJ5H3*QKSOLR( 印刷史話 ◎ 羅仲輝 200

EB007034 台灣商務 ﹝印刷工藝﹞ 2009 y(7IJ5H0*PMNOKT( 文字的眾母親：活字版印刷之旅 ◎ 港千尋 250

EB007035 三民書局 ﹝印刷工藝﹞ 1992 y(7IJ5H1*TLOKMM( 中文排列方式析論 (平 ) ◎ 司琦著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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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036 左岸 ﹝印刷工藝﹞ 2007 y(7IJ8G7*LROTSR( 拷貝一瞬間 :影印機走入辦公室的歷史 ◎ 大衛．歐文 330

EB007037 台灣商務 ﹝纖維工藝﹞ 1994 y(7IJ5H0*PKTPOK( 中國古代紡織與印染 ◎ 趙翰生 著 140

EB007038 遠足 ﹝其他工藝﹞ 2004 y(7IJ8G7*QNKMRS( 台灣的菸業 ◎ 洪馨蘭 400

EB007039 萬卷樓 ﹝其他工藝﹞ 2000 y(7IJ5H7*NTNLMS( 巧手多能—中國古代手工業史 ◎ 劉永成 200

EB007040 藝術家 ﹝其他工藝﹞ 2000 y(7IJ5H8*MRNRMQ( 二十世紀台灣住民生活竹器 ◎ 李贊壽 著 480

EB007041 智庫文化 ﹝其他工藝﹞ 2005 y(7IJ8G7*SSKTOT( 解讀芭比娃娃：芭比對女性自我形塑的影響 ◎ 300

EB007042 台灣商務 ﹝其他工藝﹞ 2009 y(7IJ5H0*PMONTK( 泰迪熊百年風華小史 ◎ 蜜雪兒‧布朗 180

EB007043 出色文化 ﹝糧商業﹞ 2009 y(7IJ8G6*RPOMKN( 原創品牌力量 可口可樂 ◎ 劉祥亞 280

EB007044 萬卷樓 ﹝糧商業﹞ 2002 y(7IJ5H7*NTOLNM( 台灣茶人採訪錄 ◎ 范增平 300

EB007045 萬卷樓 ﹝糧商業﹞ 2004 y(7IJ5H7*NTPKMN( 中華茶人採訪錄：港澳卷 ◎ 范增平 300

EB007046 萬卷樓 ﹝糧商業﹞ 2005 y(7IJ5H7*NTPLPN( 中華茶人採訪錄：大陸卷 [一 ] ◎ 范增平 300

EB007047 萬卷樓 ﹝糧商業﹞ 2005 y(7IJ5H7*NTPMNS( 中華茶人採訪錄：大陸卷 [二 ] ◎ 范增平 300

EB007048 藝術家 ﹝糧商業﹞ 2009 y(7IJ8G6*PQPQLS( 藏茶生金 ◎ 池宗憲 280

EB007049 三民書局 ﹝糧商業﹞ 2008 y(7IJ5H1*OPKTPR( 生津解渴－中國茶葉的全球化 ◎ 陳慈玉 110

EB007050 遠足 ﹝糧商業﹞ 2005 y(7IJ8G7*QNKPRP( 台灣茶廣告百年 ◎ 張宏庸 350

EB007051 遠足 ﹝糧商業﹞ 2007 y(7IJ8G7*QNKTKM( 台灣的糖業 ◎ 陳明言 400

EB007052 遠足 ﹝糧商業﹞ 2008 y(7IJ8G6*RNLMKO( 台灣的鹽業 ◎ 張復明、方俊育 400

EB007053 瑞昇 ﹝畜牧水產品業﹞ 2007 y(7IJ5H5*MQRLLR( 愛戀焙果334種 ◎ 永 ?正人 220

EB007054 瑞昇 ﹝畜牧水產品業﹞ 2010 y(7IJ5H5*MQTMOL( 日式炸豬排 &炸物 ◎ 旭屋出版社 350

EB007055 遠足 ﹝畜牧水產品業﹞ 2006 台灣美味旅行套書 ◎ 600

EB007056 藝軒圖書 ﹝畜牧水產品業﹞ 1990 y(7IJ5H6*LQLNMM( 西式肉品加工：蒸煮香腸百科 ◎ 楊正護 650

EB007057 西遊記 ﹝畜牧水產品業﹞ 2005 y(7IJ8G8*LRPLKP( 續．東京五星級伴手禮 ◎ 岸 朝子 299

EB007058 西遊記 ﹝畜牧水產品業﹞ 2005 y(7IJ5H2*TSNTSK( 東京五星級伴手禮 ◎ 岸 朝子 299

EB007059 遠足 ﹝畜牧水產品業﹞ 2006 y(7IJ8G7*QNKSOL( 台灣的小吃 ◎ 李怡君編著、廖俊彥攝影 400

EB007060 西遊記 ﹝畜牧水產品業﹞ 2007 y(7IJ8G8*MROTNS( 築地美食王 ◎ 小關敦之 350

EB007061 遠足 ﹝畜牧水產品業﹞ 2009 y(7IJ8G6*RNLMMS( 大口小吃 ◎ 李怡君編著、廖俊彥攝影 199

EB007062 出色文化 ﹝電機資訊業﹞ 2009 y(7IJ8G6*RPOMLK( 世界的平台 NOKIA ◎ 劉祥亞 280

EB007063 群學文化 ﹝電機資訊業﹞ 2008 y(7IJ8G8*OKPOQM( 積體網路 : 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增訂版 Making it 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n Taiwan's Integrated-circuit Industry ◎ 陳東升 著

360

EB007064 智庫文化 ﹝電機資訊業﹞ 2001 y(7IJ5H0*OSOONO( AOL美國線上的成功祕訣 ◎ 280

EB007065 雄獅 ﹝礦產品業﹞ 2007 y(7IJ5H4*ROLKQT( 首飾設計百種――歷史﹑美學與設計 ◎ 粘碧華 560

EB007066 出色文化 ﹝製造品業﹞ 2007 y(7IJ8G6*RPOKLM( IKEA的小氣大財神－英格瓦．坎普拉 ◎ 劉祥亞 280

EB007067 正中書局 ﹝製造品業﹞ 2002 y(7IJ5H0*TLOSKL( 飛行台北‧逛書店 ◎ 應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姜幸君著 300

EB007068 智庫文化 ﹝製造品業﹞ 2001 y(7IJ5H0*OSORKK( 天下第一 DIY店 (精裝 )HOME DEPOT ◎ 460

EB007069 網路與書 ﹝製造品業﹞ 2007 y(7IJ8G6*SOLLRK( 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 ◎ 劉易斯．布茲比 220

EB007070 台灣商務 ﹝製造品業﹞ 1999 y(7IJ5H0*PLPPRM( 憤怒書塵 ◎ 衛浩世 著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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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071 群學文化 ﹝製造品業﹞ 2005 y(7IJ8G8*LKRQKL( 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The History of Secondhand 
Books in Postwar Taiwan ◎ 李志銘 著 畢恆達、辜振豐、孫中興 序

360

EB007072 田園城市 ﹝製造品業﹞ 2006 y(7IJ8G7*KKTLLL( 東京閱讀空間 ◎ 蔡欣芸 300

EB007073 網路與書 ﹝製造品業﹞ 2008 y(7IJ8G6*SOLLQN( 莎士比亞書店 ◎ 雪維兒．畢奇 300

EB007074 九歌 ﹝製造品業﹞ 1998 y(7IJ5H5*QKPNKS( 九歌二十 ◎ 李瑞騰主編 150

EB007075 三民書局 ﹝製造品業﹞ 2003 y(7IJ5H1*ONSQOL( 三民書局五十年 ◎ 逯耀東；周玉山主編 200

EB007076 網路與書 ﹝製造品業﹞ 2008 y(7IJ8G6*SOLMRT( 一面追風，一面追問 ◎ 俞曉群 240

EB007077 智庫文化 ﹝製造品業﹞ 1996 y(7IJ5H9*PPNKOT( 讀者文摘傳奇 ◎ 340

EB007078 台灣商務 ﹝製造品業﹞ 2007 y(7IJ5H0*PMLRLT( 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 ◎ 王學哲 方鵬程 合著 240

EB007079 台灣商務 ﹝製造品業﹞ 2009 y(7IJ5H0*PMOKOS( 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 ◎ 蔡佩玲 400

EB007080 九歌 ﹝製造品業﹞ 2008 y(7IJ5H4*OOPORT( 九歌繞樑三十年：見證台灣文學1978～ 2008 ◎ 汪淑珍 200

EB007081 網路與書 ﹝製造品業﹞ 2008 y(7IJ8G6*SOLMLR( 吉川英治與吉本芭娜娜之間 ◎ 李長聲 320

EB007082 智庫文化 ﹝製造品業﹞ 1999 y(7IJ5H8*NTQPKK( 點石成金 ◎ 220

EB007083 亞太 ﹝其他各種營業﹞ 2004 y(7IJ8G7*SKTMKT( 美髮名店的百萬店長 ◎ 許瑞林 320

EB007084 亞太 ﹝其他各種營業﹞ 2000 y(7IJ5H8*PLKSLO( 美容事業經營寶典 ◎ Henry J. Gambino 450

EB007085 亞太 ﹝其他各種營業﹞ 1996 y(7IJ5H8*PLKRQK( 美容院經營管理 ◎ Edward Tezak 350

EB007086 智庫文化 ﹝其他各種營業﹞ 1999 y(7IJ5H8*NTQNTP( 假日飯店傳奇 ◎ 300

EB007087 三民書局 ﹝其他各種營業﹞ 1994 y(7IJ5H1*TLQSMS( 藝術與拍賣 (精 ) ◎ 施叔青 367

EB007088 三民書局 ﹝其他各種營業﹞ 1994 y(7IJ5H1*TLQSNP( 藝術與拍賣 (平 ) ◎ 施叔青 300

EB007089
典藏藝
術家庭

﹝其他各種營業﹞ 2008 y(7IJ8G6*SNNKRQ( 2008華人現代與當代藝術大典 ◎ 編輯部 2000

EB007090
典藏藝
術家庭

﹝其他各種營業﹞ 2009 y(7IJ8G6*SNNPMQ( 2009華人現代與當代藝術大典 ◎ 編輯部 2000

EB007091 藝術家 ﹝其他各種營業﹞ 2008 y(7IJ8G7*KNOTLP( 藝術市場與投資解碼 ◎ 黃文叡 380

EB007092 藝軒圖書 ﹝其他各種營業﹞ 2003 y(7IJ5H6*LQRMQN( 運動行銷學 ◎ 程紹同 950

EB007093 三民書局 ﹝商學總論﹞ 1993 y(7IJ5H1*TKOPQQ( 經營力的時代 (精 ) ◎ 青龍豐作著；白龍芽譯 244

EB007094 出色文化 ﹝商學總論﹞ 2009 y(7IJ8G6*RPOMQP( 世界富豪的傳奇故事－加拿大首富肯尼斯 ˙湯姆森 ◎ 劉祥亞 300

EB007095 出色文化 ﹝商學總論﹞ 2009 y(7IJ8G6*RPOLTR( 猶太大亨：俄羅斯富豪『阿布』的金錢遊戲 ◎ 劉祥亞 260

EB007096 出色文化 ﹝商學總論﹞ 2007 y(7IJ8G6*RPOKON( 俄羅斯首富 -羅曼．阿布拉莫維奇 ◎ 劉祥亞 280

EB007097 出色文化 ﹝商學總論﹞ 2007 y(7IJ8G6*RPOKMT( Citibank的救星：阿瓦里德 ◎ 劉祥亞 280

EB007098 出色文化 ﹝商學總論﹞ 2007 y(7IJ8G8*NMKQRN( 印度鋼鐵大王 ◎ 拉克斯米 ˙米塔爾 240

EB007099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0 國際市場 [平 ] ◎ 王光中 235

EB007100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0 國際行銷 [平 ] ◎ 呂鍚奇 235

EB007101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0 國際投資 [平 ] ◎ 吳鴻祺 245

EB007102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0 國際貿易之演進與展望 [平 ] ◎ 周宜魁 230

EB007103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0 國際貿易實務 下 [平 ] ◎ 235

EB007104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0 國際貿易實務 上 [平 ] ◎ 260

EB007105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6 y(7IJ5H1*QKOOPT( 國際區域研究 [平 ] ◎ 趙明義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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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106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8 y(7IJ5H1*QKOONP( 國際現勢 [平 ] ◎ 李生辰 115

EB007107 黎明文化 ﹝商學總論﹞ 1998 y(7IJ5H1*QKOOTR( 國際關係 [平 ] ◎ 趙明義 200

EB007108 三民書局 ﹝商學總論﹞ 2003 y(7IJ5H1*TLNRPT( 商業心理學 ◎ 陳家聲 300

EB007109 心理 ﹝商學總論﹞ 2002 y(7IJ5H7*KMPKMT( 商業心理學 (第二版 ) ◎ 徐西森著 550

EB007110 三民書局 ﹝商學總論﹞ 1997 y(7IJ5H1*OMNTNR( 商業自動化 ◎ 王士峰、王士紘編著 360

EB007111 台灣商務 ﹝商學總論﹞ 2004 y(7IJ5H0*PLTMPT( 許朱勝談隨需應變 ◎ 許朱勝 290

EB007112 智庫文化 ﹝商學總論﹞ 2000 y(7IJ5H0*OSOMNQ( E-TAIL全球電子購物市場 ◎ 360

EB007113 三民書局 ﹝商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TQM( 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精 ) ◎ 張玉法主編；虞和平著 400

EB007114 三民書局 ﹝商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TRT( 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平 ) ◎ 張玉法主編；虞和平著 330

EB007115 台灣商務 ﹝商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LQS( 中國古代商業 ◎ 吳 慧 著 140

EB007116 智庫文化 ﹝商學總論﹞ 1996 y(7IJ5H9*PPNKSR( 天才方程式：透視創業領袖的他 ◎ 280

EB007117 健行 ﹝商學總論﹞ 2009 y(7IJ8G6*RTSMLO( 當機會被我遇見 ◎ 羅文森 250

EB007118 智庫文化 ﹝商學總論﹞ 2000 y(7IJ5H8*NTQTKQ( 全球財富創造大師――比爾‧蓋茲 ◎ 280

EB007119 智庫文化 ﹝商學總論﹞ 2004 y(7IJ8G7*SSKRTQ( 哈佛十傑 ◎ 400

EB007120 野人 ﹝商學總論﹞ 2008 y(7IJ8G6*SKRMKQ( 任信創業法則第一條 :員工可以隨時去衝浪 ◎ 伊方．修納 300

EB007121 智庫文化 ﹝商學總論﹞ 1994 y(7IJ5H8*SMTMOO( 夥計 ˙接棒 ◎ 280

EB007122 知書房 ﹝商政﹞ 1996 y(7IJ5H8*QMMNTP( 上海總商會研究 ◎ 張桓忠 350

EB007123 健行 ﹝商政﹞ 1997 y(7IJ5H9*QSKLLK( 商標法實務 ◎ 李茂堂 500

EB007124 三民書局 ﹝商政﹞ 1994 y(7IJ5H1*OMLKMP( 商標授權論―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四 (精 ) ◎ 徐火明主編；李鎂著 322

EB007125 三民書局 ﹝商政﹞ 1994 y(7IJ5H1*OMLKNM( 商標授權論―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四 (平 ) ◎ 徐火明主編；李鎂著 244

EB007126 恆友文化 ﹝商業實踐﹞ 2008 y(7IJ8G8*NKPOOL( 英文商業 -E-MAIL秘訣與鐵則 ◎ 森鳥正巳 320

EB007127 三悅 ﹝商業實踐﹞ 2008 y(7IJ5H5*MQSKOQ( 商務報告書就該這樣寫 ◎ 國分浩太郎 250

EB007128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1996 y(7IJ5H1*OKMROL( 管理數學 ◎ 謝志雄 250

EB007129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1997 y(7IJ5H1*OKPNRR( 商用數學 ◎ 薛昭雄 260

EB007130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2 y(7IJ5H1*OKPNSO( 商用數學 (含商用微積分 ) ◎ 楊維哲 410

EB007131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3 y(7IJ5H1*ONSLSO( 商用年金數學 ◎ 洪鴻銘 230

EB007132 台灣商務 ﹝商業實踐﹞ 2000 y(7IJ5H0*PLQRMM( 碼書 :編碼與解碼的戰爭 ◎ 賽門 . 辛 著 390

EB007133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3 y(7IJ5H1*OKKMLL( 商用英文 (張 ) ◎ 張錦源 420

EB007134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1996 y(7IJ5H1*OKOOKK( 商用英文 (程 ) ◎ 程振粵 290

EB007135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1 y(7IJ5H1*OMNNTP( 商用英文 (黃 ) ◎ 黃正興 460

EB007136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3 y(7IJ5H1*OMNTPL( 國際商務契約―實用中英對照範例集 (增訂二版 ) ◎ 陳春山 690

EB007137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0 y(7IJ5H1*OMTQQN( 商用英文書信 ◎ 篠田義明監修；高崎榮一郎、PaulBissonnette著； 210

EB007138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2 y(7IJ5H1*ONQNOK( 英文商務契約導讀 ◎ 吳仲立、JoyceC. Y. Huang-編著 220

EB007139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5 y(7IJ5H1*ONSSTO( 貿易英文撰寫實務 ◎ 張錦源 800

EB007140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6 y(7IJ5H1*ONSTKK( 英文貿易契約撰寫實務 ◎ 張錦源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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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141 台灣商務 ﹝商業實踐﹞ 2001 y(7IJ5H0*PLQTRP( 商業語言 ◎ 黎運漢 著 350

EB007142 國家 ﹝商業實踐﹞ 1996 y(7IJ5H3*QKOSPN( 商用英文與國貿實務 ◎ 耿秉鈞 450

EB007143 國家 ﹝商業實踐﹞ 1991 y(7IJ5H3*QKKKLP( 如何寫好英文商業書信 ◎ 王威廉 220

EB007144 智庫文化 ﹝商業實踐﹞ 2001 y(7IJ5H0*OSOPQO( 有效商用文書 ◎ 260

EB007145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1979 y(7IJ5H1*OKOOPP( 貿易英文實務習題 ◎ 張錦源 56

EB007146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1979 y(7IJ5H1*OKOOQM( 貿易英文實務題解 ◎ 張錦源 56

EB007147 三民書局 ﹝商業實踐﹞ 2004 y(7IJ5H1*TLNTSS( 祕書實務 ◎ 黃正興 -編著 360

EB007148 國家 ﹝商業實踐﹞ 1993 y(7IJ5H3*QKMMMO( 如何做好英文秘書 ◎ 耿秉鈞 350

EB007149 國家 ﹝商業實踐﹞ 1998 y(7IJ5H3*QKPSRO( 如何做個好秘書 ◎ 何宇牧 200

EB007150 智庫文化 ﹝商業實踐﹞ 2003 y(7IJ8G7*SSKLKT( 秘書 SMART，老闆 HAPPY ◎ 300

EB007151 一覽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MOQSLM( 別讓豬頭老闆嚇倒妳 -上班族聰明應變50招 ◎ 唐行深 &趙久惠 250

EB007152 一覽文化 ﹝企業管理﹞ 2006 y(7IJ8G8*MKMLTL( 史上無敵開發貴人教戰手冊 ◎ 殷剛 180

EB007153 一覽文化 ﹝企業管理﹞ 2006 y(7IJ8G8*MOQSNQ( 歡喜工作甘願受 ◎ 張楚宇 180

EB007154 健行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9*QSKPSP( 企業家成功語錄 ◎ 200

EB007155 健行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9*QSKLKN( 商業的原則 ◎ 邱永漢 200

EB007156 十力文化 ﹝企業管理﹞ 2009 y(7IJ8G8*PQQSKO( OS超能力上班族 ◎ 亞倫‧艾斯勒 250

EB007157 十力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KKLMP( 辦公室超人 --讓自己成為辦公室裡不可或缺的人物 ◎ 亞倫。艾斯勒 Alan Axelrod 280

EB007158 十力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KKLKL( 這樣才配當老闆 -新版 ◎ 李建平 250

EB007159 十力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KKLLS( 富道理窮道理 :轉個彎你會更有錢 ◎ 古古 250

EB00716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1*OKMOQS( 行為管理論 ◎ 林安弘 370

EB00716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1*OKMORP( 行為科學概論 ◎ 龔平邦 270

EB00716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1*OKMPNQ( 實用企業管理學 ◎ 解宏賓 450

EB00716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4 y(7IJ5H1*OKMPON( 企業管理 ◎ 蔣靜一 278

EB007164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1*OKMQLL( 管理新論 ◎ 謝長宏 180

EB00716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1*OKMQMS( 管理概論 ◎ 郭崑謨 370

EB007166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0 y(7IJ5H1*OKQOKO( 組織傳播 ◎ 鄭瑞城 200

EB00716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1*OMNROQ( 管理概論 ◎ 劉立倫 460

EB007168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NQOKL( 管理學 (附 CD) ◎ 伍忠賢 725

EB00716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NSORO( 現代企業管理 ◎ 陳定國 875

EB00717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NSSMP( 現代管理通論 ◎ 陳定國 600

EB00717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NSSNM( 現代企業概論 ◎ 陳定國 400

EB00717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7 y(7IJ5H1*OOKTTQ( 管理學 ◎ 榮泰生 500

EB00717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OLMML( 管理學 (張 ) ◎ 張世佳 560

EB007174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7 y(7IJ5H1*OORPRP( 國際企業管理 ◎ 陳弘信 490

EB00717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83 y(7IJ5H1*TKOPRN( 經營力的時代 (平 ) ◎ 青龍豐作著；白龍芽譯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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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176 大可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MNKPSN( 601職場關鍵細節 ◎ 芭芭拉．派崔特 250

EB007177 大塊 ﹝企業管理﹞ 9711 y(7IJ8G2*LNKTMQ( 發明未來的企業 ◎ 威廉．泰勒、波莉．拉巴爾 300

EB007178 大塊 ﹝企業管理﹞ 9810 y(7IJ8G2*LNLOLL( 1 / 10與4之間：半全球化時代 ◎ 葛馬萬教授 380

EB007179 大塊 ﹝企業管理﹞ 2009 y(7IJ8G2*LNLOSK( 會問問題，才會帶人 ◎ 克莉絲．克拉克―艾普斯坦 250

EB007180 出色 ﹝企業管理﹞ 2008 y(7IJ8G6*QRTMLQ( 態度決定出路 ◎ 林慶昭 220

EB007181 出色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NPLNOK( 一則故事值一億 ◎ 李剛 180

EB007182 出色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NPLMST( 前途自己決定 ◎ 阿爾伯特．哈伯德 149

EB007183 出色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NPLMKN( 玩創意，搞創業（舊版） ◎ 林慶昭 220

EB007184 出色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NPLPPP( 成功要趁早（新版） ◎ 林慶昭 220

EB007185 出色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2*TOTOMT( 想改變就要衝 ◎ 林慶昭 220

EB007186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0*PLNNTO( 現代管理要訣 ◎ 王銳添 著 250

EB007187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0*PLKOOR( 現代企業管理 ◎ 王銳添 編著 500

EB007188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PLSRSS( 石滋宜談競爭力 ◎ 石滋宜 著 350

EB007189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PLSSSR( CEO這麼說 -突破變局的領導名言 ◎ 朱家祥 著 300

EB007190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0*PLMQMP( 成功經理啟示錄 ◎ 何順文 主編 300

EB007191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1994 y(7IJ5H0*PKTTKS( 管理智慧―走進人和人的世界 ◎ 黃熾森 著 240

EB007192 幼獅文化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5*ROLSMM( 危機處理的理論與實務 ◎ 朱延智 200

EB007193 好名堂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6*TNRNSP( 上班前，蠻牛一下 ◎ 張楚宇 230

EB007194 亞太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8*MQOMMT( 設計管理：產品設計之組織、溝通與運作 ◎ 鄧成連 350

EB007195 亞太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8*MQOOLK( 員工協助方案 -工業社會工作的新趨勢 ◎ Gloria Cunningham 300

EB007196 米娜貝爾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TMNOR( 智力資本的策略管理 (米娜貝爾 ) ◎ 戴維 . 克雷恩 380

EB007197 昭明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TMPOP( 知識經濟的創新策略：智慧的覺醒 (昭明 ) ◎ 戴布拉．艾米頓 260

EB007198 耶魯國際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8*NMNNOQ( 從哈佛看世界 ◎ 李蔚華 250

EB007199 國家 ﹝企業管理﹞ 1992 y(7IJ5H3*QKLQKT( 中國的經權管理 ◎ 曾仕強 280

EB007200 國家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3*QKQROL( 如何成為一流洽商高手 ◎ 陸平洲 250

EB007201 國家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3*QKRLOO( 雙贏心理與雙贏技巧 ◎ 邱麗莉 250

EB007202 國家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3*QKRQOT( 企業成功之鑰 ◎ 黃　土 200

EB007203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QLS( 有效協商 ◎ 260

EB00720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0*OSOQKL( 有效專案管理 ◎ 260

EB007205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8*SMTOQQ( 讚！漫談活力管理 ◎ 220

EB007206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8*SMTRQN( 春田再造奇蹟 ◎ 240

EB007207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9*PPNKKL( 活力英雄 ◎ 240

EB007208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9*PPNORQ( 總裁的綠手指 ◎ 240

EB007209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9 y(7IJ5H8*NTQOTO( 商場魔蠍戰士 ◎ 280

EB007210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9 y(7IJ5H8*NTQQQL( 以人為本的企業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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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211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8*NTQSNS( 全球品牌塑造大師――理查‧布蘭森 ◎ 280

EB007212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8*NTQMQP( FedEx 聯邦快遞 ◎ 240

EB007213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KQM( 基業長青 (軟精 ) ◎ 360

EB00721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0*OSOSMN( 老媽的商場智慧 ◎ 320

EB007215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8*NTQMNO( 迪士尼成功的七大秘訣 ◎ 240

EB007216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6 y(7IJ8G7*SSKSPR( 企業傳家寶：全球五十大企業成功祕訣 ◎ 320

EB007217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TQN( 創意致富201個妙主意：中小企業的葵花寶典 ◎ 380

EB007218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8*SMTROT( 何必獅吼 ◎ 260

EB007219 華品 ﹝企業管理﹞ 2008 y(7IJ8G6*RRNNQP( 66個好習慣提昇你的職場競爭力 ◎ 張小雪 199

EB007220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0*NTLPMR( 菜鳥 BJ的辦公室實戰日記 ◎ 280

EB007221 瑞昇 ﹝企業管理﹞ 2008 y(7IJ5H5*MQRNOQ( 圖解超高效資料整理術 ◎ 壺阪龍哉 180

EB007222 三悅 ﹝企業管理﹞ 2009 y(7IJ5H5*MQSPQP( 便利貼女孩發威！提昇職場價值我 OK ◎ 真山美雪 200

EB007223 三悅 ﹝企業管理﹞ 2009 y(7IJ5H5*MQSSRT( 超領導力，不罵人也能管好生產現場 ◎ 西 ?和夫 200

EB007224 漁人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7*KLLQSS( 1大於99 ◎ 耿文國 199

EB007225 漁人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7*KLLQLT( 老闆是你最重要的顧客 ◎ 哈羅德 199

EB007226 福隆 ﹝企業管理﹞ 2009 y(7IJ8G6*SNMOLN( 富爸爸教子書：摩根家族傳世的32封信 ◎ 徐世明 200

EB007227 福隆 ﹝企業管理﹞ 2009 y(7IJ8G6*SNMKPP( 百萬年薪七步走：機會只給懂得掌握的人 ◎ 兆鴻 250

EB007228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9 y(7IJ8G6*RPOMPS( 關鍵下一步！ 33個不可不知的成功法則 ◎ 劉志鴻 300

EB007229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8 y(7IJ8G6*RPOLNP( 亞洲首富 -李嘉誠 ◎ 宋樹理 300

EB007230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MKQSK( 六韜智慧 ◎ 凌永放 349

EB007231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6*RPOKKP( 職場陷阱自救手冊 ◎ 夏志強 240

EB007232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MKQNP( 關鍵策略 ◎ 古一軍 240

EB007233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MKQLL( 成功 V元素 ◎ 古一軍 240

EB007234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6 y(7IJ8G8*MOMRPN( 向 Panasonic學習 ----看松下幸之助如何創造3C王國 ◎ 王志剛 199

EB007235 正中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TLQOPO( 贏的人生管理 ◎ 趙守博 230

EB007236 正中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0*TLRLMN( 上班摸魚法則 ◎ 鄭蓉澤 200

EB00723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NTSOQ( 中國管理哲學 ◎ 曾仕強 220

EB007238 大塊 ﹝企業管理﹞ 2007 y(7IJ5H8*OQSQLK( 80 / 20法則 (十年典藏版 ) ◎ 理查．柯克 280

EB007239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0*OSOPOK( 有效時間管理 ◎ 260

EB007240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NTLNKP( 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只是把日子填滿，還是充實過每一分鐘？ ◎ 230

EB00724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1*OMQNMR( 企業管理辭典 (精 ) ◎ BengtKarl著；廖文志、欒斌譯 500

EB007242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0*PLMPTP( 商業管理啟示錄 ◎ 饒美蛟 主編 340

EB007243 健行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5*QKSSOM( 松下幸之助成功法則（原：經營之心 ） ◎ 松下正治 200

EB007244 健行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5*QKSQQS( 青年創業成功不是夢 （原：如何在35歲以前成功） ◎ 瀨川博美 190

EB00724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1*OKMPTS( 企業政策 ◎ 陳光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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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246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1*OLTKRR( 數量方法 ◎ 葉桂珍 260

EB00724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1*ONPTTM( 策略管理 (附 CD) ◎ 伍忠賢 800

EB007248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NTOPR( 策略管理全球企業案例分析 (增訂二版 ) ◎ 伍忠賢 260

EB00724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1*OOORPS( 策略管理學 ◎ 榮泰生 390

EB007250 大塊 ﹝企業管理﹞ 2008 y(7IJ8G2*LNKOQT( 女人做的好生意 ◎ 李靜采等人合著 280

EB007251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POQ( 目標管理法 ◎ 黃　土 200

EB007252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SNQ( 如何當機立斷 ◎ 范宜軒 200

EB007253 國家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3*QKTRLL( 增進你的企劃能力 ◎ 何宇牧 250

EB00725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0*OSOKLO( 創新高手談創新 ◎ 240

EB007255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8*NTQSRQ( 全球企業購併大師――儒伯‧梅鐸 ◎ 280

EB007256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8G7*SSKNRQ( 競爭大未來 ◎ 380

EB007257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8G7*SSKNTK( 創造新財富：企業轉型的利基策略 ◎ 380

EB007258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QTO( 競爭加倍速 ◎ 360

EB007259 左岸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7*LROTQN( 一隻滑鼠闖通關 ◎ 盧斯克、哈理森 260

EB00726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4 y(7IJ5H1*OMKRRQ( 數量方法題解 ◎ 葉桂珍 210

EB00726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1*OKMPLM( 組織行為學 ◎ 高尚仁、伍錫康著 267

EB00726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KMQOM( 企業組織與管理 (郭 ) ◎ 郭崑謨 400

EB00726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1*ONQRTL( 標竿學習―向企業典範取經 ◎ BengtKarlof等著；胡瑋珊譯 175

EB007264 大塊 ﹝企業管理﹞ 9704 y(7IJ8G2*LNKPKQ( 決定未來的10種人 ◎ 湯姆．凱利、喬納森．李特曼 350

EB007265 大塊 ﹝企業管理﹞ 2006 y(7IJ8G7*KPTOMK( 從後果到成果 ◎ 賈利．尼爾遜、布魯斯．巴斯特納 320

EB007266 大穎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2*TPSTNN( 如魚得水之壽司屋哲學 ◎ 史蒂芬 . 藍丁 (Stephen C. Lundin), 約翰 . 柯
里斯坦森 (John Christensen), 哈利 . 保羅 (Harry Paul)作 ; 馨譯

220

EB007267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PLTKPL( 管理見真心 ◎ 洪秀鑾 200

EB007268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PLSTPP( EMBA的第一門課 ◎ 葉匡時 著 500

EB007269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TTR( 廣告心理學 ◎ 楊　志 250

EB007270 國家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3*QKNSMP( 成功管理40要訣 ◎ 王威廉 180

EB007271 國家 ﹝企業管理﹞ 1991 y(7IJ5H3*QKKNPK( 如何成為一流主管 ◎ 黃榮清 200

EB007272 國家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3*QKPLPR( 卓越經營與成功領導 ◎ 林俊達 200

EB007273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RKQ( 如何發揮領導才能 ◎ 陳子超 220

EB007274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RTT( 如何增強統率力 ◎ 羅峻才 220

EB007275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TTR( 廿一世紀成功管理法 ◎ 張越宏 250

EB007276 國家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3*QKRSMN( 增進你的管理能力 ◎ 劉冠慶 200

EB007277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SRL( 牧者的管理智慧：有效管理的七項要訣 （中英雙書） ◎ 360

EB007278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TMP( 人際關係101：優秀的領導力基奠於良好的人際關係（中英雙書） ◎ 300

EB007279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TNM( 雙贏領導101：不要滿足於自己能夠獨力完成的事 （中英雙書） ◎ 300

EB007280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6 y(7IJ8G7*MQORPQ( 人際關係101 （中文版）（軟精裝）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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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281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6 y(7IJ8G7*MQORRK( 雙贏領導101 （中文版）（軟精裝） ◎ 220

EB007282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TMP( 人際關係101 （中英雙書） ◎ 300

EB007283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TNM( 雙贏領導101 （中英雙書） ◎ 300

EB00728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NSK( 有效溝通 ◎ 260

EB007285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NTR( 有效授權 ◎ 260

EB007286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0*OSOPSS( 有效領導 ◎ 260

EB007287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9*PPNRQQ( 潛力再開發 ◎ 260

EB007288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8*NTQRRR( 全球企業再造大師――傑克‧威爾許 ◎ 280

EB007289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SLQ( 鋼鐵勁旅 ◎ 300

EB007290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SSKNPM( 台灣世界級企業家領導風範 ◎ 360

EB007291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OOKOS( 機會由自己創造 ◎ 380

EB007292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8*NTQOKL( 智慧資本 ◎ 360

EB007293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QOKSO( 牧者的七堂課 ◎ 280

EB00729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QOLPM( 一分鐘卓越，三十秒假期 ◎ 300

EB007295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QOPMR( 2010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文版） ◎ 450

EB007296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QOPOL( 2010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上）（中英雙書） ◎ 420

EB007297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QOPQP( 2010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下）（中英雙書） ◎ 420

EB007298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0*NTLPNO( 細節做對，你就贏了！―― 總裁向清潔婦學習反敗為勝的故事 ◎ 200

EB007299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0*NTLQNN( 這就是檢查！ ◎ 260

EB007300 群學文化 ﹝企業管理﹞ 2008 y(7IJ8G8*OKPORT( 公司男女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 羅莎貝
摩絲肯特（ (Rosabeth Moss Kanter）著 Nakao Eki 譯

550

EB007301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MOMRTL( GE的變革 ---傑克 . 威爾許通用領導 ◎ 高軼飛 ,陳亞光 240

EB007302 黎明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QKQTST( 兵法領導管理學 [平 ] ◎ 李啟明 280

EB007303 心理 ﹝企業管理﹞ 2009 y(7IJ8G1*TLMPSP( 組織與管理心理學（第二版） ◎ 劉信吾著 350

EB00730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1999 y(7IJ5H8*NTQPQM( 領導智商 ◎ 280

EB007305 大塊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7*KPTQLL( 新手經理人聖經 ◎ 洛倫．貝爾克、葛瑞．托普琴克 300

EB007306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88 y(7IJ5H1*OKMOLN( 員工訓練學 ◎ 傅肅良 244

EB00730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4 y(7IJ5H1*OKMRST( 人事管理 (修訂版 ) ◎ 傅肅良 410

EB007308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1*OLTNSL( 人力資源策略管理 ◎ 何永福、楊國安著 300

EB00730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NQTTT( 互動式管理的藝術 ◎ PhillipL. Hunsaker，TonyAlessandra著；胡瑋珊譯 260

EB00731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OLLSO( 當代人力資源管理 ◎ 沈介文、徐明儀、陳銘嘉 -著 500

EB00731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TMNMKS( 人力資源管理―臺灣；日本；韓國 (平 ) ◎ 佐護譽原著；蘇進安、林有志譯 250

EB007312 耶魯國際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8*NMNNRR( BOSS誰來當 ◎ 149

EB007313 國家 ﹝企業管理﹞ 1994 y(7IJ5H3*QKNKKT( 員工的管理與培育 ◎ 孫英陸 250

EB007314 國家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3*QKMQSM( 如何激勵員工．留住人才 ◎ 張越宏 220

EB007315 國家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3*QKPNQM( 如何管理你的部屬 ◎ 羅峻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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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316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OQL( 如何指責部屬糾正錯誤 ◎ 王文風 200

EB007317 國家 ﹝企業管理﹞ 1998 y(7IJ5H3*QKPRPL( 如何管理女職員 ◎ 趙英凱 200

EB007318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OKN( 有效求才 ◎ 260

EB007319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QMP( 有效評鑑 ◎ 260

EB007320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NTLOPT( 釣到好人才，緊緊網住他 ◎ 200

EB007321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0*NTLPOL( 賣魚賣到全世界都知道 ◎ 260

EB00732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0 y(7IJ5H1*OKMOKQ( 員工考選學 ◎ 傅肅良 278

EB007323 健行 ﹝企業管理﹞ 2004 y(7IJ8G7*RPNONO( 職場悠遊卡 --辦公室生存50招 （原：如何讓老闆 say yes) ◎ 吳晶晶 180

EB007324 健行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5*QKSSTR( 拚戰權力職場 ◎ 彭懷真 220

EB007325 大塊 ﹝企業管理﹞ 9806 y(7IJ8G2*LNLMMK( 拒絕混蛋守則 ◎ 羅伯．蘇頓 250

EB007326 大塊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2*LNKLOS( 熱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學 ◎ 瑪格麗特．羅賓絲婷 280

EB007327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0*PMKNNK( 搞定魔鬼上司 ◎ 肖恩 貝爾丁 著 250

EB007328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2007 y(7IJ5H0*PMLRPR( 辣椒成功哲學 ◎ 延斯‧魏德納 200

EB007329 國家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3*QKRQNM( 職場教戰守則 ◎ 吳玉華 200

EB007330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5 y(7IJ8G7*MQOOOM( 世界最富有的人：艾佛烈特的祕密（中英雙書） ◎ 360

EB007331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PRL( 有效共事之道 ◎ 260

EB007332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0*NTLLSN( 拜託一下 ! ◎ 180

EB007333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0*NTLLTK( 輕鬆搞定難纏的上司 ◎ 220

EB007334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NTLOMS( 誰說工作時不能跳舞？ ◎ 250

EB007335 奧林文化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0*NTLOTR( 辦公室人性心理學 ◎ 220

EB007336 出色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8G8*NMKQQQ( 別讓細節壞大事 ◎ 夏志強 240

EB007337 蘭臺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9*LPORRM( 酷兒工作族 ◎ 賴芳真 250

EB007338 大塊 ﹝企業管理﹞ 2010 y(7IJ8G2*LNLQTP( 創造成功本能 ◎ 湯瑪士‧哈里遜 280

EB007339 黎明文化 ﹝企業管理﹞ 2007 y(7IJ5H1*QKRRNN( 新鮮人職場求生術 [平 ] ◎ 梁璧瑩 260

EB007340 黎明文化 ﹝企業管理﹞ 2008 y(7IJ5H1*QKRROK( 職場攻防手冊－行事曆以外的相關係數 [平 ] ◎ 仰大信 260

EB007341 國家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3*QKTSMR( 如何提高會議效率 ◎ 劉秋岳 200

EB00734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0 y(7IJ5H1*OKMQTR( 現代生產管理學 ◎ 劉一忠 330

EB00734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86 y(7IJ5H1*OKMRMR( 生產管理 ◎ 劉漢容 389

EB007344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1*OLKQPO( 生產計劃與管制 ◎ 郭照坤 356

EB00734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1*OLKQQL( 生產實務 ◎ 劉漢容 500

EB007346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1*OMPMRQ( 生產與作業管理 ◎ 黃峰蕙、施勵行、林秉山著 400

EB00734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9 y(7IJ5H1*OMTLQS( 生產與作業管理 ◎ 黃學亮 530

EB007348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1*OOPKRQ( 生產與作業管理 ◎ 張百棧 420

EB00734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8 y(7IJ5H1*OORSTQ( 生產與作業管理 (修訂四版 ) ◎ 潘俊明 650

EB00735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89 y(7IJ5H1*OKMRTQ( 作業研究 ◎ 林照雄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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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35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83 y(7IJ5H1*OKMSLT( 作業研究 (精 ) ◎ 劉一忠 422

EB00735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4 y(7IJ5H1*OKMSMQ( 作業研究 (平 ) ◎ 劉一忠 356

EB00735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1*OLKPQM( 計畫管制實習 ◎ 張益三 250

EB007354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MKTON( 作業研究 ◎ 廖慶榮 630

EB00735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0 y(7IJ5H1*ONMTQK( 作業研究 ◎ 劉賓陽 690

EB007356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1*OKMSKM( 作業研究 ◎ 楊超然 420

EB00735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MLTNN( 作業研究題解 ◎ 廖慶榮、廖麗滿著 340

EB007358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0 y(7IJ5H1*OKKPLS( 可靠度導論 ◎ 戴久永 400

EB00735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2 y(7IJ5H1*OKMRPS( 品質管制 (合 ) ◎ 石川馨著；柯阿銀譯 200

EB00736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1*OMMPOL( 品質管理 (精 ) ◎ 鄭春生 820

EB00736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NSPQQ( 品質管制 ◎ 劉漢容 450

EB007362 國家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3*QKLTNR( 庫存管理實務 ◎ 鄧世禎 250

EB007363 國家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3*QLKOTQ( 專案採購管理實務與應用 ◎ 高潘全譯 400

EB007364 智庫文化 ﹝企業管理﹞ 2001 y(7IJ5H0*OSOPKM( 有效報告 ◎ 260

EB00736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2 y(7IJ5H1*OLSNQK( 營業預算概念與實務 ◎ 汪承運編著 578

EB007366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MTNTR( 財務報表分析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盧聯生著 850

EB007367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1*ONQOLS( 公司鑑價 ◎ 伍忠賢 650

EB007368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1*ONQQSP( 財務管理 (附 CD) ◎ 伍忠賢 725

EB00736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NRMRT( 企業價值―股東財富的探求 ◎ DrAndrewBlack，PhilipWright，JohnDavies著；黃振聰譯 330

EB00737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1*ONROTL( 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 (附 CD) ◎ 張瑞芳 500

EB00737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NSPNP( 財務管理－原則與應用 ◎ 郭修仁 380

EB00737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3 y(7IJ5H1*ONSQPS( 國際財務管理 (附 CD) ◎ 伍忠賢 630

EB00737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1*OOMPPQ( 財務管理―觀念與應用 ◎ 張國平 350

EB007374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6 y(7IJ5H1*OOMRMN( 國際財務管理 (修訂二版 ) ◎ 劉亞秋 -著、蔡政言 -修訂 520

EB007375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1*OOMSQK( 財務管理 ◎ 戴欽泉 600

EB007376 台灣商務 ﹝企業管理﹞ 1993 y(7IJ5H0*PKROLQ( 中小型企業自助財務管理 ◎ 傅啟榮 著 130

EB007377 國家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3*QKNRLT( 財務報表之認識與分析 ◎ 何達夫 220

EB007378 黎明文化 ﹝企業管理﹞ 1995 y(7IJ5H1*QKOLTK( 如何做好財務管理 [平 ] ◎ 呂輝堂 280

EB007379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4 y(7IJ5H1*ONORSK( 財務報表分析題解 (修訂三版 ) ◎ 洪國賜編著 370

EB007380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5 y(7IJ5H1*ONPMPL( 管理會計 (附 CD)(修訂二版 ) ◎ 王怡心 620

EB007381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2002 y(7IJ5H1*ONPPKN( 管理會計習題與解答 (修訂二版 ) ◎ 王怡心 600

EB007382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7 y(7IJ5H1*OKPQLM( 管理資訊系統 ◎ 李傳明 500

EB007383 三民書局 ﹝企業管理﹞ 1996 y(7IJ5H1*OMPKMN( 決策支援系統 ◎ 王存國、季延平、范懿文著 460

EB007384 三民書局 ﹝會計﹞ 2002 y(7IJ5H1*OKOSRP( 初級會計學 (下 ) ◎ 洪國賜 370

EB007385 三民書局 ﹝會計﹞ 1999 y(7IJ5H1*ONKNNL( 中級會計學 (上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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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386 三民書局 ﹝會計﹞ 2000 y(7IJ5H1*ONKNOS( 中級會計學 (下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700

EB007387 三民書局 ﹝會計﹞ 2007 y(7IJ5H1*OORRPT( 會計學 (上 )(修訂六版 ) ◎ 幸世 -間著；洪文湘 -修訂 400

EB007388 三民書局 ﹝會計﹞ 2008 y(7IJ5H1*OOTNSS( 會計學 (下 )(修訂六版 ) ◎ 幸世間 -著、洪文湘 -修訂 310

EB007389 大塊 ﹝會計﹞ 2007 y(7IJ8G7*KPTRPS( 社長的賓士車為什麼是四門的？ ◎ 小�桂悅郎 250

EB007390 台灣商務 ﹝會計﹞ 1996 y(7IJ5H0*PLMSLQ( 經營管理財務指南 ◎ 吳樹文 譯 200

EB007391 智庫文化 ﹝會計﹞ 2003 y(7IJ5H0*OSOKPM( 會計 easy，理財 smart：輕鬆瞭解財務報表 ◎ 360

EB007392 三民書局 ﹝會計﹞ 1993 y(7IJ5H1*OKPKNM( 會計學概要習題 ◎ 李兆萱 55

EB007393 三民書局 ﹝會計﹞ 1999 y(7IJ5H1*ONKNLR( 中級會計學題解 (上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370

EB007394 三民書局 ﹝會計﹞ 2000 y(7IJ5H1*ONKNMO( 中級會計學題解 (下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400

EB007395 三民書局 ﹝會計﹞ 2002 y(7IJ5H1*ONOTMQ( 會計資訊系統 ◎ 顧裔芳、范懿文、鄭漢鐔編著 480

EB007396 三民書局 ﹝會計﹞ 2007 y(7IJ5H1*OOQMMQ( 財務報表分析 (增訂五版 ) ◎ 李祖培 620

EB007397 三民書局 ﹝會計﹞ 2005 y(7IJ5H1*OOLNPL( 商業簿記 (上 )(增訂二版 ) ◎ 盛禮約 180

EB007398 三民書局 ﹝會計﹞ 2006 y(7IJ5H1*OOLNQS( 商業簿記 (下 )(增訂二版 ) ◎ 盛禮約 190

EB007399 三民書局 ﹝會計﹞ 1995 y(7IJ5H1*OKOSPL( 銀行會計實務 ◎ 趙仁達 178

EB007400 三民書局 ﹝會計﹞ 1994 y(7IJ5H1*OKPKRK( 成本會計 ◎ 盛禮約 278

EB007401 三民書局 ﹝會計﹞ 1998 y(7IJ5H1*OLTLKR( 成本會計 ◎ 張昌齡 550

EB007402 三民書局 ﹝會計﹞ 2005 y(7IJ5H1*OMRMPQ( 成本會計 (上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570

EB007403 三民書局 ﹝會計﹞ 1998 y(7IJ5H1*OMRMQN( 成本會計 (下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610

EB007404 三民書局 ﹝會計﹞ 2004 y(7IJ5H1*ONQSKR( 成本會計 (上 )(增訂三版 ) ◎ 費鴻泰、王怡心著 500

EB007405 三民書局 ﹝會計﹞ 2004 y(7IJ5H1*ONQSLO( 成本會計 (下 )(增訂三版 ) ◎ 費鴻泰、王怡心 480

EB007406 三民書局 ﹝會計﹞ 2006 y(7IJ5H1*OOPSLQ( 成本與管理會計 ◎ 王怡心 620

EB007407 三民書局 ﹝會計﹞ 1993 y(7IJ5H1*OKPKSR( 成本會計習題 ◎ 盛禮約 33

EB007408 三民書局 ﹝會計﹞ 1998 y(7IJ5H1*OMRNLR( 成本會計題解 (上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370

EB007409 三民書局 ﹝會計﹞ 1998 y(7IJ5H1*OMRNMO( 成本會計題解 (下 )(增訂新版 ) ◎ 洪國賜 370

EB007410 三民書局 ﹝會計﹞ 2003 y(7IJ5H1*ONQSPM( 成本會計習題與解答 (上 )(增訂三版 ) ◎ 費鴻泰、王怡心著 360

EB007411 三民書局 ﹝會計﹞ 2003 y(7IJ5H1*ONQSQT( 成本會計習題與解答 (下 )(增訂三版 ) ◎ 費鴻泰、王怡心著 270

EB007412 台灣商務 ﹝會計﹞ 1993 y(7IJ5H0*PKSMKS( 應用電腦審計 -企業管理人須知 ◎ 姚力堅 著 200

EB007413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5 y(7IJ5H1*ONQSOP( 行銷學 (曾 ) ◎ 曾光華 -編著 450

EB007414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84 y(7IJ5H1*OKOQRR( 行銷管理 (精 ) ◎ 郭崑謨 711

EB007415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1 y(7IJ5H1*OKOQSO( 行銷管理 (平 ) ◎ 郭崑謨 644

EB007416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5 y(7IJ5H1*OKQKTL( 行銷傳播學 ◎ 羅文坤 420

EB007417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5 y(7IJ5H1*OLTLNS( 行銷管理 ◎ 陳正男 470

EB007418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4 y(7IJ5H1*OMKQQK( 實用國際行銷學 ◎ 江顯新 460

EB007419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4 y(7IJ5H1*ONQSOP( 行銷學 (增訂三版 ) ◎ 方世榮 650

EB007420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5 y(7IJ5H1*ONTNMR( 行銷管理－理論與實務 ◎ 郭振鶴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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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421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5 y(7IJ5H1*OOKNQL( 行銷管理 ◎ 陳希沼 520

EB007422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4 y(7IJ5H1*OOKRRO( 行銷管理―觀念活用與實務應用 ◎ 李宗儒編著 420

EB007423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5 y(7IJ5H1*OOMKOO( 行銷管理 ◎ 李正文 390

EB007424 大塊 ﹝行銷管理﹞ 2009 y(7IJ8G2*LNLORN( 新大眾市場行銷 ◎ 保羅．諾恩斯 & 布萊恩．強生 380

EB007425 台灣商務 ﹝行銷管理﹞ 1994 y(7IJ5H0*PKTSRS( 中國大陸市場營銷 ◎ 卜妙金 著 240

EB007426 台灣商務 ﹝行銷管理﹞ 1996 y(7IJ5H0*PLMNSK( 巿場營銷啟示錄 ◎ 冼日明 主編 300

EB007427 台灣商務 ﹝行銷管理﹞ 1994 y(7IJ5H0*PKSTTO( 國際行銷策略 ◎ 蘇關球 著 300

EB007428 台灣商務 ﹝行銷管理﹞ 1991 y(7IJ5H0*PKMTKT( 管理與承擔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108

EB007429 台灣商務 ﹝行銷管理﹞ 1983 y(7IJ5H0*PKNQPO( 組織設計學 ◎ 郭俊次 著 306

EB007430 亞太 ﹝行銷管理﹞ 2003 y(7IJ8G7*SKTKTO( 設計管理與策略實戰篇 ◎ 胡佑宗 550

EB007431 亞太 ﹝行銷管理﹞ 2000 y(7JJ5H8*MQOPLS( 兒童消費者 ◎ Barrie Gunter and Adrin Furnham 250

EB007432 亞太 ﹝行銷管理﹞ 1997 y(7IJ5H8*PLKSSN( 廣播電視媒介銷售 ◎ Charles Warner / Joseph Buchman 500

EB007433 國家 ﹝行銷管理﹞ 1998 y(7IJ5H3*QKPRSM( 現代營銷戰略 ◎ 高慶國 200

EB007434 華品 ﹝行銷管理﹞ 2008 y(7IJ8G6*RRNOSS( 生意場的買賣36計 ◎ 耿文國 280

EB007435 華品 ﹝行銷管理﹞ 2007 y(7IJ8G7*KSLQKP( 成交必殺技 ◎ 方軍 250

EB007436 奧林文化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0*NTLKQK( S. E. P. 行銷寶典－－聰明簡單的事業行銷秘訣 ◎ 250

EB007437 暢文 ﹝行銷管理﹞ 2006 y(7IJ5H8*PKRQQL( 創意包裝設計 (新版 ) ◎ 陳素琴 360

EB007438 福隆 ﹝行銷管理﹞ 2009 y(7IJ8G6*SNMMRR( 超級業務不教你的煉金術 ◎ 馬裡 200

EB007439 黎明文化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1*QKPNOK( 如意雙手－公關與危機處理七講 [平 ] ◎ 陸炳文 250

EB007440 黎明文化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1*QKPOQN( 成敗之間 -胡雪巖經商之道 [平 ] ◎ 王耀輝 ,王文戈 , 220

EB007441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5 y(7IJ5H1*OONMMP( 行銷研究－理論、方法、運用 ◎ 蕭鏡堂 380

EB007442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6 y(7IJ5H1*OONTQQ( 行銷研究―觀念與應用 ◎ 黃俊堯、黃士瑜 290

EB007443 田園城市 ﹝行銷管理﹞ 2009 y(7IJ8G7*KKTQPO( 可愛的東京雜貨 巴黎女人挑選的73款珍藏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07444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7 y(7IJ5H8*NTQKKP( 超級愛買家 ◎ 180

EB007445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7 y(7IJ5H1*OKRLSK( 經濟地理 (增訂新版 ) ◎ 陳伯中 480

EB007446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2004 y(7IJ5H1*OMMKNT( 市場調查 ◎ 方世榮 -編著 340

EB007447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5 y(7IJ5H8*SMTORN( 賣場如秀場 ◎ 240

EB007448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6 y(7IJ5H9*PPNKTO( 驚讚服務 ◎ 240

EB007449 國家 ﹝行銷管理﹞ 2002 y(7IJ5H3*QKRSOR( 女性消費心理面面觀 ◎ 周宇寬 200

EB007450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8 y(7IJ5H8*NTQMTQ( 顧客服務心 ◎ 240

EB007451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2004 y(7IJ8G7*SSKOKQ( 忠誠度：企業獲得利潤的基石 ◎ 380

EB007452 奧林文化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0*NTLKKS( 生活型態行銷 ALL IN ONE ◎ 320

EB007453 奧林文化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9*SMQMTR( X+Y+N世代行銷 ◎ 220

EB007454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8 y(7IJ5H8*NTQMST( 企業同盟 ◎ 250

EB007455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1 y(7IJ5H1*OKKLRO( 國際行銷 (五專 ) ◎ 郭崑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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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456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3 y(7IJ5H1*OKOQPN( 國際行銷管理 ◎ 許士軍 167

EB007457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1 y(7IJ5H1*OKOQQK( 國際行銷 (大學 ) ◎ 郭崑謨 389

EB007458 三民書局 ﹝行銷管理﹞ 1991 y(7IJ5H1*OKORTK( 行銷學通論 ◎ 龔平邦 156

EB007459 大塊 ﹝行銷管理﹞ 2009 y(7IJ8G2*LNLNKP( 絕對達成業績的超數字術 ◎ 菊原智明 230

EB007460 台灣商務 ﹝行銷管理﹞ 2003 y(7IJ5H0*PLRTPS( 先秦諸子與現代營銷 ◎ 路新生 著 280

EB007461 國家 ﹝行銷管理﹞ 1997 y(7IJ5H3*QKMNKT( 10分鐘推銷成功法 ◎ 張少明 180

EB007462 國家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3*QKQMOQ( 銷售方法與宣傳技巧 ◎ 羅峻才 220

EB007463 國家 ﹝行銷管理﹞ 2006 y(7IJ5H3*QLKNLL( 商品的包裝與銷售 ◎ 程仕楷 250

EB007464 國家 ﹝行銷管理﹞ 2006 y(7IJ5H3*QLKOQP( 如何成為優秀店員 ◎ 王維凱 250

EB007465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5 y(7IJ5H8*SMTRLS( 真正英雄 ◎ 300

EB007466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6 y(7IJ5H9*PPNMLQ( 職場攻頂 ◎ 240

EB007467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1998 y(7IJ5H8*NTQMLK( 行銷煉金術 ◎ 240

EB007468 智庫文化 ﹝行銷管理﹞ 2001 y(7IJ5H0*OSORLR( 增加業績新策略 ◎ 320

EB007469 奧林文化 ﹝行銷管理﹞ 1999 y(7IJ5H0*NTLKMM( 超級二流業務員的 TOP業績祕訣 ◎ 250

EB007470 奧林文化 ﹝行銷管理﹞ 2002 y(7IJ5H0*NTLLQT( 視覺行銷－－抓住怪怪粉絲（ fans） ◎ 320

EB007471 奧林文化 ﹝行銷管理﹞ 2007 y(7IJ5H0*NTLRTO( 頂尖街頭藝人教給我的人生課 ◎ 250

EB007472 大牌 ﹝行銷管理﹞ 2009 y(7IJ8G8*POQPKT( 把 HONDA汽車賣給 TOYOTA社長的方法 ◎ 牛澤毅一郎 240

EB007473 三民書局 ﹝廣告﹞ 1997 y(7IJ5H1*OKQMMK( 廣告學 ◎ 顏伯勤 220

EB007474 三民書局 ﹝廣告﹞ 1992 y(7IJ5H1*OLTNRO( 展示設計 ◎ 黃世輝、吳瑞楓著 760

EB007475 亞太 ﹝廣告﹞ 2008 y(7IJ8G7*SKTORQ( 廣告理論與戰略（第14修訂版） ◎ 清水公一 450

EB007476 亞太 ﹝廣告﹞ 2001 y(7IJ5H8*MQOQPQ( 廣告理論與戰略 ◎ 清水公一 400

EB007477 亞太 ﹝廣告﹞ 2000 y(7IJ5H8*PLKNRL( 廣告學 ◎ Donald / Gordon 550

EB007478 國家 ﹝廣告﹞ 2004 y(7IJ5H3*QKTMSP( 新編簡明廣告英語 ◎ 劉秀玉 250

EB007479 智庫文化 ﹝廣告﹞ 2000 y(7IJ5H0*OSOLNR( 廣告魔法師 ◎ 260

EB007480 智庫文化 ﹝廣告﹞ 2004 y(7IJ8G7*SSKQQQ( Lois廣告大創意 ◎ 380

EB007481 三悅 ﹝廣告﹞ 2009 y(7IJ5H5*MQSSPP( 集客力 Up黑板 POP ◎ 石川香代 350

EB007482 正中書局 ﹝廣告﹞ 2002 y(7IJ5H0*TLORPR( 女為悅己者「瘦」? ◎ 張錦華著 300

EB007483 三民書局 ﹝廣告﹞ 2003 y(7IJ5H1*OLTNQR( 廣告設計 ◎ 管倖生 840

EB007484 茵山外 ﹝廣告﹞ 2007 y(7IJ8G6*TLQKPM( 魔朵的祕密 ◎ EVA 220

EB007485 智庫文化 ﹝廣告﹞ 1997 y(7IJ5H8*NTQLLL( 致富頻道 ◎ 240

EB007486 國家 ﹝廣告﹞ 1993 y(7IJ5H3*QKMMNL( 如何寫好廣告文案 ◎ 黃文博 250

EB007487 國家 ﹝廣告﹞ 2002 y(7IJ5H3*QKRQQN( DM的設計與應用 ◎ 李澤岳 200

EB007488 大塊 ﹝商店﹞ 2006 y(7IJ8G7*KPTMNT( Japan Style ◎ 柯珊珊 350

EB007489 田園城市 ﹝商店﹞ 2006 y(7IJ8G7*RKPTTK( 流行獨立――充滿偏見的巴黎時尚購物書 ◎ 簡兢谷 300

EB007490 大塊 ﹝商店﹞ 2006 y(7IJ8G7*KPTNRQ( 沃爾瑪效應 ◎ 查爾斯．費希曼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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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491 大塊 ﹝商店﹞ 2006 y(7IJ8G7*KPTNRQ( 沃爾瑪效應 ◎ 查爾斯．費希曼 320

EB007492 智庫文化 ﹝商店﹞ 2006 y(7IJ8G7*MQOQRL( The Wal-Mart Way：全球最大零售企業成功12法則（中文版） ◎ 460

EB007493 左岸 ﹝商店﹞ 2003 y(7IJ8G7*SPOORQ( 條碼的祕密 ◎ 黃慧綺 200

EB007494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4 y(7IJ5H8*SMTKNT( 21世紀汽車大對決 ◎ 280

EB007495 智庫文化 ﹝企業志﹞ 2002 y(7IJ5H8*SMTKLP( 奇異傳奇 ◎ 280

EB007496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4 y(7IJ5H8*SMTLTK( 肥皂劇 ◎ 280

EB007497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5 y(7IJ5H8*SMTRRK( 藍血十傑 ◎ 360

EB007498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5 y(7IJ5H8*SMTTOR( 全錄精神 ◎ 320

EB007499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6 y(7IJ5H9*PPNQSL( 百事達傳奇 ◎ 320

EB007500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9 y(7IJ8G7*SSKNOP( NIKE 耐吉王國 ◎ 360

EB007501 智庫文化 ﹝企業志﹞ 1995 y(7IJ5H8*SMTTNK( 不倒神話 ◎ 320

EB007502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總論﹞ 1970 y(7IJ5H1*OLOMMP( 從根救起 (精 ) ◎ 陳立夫 110

EB007503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總論﹞ 2008 y(7IJ5H1*OPKROM( 社會科學概論 (修訂三版 ) ◎ 周陽山 -等著 250

EB007504 台灣商務 ﹝社會科學總論﹞ 1986 y(7IJ5H0*PKLNTL( 傳播、社會、科技 ◎ 祝基瀅 著 135

EB007505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87 解析文學 [平 ] ◎ 姜穆 150

EB007506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90 y(7IJ5H1*QKLNKO( 營養概論 [平 ] ◎ 宋申蕃 ,林蘊玉 ,張作櫻 250

EB007507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90 營養概論 [精 ] ◎ 宋申蕃 ,林蘊玉 ,張作櫻 230

EB007508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90 現代兒童的生活世界 [平 ] ◎ 稅素凡 180

EB007509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KRQ( 社會研究的資料處理 [平 ] ◎ 王叢桂 ,羅國英 , 300

EB007510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KNS( 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平 ] ◎ 林嘉誠 250

EB007511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總論﹞ 1993 y(7IJ5H1*QKLKOP( 社會統計學 [平 ] ◎ 揚孝榮 ,李明政 ,趙碧華 550

EB007512 台灣商務 ﹝社會科學理論﹞ 1971 y(7IJ5H0*PKPLLP( 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 ◎ 魏 鏞 著 180

EB007513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理論﹞ 2007 y(7IJ5H1*OOSTRS(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新論：模型、實踐與故事 ◎ 李英明 160

EB007514 心理 ﹝社會科學理論﹞ 2006 y(7IJ5H7*KMSRQL(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與文獻格式之運用 -以 QSR N6與 EndNote 8為例 (附
光碟 ) ◎ 劉世閔主編；王為國、張奕華、許正妹、黃世奇、劉世閔、羅國俊著

400

EB007515 心理 ﹝社會科學理論﹞ 2008 y(7IJ8G1*TLMLRM( 研究方法與軟體應用 -概念與實例 ◎ 張奕華、許正妹著 350

EB007516 心理 ﹝社會科學理論﹞ 2009 y(7IJ8G1*TLMTKP( 研究論文的實踐 -國小老師的經驗 ◎ 那昇華、洪毓琄著 200

EB007517 台灣商務 ﹝社會科學理論﹞ 1993 y(7IJ5H0*PKROQL( 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法 ◎ 鍾倫納 著 300

EB007518 群學文化 ﹝社會科學理論﹞ 2009 y(7IJ8G6*PMPKTO( 這才是做研究的王道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 Howard S. Becker 著 郭姿吟、呂錦媛 譯 劉鈐佑 校訂

300

EB007519 心理 ﹝社會科學理論﹞ 2005 y(7IJ5H7*KMSKRP( 個案研究 -理論與實務 ◎ 陳李綢著 600

EB007520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理論﹞ 2001 y(7IJ5H1*QKPTSM( 個案研究理論與實務 [平 ] ◎ 劉作揖 280

EB007521 心理 ﹝社會科學理論﹞ 2006 y(7IJ5H7*KMTQLO( 結構方程模式軟體 Amos之簡介及其在測驗編製上之應用 ◎ 李茂能著 500

EB007522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理論﹞ 1978 y(7IJ5H1*OKMOTT( 行為科學概論 ◎ 徐道鄰 178

EB007523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
論文集﹞ 1996 y(7IJ5H1*OMOLTO( 人文之旅 ◎ 葉海煙 150

EB007524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
論文集﹞ 1987 y(7IJ5H1*TKONKQ( 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 (精 ) ◎ 賴澤涵主編 467

EB007525 三民書局 ﹝社會科學
論文集﹞ 1987 y(7IJ5H1*TKONLN( 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 (平 ) ◎ 賴澤涵主編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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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526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
論文集﹞ 2003 y(7IJ5H1*QKQQOO( 中國現代化研究 [平 ]下冊 ◎ 中國現代化基金會 350

EB007527 黎明文化 ﹝社會科學
論文集﹞ 2003 y(7IJ5H1*QKQQNR( 中國現代化研究 [平 ]上冊 ◎ 中國現代化基金會 350

EB007528 三民書局 ﹝社會思想史﹞ 1992 y(7IJ5H1*OKNKSN( 中國社會思想史 (上 ) ◎ 張承漢 311

EB007529 三民書局 ﹝社會思想史﹞ 1994 y(7IJ5H1*OMKRQT( 中國社會思想史 (下 ) ◎ 張承漢 344

EB007530 三民書局 ﹝社會思想史﹞ 2003 y(7IJ5H1*ONSTMO( 西洋社會思想史 (修訂三版 ) ◎ 龍冠海、張承漢著 320

EB007531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3 y(7IJ5H1*OKKKRP( 統計學 ◎ 顏月珠 540

EB007532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0 y(7IJ5H1*OKKRSP( 統計概念與方法 ◎ 戴久永 610

EB007533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5 y(7IJ5H1*OLTMKQ( 現代統計學 ◎ 顏月珠 610

EB007534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5 y(7IJ5H1*OMLMKT( 統計學 ◎ 張健邦 660

EB007535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1 y(7IJ5H1*OMOTST( 統計學 ◎ 成灝然 600

EB007536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5 y(7IJ5H1*OMPLOQ( 統計學 (上 ) ◎ 張素梅 640

EB007537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5 y(7IJ5H1*OMPLPN( 統計學 (下 ) ◎ 張素梅 600

EB007538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2 y(7IJ5H1*ONQNQO( 統計學 ◎ 陳美源 430

EB007539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8 y(7IJ5H1*OPKQNQ( 初級統計學 ◎ 呂岡玶、楊佑傑 -著 560

EB007540 心理 ﹝統計學總論﹞ 2008 y(7IJ8G1*TLLTTL( 統計就是要這樣跑 ◎ 張芳全著 280

EB007541 台灣商務 ﹝統計學總論﹞ 1969 y(7IJ5H0*PLMNNP( 統計推論 (上 ) ◎ 汪永祺 譯 480

EB007542 台灣商務 ﹝統計學總論﹞ 1997 y(7IJ5H0*PLNTMT( 高等統計學 ◎ 陳超塵 編著 800

EB007543 台灣商務 ﹝統計學總論﹞ 1991 y(7IJ5H0*PKNPSQ( 統計學 (更新版 ) ◎ 陳超塵 編著 460

EB007544 台灣商務 ﹝統計學總論﹞ 1982 y(7IJ5H0*PKNQOR( 傳播研究與統計學 ◎ 楊孝� 編著 360

EB007545 藝軒圖書 ﹝統計學總論﹞ 2006 y(7IJ5H6*LQSQKO( 基礎統計學 : 統計表篇 ◎ 陳俊進 60

EB007546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6 y(7IJ5H1*OKKLQR( 統計學題解 ◎ 顏月珠 250

EB007547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1997 y(7IJ5H1*OLSRKO( 統計概念與方法題解 ◎ 戴久永 250

EB007548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2004 y(7IJ5H1*OLTMMK( 現代統計學題解 ◎ 顏月珠 210

EB007549 三民書局 ﹝統計學總論﹞ 1994 y(7IJ5H1*OMLQKP( 統計學題解 ◎ 蔡淑女 -著；張健邦 -校訂 270

EB007550 三民書局 ﹝統計學各論﹞ 2005 y(7IJ5H1*OLTKNT( 變異數分析 ◎ 呂金河 410

EB007551 三民書局 ﹝統計學各論﹞ 1997 y(7IJ5H1*OMQOOK( 多變量分析 ◎ 張健邦 380

EB007552 三民書局 ﹝統計學各論﹞ 1996 y(7IJ5H1*OLTPTQ( 抽樣方法 ◎ 儲全滋 580

EB007553 三民書局 ﹝統計學各論﹞ 2003 y(7IJ5H1*OMMLPM( 抽樣方法―理論與實務 ◎ 鄭光甫、韋端著 260

EB007554 台灣商務 ﹝統計學各論﹞ 1994 y(7IJ5H0*PKTTNT( 應用抽樣調查 ◎ 陳膺強 著 240

EB007555 三民書局 ﹝統計學各論﹞ 1996 y(7IJ5H1*OLTLLO( 迴歸分析 ◎ 吳宗正 460

EB007556 三民書局 ﹝統計學各論﹞ 1995 y(7IJ5H1*OKPNOQ( 統計製圖學 ◎ 宋汝濬 100

EB007557 心理 ﹝統計資料處理﹞ 2006 y(7IJ5H7*KMSRMN( 中文視窗版 SPSS與行為科學研究 ◎ 王保進著 650

EB007558 心理 ﹝統計資料處理﹞ 2006 y(7IJ5H7*KMSRKT( 英文視窗版 SPSS與行為科學研究（第三版） ◎ 王保進著 650

EB007559 靜思 ﹝國民所得統計﹞ 2003 y(7IJ8G7*RLLKPM( 心靈四神湯 ◎ 劉濟雨 250

EB007560 三民書局 ﹝應用統計學﹞ 2006 y(7IJ5H1*OKPMQL( 商用統計學 ◎ 顏月珠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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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561 三民書局 ﹝應用統計學﹞ 1995 y(7IJ5H1*OKPMSP( 商用統計學 ◎ 劉一忠 280

EB007562 三民書局 ﹝應用統計學﹞ 2006 y(7IJ5H1*OKPMRS( 商用統計學題解 ◎ 顏月珠 200

EB007563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1*OOOSTP( 教育概論 ◎ 張鈿富 360

EB007564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76 y(7IJ5H1*TKOOQR( 文化與教育 (精 ) ◎ 錢穆著 211

EB007565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9 y(7IJ5H1*TKOOSL( 教育叢談 (精 ) ◎ 上官業佑著 278

EB007566 心理 ﹝教育總論﹞ 1994 y(7IJ5H7*KMKTSR( 管教孩子的16高招 -「行為改變技術」實用手
冊 (全套四冊 ) ◎ N. H. Azrin等著；吳武典主編

700

EB007567 心理 ﹝教育總論﹞ 1990 y(7IJ5H7*KMKLPO( 輔導原理 ◎ 吳武典等著 450

EB007568 心理 ﹝教育總論﹞ 1997 y(7IJ5H7*KMLPSS( 輔導原理與實務 ◎ 馮觀富編著 350

EB007569 心理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7*KMKNML( 偏差行為輔導與個案研究 ◎ 林朝夫著 350

EB007570 心理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7*KMKNSN( 個別輔導手冊 ◎ 教育部訓委會審閱；林幸台主編 130

EB007571 心理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7*KMKPMT( 諮商工作實務 ◎ J. S. Zaro著；陳秉華校閱；陳金定譯 300

EB007572 心理 ﹝教育總論﹞ 1990 y(7IJ5H7*KMKNQT( 班級經營 ◎ 吳清山、李錫津、劉緬懷、莊貞銀、盧美貴著 400

EB007573 心理 ﹝教育總論﹞ 1998 y(7IJ5H7*KMMQOQ( 國小班級經營 ◎ 張秀敏著 250

EB007574 心理 ﹝教育總論﹞ 1998 y(7IJ5H7*KMMTTS( 教育計畫與評鑑（增訂版） ◎ 鄭崇趁著 350

EB007575 心理 ﹝教育總論﹞ 2000 y(7IJ5H7*KMNTLT( 教育導論 ◎ 陳迺臣策畫主編；何福田、蔡義雄、林萬義、呂祖琛、陳迺臣著 450

EB00757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LOTQ( 多元文化教育 -議題與觀點 ◎ James A. Banks & Cherry A. McGee 
Banks主編；陳枝烈、陳美瑩、莊啟文、王派仁、陳薇如譯

600

EB007577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OLN( 學校教育與革新 ◎ 潘慧玲主編 450

EB00757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ONR( 追求美善的教育 ◎ 潘慧玲主編 450

EB007579 心理 ﹝教育總論﹞ 1997 y(7IJ5H7*KMMNPQ( 成人教育的思想與實務 -現代、後現代的論辯 ◎ 王秋絨著 350

EB007580 心理 ﹝教育總論﹞ 2000 y(7IJ5H7*KMNQKP( 教育行政革新 ◎ 林天祐著 300

EB007581 心理 ﹝教育總論﹞ 1998 y(7IJ5H7*KMMSMK( 教育與輔導的軌跡 (增訂版 ) ◎ 鄭崇趁著 400

EB00758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QMNL( 教育樂章 ◎ 陳倬民、連添財著 250

EB007583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QSRN( 生命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 林治平、潘正德、林繼
偉、盧怡君、姜仁圭、李清義、蘇友瑞著

400

EB007584 心理 ﹝教育總論﹞ 2001 y(7IJ5H7*KMNMQL( 幼兒健康、安全與營養 ◎ L. R. Marotz等著；蘇建文校閱；黃惠美等譯 550

EB007585 心理 ﹝教育總論﹞ 1994 y(7IJ5H7*KMKSOK( 質的教育研究方法 ◎ 黃瑞琴著 220

EB007586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65 y(7IJ5H0*PKLTSS( 教育概論 (增訂本 ) ◎ 孫邦正 著 380

EB007587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0*PKSLKT( 愛心與教育 ◎ 陳倬民 著 250

EB007588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90 y(7IJ5H0*PKKSQS( 聽障人的生理、心理及教育之研究 ◎ 余 我 著 117

EB007589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84 y(7IJ5H0*PKNSRQ( 中學行政實務 ◎ 周明宏 著 135

EB007590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0*PKMRQN( 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 ◎ 孫常煒 編 990

EB007591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89 y(7IJ5H0*PKKPNK( 國中教育改革論 ◎ 譚宇權 著 288

EB007592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95 y(7IJ5H0*KQKLPR( 科舉論叢 ◎ 謝浩 320

EB007593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95 y(7IJ5H0*KQKLOK( 科舉論叢 ◎ 謝浩 380

EB007594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73 清代臺灣教育史料彙編 (1) ◎ 莊金德 250

EB007595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73 清代臺灣教育史料彙編 (2) ◎ 莊金德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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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596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73 清代臺灣教育史料彙編 (3) ◎ 莊金德 250

EB007597 國史館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0*KMTPQR( 楝花盛開時的回憶 -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1)總論篇 . 課程篇 ◎ 姚浙生 350

EB007598 國史館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0*KMTPRO( 楝花盛開時的回憶 -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
錄 (2)學校建築篇 . 校歌校旗篇 ◎ 陳聰民

350

EB007599 國史館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0*KMTPSL( 楝花盛開時的回憶 -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3)制
服篇 . 修學旅行篇 . 時局篇 . 內地進學篇 ◎ 林文龍

350

EB007600 國史館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0*KMTPTS( 楝花盛開時的回憶 -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4)社會教育篇 . 日
治時期臺灣公立學校一 覽表 ◎ 王則文 . 許錫慶 . 黃得峰 . 顏義芳

350

EB007601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72 臺灣文教史略 (精裝 ) ◎ 李汝和 200

EB007602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54 論文選集—我的故鄉 ◎ 臺灣史蹟源流研究會 200

EB007603 國史館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0*KMSNQM( 機關志講義彙編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65

EB007604 萬卷樓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NTOQKQ( 國中國文教學評量 ◎ 鄭圓鈴 260

EB007605 萬卷樓 ﹝教育總論﹞ 2002 y(7IJ5H7*NTNTRP( 深入課文的一把鑰匙—章法教學 (修訂版 ) ◎ 仇小屏 300

EB007606 萬卷樓 ﹝教育總論﹞ 2002 y(7IJ5H7*NTNTQS( 下在我眼眸裡的雪―新詩教學 (修訂版 ) ◎ 仇小屏 320

EB007607 黎明文化 ﹝教育總論﹞ 1989 孩子學習的天空 [平 ] ◎ 施雅真 180

EB007608 黎明文化 ﹝教育總論﹞ 1989 做個有魅力的父母 [平 ] ◎ 游乾桂 180

EB007609 黎明文化 ﹝教育總論﹞ 1990 海事教育之變革與發展 [平 ] ◎ 魏兆歆 200

EB007610 黎明文化 ﹝教育總論﹞ 1990 陪孩子成長 [平 ] ◎ 陳美儒 180

EB007611 黎明文化 ﹝教育總論﹞ 1997 y(7IJ5H1*QKPLMS( 愛的教育 [精 ] ◎ 亞米契斯原著 ; 鄧淑菁改寫 280

EB007612 正中書局 ﹝教育總論﹞ 1992 y(7IJ5H0*TKPTLP( 人類航路的燈塔 ◎ 劉焜輝著 180

EB007613 正中書局 ﹝教育總論﹞ 1998 y(7IJ5H0*TLLSTN( 當代教育哲學大綱 ◎ 趙一葦著 330

EB007614 正中書局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0*TLNNTM( 國際比較教育學 ◎ 沈姍姍著 440

EB007615 正中書局 ﹝教育總論﹞ 2001 y(7IJ5H0*TLOKRS( 中國教育史綱 ◎ 周愚文 550

EB007616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9 y(7IJ5H1*OKKNMR( 教育原理 ◎ 賈馥茗 289

EB007617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5 y(7IJ5H1*OKNPLT( 人文教育十二講 ◎ 陳立夫等著 170

EB00761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PQLQ( 人本主義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 張凱元著 250

EB00761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QTNO( 批判教育學導論 ◎ B. Kanpol著；宋文里審定；張盈 ?、彭秉權、蔡宜剛、劉益誠譯 400

EB007620 心理 ﹝教育總論﹞ 2002 y(7IJ5H7*KMPONM( 科學理論與教育學發展 ◎ 楊深坑著 450

EB007621 心理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7*KMTNSQ( 批判教育學 -臺灣的探索 ◎ 李錦旭、王慧蘭主編 450

EB00762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5H7*KMTSSL( 後現代思潮與教育發展 ◎ 黃乃熒主編 250

EB007623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1*OKNMLM( 教育哲學 ◎ 賈馥茗 430

EB007624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1*ONTOSS( 教育哲學 ◎ 葉學志 270

EB007625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8 y(7IJ5H1*OOTNNN( 教育哲學：本土教育哲學的建構 ◎ 溫明麗 440

EB00762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1 y(7IJ5H7*KMOPKN( 教育哲學 (第三版 ) ◎ 陳迺臣著 350

EB007627 心理 ﹝教育總論﹞ 1997 y(7IJ5H7*KMMLMR( 教育哲學導論 -人文、民主與教育 ◎ 陳迺臣著 400

EB00762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7*KMSQNL( 主體的爭議與教育 -以現代和後現代哲學為範圍 ◎ 蘇永明著 350

EB00762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LOR( 教學哲學 ◎ John Passmore著；單文經校閱；鄭祖基協同校閱；宋明娟、于霞、曾春蓮譯 450

EB007630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73 y(7IJ5H0*PKSLPO( 教育哲學大綱 ◎ 吳俊升 著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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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631 心理 ﹝教育總論﹞ 2001 y(7IJ5H7*KMORPQ( 軍事心理學 ◎ 孫敏華、許如亨著 650

EB00763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1 y(7IJ5H7*KMOQOK( 西洋教育哲學導論 (第二版 ) ◎ 陳照雄著 300

EB007633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65 y(7IJ5H0*PLNTPK( 愛彌兒 ◎ 魏肇基 譯 150

EB007634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7 y(7IJ5H1*ONQSNS( 教育社會學 (增訂三版 ) ◎ 陳奎喜 360

EB007635 心理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7*KMSQTN( 當代教育社會學導論 ◎ 陳照雄著 300

EB00763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RMR( 教育社會學 ◎ J. H. Ballantine著；黃德祥校閱；黃德祥、林重岑、薛秀宜譯 600

EB007637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4 y(7IJ5H1*OKNNNP( 教育經濟學 ◎ 蓋浙生 267

EB00763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QKO( 教育知識管理 ◎ 張芳全著 300

EB00763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MLKN( 教師形象與專業倫理 ◎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300

EB007640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4 y(7IJ5H1*OKNNOM( 教育經濟學 (精 ) ◎ 林文達 356

EB007641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8 y(7IJ5H1*OKNNQQ( 教育財政學 ◎ 林文達 250

EB00764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RLKS( 教育政治學 ◎ 林天祐總校閱；林天祐、王博弘等著 350

EB007643 群學文化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6*PMPKOT( 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 黃庭康 (Ting-Hong Wong) 著 ; 李宗義 譯
350

EB007644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1*OKNPMQ( 當代教育思潮 ◎ 徐南號 100

EB007645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1*TLPKKP( 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想 (精 ) ◎ 黃俊傑 522

EB007646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1*TLPKLM( 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想 (平 ) ◎ 黃俊傑 444

EB007647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65 y(7IJ5H0*PKQRKT( 中國教育思想史 ◎ 任時先 著 207

EB007648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1*ONQOSR( 西洋教育思想史 (修訂二版 ) ◎ 林玉体 630

EB007649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1*ONQRRR( 美國教育思想史 ◎ 林玉体 400

EB007650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1*OOLPQQ(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修訂二版 ) ◎ 余民寧 580

EB007651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5H7*KMTRSM( 現代心理與教育統計學 ◎ 張厚粲、徐建平著 550

EB00765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RQMR( 教育行動研究 -理論、實踐與反省 ◎ 潘世尊著 600

EB007653 心理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7*KMQQMK( 教育研究應用 -教育研究、政策與實務的銜接 ◎ 王麗雲著 350

EB007654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QSOM( 教育研究法（第二版） ◎ 葉重新著 500

EB007655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PPTN( 教育研究法 -全方位的統整與分析（精裝） ◎ 林生傳著 650

EB00765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4*TNRTNQ( 教育研究法 -研究設計實務（附光碟） ◎ J. R. 
Fraenkel、N. E. Wallen著；楊孟麗、謝水南譯

700

EB007657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QMQM( 敘說探究 -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 ◎ D. J. 
Clandinin、F. M. Connelly；蔡敏玲、余曉雯譯

350

EB00765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RNMK( 教育行動研究與教學實務 ◎ 國立台東大學策畫；郭李宗文、梁忠銘、熊同鑫編著 500

EB00765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SNTQ( 教師動手作研究 -十三位行動教育工作者的研究饗宴 ◎ 國
立台東大學策畫；熊同鑫、簡淑真、梁忠銘、蔡東鐘編著

400

EB007660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RKOR( 教育研究方法論 -觀點與方法 ◎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策畫；潘慧玲主編 600

EB007661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RKPO( 教育評鑑模式 ◎ 曾淑惠著 350

EB00766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SMOM( 教育評鑑的回顧與展望 ◎ 潘慧玲主編 450

EB007663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LMRO( 教育評鑑 -標準的發展與探索 ◎ 林劭仁著 300

EB007664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6 y(7IJ5H1*OKNORM( 教育即奉獻 ◎ 劉真著 60

EB007665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7 y(7IJ5H1*OKNOTQ( 教育與人生 ◎ 李建興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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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666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1*OKNQPQ( 教育專題研究第一輯 ◎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 200

EB007667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1*OLSNLP( 教育理念與教育問題 ◎ 李錫津 156

EB007668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1*OLTTRS( 教育專題研究第三輯 ◎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 200

EB007669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0 y(7IJ5H1*ONLLRS( 教育理念的改造與重建 ◎ 李錫津 210

EB007670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1*TKNMQM( 開放社會的教育 (精 ) ◎ 葉學志 289

EB007671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1 y(7IJ5H1*TKNMRT( 開放社會的教育 (平 ) ◎ 葉學志 222

EB007672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3 y(7IJ5H1*TKOOTS( 教育叢談 (平 ) ◎ 上官業佑著 211

EB007673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76 y(7IJ5H1*TKOPLL( 不疑不懼 (平 ) ◎ 王洪鈞 144

EB007674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QSKO( 文化、人格與教育 ◎ 黃昆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總
策畫；楊深坑、黃政傑、陳伯璋總編輯；張建成主編

400

EB007675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QSLL( 心理與特殊教育新論 ◎ 黃昆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總策畫；楊深坑、黃政傑、陳伯璋總編輯；何英奇主編

400

EB00767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KMQRTS( 教育理念與行政實踐 ◎ 黃昆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總策畫；楊深坑、黃政傑、陳伯璋總編輯；邱文忠主編

400

EB007677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RRSS( 全人教育面面觀 -理念與思維 ◎ 黃孝光、曾慶豹、潘正
德、蘇友瑞、楊坤原、林姿瑩、尤嫣嫣、李清義著

280

EB00767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9 y(7IJ8G1*TLMMTP( 華人教養之道 -若水 ◎ 呂金 ?、吳毓瑩、吳麗君、林偉文、柯
秋雪、徐式寬、袁汝儀、蔡敏玲、閻鴻中著；宋文里審閱

350

EB00767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5H7*KMSMQQ( 教育改革 -法令、制度與領導 ◎ 潘慧玲主編 250

EB007680 心理 ﹝教育總論﹞ 2000 y(7IJ5H7*KMNPMK( 教育改造的心念 ◎ 李錫津著 250

EB007681 心理 ﹝教育總論﹞ 2002 y(7IJ5H7*KMPNKM( 教育的春風秋雨 ◎ 何福田著 200

EB00768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QLKL( 誰捉弄了台灣教改？ ◎ 周祝瑛著 350

EB007683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QLQN( 十年教改 為誰築夢？ ◎ 薛承泰著 220

EB007684 心理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7*KMQOMM( 教育發展新方向 -為教改開處方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小
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策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編

300

EB007685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SLQR( 教育議題的思考 ◎ 張芳全著 250

EB00768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7*KMSSKS( 教育的著力點 ◎ 鄭崇趁著 350

EB007687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SNRM( 教育名家論教育 ◎ 財團法人台北市賈馥茗教授教
育基金會主編；周愚文、洪仁進副主編

200

EB007688 智庫文化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7*MQOLLO( 教室裡的心靈雞湯：四十個心靈與關懷的真實故事（上）（中英雙書） ◎ 280

EB007689 智庫文化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7*MQOLML( 教室裡的心靈雞湯：四十個心靈與關懷的真實故事（下）（中英雙書） ◎ 280

EB007690 智庫文化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7*MQOLKR( 教室裡的心靈雞湯 (中文版 ) ◎ 280

EB007691 智庫文化 ﹝教育總論﹞ 2003 y(7IJ8G7*SSKMRR( 亂有道理的學校：開平團隊深度的對話 ◎ 280

EB007692 萬卷樓 ﹝教育總論﹞ 2004 y(7IJ5H7*NTOTST( 國文教學心路 ◎ 林 玲 240

EB007693 萬卷樓 ﹝教育總論﹞ 2006 y(7IJ5H7*NTPQKN( 教育百樂達：見證近半世紀台灣教育 ◎ 林瑞景 340

EB007694 遠景 ﹝教育總論﹞ 2008 y(7IJ5H3*TKSQKT( 教育思想起 ◎ 許錦文 260

EB007695 左岸 ﹝教育總論﹞ 2003 y(7IJ8G7*SPOOTK( 學校在窗外 ◎ 黃武雄 300

EB007696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0 y(7IJ5H1*OKNMPK( 各國教育制度 ◎ 雷國鼎 267

EB007697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81 y(7IJ5H1*OKNPNN( 比較國民教育 ◎ 雷國鼎 156

EB00769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5H7*KMTQKR( 比較教育 ◎ 楊思偉著 600

EB007699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5 y(7IJ5H1*OKNPOK( 中國教育史 ◎ 胡美琦 356

EB007700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0 y(7IJ5H1*OKNPPR( 中國現代教育史 ◎ 鄭世興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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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701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92 y(7IJ5H1*OKNPQO( 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 ◎ 伍振鷟 200

EB007702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70 y(7IJ5H1*OLMQQP( 教育老兵談教育 (精 ) ◎ 洪炎秋 110

EB007703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1974 y(7IJ5H1*OLMQRM( 教育老兵談教育 (平 ) ◎ 洪炎秋 70

EB007704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94 y(7IJ5H0*PKSSMQ( 中國古代學校 ◎ 郭齊家 著 140

EB007705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93 y(7IJ5H0*PKRNLR( 中國大陸教育實況 ◎ 程介明 著 171

EB007706 智庫文化 ﹝教育總論﹞ 2003 y(7IJ8G7*SSKLMN( A+下一個優質社會 ◎ 280

EB007707 向日葵 ﹝教育總論﹞ 2005 y(7IJ8G8*KSQQQL( 台籍精英的搖籃 :台中一中 ◎ 朱珮琪 280

EB007708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LNPT( 台灣教育怎麼辦？ ◎ 周祝瑛著 300

EB00770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LPRL( 解讀台灣教育改革 ◎ 吳清山著 330

EB007710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1*OOLNNR( 西洋教育史 ◎ 林玉体 500

EB007711 心理 ﹝教育總論﹞ 2009 y(7IJ8G1*TLMMNN( 西洋教育史 -中世紀及其過渡世代 ◎ 滕春興著 300

EB007712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LMON( 西洋上古教育史 ◎ 滕春興著 180

EB007713 奧林文化 ﹝教育總論﹞ 2008 y(7IJ5H0*NTLSPP( 看英國人如何教出孩子的競爭力 ◎ 270

EB007714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KMO( 芬蘭教育制度 -建立平等、安全、福利之社會 ◎ 陳照雄著 250

EB007715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SMLL( 丹麥教育制度 -鼓勵創新、奮進與獨立的文化 ◎ 陳照雄著 200

EB007716 心理 ﹝教育總論﹞ 2008 y(7IJ8G1*TLLMKP( 挪威教育制度 -實施全民教育，培育高品質國民，建
立平等、倫理與幸福的國家 ◎ 陳照雄著

220

EB007717 心理 ﹝教育總論﹞ 2009 y(7IJ8G1*TLMNQN( 瑞典教育制度 -培育維護人權、公平與正義之健全國民 ◎ 陳照雄著 330

EB007718 三民書局 ﹝教育總論﹞ 2003 y(7IJ5H1*ONQRQK( 美國教育史 ◎ 林玉体 550

EB007719 心理 ﹝教育總論﹞ 2007 y(7IJ8G1*TLKQPT( 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 ◎ Ron 
Miller著；張淑美校閱；張淑美、蔡淑敏譯

400

EB007720 心理 ﹝教育總論﹞ 2005 y(7IJ5H7*KMRQST( 美國新世紀教育改革 ◎ 劉慶仁著 260

EB007721 台灣商務 ﹝教育總論﹞ 1968 y(7IJ5H0*PMNPLP( 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 (POD) ◎ 孫常煒 著 240

EB007722 三民書局 ﹝教學‧課程﹞ 1994 y(7IJ5H1*OKNMTS( 教育心理學 ◎ 胡秉正 211

EB007723 三民書局 ﹝教學‧課程﹞ 2007 y(7IJ5H1*OOSQRL( 教育心理學 (增訂三版 ) ◎ 溫世頌 450

EB007724 三民書局 ﹝教學‧課程﹞ 1976 y(7IJ5H1*TKOPKO( 不疑不懼 (精 ) ◎ 王洪鈞 200

EB007725 大塊 ﹝教學‧課程﹞ 2009 y(7IJ8G2*LNLNON( 學習的王道 ◎ 喬希．維茲勤 250

EB007726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PRNT( 學習與教學新趨勢 ◎ 張新仁策畫主編 600

EB00772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QKNN( 教育心理學 ◎ 黃國彥總校閱；王珮玲、高源
令、修慧蘭、陳惠萍、曾慧敏、葉玉珠著

580

EB007728 心理 ﹝教學‧課程﹞ 1993 y(7IJ5H7*KMKQSK( 思考技巧與教學 ◎ 張玉成著 450

EB007729 台灣商務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0*PMLLSO( 培養學力 ◎ 志水宏吉 280

EB007730 幼獅文化 ﹝教學‧課程﹞ 1998 y(7IJ5H5*ROKLSO( 超越教學技巧 ◎ 曾美蕙 160

EB007731 耶魯國際 ﹝教學‧課程﹞ 2007 y(7IJ5H8*NMNQQR( 心智魔法師 / 大腦使用手冊 :Use your Head(多元
知識管理系統5) ◎ Tony Bazun 東尼 。博贊

300

EB007732 深思文化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SONLLR( 做個超級老師：善用教學技巧與環境幫助學生學習（20K） ◎ Stella Cottrell 550

EB007733 深思文化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SOMOMO( 遠距學習 You Got It！（20K） ◎ Lucinda Becker 350

EB007734 深思文化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SOLTOQ( 大學生了沒－聰明的讀書技巧（20K） ◎ Stella Cottrell 399

EB007735 正中書局 ﹝教學‧課程﹞ 2002 y(7IJ5H0*TLOMPM( 建構論 -理論基礎與教育應用 ◎ 詹志禹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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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736 正中書局 ﹝教學‧課程﹞ 2004 y(7IJ5H0*TLQNNL( 效能教師 ◎ 詹姆斯．史壯 著 / 林世健 譯 180

EB007737 正中書局 ﹝教學‧課程﹞ 1993 y(7IJ5H0*TKSKPN(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修訂本 ) ◎ 教育部國教司 285

EB007738 正中書局 ﹝教學‧課程﹞ 1991 y(7IJ5H0*TKNROO( 部編本大專數學科教學研究 (全 ) ◎ 國立編譯館 主編 140

EB007739 心理 ﹝教學‧課程﹞ 1994 y(7IJ5H7*KMLKSN( 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 ◎ M. Gredler著；吳幸宜譯 450

EB007740 心理 ﹝教學‧課程﹞ 2001 y(7IJ5H7*KMOMSM( 學習輔導 -學習心理學的應用 (第二版 ) ◎ 李 ?吟主編；邱上真等著 480

EB007741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OOL( 最夯的學校 ◎ Thomas Armstrong著；陳佩正譯 300

EB007742 心理 ﹝教學‧課程﹞ 2001 y(7IJ5H7*KMOONP( 老師如何跟學生說話 -親師與孩子的溝通技
巧 ◎ Haim G. Ginott著；許麗美、許麗玉譯

250

EB007743 心理 ﹝教學‧課程﹞ 2009 y(7IJ8G1*TLMPLQ( 孩子日益成長的智能 -從出生到青春期的大腦發展
和學習 ◎ Jane M. Healy, PH. D著；邱曉敏譯

350

EB007744 幼獅文化 ﹝教學‧課程﹞ 2001 y(7IJ5H5*RONLSP( EZ學習 go!go!go! ◎ 趙怡華 200

EB007745 幼獅文化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5*ROOOST( 體驗教育：帶領內省指導手冊 ◎ 謝智謀 270

EB007746 幼獅文化 ﹝教學‧課程﹞ 1995 y(7IJ5H5*NKQRKK( 輕鬆考試得高分 ◎ World Wide Media 150

EB00774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9 y(7IJ8G1*TLMLMR( 激勵學習的學校 ◎ Alan Mclean著；賴麗珍譯 280

EB00774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QKOK( 自我調整學習 -教學理論與實務 ◎ D. H. Schunk、B. J. Zimmerman
編；陳嘉皇、郭順利、黃俊傑、蔡玉慧、吳雅玲、侯天麗譯

350

EB007749 心理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TLKMKS( 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150種策略 ◎ J. P. Raffini著；賴麗珍譯 400

EB007750 心理 ﹝教學‧課程﹞ 1991 y(7IJ5H7*KMKSMQ( 讓我們更快樂 -理性情緒教育課程 (合訂本 ) ◎ 吳麗娟著 380

EB007751 三民書局 ﹝教學‧課程﹞ 1995 y(7IJ5H1*OKNOKN( 技職教育測量與評鑑 ◎ 李大偉 330

EB007752 心理 ﹝教學‧課程﹞ 1999 y(7IJ5H7*KMNMSP( 學齡前課程本位評量 -使用手冊 ◎ 吳淑美編製 300

EB007753 心理 ﹝教學‧課程﹞ 1999 y(7IJ5H7*KMNMRS( 學齡前課程本位評量 -題本 ◎ 吳淑美編製 250

EB007754 心理 ﹝教學‧課程﹞ 1997 y(7IJ5H7*KMPNRL( 教育測驗與評量 -成就測驗與教學評量 (第二版 ) （附光碟） ◎ 余民寧著 650

EB007755 心理 ﹝教學‧課程﹞ 1995 y(7IJ5H7*KMLOPS( 心理與教育測驗 ◎ 周文欽等著 580

EB007756 心理 ﹝教學‧課程﹞ 1999 y(7IJ5H7*KMNNRR( 多元化教學評量 ◎ 李坤崇著 450

EB00775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2 y(7IJ5H7*KMPNSS( 教育測驗與評量　 ◎ 歐滄和著 550

EB00775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LQO( 教學評量 ◎ 李坤崇著 600

EB007759 心理 ﹝教學‧課程﹞ 1998 y(7IJ5H7*KMMSSM( 認知教學 -理論與策略 ◎ 李 ?吟著 300

EB007760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PQRS( 問題引導學習 PBL ◎ Robert Delisle著；周天賜譯 200

EB007761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QMLR( 實用教學原理 ◎ 林寶山著 300

EB007762 心理 ﹝教學‧課程﹞ 2004 y(7IJ5H7*KMQTLK( 教學新世紀理論與實務 ◎ 林生傳策畫編著 400

EB007763 心理 ﹝教學‧課程﹞ 2004 y(7IJ5H7*KMRKKT( 教學原理 ◎ 王財印、吳百祿、周新富著 500

EB007764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SPRK( 錯綜複雜的教學世界（上） ◎ Ethan Mintz & John T. Yun著；陳
佩正審訂暨翻譯；李婉慈、林珊吟、林玲鳳、黃秀玉譯

400

EB007765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SPSR( 錯綜複雜的教學世界（下） ◎ Ethan Mintz & John T. Yun著；陳
佩正審訂暨翻譯；李婉慈、林珊吟、林玲鳳、黃秀玉譯

400

EB007766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STKR( 多元智能教育理論與實務 ◎ 王為國著 300

EB00776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LOK( 學校是專業的學習社群 -專業發展的合作活動與策
略 ◎ S. M. Roberts & E. Z. Pruitt著；柳雅梅譯

280

EB00776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MOT( 不一樣的教學原理 -從自我認識到社會參與 ◎ 楊巧玲著 380

EB007769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PKS( 教學生做摘要 -五十種改進各學科學習的教學技術 ◎ R. Wormeli著；賴麗珍譯 280

EB007770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NSK( 反思教學導論 ◎ Kenneth M. Zeichner & Daniel P. Liston著；許健將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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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771 心理 ﹝教學‧課程﹞ 2009 y(7IJ8G1*TLMNMP( 學習設計 -學校專業發展的嶄新藍圖 ◎ Paul V. 
Bredeson著；林文律校閱；曾麒樺、簡守邦譯

320

EB007772 心理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TLKOMK( 教師增能 ◎ 潘慧玲主編 450

EB007773 心理 ﹝教學‧課程﹞ 1998 y(7IJ5H7*KMMPSP( 教室言談 -教與學的語言 ◎ C. Cazden著；蔡敏玲、彭海燕譯 320

EB007774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PTKQ( 如何培育學生的創造力 ◎ R. J. Sternberg & W. M. Williams 著 ; 郭俊賢、陳淑惠譯 150

EB007775 心理 ﹝教學‧課程﹞ 2004 y(7IJ5H7*KMRMPM( 展出你的創意—曼陀羅與心智繪圖的運用與教學 ◎ 潘裕豐總校閱；許素甘著 300

EB007776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KQP( 創造力教學 -過去、現在與未來 ◎ 葉玉珠著 300

EB00777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OKT( 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第六版） ◎ 陳龍安著 600

EB00777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2 y(7IJ5H7*KMPMLK( 教育質性研究歷程的展現 -尋找教室團體互動的節奏與變奏 ◎ 蔡敏玲著 450

EB007779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MKMS( 師生雙贏 -選擇理論在教學上的運用 ◎ William Glasser著；楊
誠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諮商學系教授 曾端真推薦

200

EB007780 三民書局 ﹝教學‧課程﹞ 2005 y(7IJ5H1*OKNMON( 普通教學法 ◎ 方炳林 340

EB007781 台灣商務 ﹝教學‧課程﹞ 1975 y(7IJ5H0*PLKQNS( 普通教學法 -課程教材教法通論 ◎ 孫邦正 編著 200

EB007782 心理 ﹝教學‧課程﹞ 1999 y(7IJ5H7*KMNMLQ( 教師發問技巧 (第二版 ) ◎ 張玉成著 250

EB007783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SMN( 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簡明版） ◎ 陳龍安著 400

EB007784 心理 ﹝教學‧課程﹞ 2000 y(7IJ5H7*KMOKOQ( 檔案教學 ◎ C. Danielson、L. Abrutyn著；鄭英耀、蔡佩玲譯 150

EB007785 心理 ﹝教學‧課程﹞ 1995 y(7IJ5H7*KMLPTP( 教學媒體與教學新科技 ◎ R. Heinich等著；張霄亭總校閱 700

EB007786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MLM( 科技與學習 -理論與實務（第三版） ◎ 沈中偉著 300

EB00778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SOR( 視覺圖像與教學設計 ◎ Linda L. Lohr著；張明傑譯 480

EB00778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TLKKTN( 網路合作學習 -數位時代的互動學習環境、教學與評量 ◎ 著
作財產權人：國立交通大學；著作人：孫春在、林珊如著

400

EB007789 心理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TLKPKP( 遠距教學與學習 -遠距教育的基礎 ◎ M. Simonson、S. 
Smaldino、M. Albright、S. Zvacek著；沈俊毅譯

500

EB007790 台灣商務 ﹝教學‧課程﹞ 2007 y(7IJ5H0*PMMNQP( 親子學習地圖 ◎ 高紅瑛 范瑞玉 320

EB007791 心理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TLKNML( 你的溝通有沒有用 -教師與父母的說話效能 ◎ 王淑俐
著；賈馥茗教授、牟宗燦校長、胡興梅教授推薦

200

EB007792 心理 ﹝教學‧課程﹞ 2007 y(7IJ8G1*TLKKKK( 幼兒家庭與學校合作關係 ◎ 劉慈惠著 400

EB007793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POQ( 探索孩子心靈世界 -方案教學的理論與實務（第
二版） ◎ L. G. Katz等著；陶英琪、陳穎涵譯

350

EB007794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LSS( 兒童內在生命的發展 -蒙特梭利感覺教育 ◎ 施淑娟、薛
慧平著；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幼教系副教授 高傳正推薦

320

EB007795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MKRN( 總結性教學知覺評量與評鑑 -以醒吾技術學院為例 ◎ 呂祖琛著 150

EB007796 心理 ﹝教學‧課程﹞ 2001 y(7IJ5H7*KMONRO( 統整課程理念與實務 (第二版 ) ◎ 李坤崇、歐慧敏著 350

EB00779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2 y(7IJ5H7*KMPMRM( 統整課程發展 -協同合作取向 ◎ D. M. Campbell等著；徐世瑜校閱主編；徐愛婷等譯 380

EB00779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3 y(7IJ5H7*KMQLNM( 課程領導 -理論與實務 ◎ 黃旭鈞著 400

EB007799 心理 ﹝教學‧課程﹞ 2005 y(7IJ5H7*KMRQKN( 學校課程的決定 -1994年美國視導與課程發展學會 (ASCD)年鑑 ◎ R. F. Elmore 
& S. H. Fuhrman編著；歐用生總策畫；陳佩正審訂；陳佩正與基隆河畔策略聯盟等譯

450

EB007800 心理 ﹝教學‧課程﹞ 2006 y(7IJ5H7*KMTNRT( 課程地圖 -統整課程與幼稚園到十二年級的評量 ◎ H. H. 
Jacobs著；盧美貴策劃與校閱；盧美貴、謝美慧、許明珠 譯

300

EB007801 心理 ﹝教學‧課程﹞ 2001 y(7IJ5H7*KMORQN( 濃縮課程 -調整能力優異學生一般課程的全盤指引 ◎ S. M. Reis等著；蔡典謨譯 300

EB007802 心理 ﹝教學‧課程﹞ 2004 y(7IJ5H7*KMQRSL( 課程與教學新論 ◎ 黃昆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總
策畫；楊深坑、黃政傑、陳伯璋總編輯；單文經主編

400

EB007803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QOT(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 Grant Wiggins & Jay McTighe著；賴麗珍譯 520

EB007804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RTN(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 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著；賴麗珍譯 360

EB007805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RSQ( 善用理解的課程設計法 ◎ John L. Brown著；賴麗珍譯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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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806 心理 ﹝教學‧課程﹞ 2009 y(7IJ8G1*TLLSRS( 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 ◎ 簡楚瑛著 350

EB007807 心理 ﹝教學‧課程﹞ 2008 y(7IJ8G1*TLLOPS( 課程地圖 -展現實踐成果與省思 ◎ Heidi Hayes Jacobs 主編；盧美貴策劃
與校閱；盧美貴、薛曉華、王麗惠、蔡佳燕、張佩韻、黃娟娟等譯著

350

EB007808 心理 ﹝教學‧課程﹞ 2000 y(7IJ5H7*KMNQMT( 自學式教材設計手冊 ◎ 楊家興著 200

EB007809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6 y(7IJ5H7*KMSTPM( 初任教師手冊 ◎ R. L. Wilke著；陳佩正譯 300

EB007810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7 y(7IJ5H7*KMTTNP( 教師 生命 自傳 ◎ Sonia Nieto著；陳佩正譯 350

EB007811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8 y(7IJ8G1*TLLLMK( 如何成為成功的教師 -以研究為基礎的91個班級經營
策略 ◎ Neal A. Glasgow & Cathy D. Hicks著；杜宜展譯

300

EB007812 幼獅文化 ﹝教師師資培育﹞ 1998 y(7IJ5H5*NKTTNK( 教師生涯起步走 ◎ 劉之穎 160

EB007813 智庫文化 ﹝教師師資培育﹞ 2001 y(7IJ5H0*OSOLSM( 化雨春風 ◎ 260

EB007814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5 y(7IJ5H7*KMRTLR( 教師心理衛生（第二版） ◎ 王以仁、陳芳玲、林本喬著 400

EB007815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5 y(7IJ5H7*KMSOQO( 教師的教育信念與專業標準 ◎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350

EB007816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5 y(7IJ5H7*KMRTRT( 教師甄試首策 -筆試、口試試教教戰守則（附光
碟） ◎ 柯華葳教授策畫主編；台灣夫子學會合著

180

EB007817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8 y(7IJ8G1*TLLTRR( 教師素質指標 -甄選教師的範本 ◎ James H. Stronge & Jennifer L. Hindman著；賴麗珍譯 180

EB007818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9 y(7IJ8G1*TLMNPQ( 教學的勇氣 -探索教師生命的內在視界 ◎ Parker J. Palmer著；藍雲、陳世佳譯 250

EB007819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8 y(7IJ8G1*TLLRPP( 如何成為全人教師 ◎ John P. Miller著；張淑美校閱；李昱平、張淑美譯 200

EB007820 智庫文化 ﹝教師師資培育﹞ 1996 y(7IJ5H9*PPNQLM( X世代的未來 ◎ 240

EB007821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6 y(7IJ5H7*KMTMKL( 教師評鑑方法 -結合學生學習模式 ◎ Pamela D. Tucker & James H. Stronge著；賴麗珍譯 250

EB007822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7 y(7IJ8G1*TLKTMP( 教師評鑑與專業成長 ◎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350

EB007823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0 y(7IJ5H7*KMNRKO( 從心教學 -行動研究與教師專業成長 ◎ 陳佩正著 300

EB007824 台灣商務 ﹝教師師資培育﹞ 2008 y(7IJ5H0*PMMPMP( 教育力 ◎ 齋藤孝 280

EB007825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6 y(7IJ5H7*KMTQPM( 新世紀師資培育的圖像 ◎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 320

EB007826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3 y(7IJ5H7*KMPROQ( 新教學實習手冊 ◎ 李 ?吟、陳美玉、甄曉蘭著 400

EB007827 心理 ﹝教師師資培育﹞ 2006 y(7IJ5H7*KMTNOS( 夢想起飛 -全方位大學生生活規劃手冊 ◎ 施建彬著 250

EB007828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TN( (24K+動畫 DVD)Phonics Fun 1：我會讀字母 The Alphabet (24K+
動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50

EB007829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MKT( (24k+1DVD) Phonics Fun 2----The Consonants 學學子音的發
音 (24k+1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50

EB007830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MLQ( (書 +動畫 DVD) Phonics Fun 3----The Short Vowels 短母音家
族 (書 +動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50

EB007831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MMN( (24k+1DVD)Phonics Fun 4----Word Family and Blends 母音組家
族 (24k+1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50

EB007832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MNK( (24k+1DVD)Phonics Fun 5----The Long Vowels 長母音家
族 (24k+1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50

EB007833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MOR( (24k+1DVD)Phonics Fun 6：More Word Family and Digraph 分離母音
組家族 (24k+1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50

EB007834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MPO( 英語拼讀小高手 Book 2：學會母音輕鬆讀【 Pupil's Book】修
訂版 (書 +2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Walt Huanz繪圖

300

EB007835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SQ( 英語拼讀小高手 Book 3：特殊組合難不倒我【 Pupil's Book】

(書 +2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Walt Huanz繪圖
300

EB007836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OS( 英語拼讀小高手 Book 1：字母會說話【 Pupil's Book】(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Walt Huanz繪圖
250

EB007837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NL( 英語拼讀小高手 Book 1：字母會說話【Workbook】(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Walt Huanz繪圖
150

EB007838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PP( 英語拼讀小高手 Book 2：學會母音輕鬆讀 【Workbook】(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Walt Huanz繪圖
180

EB007839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RT( 英語拼讀小高手 Book 3：特殊組合難不倒我【Workbook】

(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Walt Huanz繪圖
180

EB007840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TLQ( 看故事學國中小必學1000英單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1)（菊8K精裝 +1CD） ◎ Yahung Fang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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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841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TMN( 看故事學國中小必學1000英單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2)（菊8K精裝 +1CD） ◎ Yahung Fang

250

EB007842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TNK( 看故事學國中小必學1000英單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3)（菊8K精裝 +1CD） ◎ Yahung Fang

250

EB007843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TOR( 看故事學國中小必學1000英單 Tell Tales in 1000 
Words(4) （菊8K精裝 +1CD） ◎ Yahung Fang

250

EB007844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SSQ(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3A（12K精裝 +1CD+互動光碟） ◎ 蔡筱汶 299

EB007845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STN(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3B （12K精裝 +1CD+互動光碟） ◎ 蔡筱汶 299

EB007846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TKT(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3C（12K精裝 +1CD+互動光碟） ◎ 蔡筱汶 299

EB007847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QSS(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2A（12K精裝 +1CD+互
動光碟） ◎ 蔡筱汶 活動撰寫 / 單字例句 / 選輯

299

EB007848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QMQ(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2B（12K精裝 +1CD+互
動光碟） ◎ 蔡筱汶 活動撰寫 / 單字例句 / 選輯

299

EB007849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SOOQNN(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2C（12K精裝 +1CD+互
動光碟） ◎ 蔡筱汶 活動撰寫 / 單字例句 / 選輯

299

EB007850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SOOPNO(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1A（12K精裝 +歌謠 CD+互
動學習光碟） ◎ 蔡筱汶 活動撰寫 / 單字例句 / 選輯

299

EB007851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SOOPOL(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1B（12K精裝 +歌謠 CD+互
動學習光碟） ◎ 蔡筱汶 活動撰寫 / 單字例句 / 選輯

299

EB007852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SOOPPS( Let's Sing歡唱歌謠學英文 1C（12K精裝 +歌謠1CD+互
動學習光碟） ◎ 蔡筱汶 活動撰寫 / 單字例句 / 選輯

299

EB007853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5 y(7IJ8G7*OSQLRM( Pop!ABC Words (16K) ◎ 蔡筱汶 160

EB007854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5 y(7IJ8G7*OSQLTQ( Pop!ABC Words Coloring Book (16K) ◎ 蔡筱汶 90

EB007855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5 y(7IJ8G7*OSQLKN( Hello My ABC(書 +1CD) ◎ Yahung Fang 380

EB007856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5 y(7IJ8G7*OSQLMR( Hello My 123(書+1CD) ◎ Yahung Fang 380

EB007857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4 y(7IJ8G7*OSQKTR( Hello My ABC ◎ Yahung Fang 250

EB007858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4 y(7IJ8G7*OSQLLK( Hello My 123 ◎ Yahung Fang 250

EB007859 小瓢蟲 ﹝初等教育﹞ 2004 y(7IJ8G7*OSQKOM( 歡唱歌謠學英文2B(硬皮精裝 +CD) ◎ 蔡筱汶 385

EB007860 心理 ﹝初等教育﹞ 1996 y(7IJ5H7*KMLQMP( 幼兒全人教育 ◎ J. Hendrick著；幸曼玲校閱 650

EB00786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LNR( 學齡兒童課後托育環境評量表 ◎ Thelma harms, Ellen 
Vineberg Jacobs,Donna Romano White著；房美秋譯

180

EB00786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1*TLKQMS( 課後托育經營與管理 ◎ 劉鎮寧著；屏東大學校長 劉慶中推薦 400

EB007863 瑞昇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5*MQOSSS( 幼兒基礎體能開發 &訓練 ◎ 富永典子 250

EB007864 正中書局 ﹝初等教育﹞ 1992 y(7IJ5H0*TKKKNN( 幼稚園課程標準 (76年修訂本 ) ◎ 教育部國教司編 85

EB007865 正中書局 ﹝初等教育﹞ 1992 y(7IJ5H0*TKQKNP( 筆耕在春天 ◎ 趙天儀著 110

EB007866 正中書局 ﹝初等教育﹞ 1992 y(7IJ5H0*TKQRML( 快樂小作家 ◎ 趙天儀編輯 110

EB00786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PPRT( 來 !說我們的故事 -幼教師專業成長 ◎ 幼兒教育改革研究會主編 450

EB007868 心理 ﹝初等教育﹞ 1999 y(7IJ5H7*KMMTNQ( 鷹架兒童的學習 -維高斯基與幼兒教育 ◎ L. Berk、A. Winsler著；谷瑞勉譯 300

EB00786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SKQ( 嬰幼兒發展 -多元文化觀點 ◎ Jeffrey Trawick-Smith著；陶英琪、羅文喬譯 600

EB007870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5*RONTOT( 親子共學：客廳裡的讀書會 ◎ 王淑芬 250

EB007871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5*ROORKK( 親子共讀：做個聲音銀行家 ◎ 王琄 250

EB007872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5*ROPPTM( 閱讀悅有趣 ◎ 簡馨瑩、曾文慧、陳凱筑 250

EB007873 智庫文化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7*MQOSMO( 飛舞的手指：八歲華裔神童鄒奇奇 ◎ 360

EB007874 健行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5*QKRKON( 傾聽！孩子畫裡有聲音――繪畫經驗成長分享 ◎ 翁靜雪 200

EB007875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1*ONMLQS( 瞭解拒絕上學的孩童 ◎ 河合洋著；蕭秋梅譯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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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876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QKS( 兒童輔導原理 (增訂版 ) ◎ 廖鳳池、王文秀、田秀蘭著 580

EB00787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OTLQ( 兒童諮商團體 -理念與方案 ◎ 黃正鵠總校閱；廖鳳池主編 550

EB007878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QQK( 家家都有藝術家 -親子 EQ與美學 ◎ 黃美廉著 200

EB00787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NSM( 兒童情緒教育之理論與實務 -用心學習，熱愛生活 ◎ J. Cohen主編；鄭雅方譯 400

EB00788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TSS( 嬰幼兒評量、評鑑及課程計畫系統 (一 ) ◎ Diana Bricker編著；瑞復益智中心譯 380

EB00788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TTP( 嬰幼兒評量、評鑑及課程計畫系統 (二 ) ◎ J. Cripe、K. 
Slentz、D. Bricker著；瑞復益智中心、林珍如譯

700

EB00788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LPK( 嬰幼兒評量、評鑑及課程計畫系統Ⅲ -3歲至6歲的 AEPS測
驗 ◎ D. Bricker、K. Pretti-Frontczak編著；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譯

500

EB00788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OMQ( 嬰幼兒評量、評鑑及課程計畫系統Ⅳ -3歲至6歲的 AEPS課程 
◎ D. Bricker、M. Waddell編著；盧明校閱；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譯

400

EB007884 藝術家 ﹝初等教育﹞ 1997 y(7IJ5H9*PNKSRN( 兒童繪畫與心智發展 ◎ 趙雲 著 280

EB007885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RML( 親子100科學遊戲 ◎ 陳忠照著 250

EB007886 心理 ﹝初等教育﹞ 1997 y(7IJ5H7*KMMMKM( 嬰幼兒遊戲 &教具 ◎ 張翠娥、吳文鶯著 280

EB00788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QRM( 幼兒遊戲（第二版） ◎ 陳淑敏著 270

EB00788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PQS( 不只是遊戲 -兒童遊戲的角色與地位 ◎ J. R. Moyles著；黃馨慧、段慧瑩譯 250

EB00788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RLS( 幼兒遊戲課程 ◎ 黃瑞琴著 300

EB00789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PLR( 小遊戲、大學問 -教師在幼兒遊戲中的角色 ◎ E. Jones、G. Reynolds著；陶英琪譯 280

EB00789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QMTN( 兒童遊戲課程 -動作技能與社會能力發展 ◎ 林惠雅主編；笛飛兒工作室著 350

EB00789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OKN( 聰明的玩 -101種增進智能的有趣遊戲 ◎ Barbara Sher著；吳道愉譯 200

EB007893 國家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3*QKQKNL( 幼兒的識字教育 ◎ 陳惠珍 200

EB007894 奧林文化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0*NTLPQP( 運動讓孩子變聰明 ◎ 260

EB007895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STT( 談閱讀 ◎ Ken Goodman著；洪月女譯 300

EB00789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PMR( 教室中的維高斯基 -仲介的讀寫教學與評量 ◎ L. Dixon-Krauss編著；古瑞勉譯 350

EB00789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QLR( 兒童語言發展 ◎ R. Cattell著；曾進興譯 350

EB00789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RQM( 語言可以這樣玩 -兒童語言發展遊戲與活動 ◎ 王派仁、何美雪著 130

EB00789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3 y(7IJ5H1*TKKNTL( 兒童成長與文學 (精 ) ◎ 葉詠琍 156

EB00790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0 y(7IJ5H1*TKKOKR( 兒童成長與文學 (平 ) ◎ 葉詠琍 89

EB007901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SOO( 幼兒教材教法 ◎ 張翠娥著 550

EB00790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TOK( 兒童的一百種語文 -瑞吉歐 -愛蜜莉亞教育取向 -進一步的迴響 ◎ 
C. Edwards、L. Gandini、G. Forman編著；羅雅芬、連英式、金乃琪譯

580

EB00790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KKP( 幼兒表現評量 -作品取樣系統 ◎ Samuel J. Meisels等著；廖鳳瑞、陳姿蘭編譯 420

EB00790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OSL( 幼兒教保概論 -與幼兒一起工作 ◎ 尹亭雲、王慧敏、何素娟等譯 550

EB00790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QNO( 多元世界的教與學 -兒童的多元文化教育 ◎ P. G. Ramsey著；朱瑛等譯 300

EB00790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SPN( 幼兒發展評量與輔導（第三版） ◎ 王珮玲著 450

EB00790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KMR(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 -修訂版 ◎ T. Harms、R. M. 
Clifford、D. Cryer著；郭李宗文、陳淑芳譯

200

EB00790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1*TLKTPQ( 家庭托育評量表 ◎ Thelma Harm & Richard M. Clifford著；倪用直譯 150

EB00790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RRP( 幼教機構行政管理 -幼稚園與托兒所實務 (第三
版 )（含光碟） ◎ 蔡春美、張翠娥、陳素珍著

600

EB00791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RLR( 各國幼兒教育 ◎ 魏惠貞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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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91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QNRMKT( 幼兒教育概論 ◎ 段慧瑩審閱；洪蓉徽、莊智棻譯 500

EB00791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NSR( 心靈幫手 -Vygotsky學派之幼兒教學法 ◎ Elena 
Bodrova & Deborah J. Leong著；蔡宜純譯

300

EB00791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NKKL( 幼兒教保概論 -教保關鍵概念與實例分析 ◎ 吳金香主編；吳金
香、林家蕙、張淑玲、黃娟娟、朱如茵、陳昭如、張茂源著

220

EB00791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TMQ( 幼兒教保概論 I ◎ 國立編譯館審定、孫秋香、邱琡雅、莊享靜著 250

EB00791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LNS( 幼兒教保概論 II ◎ 國立編譯館審定、孫秋香、邱琡雅、莊享靜著 280

EB00791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LLL( 因材施教 -多元智慧之光譜計畫的經驗 ◎ Jie-
Qi Chen等編著；梁雲霞總校閱；葉嘉青譯

280

EB00791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QQO( 光譜計畫 -幼小階段學習活動 ◎ Jie-Qi Chen等著；梁雲霞總校閱；朱瑛譯 480

EB00791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SKK( 光譜計畫 -幼兒教育評量手冊 ◎ Mara Krechevsky編著；梁雲霞譯 450

EB00791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QLP( 聰明的孩子‧資優的教學 -「開發智能‧解決問題」教學設計 ◎ 郭靜姿主編 480

EB007920 心理 ﹝初等教育﹞ 1994 y(7IJ5H7*KMKRQP( 幼兒教育課程設計 ◎ 陳淑琦著 500

EB00792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NNO( 近代幼兒教育思潮 （第二版） ◎ 魏美惠著 350

EB007922 健行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5*QKRPKK( e寶寶全方位學英語 ◎ 白妮君 200

EB007923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LS( Phonics Fun 1：The Alphabet (我會讀字母 ) (1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60

EB007924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NM( Phonics Fun 2：The Consonants (學學子音的發音 ) (1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60

EB007925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PQ( Phonics Fun 3：The Short Vowels (短母音家族 ) (1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260

EB007926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RK( Phonics Fun 4：Word Family and Blends (母音組家族 ) (1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330

EB007927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TO( Phonics Fun 5： The Long Vowels (長母音家族 ) (1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330

EB007928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LR( Phonics Fun 6： More Word Family and Digraph (分離母音組家族 ) (1
書 +1C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330

EB007929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MP( Phonics Fun 1：The Alphabet (我會讀字母 ) (動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450

EB007930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OT( Phonics Fun 2：The Consonants (學學子音的發音 ) (動
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450

EB007931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QN( Phonics Fun 3： The Short Vowels (短母音家族 ) (動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450

EB007932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KSR( Phonics Fun 4：Word Family and Blends (母音組家族 ) (動
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520

EB007933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KK( Phonics Fun 5：The Long Vowels (長母音家族 ) (動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520

EB007934 小語言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TQNLMO( Phonics Fun 6： More Word Family and Digraph (分離母音組家
族 ) (動畫 DVD) ◎ 林素娥 , 謝靜惠作 ; 簡永宏 , 吳嘉倩插圖

520

EB00793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NST( 創造性戲劇理論與實務 -教室中的行動研究 ◎ 林玫君著 400

EB00793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QKLT( 兒童數學發展與教育 -零歲到六歲 ◎ L. Pound著；詹勳國等譯 250

EB007937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SLN( 趣味科學 -家庭及教室適用的活動 ◎ C. Oppenheim著；江麗莉校閱；林翠湄譯 270

EB00793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POS( 一個孩子，兩種語言 -幼兒雙語教學手冊 ◎ P. O. Tabors著；吳信鳳、沈紅玫譯 300

EB00793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QORR( 統整式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行動研究取
向 ◎ C. C. Pappas等著；林佩蓉、蔡慧姿譯

750

EB00794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RRLT( 全語言教育 ◎ 李連珠著 600

EB007941 心理 ﹝初等教育﹞ 1994 y(7IJ5H7*KMLKPM( 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 -夏山學校對我國幼教的啟示 ◎ 盧美貴著 260

EB00794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PQQL( 幼教課程模式 -理論取向與實務經驗 (第二版 ) ◎ 簡楚瑛策畫主編 650

EB007943 心理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7*KMMRPM( 幼兒自然科學經驗 -教材教法 ◎ 周淑惠著 350

EB00794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PNR( 學習環境的規畫與運用 (第四版 ) ◎ 戴文青著 550

EB00794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NMQ( 探索身體資源 -身體、真我、超我 (第二版 ) ◎ 漢菊德編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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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94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SMR( 幼兒音樂學習原理 ◎ Edwin E. Gordon著；莊惠君譯 250

EB00794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SOL( 名曲教學與遊戲 -古典音樂教案 ◎ 吳淑玲策畫主編；陸小瑩、林巧瑋等著 300

EB00794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QLT( 幼稚園建構教學 -理論與實務 ◎ 陳淑敏著 300

EB00794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QKM( 主題音樂活動設計（附圖檔光碟） ◎ 劉斐如、施孟琪著 480

EB00795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OLS( 幼兒教材教法 -統整性課程取向 ◎ 周淑惠著 250

EB00795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PRQK( 幼兒自然科學概念與思維 ◎ 周淑惠著 250

EB00795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QNLQ( 兒歌教材教法 ◎ 蘇愛秋著 200

EB00795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PML( 教保小小孩　 ◎ 莊享靜譯 350

EB00795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TKK( 多元創意教具製作與應用 ◎ 魏麗卿著 350

EB00795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TQM( 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透明繪本的製作與運用 ◎ 蔡春美審閱；曾淑美著 400

EB00795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KSM( 幼兒教育課程模式（第三版） ◎ 簡楚瑛著 250

EB00795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LON( 繪本主題教學資源手冊（第二版） ◎ 吳淑玲策畫主編；洪藝芬、陳司敏、羅玉卿著 500

EB00795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MMS( 幼兒語文教材教法 ◎ 林德揚著 600

EB00795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RLQ(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探究取向之主題課程 ◎ 周淑惠著 200

EB00796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KLK( 媽祖廟 -種子幼稚園的鄉土文化課程（附光碟） ◎ 林惠娟、孫扶志編著 250

EB00796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KTQ( 說笑童年 -後現代童語錄 ◎ 漢菊德著 450

EB00796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OMN( 幼稚園班級經營 -反省性教師的思考與行動（第二版） ◎ 谷瑞勉著 300

EB00796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1*TLKRQP( 幼兒語言與讀寫課室觀察工具集 -使用指南 ◎ M. V. 
Smifh、D. K. Dickinson等著；張鑑如、善雲譯

200

EB00796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KOOO( 幼兒語言與讀寫課室觀察工具集 ◎ M. V. Smifh、D. K. Dickinson等著；張鑑如、善雲譯 100

EB00796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1*TLKTKL( 繪本怎麼教？繪本創意與萌發 ◎ 吳淑玲策劃主編；張育慈、沈怡伶、林
妹靜、姚淑玲、張怡雯、陳玫君、彭梅玲、曾淑美、黃作后、劉素妹著

420

EB00796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KTSR( 建構主義取向的幼兒課程與教學 -以台中市愛彌兒幼兒園探究課程為例 ◎ 
張斯寧主編；潘世尊、陳淑琴、鄭舒丹、陳振明、柳嘉玲、張斯寧著；高琇嬅策劃

580

EB00796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RMO( 舞動、敲擊、嬉遊記 -幼教藝術課程探究之足跡 ◎ 黃麗卿著 380

EB00796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ROS( 幼兒品格主題之課程活動設計 ◎ 楊淑雅、鄧蔭萍著 350

EB00796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QOQ( 輕鬆玩、快樂學 -50種幼兒引導策略 ◎ Janice J. Beaty著；倪履冰譯 380

EB00797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SPL( 創意的音樂律動遊戲（第二版） ◎ 黃麗卿著 300

EB00797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QLM( 理想的教學點子 I-以重要經驗為中心設計日常計
畫 ◎ M. Graves著；楊淑朱校閱主編；林翠湄譯

150

EB00797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OKQK( 理想的教學點子 II-以幼兒興趣為中心作計
畫 ◎ M. Graves著；楊淑朱校閱主編；楊世華譯

300

EB00797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NON( 理想的教學點子 III-一百個小組活動經驗 ◎ M. 
Graves著；楊淑朱校閱主編；蔡慶賢譯

300

EB00797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RQQ( 動作教學 -幼兒重要的動作經驗 ◎ P. Weikart著；楊淑朱校閱主編；林翠湄譯 200

EB00797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PRPN( 理想的教學點子 IV-家長工作坊的精要資源 ◎ M. 
Graves著；楊淑朱校閱主編；楊世華譯

300

EB00797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ONL( 理想的教學點子Ⅴ -充分利用計畫 -工作 -回
顧 ◎ Nancy Vogel著；楊淑朱、翁慧雯譯

320

EB00797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MKN( 教保實務 I ◎ 國立編譯館審定；鄭玉珠著 250

EB00797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PPNL( 教保實務 II ◎ 國立編譯館審定；鄭玉珠著 200

EB00797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OOK( 表達性藝術幼兒音樂課程教學指導手冊（上冊） ◎ 吳幸如著 450

EB00798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PSO( 表達性藝術幼兒音樂課程教學指導手冊（下冊） ◎ 吳幸如著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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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798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MPQ( 創造力教學口袋 -三至八歲開放發展式藝術教學 ◎ 徐玟玲
總編著；徐玟玲、劉霈真、廖育修、武沐璇、楊沛晴合著

450

EB00798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OLRQ( 幼兒音樂與肢體活動 ◎ Rae Pica著；許月貴、鄭欣欣、黃 ?瑩譯 400

EB007983 藝術家 ﹝初等教育﹞ 1993 y(7IJ5H1*LKQTKS( 幼兒繪畫活動指導 ◎ 林哲誠 300

EB00798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PMN( 幼兒創造性思考的表徵經驗 -台中市愛彌兒幼兒園積木活動紀實 ◎ 馬祖琳
主編；馬祖琳、戴文菁、臧瑩卓、林意紅、愛彌兒幼兒園教學團隊著；高琇嬅策劃

450

EB00798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RKM( 幼教機構財務管理 ◎ 戰寶華著 320

EB00798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TQK( 嬰幼兒托育環境評量表 -修訂版 ◎ Thelma Harms、

Debby Cryer、Richard M. Clifford著；倪用直譯
200

EB00798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QLSR( 幼兒教育與保育之行政與政策 (歐美澳篇 ) ◎ 簡楚瑛著 320

EB00798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PKO( 當代日本的幼托政策 -少子化時代的幼兒托育與教育 ◎ 翁麗方編著 280

EB00798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TPP( 國小情意教育課程 -正向心理學取向 ◎ 常雅珍著 350

EB00799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QSQ( 中小學課堂的教學評量 ◎ G. D. Borich & M. L. Tombari著；單文
經總校閱；王前龍、王健華、吳慧敏、岳修平、計惠卿 譯

500

EB007991 奧林文化 ﹝初等教育﹞ 2008 y(7IJ5H0*NTLSQM( 優點教育的驚人力量 ◎ 280

EB00799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3 y(7IJ5H1*OMKKNP( 選文研究―中小學國語文選文之評價與定位問題 ◎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
300

EB00799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PNP( 語文一把罩 -九年一貫語文領域創意教學活動設
計（第一冊） ◎ 吳淑玲策畫主編；萬榮輝等著

350

EB00799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POM( 語文一把罩 -九年一貫語文領域創意教學活動設
計（第二冊） ◎ 吳淑玲策畫主編；萬榮輝等著

350

EB00799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TOL( 促進理解之科學評量 -人本建構取向觀點 ◎ J. J. 
Mintzes等編著；洪振方總校閱；丁信中等譯

450

EB00799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QLMP( Fun的教學 -圖畫書與語文教學 ◎ 方淑貞著 300

EB00799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ONT( 鮮活的討論 -培養專注的閱讀 ◎ L. B. Gambrell等主編；谷瑞勉譯 400

EB00799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RON( 故事結構教學與分享閱讀 ◎ 王瓊珠著 300

EB00799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PST( 即興表演家喻戶曉的故事 -戲劇與語文教學的融合 ◎ R. B. Heinig編著；陳仁富譯 220

EB008000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5*ROQKOT( 閱讀寫作 so easy ◎ 陳純純、江艾謙、王文秀 250

EB008001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5*ROQRLL( 語文變聲 show：快樂聽相聲輕鬆學語文 (附光碟 ) ◎ 葉
怡均、台北市萬興國小 ART創意教學團隊

300

EB008002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8 y(7IJ5H5*RORLTK( 假如要有學習單：學習單設計的原則與實例 ◎ 林玫伶 250

EB008003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9 y(7IJ5H5*RORPNO(  如何問問題：兒童閱讀 Q&A ◎ 張子樟 250

EB008004 健行 ﹝初等教育﹞ 2006 y(7IJ8G7*RPNSRS( 作文ｅ點通（附教學光碟） ◎ 吳當 250

EB008005 小魯文化 ﹝初等教育﹞ 1999 y(7IJ5H5*RKQKRO( 炒一盤作文的好菜 ◎ 孫晴峰 280

EB00800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TPT( 如何撰寫一份簡單報告（一到三年級） ◎ Jennifer Overend Prior著；陳聖謨、林秀容譯 120

EB00800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TQQ( 如何撰寫一份研究報告（三到六年級） ◎ Kathleen 
Christopher Null著；陳聖謨、林秀容譯

150

EB00800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TRN( 如何撰寫一份研究報告（六到八年級） ◎ MariLu Robbins著；陳聖謨、林秀容譯 150

EB00800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PMP( 國文作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 王開府、陳麗桂主編 450

EB008010 心理 ﹝初等教育﹞ 1994 y(7IJ5H7*KMLKQT( 創意的寫作教室 ◎ 林建平編著 220

EB008011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5*ROPTKP( 從小叮噹學作文 --基礎篇 ◎ 管家琪 200

EB008012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5*ROPTLM( 從小叮噹學作文 --進階篇 ◎ 管家琪 200

EB008013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5*ROPTMT( 從小叮噹學作文 --實戰篇 ◎ 管家琪 200

EB008014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5*ROQRNP( 引導式寫作輕鬆教 ◎ 沈惠芳 250

EB008015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8 y(7IJ5H5*ROQTOK( 管家琪教作文：創意作文10課通 ◎ 管家琪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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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016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8 y(7IJ5H5*RORLSN( 打開限制式寫作大門 ◎ 沈惠芳 250

EB008017 東方出版 ﹝初等教育﹞ 1999 y(7IJ5H5*RKQKRO( 炒一盤作文的好菜 ◎ 孫晴峰 280

EB008018 國家 ﹝初等教育﹞ 1996 y(7IJ5H3*QKPTQQ( 小學生作文教室 ◎ 林增益 150

EB008019 奧林文化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0*NTLPTQ( 培養寫作能力超強的孩子 ◎ 270

EB008020 萬卷樓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NTOPRQ( 小學「限制式寫作」之設計與實作 ◎ 仇小屏 400

EB008021 萬卷樓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NTOTKN( 創造性寫作教學 ◎ 周慶華 300

EB008022 萬卷樓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LQK( 看圖作文新智能 ◎ 張春榮 240

EB008023 萬卷樓 ﹝初等教育﹞ 2009 y(7IJ5H7*NTQOTP( 語文教學新智能 ◎ 陳麗雲 300

EB00802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POP( 說故事談情意 -《西遊記》在情意教學上的應用 ◎ 唐淑華著 300

EB008025 小兵 ﹝初等教育﹞ 2010 y(7IJ8G6*POONMN( 故事媽媽 HappyGo ◎ 林淑玟 190

EB008026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9 y(7IJ5H1*OPLOQQ( 兒童英語教學13堂課 Thirteen Essentials of English Teaching to Children ◎ 鄒文莉 500

EB00802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LMM( 兒童的數學問題解決與思考 ◎ 黃幸美著 450

EB00802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NKQ( 數學的學習與教學 -六歲到十八歲 ◎ M. Nickson著；國立屏東師範學
院數理教育研究所、詹勳國、李震甌、莊蕙元、戴政吉、侯美玲譯

380

EB00802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OTN( 小學數學教學資源手冊 -推理與解題導向 ◎ Stephen 
Krulik、Jesse A. Rudnick著；馬秀蘭、吳德邦譯

450

EB00803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PKT( 小學數學推理與解題習作簿 ◎ Stephen Krulik、Jesse A. Rudnick著；馬秀蘭、吳德邦譯 250

EB008031 心理 ﹝初等教育﹞ 1999 y(7IJ5H7*KMNLLR( 學障兒童適性教材之設計 ◎ 秦麗花著 240

EB00803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RTQO( 小小導遊 -三峽、鶯歌好玩耶 ! ◎ 許芳菁 -編著 150

EB008033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RTRL( 小小導遊 -淡水、北海岸好玩耶 ! ◎ 林冠嫺 -編著 150

EB008034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RTSS( 小小導遊 -陽明山好玩耶 ! ◎ 林哲仲 -編著 150

EB008035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STNK( 小小導遊 -新店、烏來好玩耶！ ◎ 焦妮娜、翁詩韻、林家弘、李政霖 -編著 150

EB008036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8 y(7IJ5H1*OOTONM( 小小導遊 -木柵、深坑好玩耶！ ◎ 陳志偉 -等編著 150

EB008037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2 y(7IJ5H1*OLTPKN( 英國小學社會科課程之分析 ◎ 張玉成著；教育
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編

189

EB00803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RMT( 運用多元智慧的課程與教學 -以生活課程為例 ◎ 歐慧敏著 250

EB00803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QTK( 品格怎麼教？圖像閱讀與創意寫作 ◎ 吳淑玲策畫主
編；萬榮輝等著；桃園縣教育局張明文局長推薦

450

EB00804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PMQ( 品格怎麼教2？讀報與修辭寫作（低年級版） ◎ 吳淑玲策畫主編；萬榮輝等著 250

EB00804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PNN( 品格怎麼教2？讀報與修辭寫作（中年級版） ◎ 吳淑玲策畫主編；萬榮輝等著 280

EB00804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POK( 品格怎麼教2？讀報與修辭寫作（高年級版） ◎ 吳淑玲策畫主編；萬榮輝等著 300

EB008043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5*ROPMKM( 歌詠生命的旋律：九年一貫生命教育教案 ◎ 孫效智主編 290

EB008044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5*ROPOKK( 從生活學人權：人權融入式教學活動設計 ◎ 湯梅英主編 220

EB00804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7*KMPSPM( 科學遊戲創意教學 -致盛鮮師 V. S. 至聖先師 ◎ 陳忠照著 200

EB008046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LTS( 國小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 ◎ 王美芬、熊召弟著 400

EB00804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1*TLKMOQ( 科學教師之路 -由實習輔導到專業成長 ◎ 郭重吉主編；C. Murphy、

K. Tobin、S. Ritchie、五島政一、王美芬、古智雄、吳麗君、著（譯）
420

EB008048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B08EB*LKSQPP( 色鉛筆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許玉燕譯 160

EB00804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PNQ( 彩色筆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80

EB00805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1*OMSPON( 廣告顏料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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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051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0 y(7IJ5H1*OMSPPK( 小畫家的天空系列 (共三冊 ) ◎ 1050

EB00805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PQR( 動物畫 ◎ MontserratLlongueras、CristinaP 350

EB008053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PRO( 風景畫 ◎ MontserratLlongueras、CristinaP 350

EB008054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PSL( 靜物畫 ◎ MontserratLlongueras、CristinaP 350

EB008055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QOM( 我喜歡系列 (精 )(共六冊 ) ◎ 1680

EB008056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QPT( 我喜歡紅色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80

EB008057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QQQ( 我喜歡棕色 ◎ M. `AngelsComella-著；許玉燕 -譯 280

EB008058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QRN( 我喜歡黃色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80

EB00805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QSK( 我喜歡綠色 ◎ M. `AngelsComella-著；許玉燕 -譯 280

EB00806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QTR( 我喜歡藍色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80

EB008061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RKN( 我喜歡白色和黑色 ◎ M. `AngelsComella-著；許玉燕 -譯 280

EB00806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RLK( 創意小畫家系列 (精 )(共六冊 ) ◎ 1680

EB008063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RMR( 蠟筆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80

EB008064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RNO( 水彩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80

EB008065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SROL( 色鉛筆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80

EB008066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SRPS( 粉彩筆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80

EB008067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9 y(7IJ5H1*OMTSKT( 蠟筆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50

EB008068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1*OMTSLQ( 廣告顏料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50

EB00806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99 y(7IJ5H1*OMTSNK( 水彩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譯 250

EB00807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MTSOR( 色鉛筆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50

EB00807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SRR( 表演藝術教材教法 ◎ 廖順約著 350

EB008072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5*ROOKQT( 戲法學校基礎篇 ◎ 趙自強、徐琬瑩 280

EB008073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5*ROOKRQ( 戲法學校初級篇 ◎ 趙自強、徐琬瑩 280

EB008074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5*ROOKSN( 戲法學校中級篇 ◎ 趙自強、徐琬瑩 280

EB008075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5*ROPLMR( 戲法學校高級篇 ◎ 趙自強、徐琬瑩 280

EB008076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5*ROPONL( 走入黑光 DIY：黑光教學指導手冊 ◎ 黑光工作室 280

EB008077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5*ROPPPO( 想像力開發創意教室 ◎ 陳璐茜 220

EB008078 雄獅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4*ROKNQT( 繪本教學 DIY ◎ 周世宗．鄧美雲著 480

EB008079 雄獅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4*ROKTTO( 藝術魔法書 --兒童美術鑑賞入門 ◎ 黃啟倫 480

EB008080 雄獅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4*ROLKTK( 看書法變戲法——兒童書法鑑賞入門 ◎ 黃啟倫 350

EB008081 雄獅 ﹝初等教育﹞ 2009 y(7IJ5H4*ROLMLM( 全方位視覺藝術教學 ◎ 李曉寧‧翁櫻芳 480

EB008082 藝軒圖書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6*LQSMNT( 體育科際統整教學 ◎ 許義雄 500

EB008083 藝術家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6*PQPLNR( 多元潛能引導藝術教案設計 --開啟藝術創意視窗 ◎ 曾惠青 280

EB008084 藝術家 ﹝初等教育﹞ 1996 y(7IJ5H9*PNKOKS( 兒童美術教學講座 ◎ 陳瑤華 編著 280

EB008085 藝術家 ﹝初等教育﹞ 1996 y(7IJ5H9*PNKNQL( 兒童畫教材教法 ◎ 劉振源 著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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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086 藝術家 ﹝初等教育﹞ 1998 y(7IJ5H8*MRNLOQ( 英國兒童畫教學 ◎ 馬瑞安．李查蓀 280

EB008087 藝術家 ﹝初等教育﹞ 2005 y(7IJ8G7*OSRQLM( 通過美術的兒童教育 ◎ 劉振源 280

EB008088 健行 ﹝初等教育﹞ 2006 y(7IJ8G7*RPNSLQ( 咚咚鏘鏘學英文――在台灣過節慶（中英對照）隨書附贈有聲 CD ◎ 薛梅 280

EB00808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NRRNQ( Jack's Fear―傑克最害怕的東西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楊杰繪；薛慧儀譯 180

EB00809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1*ONSNTT( 二十六個妙朋友系列 (26冊含 CD） ◎ ColeenReddy著 4680

EB008091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MOQO( I`m Bored 我好無聊喔 ! ◎ Kathleen R. Seaton 180

EB00809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MORL( Wake Up! Wake Up! 起床了 ! ◎ Kathleen R. Seaton 180

EB008093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NOOR( Vocabulary 1000―基本1000單字書 ◎ 張淑如、嚴雅貞 300

EB008094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MNT( Happy Birthday Grandmother 奶奶 , 生日快樂 ! ◎ Kathleen R. Seaton 180

EB008095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MOQ( I Want A Dog 我想要一隻狗 ! ◎ Kathleen R. Seaton 180

EB008096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MPN( There Are Ants in My Pants!唉呀！褲子裡有螞蟻！ ◎ Kathleen R. Seaton 180

EB008097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MQK( Let`s Go! Let`s Go! 出發嘍 ! ◎ Kathleen R. Seaton 180

EB008098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PKP( Zippy and the Green Paint―賽皮與綠色顏料 ◎ Carla Golembe 180

EB00809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PLM( Zippy and the Circus―賽皮與馬戲團 ◎ Carla Golembe 180

EB00810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PMT( Zippy and the Very Big Cookie―賽皮與超級大餅乾 ◎ Carla Golembe 180

EB008101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PNQ( Zippy Chooses a Sport―賽皮做運動 ◎ Carla Golembe 180

EB00810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PON( Zippy Reads―賽皮學認字 ◎ Carla Golembe 180

EB008103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OPPK( Zippy and Zoe Go to the Beach―賽皮與柔依去海邊 ◎ Carla Golembe 180

EB008104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PTMM( Stilt`s Stick Problem-史提的大麻煩 ◎ Kriss Erickson著 卡圖工作室繪 239

EB008105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PTNT( Stinky`s Funny Scent-丁奇的怪味道 ◎ Kriss Erickson著 卡圖工作室繪 239

EB008106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PTOQ( Bumpy`s Crazy Tail- 邦皮的瘋狂尾巴 ◎ Kriss Erickson著 卡圖工作室繪 239

EB008107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PTPN( Macy`s Strange Snacks-莓西的怪點心 ◎ Kriss Erickson著 卡圖工作室繪 239

EB008108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1*OOPTQK( Fleet`s Sticky Feet-飛麗的黏腳ㄚ ◎ Kriss Erickson著 卡圖工作室繪 239

EB008109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QRRQ( 媽咪，颱風是什麼？What Is a Typhoon, Mommy? 
-敲敲節奏說韻文系列 ◎ Peter Wilds

190

EB008110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QRSN( 我的志願 What I Want to Be-敲敲節奏說韻文系列 ◎ Peter Wilds 190

EB008111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QRTK( 越幫越忙 Jenny Helps Do the Housework -敲敲節奏說韻文系列 ◎ Peter Wilds 190

EB008112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QSKQ( 電視是我的 !The TV Is Mine!-小怪獸系列 ◎ Jill McDougall著； 余麗婷繪 190

EB008113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QSLN( 我討厭寫作業 I Hate Homework-小怪獸系列 ◎ Jill McDougall著； 余麗婷繪 190

EB008114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1*OOQSMK( 小怪獸的驚喜 A Monster Surprise-小怪獸系列 ◎ Jill McDougall著； 余麗婷繪 190

EB008115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5*ROORQM( 神奇魔指 ◎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160

EB008116 幼獅文化 ﹝初等教育﹞ 2003 y(7IJ5H5*ROORRT( 喂咕嗚愛情咒 ◎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160

EB008117 心理 ﹝初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NPK(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 (第二版 ) ◎ 李坤崇著 600

EB008118 心理 ﹝初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MPT( 九年一貫課程 -觀點與解讀 ◎ 潘慧玲主編 250

EB00811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2 y(7IJ5H7*KMPOKL(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省思與實踐 ◎ 黃嘉雄著 380

EB00812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OTL( 解讀九年一貫教育 ◎ 張凱元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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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12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SPO( 5-11歲的戲劇、語文與道德教育 ◎ Joe Winston著；陳韻文譯 180

EB00812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MML(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發展 -從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出發 ◎ 陳新轉著 380

EB008123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RMK( 開始玩戲劇11-14歲 -中學戲劇課程教師手冊 ◎ J. Neelands著；歐怡雯譯 250

EB008124 心理 ﹝初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TPN( 開始玩戲劇4-11歲 -兒童戲劇課程教師手冊 ◎ Joe 
Winston、Miles Tandy著；陳韻文、張鐙尹譯

220

EB008125 心理 ﹝初等教育﹞ 2004 y(7IJ5H7*KMQSSK(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 ◎ 李坤崇著 500

EB008126 奧林文化 ﹝初等教育﹞ 2008 y(7IJ5H0*NTLTKT( 31個孩子，31個機會 ◎ 230

EB008127 三民書局 ﹝初等教育﹞ 1989 y(7IJ5H1*OKNPKM( 中等教育 ◎ 司琦著 311

EB008128 心理 ﹝初等教育﹞ 1996 y(7IJ5H7*KMLRPP( 兒童偏差行為的輔導與治療 ◎ 陳東陞等著 350

EB008129 心理 ﹝初等教育﹞ 2009 y(7IJ8G1*TLMKLL( 中小學諮商師生存指南 ◎ John J. Schmidt著；李孟真、吳怡君、倪履冰譯 320

EB008130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RTT( 學校輔導中的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 Gerald B. Sklare著；許維素
總校閱；蔡翊楦、陳素惠、張曉佩、王昭琪、許維素譯

250

EB008131 心理 ﹝初等教育﹞ 2007 y(7IJ8G1*TLKMPN( 國小低年級教室實務評量（ APEEC） ◎ M. L. Hemmeter、K. L. 
Maxwell、M. J. Ault、J. W. Schuster著；郭李宗文、劉學融譯

150

EB008132 心理 ﹝初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SLP( 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指標及實施方式研究 ◎ 鄭崇趁著 350

EB008133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5*NKTTSP( 這一年，我們都很鮮 ◎ 霍慧珍 120

EB008134 正中書局 ﹝中等教育﹞ 2006 y(7IJ5H0*TLRKLR( 基測作文的魔法師 -增加學生思考 ◎ 蕭麗華 280

EB008135 正中書局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0*TLRRMR( 基測作文百分百 ◎ 林淑英 250

EB008136 正中書局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0*TLRSLT( 琴涵老師寫作教室 -生活中找鑽石 ◎ 琴涵、陳亞南 280

EB008137 正中書局 ﹝中等教育﹞ 2008 y(7IJ5H0*TLSKNS( 琴涵老師寫作教室 -創意，點石成 ◎ 琴涵、陳亞南 280

EB008138 正中書局 ﹝中等教育﹞ 2008 y(7IJ5H0*TLSKRQ( 圖解國學常識 ◎ 陳文之 350

EB008139 正中書局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0*TLRROL( 我的心情開 Patry ◎ 方素真 160

EB008140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5*ROLMQQ( 打開教學新視窗 ◎ 徐美鈴 160

EB008141 心理 ﹝中等教育﹞ 2006 y(7IJ5H7*KMSRRS( 新 / 心教育的追尋 -諾基亞 CQ工程創意教學模組彙編 ◎ 吳武典主編 250

EB008142 三民書局 ﹝中等教育﹞ 2006 y(7IJ5H1*OMQPMP( 國文教學法 ◎ 黃錦鋐 420

EB008143 心理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7*KMROLM( 情意教學 -故事討論取向 ◎ 唐淑華著 450

EB008144 心理 ﹝中等教育﹞ 2008 y(7IJ8G1*TLLLSM( 基測國文科試題品質分析與改善建議 -以90～ 95年試題為例 ◎ 鄭圓鈴著 450

EB008145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0 y(7IJ5H5*ROMQSN( 創意教學：國文篇 ◎ 魏靖峰 180

EB008146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5*RONPRO( 國語文教學有創意 ◎ 潘麗珠 180

EB008147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5*ROPNRK( 創意國語文教學活動設計 ◎ 潘麗珠編著 220

EB008148 國家 ﹝中等教育﹞ 1993 y(7IJ5H3*QKMOMM( 國文趣味多 ◎ 姜建邦 200

EB008149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7*NTNRRR( 散文．新詩義旨古今談 ◎ 蒲基維 240

EB008150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QQL( 詩詞義旨透視鏡 ◎ 江錦玨 540

EB008151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QPO( 修辭新思維 ◎ 張春榮 320

EB008152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7*NTOQQS( 國中國文義旨教學 ◎ 陳佳君 200

EB008153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MML( 國中國文修辭教學 ◎ 張春榮 220

EB008154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QMN( 國語文教學活動設計 ◎ 潘麗珠 200

EB008155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4 y(7IJ5H7*NTLMKT( 解惑篇 (上 下 ) ◎ 龔鵬程 等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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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156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7*NTMKRR( 高中國文趣味教學手冊 (六 ) ◎ 宋　裕 460

EB008157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7*NTLSTQ( 名家論國中國文續編 (上 ) ◎ 陳滿銘 260

EB008158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7*NTLTKM( 名家論國中國文續編 (下 ) ◎ 陳滿銘 260

EB008159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7*NTMKLP( 新國中國文動動腦 (二 ) ◎ 韓姝如 等 400

EB008160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7*NTMKKS( 新國中國文動動腦 (三 ) ◎ 韓姝如 等 400

EB008161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7*NTMKPN( 新國中國文動動腦 (四 ) ◎ 韓姝如 等 400

EB008162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7*NTMMLN( 新國中國文動動腦 (五 ) ◎ 韓姝如 等 400

EB008163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7*NTMOPT( 新國中國文動動腦 (六 ) ◎ 韓姝如 等 400

EB008164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7*NTMLOP( 文章結構分析 ◎ 陳滿銘 320

EB008165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PMO( 應用修辭學 ◎ 蔡宗陽 320

EB008166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QNK( 現代文學鑑賞與教學 ◎ 陳惠齡 460

EB008167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7*NTNSOP( 文法 ABC―給你一把解開國文文法的鑰匙（增修版） ◎ 楊如雪 400

EB008168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7*NTOKQO( 你也是創意命題高手 ◎ 鄭圓鈴 240

EB008169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3 y(7IJ5H7*NTONOR( 中學語法教學 ◎ 林士敦 360

EB008170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PKO( 辭章風格教學新論：以中學詩歌教材為研究對象 ◎ 蒲基維 240

EB008171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7*NTPRSS( 饗宴：中學生的閱讀與寫作 ◎ 劉家楨 320

EB008172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7*NTNTOO( 雅歌清韻—吟詩讀文一起來 (一書二 CD) (修訂版 ) ◎ 潘麗珠 500

EB008173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3 y(7IJ5H7*NTOMSQ( 上課十五分鐘文學‧現代文學篇 ◎ 石德華 吳秀娟 240

EB008174 健行 ﹝中等教育﹞ 2006 y(7IJ8G7*RPNSMN( 進階作文範例——怎樣寫好作文（增訂本） ◎ 蔡澤玉 200

EB008175 三民書局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1*TLRPQQ( 怎樣寫出生動的文章―中學生作文 ◎ 梁桂珍 220

EB008176 台灣商務 ﹝中等教育﹞ 2008 y(7IJ5H0*PMMTRQ( 作文花園―升大學作文指導與範例 ◎ 林金郎 180

EB008177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QRS( 章法新視野 ◎ 仇小屏 340

EB008178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NTNQKT( 新型作文瞭望台 ◎ 陳智弘等 370

EB008179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7*NTPKKT( 國中國文章法教學 ◎ 仇小屏 黃淑貞 200

EB008180 萬卷樓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7*NTLTSS( 創意作文及新詩教寫 ◎ 林瑞景 400

EB008181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7*NTOLTO( 習作新視窗―作文運材教學設計之研究 ◎ 劉寶珠 260

EB008182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7*NTORON( 超ㄅㄧㄤˋ的創意作文與新詩教寫（增修版） ◎ 林瑞景 420

EB008183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7*NTOSQQ( 綴玉織錦 ◎ 陳智弘 240

EB008184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7*NTOTMR( 創意作文批改範例 (再版 ) ◎ 林瑞景 400

EB008185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NTT( 「限制式寫作」之理論與應用 ◎ 仇小屏 360

EB008186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7*NTPRKM( 作文課上的加減乘除 ◎ 陳嘉英 360

EB008187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7*NTPRTP( 極短篇欣賞與教學 ◎ 張春榮 200

EB008188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7*NTQKMK( 中學生作文診所：想像作文 ◎ 李浩英 主編蒲基維 校閱 300

EB008189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7 y(7IJ5H7*NTQKNR( 中學生作文診所：分類作文 ◎ 李浩英 主編蒲基維 校閱 300

EB008190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8 y(7IJ5H7*NTQMSK( 作文教學風向球 ◎ 張春榮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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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191 萬卷樓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MTK( 篇章對比與調和結構論 ◎ 黃淑貞 300

EB008192 心理 ﹝中等教育﹞ 2008 y(7IJ8G1*TLMKTR( 中學數學教學資源手冊 -推理與解題導向 ◎ Stephen 
Krulik、Jesse A. Rudnick著；馬秀蘭、吳德邦譯

450

EB008193 心理 ﹝中等教育﹞ 2008 y(7IJ8G1*TLMLPS( 中學數學推理與解題習作簿 ◎ Stephen Krulik、Jesse A. Rudnick著；馬秀蘭、吳德邦譯 200

EB008194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5*RONPSL( 創意教學：數學篇 ◎ 何碧燕 220

EB008195 三民書局 ﹝中等教育﹞ 1998 y(7IJ5H1*OMMNNQ( 談歷史　話教學 ◎ 張元著 210

EB008196 心理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7*KMOOSK( 中學「生命教育」手冊 -以生死教育為取向 ◎ 張淑美策畫主編 300

EB008197 心理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PMS( 資優青少年自我傷害防治課程與教學 -以生命教育
為取向（隨書附贈教學光碟） ◎ 程國選著

450

EB008198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4 y(7IJ5H5*ROPLTQ( 歌詠生命的旋律：高中職生命教育教案 ◎ 孫效智主編 330

EB008199 心理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KMRSMP( 自然科學與生活科技概論 ◎ 周秋香著 500

EB008200 心理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7*KMSNQP( 生活科技概論 ◎ 李隆盛策劃主編；李隆盛、蔡錫濤、葉俊偉、吳
天方、游光昭、宗靜萍、林奇賢、王光復、陳長振、周如文著

600

EB008201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0 y(7IJ5H5*ROMQQT( 創意教學：理化篇 ◎ 陳偉民 160

EB008202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5*RONQMS( 肢體密碼：戲劇輔導手冊 ◎ 王秀娟〈王琄〉 160

EB008203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5*RONTQN( 班級經營調色盤：藝術與人文班級經營手冊 ◎ 李永旭 290

EB008204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5*RONTRK( 愛上表演課 ◎ 王秀娟〈王琄〉 260

EB008205 三民書局 ﹝中等教育﹞ 2005 y(7IJ5H1*OONOPO( 從篇章結構到閱讀測驗 (二版 )From Discourse Structure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 李文玲 -編著

225

EB008206 三民書局 ﹝中等教育﹞ 2008 y(7IJ5H1*OORNSO( 克漏字與寫作練習 Cloze & Writing Practice(增訂二版 ) ◎ 李文玲 -編著 150

EB008207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5*RONPON( 創意教學：英語篇 ◎ 詹麗馨 160

EB008208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5*ROOKOP( 當班級經營碰上綜合活動 ◎ 曲慧娟 260

EB008209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2 y(7IJ5H5*ROOLMK( 當班級經營融入六大議題 ◎ 曲慧娟 220

EB008210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2001 y(7IJ5H5*RONLRS( 教訓輔的天空 ◎ 葉亞寧 180

EB008211 幼獅文化 ﹝中等教育﹞ 1999 y(7IJ5H5*ROLMPT( 全方位導師手冊 ◎ 陶道毓 220

EB008212 台灣商務 ﹝中等教育﹞ 2006 y(7IJ5H0*PMKQRP( 教出優秀 -朱秀榮校長與再興的傳奇 ◎ 宋雅姿 (著 ) 420

EB008213 雲龍 ﹝高等教育﹞ 1997 y(7IJ5H9*QQNLLN( 中國書院文化 ◎ 楊布生、彭 250

EB008214 三民書局 ﹝高等教育﹞ 1995 y(7IJ5H1*TLRROK( 樹人存稿 (精 ) ◎ 馬哲儒 390

EB008215 三民書局 ﹝高等教育﹞ 1995 y(7IJ5H1*TLRRPR( 樹人存稿 (平 ) ◎ 馬哲儒 320

EB008216 三民書局 ﹝高等教育﹞ 1998 y(7IJ5H1*TMLSRR( 從通識教育的觀點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 (精 ) ◎ 何秀煌 240

EB008217 三民書局 ﹝高等教育﹞ 1998 y(7IJ5H1*TMLSSO( 從通識教育的觀點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 (平 ) ◎ 何秀煌 170

EB008218 萬卷樓 ﹝高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OQR( 我國台灣人文學門系所之現況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240

EB008219 萬卷樓 ﹝高等教育﹞ 2007 y(7IJ5H7*NTPSRK( 博學與雅緻：明道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研討會 ◎ 許淑華 主編 280

EB008220 大塊 ﹝高等教育﹞ 2005 y(7IJ8G7*MTLMTP( 如何訂做一個好老師 ◎ 肯．貝恩 250

EB008221 大塊 ﹝高等教育﹞ 9405 y(7IJ8G7*MTLMTP( 如何訂做一個好老師 ◎ 肯．貝恩 250

EB008222 心理 ﹝高等教育﹞ 2006 y(7IJ5H7*KMTOTM( 大學治理 -財務、研發、人事 ◎ 張哲琛審定；湯
堯、成群豪、楊明宗著；吳京、黃政傑推薦

300

EB008223 藝術家 ﹝高等教育﹞ 1995 y(7IJ5H9*PKKTKQ( 大學美術校系應考手冊 ◎ 郭少宗 200

EB008224 心理 ﹝高等教育﹞ 2000 y(7IJ5H7*KMNSTQ( 大學生生涯發展與規畫手冊 ◎ 林清文著 250

EB008225 心理 ﹝高等教育﹞ 2007 y(7IJ5H7*KMTROO( 作個成功學習的大學生 -動機與學習自我管理 ◎ M. H. Dembo著；李麗君譯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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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226 國家 ﹝高等教育﹞ 1992 y(7IJ5H3*QKLNSS( 大學生學些什麼 ◎ 也　白 150

EB008227 萬卷樓 ﹝高等教育﹞ 2005 y(7IJ5H7*NTPORO( 我國大學台灣人文學門系所現況調查彙編 ◎ 台
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300

EB008228 三民書局 ﹝高等教育﹞ 1989 y(7IJ5H1*TKKOML( 新亞遺鐸 (平 ) ◎ 錢穆著 711

EB008229 台灣商務 ﹝高等教育﹞ 2006 y(7IJ5H0*PMKMLR( 細看哈佛 ◎ 徐飛 著 280

EB008230
典藏藝
術家庭

﹝高等教育﹞ 2006 y(7IJ8G7*PLTSSR( 遇見‧哈佛 -長春藤名校巡禮 ◎ 陳家祺 320

EB008231 台灣商務 ﹝高等教育﹞ 1993 y(7IJ5H0*PKRRKQ( 中國的書院 ◎ 朱漢民 著 140

EB008232 國家 ﹝高等教育﹞ 2004 y(7IJ5H3*QKTMQL( 書院史話 ◎ 樊克政 200

EB008233 藝術家 ﹝高等教育﹞ 1999 y(7IJ5H0*MONPKP( 臺灣的書院 ◎ 王啟宗 著 160

EB008234 遠足 ﹝高等教育﹞ 2008 y(7IJ8G6*RNLKMK( 台灣的書院 ◎ 李鎮岩 400

EB008235 三民書局 ﹝教育行政﹞ 1992 y(7IJ5H1*OKNNLL( 教育行政學 ◎ 林文達 260

EB008236 心理 ﹝教育行政﹞ 2004 y(7IJ5H7*KMRLLP( 學校行政 (第六版 ) ◎ 吳清山著 700

EB008237 心理 ﹝教育行政﹞ 2001 y(7IJ5H7*KMOQRL( 學校效能及校本管理 -發展的機制 ◎ 鄭燕祥著 350

EB008238 心理 ﹝教育行政﹞ 2003 y(7IJ5H7*KMQKTP( 教育行政學　 ◎ 林天祐策畫主編；林天祐、吳清山、張
德銳、湯志民、丁一顧、周崇儒、蔡菁芝著

450

EB008239 心理 ﹝教育行政﹞ 2004 y(7IJ5H7*KMRKRS( 教育行政研究手冊（含光碟） ◎ J. Murphy & K. S. 
Louis主編；張鈿富總校閱；王如哲等譯

900

EB008240 心理 ﹝教育行政﹞ 2005 y(7IJ5H7*KMRPQQ( 學校經營管理與領導 ◎ 陳義明著 500

EB008241 幼獅文化 ﹝教育行政﹞ 2003 y(7IJ5H5*ROOONO( 學校行政理論與實務 ◎ 何金針 250

EB008242 正中書局 ﹝教育行政﹞ 2002 y(7IJ5H0*TLOPPT( 大學自我評鑑 ◎ 凱爾士 著 / 王保進 譯 400

EB008243 心理 ﹝教育行政﹞ 2004 y(7IJ5H7*KMQQKQ( 教育行政理論 -哲學篇 ◎ 林志忠著 400

EB008244 三民書局 ﹝教育行政﹞ 1988 y(7IJ5H1*OKNMNQ( 教育計畫 ◎ 林文達 200

EB008245 心理 ﹝教育行政﹞ 2005 y(7IJ5H7*KMRRQO( 社會變遷與教育政策 ◎ 劉世閔著 450

EB008246 心理 ﹝教育行政﹞ 2006 y(7IJ5H7*KMTNNL( 教育政策規劃 ◎ 張芳全著 400

EB008247 心理 ﹝教育行政﹞ 2004 y(7IJ5H7*KMQRRO( 教育政策與教育革新 ◎ 黃昆輝、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總策畫；楊深坑、黃政傑、陳伯璋總編輯；張明輝主編

400

EB008248 心理 ﹝教育行政﹞ 2006 y(7IJ5H7*KMSQPP( 教育政策科學與實務 ◎ 黃乃熒主編 400

EB008249 心理 ﹝教育行政﹞ 2006 y(7IJ5H7*KMTPNT( 晚清教育政策演變史（1862～ 1911） ◎ 黃士嘉著 680

EB008250 心理 ﹝教育行政﹞ 2004 y(7IJ5H7*KMQQTT( 教育政策分析 ◎ 張芳全著 450

EB008251 心理 ﹝教育行政﹞ 2006 y(7IJ5H7*KMSRSP( 當代中國大陸教育法與判例 ◎ 吳榮鎮著 350

EB008252 三民書局 ﹝教育行政﹞ 2000 y(7IJ5H1*ONLPON( 主任與職員的法律責任 ◎ 沈銀和 250

EB008253 三民書局 ﹝教育行政﹞ 2006 y(7IJ5H1*ONMMTS( 校長的法律責任 ◎ 沈銀和 350

EB008254 心理 ﹝教育行政﹞ 2008 y(7IJ8G1*TLLTOQ( 教育法規 -理論與實務（第三版） ◎ 吳清山著 520

EB008255 心理 ﹝教育行政﹞ 2007 y(7IJ5H7*KMTRPL( 多元智慧與共同領導 ◎ T. R. Hoerr著；陳佩正譯 350

EB008256 心理 ﹝教育行政﹞ 2007 y(7IJ8G1*TLKLKT( 企業與教育領導原理 ◎ 鄭照順著 600

EB008257 心理 ﹝教育行政﹞ 2002 y(7IJ5H7*KMPMMR( 校長室裡的孩子 -打造學習新樂園 ◎ Richard Lodish著；陳淑芳校閱主編；鄭雅方譯 350

EB008258 心理 ﹝教育行政﹞ 2005 y(7IJ5H7*KMSPKL( 中小學校長談校務經營（上冊） ◎ 林文律主編 850

EB008259 心理 ﹝教育行政﹞ 2005 y(7IJ5H7*KMSPLS( 中小學校長談校務經營（下冊） ◎ 林文律主編 850

EB008260 心理 ﹝教育行政﹞ 2005 y(7IJ5H7*KMROQR( 學習的績效 -老師與學校的領導者可以掌控的績
效 ◎ D. B. Reeves著；歐用生策畫；陳佩正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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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261 心理 ﹝教育行政﹞ 2006 y(7IJ5H7*KMSPQN( 教學視導 -觀念、知能與實務 ◎ 吳培源著 450

EB008262 心理 ﹝教育行政﹞ 2008 y(7IJ8G1*TLLMQR( 教學視導故事敘說 ◎ 劉和然主編 350

EB008263 三民書局 ﹝教育行政﹞ 1981 y(7IJ5H1*OKNPTP( 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 ◎ 司琦著 433

EB008264 心理 ﹝學校管理﹞ 2006 y(7IJ5H7*KMTRNR( 教室裡的行為管理 -交流分析（溝通分析）之應用 ◎ 
S. Newell & D. Jeffery著；江原麟、陳冠吟、黃雅芬譯

280

EB008265 心理 ﹝學校管理﹞ 2007 y(7IJ8G1*TLKORP( 教室裡的行為改善與自尊提升 -交流分析（溝通分析）應用之實用
指南 ◎ Giles Barrow、Emma Bradshaw & Trudi Newton著；江原麟、陳冠吟譯

250

EB008266 心理 ﹝學校管理﹞ 2007 y(7IJ8G1*TLKOSM( 焦點解決取向的教師效能 ◎ Linda Metcalf著；許維素總校
閱；鄭惠君、黃雪瑛、劉威成、蔡素玲、許維素譯

350

EB008267 心理 ﹝學校管理﹞ 2009 y(7IJ8G1*TLMSRP( 班級經營的解決之道（一）-WOWW取向 ◎ Insoo 
Kim Berg & Lee Shilts著；許維素校閱；胡 ?鳳譯

120

EB008268 心理 ﹝學校管理﹞ 2009 y(7IJ8G1*TLMSSM( 班級經營的解決之道（二）-WOWW教練 ◎ Insoo 
Kim Berg & Lee Shilts著；許維素校閱；李慧貞譯

120

EB008269 心理 ﹝學校管理﹞ 1994 y(7IJ5H7*KMMKMS( 班級經營 -做個稱職的教師 ◎ 鄭玉疊、郭慶發著 300

EB008270 心理 ﹝學校管理﹞ 2002 y(7IJ5H7*KMPOMP( 班級常規經營 -常規與教學雙人行 ◎ 盧富美著 250

EB008271 心理 ﹝學校管理﹞ 2006 y(7IJ5H7*KMTMNM( 有效的班級經營 -以研究為根據的策略 ◎ R. J. Marzano等著；賴麗珍譯 280

EB008272 心理 ﹝學校管理﹞ 2007 y(7IJ5H7*KMTTTR( 班級經營實用手冊 ◎ Robert J. Marzano等著；賴麗珍譯 280

EB008273 心理 ﹝學校管理﹞ 2009 y(7IJ8G1*TLMMLT( 初任教師班級經營指南 ◎ Ellen L. Kronowitz著；杜宜展譯 350

EB008274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1998 y(7IJ5H5*NKTTLQ( 日升日落：老師的一天 ◎ 李玲惠 160

EB008275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1998 y(7IJ5H5*ROKKOR( 春去秋來：老師的一年 ◎ 黃漢昌 160

EB008276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1998 y(7IJ5H5*ROKLKS( 心情三重奏 ◎ 孫小英 120

EB008277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1999 y(7IJ5H5*ROLNST( 教室裡也有春天 ◎ 李玲惠 160

EB008278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2000 y(7IJ5H5*ROMQRQ( 危機與契機：校園問題行為輔導手冊 ◎ 鄔佩麗 180

EB008279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2007 y(7IJ5H5*ROQMRS( 班級經營潤滑劑 ◎ 薛春光等 220

EB008280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2009 y(7IJ5H5*ROROSK( 班級經營三人行 ◎ 薛春光、李永旭、陳君易、黃鈺欽、徐國峰 250

EB008281 好名堂 ﹝學校管理﹞ 2007 y(7IJ8G6*TNRLMP( 挑逗味蕾的香草派．餅 ◎ 彌雪 180

EB008282 深思文化 ﹝學校管理﹞ 2008 y(7IJ8G1*SOOLPM( 在畢業前起跑：學生職前實習手冊 ◎ Christine Fanthome 280

EB008283 心理 ﹝學校管理﹞ 2000 y(7IJ5H7*KMNQSL( 考試知多少 ◎ 曹亮吉著 250

EB008284 心理 ﹝學校管理﹞ 2007 y(7IJ8G1*TLKPPK( 大學導師輔導工作實務 ◎ 黃政昌主編；黃政昌、羅子琦、許
慧珊、張瑋祺、徐偉玲、陳詩潔、景瓊茹、賴佑華合著

400

EB008285 三民書局 ﹝學校管理﹞ 2007 y(7IJ5H1*OOROPM( 輔導原理與實務 (二版 ) ◎ 劉焜輝 -主編 450

EB008286 三民書局 ﹝學校管理﹞ 2008 y(7IJ5H1*OPKSLK( 輔導原理與個人成長 ◎ 林維能 290

EB008287 心理 ﹝學校管理﹞ 2004 y(7IJ5H7*KMQPSN( 教師諮商技巧 ◎ J. A. Kottler等著；許維素校閱主編；孫守湉、林秀玲譯 220

EB008288 心理 ﹝學校管理﹞ 2004 y(7IJ5H7*KMQTKN( 團體輔導 ◎ 吳武典、洪有義、張德聰著 550

EB008289 心理 ﹝學校管理﹞ 2005 y(7IJ5H7*KMRONQ( 應用行為分析 -行為改變技術實務 ◎ P. A. Alberto等著；陸世豪譯 650

EB008290 心理 ﹝學校管理﹞ 2006 y(7IJ5H7*KMTPMM( 大學諮商輔導工作實務 ◎ 林家興主編；林家興、歐陽儀、管貴貞、王玉
珍、林淑君、吳麗琴、張玉鈴、樊雪春、莊雅婷、賴念華、麥麗蓉著

300

EB008291 心理 ﹝學校管理﹞ 2008 y(7IJ8G1*TLLTNT( 你快樂嗎？大學生的心理衛生 ◎ 黃政昌主編；黃政昌、陳玉芳、古
芸妮、賴佑華、許慧珊、景瓊茹、陳詩潔、羅子琦、張偉琪著

500

EB008292 心理 ﹝學校管理﹞ 2007 y(7IJ8G1*TLKNPM( 敘事治療在學校中的應用 ◎ John Winslade、Gerald Monk著；
陳信昭總校閱；陳信昭、曾正奇、陳聰興譯

180

EB008293 心理 ﹝學校管理﹞ 2009 y(7IJ8G1*TLMKNP( 焦點解決教育 -一個更快樂的學校 ◎ Kerstin Mahlberg、

Maud Sjoblom著；許維素總校閱；蘇子堯、王雯華譯
200

EB008294 心理 ﹝學校管理﹞ 2007 y(7IJ8G1*TLKMQK( 酷凌行動 -應用戲劇手法處理校園霸凌和衝突 ◎ J. 
O'Toole、B. Burton & A. Plunkett著；林玫君、歐怡雯譯

250

EB008295 幼獅文化 ﹝學校管理﹞ 2004 y(7IJ5H5*ROPMQO( 脫困妙招101：青少年自保祕笈 ◎ 吳美嬌、謝菁菁 插圖／曾碧珠 180



 - 238 -

．
︹
學
校
管
理
︺
．

EB008296 心理 ﹝學校管理﹞ 2001 y(7IJ5H7*KMOOOM( 學習輔導 ◎ 何英奇、毛國楠、張景媛、周文欽著 350

EB008297 心理 ﹝學校管理﹞ 2004 y(7IJ5H7*KMRLRR( 我可以學得更好 -學習輔導與診斷手冊（低年級
版） ◎ 台灣心理學會 教育心理學組合著

350

EB008298 心理 ﹝學校管理﹞ 2005 y(7IJ5H7*KMSNPS( 我可以學的更好 -學習診斷與輔導手冊（中年級
版） ◎ 台灣心理學會 教育心理學組合著

400

EB008299 心理 ﹝學校管理﹞ 2008 y(7IJ8G1*TLLLOO( 我可以學得更好 -學習診斷與輔導手冊（高年級
版） ◎ 台灣心理學會 教育心理學組合著

380

EB008300 靜思 ﹝學校管理﹞ 2009 y(7IJ8G6*QLQMTR( 愛的港灣 ◎ 慈濟教師聯誼會編著 250

EB008301 心理 ﹝學校管理﹞ 2002 y(7IJ5H7*KMOTTM( 學校工程實務 ◎ 吳財順、侯世昌主編 450

EB008302 田園城市 ﹝學校管理﹞ 2003 y(7IJ8G7*RKPMPT( 大破大立：遠東－ 921校園建築獎 ◎ 范巽綠、黃茂德、劉育東編著 600

EB008303 田園城市 ﹝學校管理﹞ 2004 y(7IJ8G7*RKPMOM( 參與錄 ◎ 鄭晃二 380

EB008304 田園城市 ﹝學校管理﹞ 2005 y(7IJ8G7*RKPSTL( 設計活動吧！――以學校空間為主軸所進行的 Study ◎ 小 ?一浩 350

EB008305 遠足 ﹝學校管理﹞ 2004 y(7IJ8G7*QNKORQ( 台灣的921重建校園 ◎ 羅融 400

EB008306 心理 ﹝學校管理﹞ 1996 y(7IJ5H7*KMLTRR( 健康生活 -健康教學的內涵 ◎ 鄭雪霏、劉俊昌、黃雅文、黃奕清著 450

EB008307 三民書局 ﹝學校管理﹞ 1994 y(7IJ5H1*TLRLTL( 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 (1945～ 1949)(精 ) ◎ 張玉法主編；廖風德著 444

EB008308 三民書局 ﹝學校管理﹞ 1994 y(7IJ5H1*TLRMKR( 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 (1945～ 1949)(平 ) ◎ 張玉法主編；廖風德著 378

EB008309 大可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8*MNKPPM( 完美的教養 ◎ 娜奧米．阿爾多特 220

EB008310 大塊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2*LNLKKS( 慢的教育 ◎ 卡爾．歐諾黑 300

EB008311 大塊 ﹝各種教育﹞ 9801 y(7IJ8G2*LNLKKS( 慢的教育 ◎ 卡爾．歐諾黑 300

EB008312 出色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QRTNPN( 教出孩子品格力：教給孩子聰明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 方雁 240

EB008313 出色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7*NPLTOO( 開拓孩子的天才 -精選典藏 ◎ 林慶昭 220

EB008314 好 FUN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TLMOTS( 教出知書達禮的好小孩 -運用名言警句和諺語教育孩子 ◎ 方雁 240

EB008315 好 FUN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TLMORO( 給孩子面對人生的50種力量 ◎ 方雁 240

EB008316 好 FUN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TLMNTT( 比爾‧蓋茨說：再富也不能富孩子―父母要告訴孩子的124個人生忠告 ◎ 方雁 240

EB008317 好 FUN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TLMNRP( 別把孩子寵壞了――父母要給孩子的130個品格教育 ◎ 方雁 240

EB008318 好名堂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TNROSO( 學會怎麼說鼓勵孩子的100句話 ◎ 劉超平 250

EB008319 好名堂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TNROOQ( 我家的寶貝人見人愛 ◎ 王森林 250

EB008320 好名堂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TNROQK( 父母的態度決定孩子人生的寬度 ◎ 周玉寒 250

EB008321 好名堂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TNROPN( 常跌倒的孩子不怕痛 ◎ 崔華芳 250

EB008322 亞太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8*MQOORM( 體育心理學 ◎ 周紹忠．岑漢康 350

EB008323 雲龍 ﹝各種教育﹞ 2005 y(7IJ8G7*TNSKSO( 功夫 -中國武術文化 ◎ 王廣西 350

EB008324 國史館 ﹝各種教育﹞ 1972 臺灣文教史略 ◎ 李汝和 250

EB008325 意象文化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8*PLRTQR( 孩子太調皮父母這麼做 --有效解決孩子太調皮的困擾 ◎ 蘇、安妮 220

EB008326 意象文化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8*OKROTR( 孩子不聽話父母這麼做 ◎ 蘇、安妮 220

EB008327 意象文化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8*OKROSK( 媽媽和女兒的悄悄話 -陪她歡樂陪她愛，陪她成長陪她笑 ◎ 金毓菡 220

EB008328 意象文化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8*OKRORN( 13歲決定大未來 --13歲的孩子，需要的是你
幫他，而不是管他！ ◎ 松山鳥 亞

280

EB008329 瑞昇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5*MQQRML( 健身拳擊 ◎ ?山隆則 250

EB008330 三悅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5*MQRKQN( 力與美肌肉訓練秘訣120 ◎ 谷本道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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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331 三悅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5*MQRMTM( 一決勝負 !金牌教練的55則帶隊心理學 ◎ 高 ?好秀 300

EB008332 三悅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5*MQRMSP( 一決勝負 !金牌選手的50招運動心理學 ◎ 高 ?好秀 300

EB008333 瑞昇 ﹝各種教育﹞ 2009 y(7IJ5H5*MQSPPS( 4種類型肌力增強訓練 ◎ 廣戶聰一、三土手大介、森信譽司 300

EB008334 林英明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4*LOPSPK( 縱鶴拳法 ◎ 林英明 380

EB008335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1995 y(7IJ5H0*TLKNQK( 成人教育專業化 ◎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 310

EB008336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0*TLRMOQ( 自保 EQ:學生自衛‧防暴寶典 (二版 ◎ 現代婦女基金會．正中書局主編 120

EB008337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1991 y(7IJ5H0*TKKMKK( 體育史 (平 ) ◎ 吳文忠 360

EB008338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1991 y(7IJ5H0*TKPKRQ( 體育測驗與統計 (部定大學用書 )平 ◎ 楊基榮 315

EB008339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1993 y(7IJ5H0*TKRNRR( 體育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平 ) ◎ 邱金松 155

EB008340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0*TLNLNM( 太極劍法新編 ◎ 林柏森 100

EB008341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0*TLNLNM( 太極劍法新編 ◎ 林柏森 100

EB008342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0*TLQMKL( 輕鬆養生訣 --武當九宮旋轉十二式 ◎ 陳俊安、于美人 350

EB008343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0*TLQMLS( 活力養命功 --武當太乙五行拳 ◎ 陳俊安、于美人 350

EB008344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0*TLQRRP( 輕鬆保養好健康 ◎ 陳俊安、于美人 350

EB008345 正中書局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0*TLQRSM( 活力養生動一動 ◎ 陳俊安、于美人 350

EB008346 心理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7*KMSKMK( 親子關係與親職教育（第二版） ◎ 蔡春美、翁麗芳、洪福財著 400

EB008347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5*ROPPLQ( 童話可以這樣看：經典童話讀書會 ◎ 林玫伶 250

EB008348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5*ROQOQT( 換個角度看童話：經典童話讀書會 ◎ 林玫伶 250

EB008349 健行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RTSLPN( 我在打造他的未來——好爸爸的50份學習單 ◎ 呂政達 240

EB008350 健行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5*QKSKMQ( 親密頻道――親親老媽小頑子 ◎ 楊小雲 190

EB008351 大塊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2*LNLNNQ( 與孩子慢舞――成長在日耳曼 ◎ Dora Chen 320

EB008352 茵山外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6*TLQKRQ( 美感是最好的家教 ◎ 山本美芽 260

EB008353 大穎文化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OKRKQM( 蝴蝶．走走看看：關於孩子的生活、教育與學習 ◎ Carol謝文 280

EB008354 心理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1*TLKRPS( 親職教育的原理與實務（第二版） ◎ 林家興著 400

EB008355 心理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1*TLMKQQ( 快！別再錯過 -好父母的12堂課 ◎ 王淑俐著；胡鈞怡內文繪圖 280

EB008356 心理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1*TLMPRS( 家有青少年 -做父母，不做一個容易被擊敗的
人 ◎ Maryann Rosenthal著；許麗美譯

250

EB008357 心理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1*TLMSMK( 小小生活高手 -培養兒童生活自理能力 ◎ 洪敏琬著 180

EB008358 心理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1*TLMSTT( 解決46個常見的親職教養問題 -小兒科醫師的叮嚀 ◎ Cathryn Tobin著；
李姿瑩校閱、李姿瑩、廖雅惠、鄭裕峰、張倉凱、高麗鳳、傅寶貞譯

350

EB008359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0*PMNMMP( 教養的危機―給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 ◎ 內田樹、名越康文 240

EB008360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0*PMNKQP( 長男有問題！ ◎ 杉山由美子 240

EB008361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0*NTLSRT( 荳芽．不上安親班 ◎ 270

EB008362 野人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SKRNON( 教養好好玩 ◎ 彭菊仙 280

EB008363 黎明文化 ﹝各種教育﹞ 2002 y(7IJ5H1*QKQLQN( 愛孩子要趁早 [平 ] ◎ 游乾桂 200

EB008364 野人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SKRONP( 3分鐘解決小學生媽媽的7大煩惱 ◎ 雷思利．卡米諾夫 220

EB008365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5*RORKPN( Mom,沒有人會這樣愛我 ◎ 韓秀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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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366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94 y(7IJ5H0*PKSSLT( 中國古代家庭教育 ◎ 畢 誠 著 140

EB008367 健行 ﹝各種教育﹞ 2004 y(7IJ8G7*RPNNTR( 從心出發，發現幸福 ◎ 陳美儒 220

EB008368 健行 ﹝各種教育﹞ 2003 y(7IJ8G7*RPNLRP( 親子溝通零距離 （打破人生分數神話） ◎ 陳美儒 190

EB008369 健行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5*QKRRTL( 親子互動魔法書 ◎ 汪詠黛 200

EB008370 健行 ﹝各種教育﹞ 1996 y(7IJ5H9*POQSRO( 兩代鬥智．親子雙贏 ◎ 汪詠黛 170

EB008371 健行 ﹝各種教育﹞ 1994 y(7IJ5H9*POQPTL( 妙媽媽．巧孩子 ◎ 嶺月 180

EB008372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7 y(7IJ5H1*OMPSQN( 現代父母寶鑑―教養子女十講 ◎ 曾仕強、劉君政著 160

EB008373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1*OOTLTR( 養出有力量的孩子 ◎ 王理書 280

EB008374 心理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7*KMRLQK( 中學階段的親職教育 -創造三贏的親職教育 ◎ 許鶯珠、黃玲蘭、丁介陶著 450

EB008375 心理 ﹝各種教育﹞ 1995 y(7IJ5H7*KMLPOK( 暫時隔離法 -父母處理孩子行為問題指南 ◎ Lynn Clark著；魏美惠譯 250

EB008376 心理 ﹝各種教育﹞ 1998 y(7IJ5H7*KMMRQT( 親子關係一級棒 ◎ 黃倫芬著 300

EB008377 心理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7*KMNPOO( 教出資優孩子的秘訣 ◎ J. R. Campell著；吳道愉譯 200

EB008378 心理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7*KMPQNK( 協助孩子反敗為勝 -他不笨，為什麼表現不夠好？ ◎ 蔡典謨著 390

EB008379 心理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7*KMPSKR( 親職教育 -父母心．師生情 ◎ 蘇愛秋著 250

EB008380 心理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7*KMRQTQ( 愛與憤怒 -父母親的兩難困境 ◎ N. Samalin著；許瑛昭譯 350

EB008381 心理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7*KMTMLS( 有話慢慢說 -父母如何與青少年溝通 ◎ Dr. Haim G. Ginott著；許麗美譯 168

EB008382 心理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1*TLKLPO( 魔法家庭 -陪伴孩子的成長祕訣 ◎ 蘇倫慧著；吳就君推薦 200

EB008383 心理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1*TLKNLO( 親子溝通密碼 ◎ Haim G. Ginott著；Alice Ginott & H. Wallace Goddard修訂；許麗美譯 250

EB008384 心理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1*TLKTOT( 讓孩子贏在網路時代 ◎ 賀淑曼著 300

EB008385 心理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7*KMSSQK( 幼兒獨立生活技能訓練手冊 ◎ B. L. Baker & A. J. Brightman等著；

M. Cassaro & A. Betten插畫；徐儷瑜、陳坤虎、蘇娳敏譯
500

EB008386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0*PMKSTR( 家庭魔法石―輕鬆教養孩子36招 ◎ 高紅瑛 290

EB008387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98 y(7IJ5H0*PLOTOK( 中國古代家教 ◎ 閻愛民 著 200

EB008388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2 y(7IJ5H5*RONQPT( 屋頂下的角力：親子劇場 ◎ 謝芬蘭 220

EB008389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2 y(7IJ5H5*ROOKNS( 我有話要說：親子間的有效溝通 ◎ 王瑞琪 240

EB008390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5*ROOQNM( 銀色音樂網：蔣爸的床邊音樂 ◎ 蔣國男 210

EB008391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5*ROQSMR( 父母如何與子女談情說理 ◎ 林蕙瑛 250

EB008392 國家 ﹝各種教育﹞ 1997 y(7IJ5H3*QKPLRL( 培育優秀子女 ◎ 周瑾華 180

EB008393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0*NTLOQQ( 愛孩子，更要教孩子 ◎ 200

EB008394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0*NTLPLK( 孩子，你現在就能讓世界更美好！ ◎ 190

EB008395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0*NTLPST( 罵孩子要有技巧 ◎ 180

EB008396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0*NTLQPR( 8個孩子一定要有的未來能力 ◎ 260

EB008397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0*NTLQQO( 6個步驟輕鬆教孩子把自己的事做好 ◎ 160

EB008398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0*NTLRLS( 解決所有媽媽都會擔心的孩子問題 ◎ 260

EB008399 奧林文化 ﹝各種教育﹞ 2007 y(7IJ5H0*NTLRNM( 孩子，我應該留什麼給你？ ◎ 250

EB008400 心理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1*TLKMMM( 新移民子女的教育 ◎ 張芳全、陳冠蓉、那昇華、陳滄鉦、林永盛、洪毓琄、
柯淑慧、蕭玉盞、李健銘、蔡瑞芳、施奈良、張樹閔、林維彬、何佩憶著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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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401 野人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6*SKRLQT( 教養可以這麼浪漫 ◎ 李偉文 300

EB008402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5 y(7IJ5H1*OLQOPS( 公民 (下 ) ◎ 呂亞力 190

EB008403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1*OMMNPK( 公民 ◎ 沈六主編 330

EB008404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1*OMNKRO( 公民 ◎ 沈清松、周陽山、馮燕、王麗容著 220

EB008405 野人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SKRPLK( 放學後才是關鍵 ◎ 黃能得 340

EB008406 心理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7*KMSPTO( 生命教育 ◎ 何福田策畫主編 250

EB008407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0*PLQRPN( 預知暴力 -如何讓您的孩子免受侵害 ◎ 蓋文 . 德 . 貝克 著 280

EB008408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1997 y(7IJ5H5*NKTRNM( 校園危機處理 ◎ 陳芳雄 300

EB008409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1998 y(7IJ5H5*ROKKTM( 校園危機急轉彎 ◎ 侯世昌 160

EB008410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5*ROPQQK( 探索教育：活動安全管理 ◎ 吳漢明、鄭瑞隆、盧仲文 200

EB008411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4 y(7IJ5H1*OKNPSS( 社會教育新論 ◎ 李建興 311

EB008412 心理 ﹝各種教育﹞ 2007 y(7IJ8G1*TLKPLM( 生活彩虹 -全人生涯開展 ◎ 林一真、鍾思嘉、吳慎慎、錢玉芬、陳彰儀著 450

EB008413 心理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7*KMSKPL( 二十一世紀的終身學習 ◎ 王惠芝、林震岩、陳玉台、楊嘉麗著 250

EB008414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86 y(7IJ5H1*OKNQKL( 中國社會教育發展史 ◎ 李建興 278

EB008415 靜思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8*OOOTRN( 小草與春風 ◎ 慈濟教師聯誼會編著 250

EB008416 靜思 ﹝各種教育﹞ 2005 y(7IJ8G7*RLLQNM( 用愛串起風鈴 ◎ 慈濟教師聯誼會編著 250

EB008417 靜思 ﹝各種教育﹞ 2003 y(7IJ8G7*RLLMPK( 朝陽伴我行 ◎ 慈濟教師聯誼會編著 250

EB008418 心理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7*KMSPPQ( 生命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案 ◎ 吳秀碧主編 350

EB008419 心理 ﹝各種教育﹞ 2008 y(7IJ8G1*TLMKPT( 生命教育 -全人課程理論與實務 ◎ John P. Miller著；張淑美校閱；張淑美、
楊秀宮、劉冠鄰、張利中、王慧蘭、陳錫琦、丘愛鈴、李玉嬋、江綺雯譯

320

EB008420 心理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7*KMONMT( 生命教育論叢 ◎ 何福田策畫主編 280

EB008421 心理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7*KMPTPL( 生命之探 -來去間的智慧 ◎ 傅木龍著 200

EB008422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84 y(7IJ5H1*OKNOLK( 高科技與技職教育 ◎ 楊啟棟 111

EB008423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8 y(7IJ5H1*OKNOPS( 技術職業教育理論與實務 ◎ 楊朝祥 350

EB008424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85 y(7IJ5H1*OKNOQP( 職業教育師資培育 ◎ 周談輝 144

EB008425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84 y(7IJ5H1*OKNOOL( 技術職業教育辭典 ◎ 楊朝祥編著 333

EB008426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85 y(7IJ5H1*OKNPRL( 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 ◎ 周談輝 378

EB008427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83 y(7IJ5H1*OKNNSK(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與視導 (精 ) ◎ 張天津 567

EB008428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1 y(7IJ5H1*OKNNTR(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與視導 (平 ) ◎ 張天津 500

EB008429 健行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5*QKSPML( 必勝的條件 （原：掌握致勝的關鍵） ◎ 島村俊治 220

EB008430 幼獅文化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5*ROOQOT( 攻占運動場 ◎ 劉祥航 160

EB008431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68 y(7IJ5H0*PLLSOK( 體育學原理新論 ◎ 江良規 著 240

EB008432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70 y(7IJ5H0*PLMRRT( 體育心理學 ◎ 吳萬福 編著 250

EB008433 野人 ﹝各種教育﹞ 2009 y(7IJ8G6*SKROPT( 運動改造大腦 ◎ 約翰．瑞提醫師、艾瑞克．海格曼 280

EB008434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84 y(7IJ5H0*PKOPSN( 體育大辭典 ◎ 教育部體辭編會主編 990

EB008435 國家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3*QKQQLL( 運動百科 ◎ 張正強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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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436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8G7*MQOLQT( 超越極限 ：55位頂尖體壇菁英如何達到卓越（上） （中英雙書） ◎ 360

EB008437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8G7*MQOLTK( 超越極限：55位頂尖體壇菁英如何達到卓越（下） （中英雙書） ◎ 360

EB008438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5 y(7IJ8G7*MQOOTR( 世界級體壇菁英成功故事（中文版） ◎ 450

EB008439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6 y(7IJ5H6*LQSOTT( 運動人事管理 ◎ 李光武 200

EB008440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6*LQRSTS( 運動賽會活動管理 ◎ 李光武 200

EB008441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6*LQRPTL( 成功運動教練學 ◎ 林正常 600

EB008442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6*LQQNKN( 運動訓練法 ◎ 林正常 600

EB008443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6*LQRLTP( 融合式體育教學策略 ◎ 周宏室 600

EB008444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4*TNNPSR( 適應體育 ◎ 陳素勤 900

EB008445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6*LQRTKO( 肌力與體能訓練 ◎ 林正常 1450

EB008446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4 y(7IJ8G7*OTRNQT( 體適能與全人健康的理論與實務 ◎ 李水碧 1250

EB008447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96 y(7IJ5H0*PLMONO( 運動創傷的防治 ◎ 伍 林 譯 125

EB008448 國家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3*QKQTNM( 運動醫學常識 ◎ 向毓華 250

EB008449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6*LQQMTR( 運動按摩 : 神經與肌肉的疲勞消除法 ◎ 林信甫 350

EB008450 藝軒圖書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6*LQQOMQ( 運動按摩學理論與操作 ◎ 蔚順華 200

EB008451 國家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3*QKRMQR( 田徑 ◎ 張保羅 200

EB008452 國家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3*QKRMON( 舉重 ◎ 盛繼賢 180

EB008453 國家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3*QKQMNT( 足球 ◎ 陸仲元 180

EB008454 健行 ﹝各種教育﹞ 2002 y(7IJ5H5*QKTTPP( 看籃高手―― NBA的籃球美學 （原：決戰禁區） ◎ 徐望雲 190

EB008455 健行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9*QSKRPM( 快攻 ◎ 徐望雲 180

EB008456 國家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3*QKQMMM( 籃球 ◎ 馬毅 ,徐威 180

EB008457 國家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3*QLKTQK( 籃球系統戰術 ◎ 張秀華等 200

EB008458 國家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3*QLLKMS( 怎樣打前鋒 ◎ 李世華等 250

EB008459 國家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3*QLLKNP( 怎樣打中鋒 ◎ 吳謙等 200

EB008460 國家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3*QLLKOM( 怎樣打後衛 ◎ 襲長城等 250

EB008461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1997 y(7IJ5H9*PPNTKM( 公牛王朝傳奇 ◎ 220

EB008462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1998 y(7IJ5H8*NTQNKM( 進攻 NBA主場――超級球迷縱橫美國的驚奇之旅 ◎ 320

EB008463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4 y(7IJ5H8*NTQQSP( 邁克‧喬丹傳：為萬世英名而戰 ◎ 360

EB008464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8*NTQQOR( 喬丹經典賽事：最偉大的 50場球賽 ◎ 280

EB008465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8*NTQTSM( 大鳥博德傳――從 NBA冠軍球員到風雲教練 ◎ 320

EB008466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3 y(7IJ8G7*SSKKTN( 湖人王朝傳奇：NBA總冠軍衛冕戰全面報導 ◎ 360

EB008467 智庫文化 ﹝各種教育﹞ 2003 y(7IJ8G7*SSKMLP( 小飛俠布萊恩 ◎ 360

EB008468 國家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3*QKQNLO( 網球 ◎ 王希升等 180

EB008469 國家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3*QKQRST( 排球 ◎ 張　萍 180

EB008470 國家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3*QKQNSN( 桌球 ◎ 蔣立 ,張博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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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471 國家 ﹝各種教育﹞ 1999 y(7IJ5H3*QKQNQT( 羽毛球 ◎ 張博 ,邵年 180

EB008472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1 y(7IJ5H1*OLLTNO( 游泳與操艇 ◎ 陳泗育編著 130

EB008473 國家 ﹝各種教育﹞ 2000 y(7IJ5H3*QKQRKN( 輕鬆學會游泳 ◎ 陳尚勇 200

EB008474 大塊 ﹝各種教育﹞ 9611 y(7IJ8G2*LNKLRT( 台灣鐵頭出少林 ◎ 林勝傑 260

EB008475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93 y(7IJ5H0*PKSKOS( 中國古代武術 ◎ 任 海 著 140

EB008476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98 y(7IJ5H0*PLPNQR( 中國古代武術與氣功 ◎ 任 海 著 200

EB008477 國家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3*QKSMMQ( 從小練武術 ◎ 秦彥博 200

EB008478 國家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3*QKRMKP( 拳擊 ◎ 何正方 200

EB008479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1994 y(7IJ5H1*TLPRNT( 太極拳的科學觀 (精 ) ◎ 馬承九編著 211

EB008480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2008 y(7IJ5H1*TLPROQ( 太極拳的科學觀 (平 ) ◎ 馬承九 -編著 170

EB008481 國家 ﹝各種教育﹞ 1994 y(7IJ5H3*QKNMLO( 太極拳散手 ◎ 曾光宏 400

EB008482 國家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3*QKRMPK( 跆拳道 ◎ 劉宏偉 180

EB008483 國家 ﹝各種教育﹞ 2001 y(7IJ5H3*QKRQPQ( 象棋開局原理新編 ◎ 黃少龍 250

EB008484 三民書局 ﹝各種教育﹞ 2005 y(7IJ5H1*OMQMRN( 14奧林匹克運動會 ◎ FrancoiseInizan著；馮恭己譯 250

EB008485 台灣商務 ﹝各種教育﹞ 1994 y(7IJ5H0*PKSSOK( 中國古代體育 ◎ 任 海 著 140

EB008486 國家 ﹝各種教育﹞ 2003 y(7IJ5H3*QKSNSR( 體育史話 ◎ 崔樂泉 200

EB00848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0 y(7IJ5H7*KMNPRP( 資優教育的全方位發展 ◎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主編 450

EB00848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9 y(7IJ5H7*KMNKNM( 個別化教育方案 (IEP)執行手冊 ◎ 吳淑美著 40

EB00848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7 y(7IJ5H7*KMMOQM( 身心障礙教育的革新與展望 ◎ 特殊教育學會主編 550

EB00849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5 y(7IJ5H7*KMLNRN( 語言病理學基礎 -第一卷 ◎ 曾進興主編 350

EB00849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6 y(7IJ5H7*KMLTTL( 語言病理學基礎 -第二卷 ◎ 曾進興主編 480

EB00849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8 y(7IJ5H7*KMMQPN( ADHD學生的教育與輔導 ◎ 洪儷瑜著 300

EB00849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TOLQ( 學習障礙 ◎ W. N. Bender著；黃秋霞總校閱；胡永
崇、黃秋霞、吳兆惠、胡斯淳、顏玉華譯

600

EB008494 深思文化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SOPRKS( Study abroad! 英語系國家留學指南 (25K) ◎ Marilyn Lewis&Hayo Reinders 300

EB008495 深思文化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SOMRPM( I'm 考試大師：成功應試策略（20K） ◎ Stella Cottrell 360

EB008496 正中書局 ﹝特殊人教育﹞ 1990 y(7IJ5H0*TKLRQO( 特殊兒童的教育診斷 ◎ 郭為藩 等撰 210

EB008497 正中書局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0*TLOOTS( 留學大陸 Must Know ◎ 周祝瑛 著 300

EB008498 正中書局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0*TLQNLR( 前進名校，移學上海 ◎ 郜瑩 200

EB008499 正中書局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0*TLQQKR( 前進哈佛的祕訣 ◎ 小山 (Shaun Rein)著 / 羅榕、羅樺 220

EB008500 正中書局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0*TLRLRS( 大陸名校領航手冊：理工醫農 ◎ 郜瑩 190

EB008501 正中書局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0*TLRLSP( 大陸名校領航手冊：文史法商 ◎ 郜瑩 160

EB008502 三民書局 ﹝特殊人教育﹞ 1988 y(7IJ5H1*OLSMMN( 勤工儉學的發展 (精 ) ◎ 陳三井 311

EB008503 三民書局 ﹝特殊人教育﹞ 1988 y(7IJ5H1*OLSMNK( 勤工儉學的發展 (平 ) ◎ 陳三井 242

EB008504 健行 ﹝特殊人教育﹞ 2001 y(7IJ5H5*QKROMP( 留學美國求生術――留美必備實用手冊 ◎ 成寒 230

EB00850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7*KMOTMN( 最新留美輔導 -美國大學留學情報 ◎ 林寶山著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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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506 蘭臺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6*PSTKOL( 親子遊學齊步走 ◎ 殷翠鳳 280

EB008507 三民書局 ﹝特殊人教育﹞ 1995 y(7IJ5H1*OKNMQR( 清末留學教育 ◎ 瞿立鶴 100

EB00850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TLMNPQ( 新移民的家庭、親職教育與教學 ◎ 張芳全主編；張芳全、那昇華、李麗昭、葉
文杰、楊秀琴、劉菊珍、林意欽、謝芳儒、鄭憶倫、林幸君、王逸修、朱聖雯 著

350

EB008509 蘭臺 ﹝特殊人教育﹞ 2001 y(7IJ5H9*LPORPS( 從僑教的歷史發展看「僑生大學先修班」當前的處境與發展之道 ◎ 成秋華 350

EB008510 蘭臺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7*QMQQKS( 東南亞在臺僑生的政治文化現象 ◎ 成秋華 320

EB008511 台灣商務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5H0*PMMMSK( 紮根―華人教育在美國 ◎ 王錦堂 290

EB00851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3 y(7IJ5H7*KMQOPN( 小小科學家 -兒童學習探索週遭的世界 ◎ Ellen Doris著；何釐琦譯 300

EB00851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TLMNRK( 幼兒特殊教育 ◎ Stephen R. Hooper、Warren Umansky主編；楊碧珠譯 500

EB00851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1 y(7IJ5H7*KMOPTQ( 身心障礙者行為問題處理 -正向行為支持取向 ◎ 鈕文英著 500

EB00851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0 y(7IJ5H7*KMNQON( 一個母親的故事 -教養聾童 -由教育家成為家
長 ◎ B. Luetke-Stahlman著；邢敏華、廖君毓譯

200

EB00851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TLP( 諮詢合作與融合教育 ◎ Lorna Idol著；周天賜譯 200

EB00851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MMPR( 其實融合很簡單 -教導障礙學生的450個策略 ◎ Peggy A. Hammeken著；呂翠華譯 220

EB00851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TLMNKL( 身心障礙者生涯諮詢 -給實務工作者的教戰手
冊 ◎ Karen E. Wolffe著；王敏行、賴淑華、戴富嬌譯

280

EB00851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TLMRQT( 身心障礙者的正向行為支持（附光碟） ◎ 鈕文英著 650

EB00852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NTK( 聽損兒童聽覺技巧訓練課程 ◎ 管美玲編著 300

EB00852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QQQ( 失聰者 -心理、教育及社會轉變中的觀點 ◎ J. F. Andrews、

I. W. Leigh、M. T. Weiner著；陳小娟、邢敏華譯
450

EB008522 左岸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8G7*SPOTNN( 寂靜之外 ◎ 林旭 180

EB00852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STM(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第二版） ◎ 林寶貴策劃主編；林寶貴、林宏熾、沈慶
盈、陳明聰、王淑娟、王欣宜、蔣明珊、吳亭芳、簡明建、陳俊 ?、黃志雄著

800

EB00852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NOM( 卡羅萊納課程 -為特殊需求的嬰幼兒所設計 ◎ N. M. Johnson-
Martin、S. M. Attermeier & B. J. Hacker著；張嘉芸、黃湘茹譯

550

EB00852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TLMNTO( 促進社交成功之課程 -一套專為特殊需求兒童設計的課程 ◎ 
Gray N. Siperstein & Emily Page Rickards著；鍾莉娟、楊熾康譯

600

EB00852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7*KMRQPS( 動作中的語言 -探究手語的本質 ◎ J. D. Schein&D. A. Stewart著；邢敏華譯 350

EB00852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6 y(7IJ5H7*KMMMSS( 嬰幼兒特殊教育 ◎ 柯平順著 250

EB00852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8 y(7IJ5H7*KMMPRS( 感覺整合與兒童發展 -理論與應用 ◎ 羅鈞令著 300

EB00852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KLO( 動手玩創意 -做出孩子合身的玩具 ◎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早療團隊 編著 480

EB00853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0 y(7IJ5H7*KMNSST( 特殊教育導論 (第三版 ) ◎ 王文科主編；徐享良等著 700

EB00853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9 y(7IJ5H7*KMNMQL( 特殊兒童教學法 ◎ 毛連塭著 400

EB00853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RNQS( 特殊教育導論 -帶好班上每位學生（第二版） ◎ 邱上真著 400

EB00853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RKMN( 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 ◎ 陳麗如著 400

EB00853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RKSP(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 李慶良著 500

EB00853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TMSR( 特殊學生鑑定與評量（第二版） ◎ 陳麗如著 400

EB00853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QLL(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評量（第四版） ◎ 張世彗、藍瑋琛著 650

EB00853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PSL(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 陳政見主編；陳政見、黃怡萍、張惠娟、劉冠妏、鄭郁慈、
李英豪、陳玫瑜、謝幸儒、王櫻瑾、廖素亭、江俊漢、張通信、沈朝銘、魏淑玲 著

500

EB00853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8 y(7IJ5H7*KMMTKP( 學前融合班教學理念篇 ◎ 吳淑美著 180

EB00853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8 y(7IJ5H7*KMMSRP( 學前融合班教學策略篇 ◎ 吳淑美著 180

EB00854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8 y(7IJ5H7*KMMTMT( 學前融合班個別化教育方案之擬定與執行 ◎ 吳淑美著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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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54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9 y(7IJ5H7*KMMTON( 學前融合班教學手冊 ◎ 吳淑美著 250

EB00854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9 y(7IJ5H7*KMNKLS( 融合式學前特教班教學手冊 ◎ 吳淑美著 180

EB00854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6 y(7IJ5H7*KMLNTR( 學習障礙者教育 ◎ 洪儷瑜著 380

EB00854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7 y(7IJ5H7*KMMMQO( 學習障礙 ◎ 高野清純著；陳瑞郎譯 250

EB00854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9 y(7IJ5H7*KMNKKL( 障礙兒童的發展與學習 ◎ 清野茂博等編著；邱紹春編譯 380

EB00854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1 y(7IJ5H7*KMOLLO( 活動本位介入法 -特殊幼兒的教學與應用 ◎ D. Bricker等著；盧明譯 350

EB00854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3 y(7IJ5H7*KMPTNR( 自閉症兒童社會情緒技能訓練 ◎ 楊蕢芬、黃慈愛、王美惠著 350

EB00854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3 y(7IJ5H7*KMQKMQ( 自閉症者家長實戰手冊 -危機處理指南 ◎ E. Schopler主編；楊宗仁等譯 320

EB00854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QPPM( 融合班的理念與實務 ◎ 吳淑美著 550

EB00855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QPRQ( 亞斯伯格症者實用教學策略 -教師指南 ◎ L. C. Council等著；楊宗仁譯 200

EB00855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QSPT( 書寫語文學習障礙 ◎ 楊坤堂著 350

EB00855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7*KMRPTR( 亞斯伯格症 -教育人員及家長指南 ◎ B. S. Myles等著；
楊宗仁總校閱；楊宗仁、張雯婷、楊麗娟譯

300

EB00855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7*KMSOKM( 自閉症學生之教育 ◎ 楊蕡芬著 600

EB00855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TNTN( 銜接上學習之路 -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輔助科技 ◎ M. J. Scherer著；
藍瑋琛總校閱；張倉凱、陳玉鳳、陳淑芬、王梅軒、鄭裕峰譯

400

EB00855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TRLN( 愛上小雨人 -自閉症參與融合教育完全手冊 ◎ P. Kluth著；黃
惠姿、林銘泉譯；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常務理事 黃穎峰推薦

500

EB00855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5H7*KMTSRO( 輔助科技 -原則與實行 ◎ A. M. Cook & S. M. Hussey著；楊熾康總校閱 900

EB00855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KLR( 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與轉銜服務 ◎ 林幸台著 480

EB00855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5H7*KMTSKP( 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理念與實施 ◎ 李翠玲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名譽教授吳武典推薦；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陳國龍推薦

280

EB00855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MTL( 優質 IEP-以特教學生需求為本位的設計與目標管理（附光碟） ◎ 黃瑞珍
策劃主編；黃瑞珍、楊孟珠、徐淑芬、黃彩霞、曾彥翰、蕭素禎、鄭詠嘉著

520

EB00856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PMT( 輔助性科技的人文意涵 ◎ 黃富廷著 450

EB00856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SKM( 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 陳麗如著 320

EB00856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KQT( 普通班教師的教學魔法書 -改造學習困難的孩
子 ◎ Susan Winebrenner著；呂翠華譯

500

EB00856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LPL( 擁抱個別差異的新典範 -融合教育（附光碟） ◎ 鈕文英著 680

EB00856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NNP( 學前融合教育課程建構模式 ◎ Susan R. Sandall、Ilene 
S. Schwartz著；盧明、魏淑華、翁巧玲譯

280

EB00856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ORM( 特殊需求學生音樂教學活動系列教材（Ⅰ） ◎ 黃榮真著 380

EB00856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PQO( 亞斯伯格症在融合教育的成功策略 ◎ Brenda Smith Myles著；劉佳蕙、鄭淨勻譯 280

EB00856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TKS( 自閉症兒童的治療與教育 ◎ 黃金源主編；黃金源、賴
碧美、謝宛陵、許素真、鄭秀真、李一飛等著

520

EB00856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9 y(7IJ8G1*TLMRKR( 早期療育課程評量 -指導手冊 ◎ 林麗英編製 200

EB00856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7*KMPKQR( 教導重度障礙學生溝通技能 -融合教育實務 ◎ June E. Downing等著；曾進興譯 400

EB008570 奧林文化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5H0*NTLSLR( 孩子有學習問題怎麼辦？ ◎ 270

EB008571 靜思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7*KORRLR( 愛在春風裡 ◎ 慈濟教師聯誼會編著 250

EB00857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6*QNRKQN( 特殊兒童全方位手冊 -初步鑑定、療育、融合 ◎ C. L. Paasche、L. 
Gorrill、B. Strom著；王欣宜、吳柱龍總校閱；高宜芝、邵宗佩譯

350

EB00857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9 y(7IJ5H7*KMNKTO( 行為障礙症兒童的技巧訓練 -父母與治療者指導手
冊 ◎ M. L. Bloomquist箸；陳信昭、陳碧玲譯

380

EB00857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7*KMPMST( 學習障礙 -家長與教師手冊 ◎ 王瓊珠著 250

EB00857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QSQQ( 早期療育手冊 ◎ J. R. Rest著；張鳳燕總校閱；呂維理等譯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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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576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1 y(7IJ5H7*KMOLSN( 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 李翠玲著 350

EB00857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7*KMRRPR( 突破學習困難 -評量與因應之探討 ◎ 洪儷瑜、王瓊珠、陳長益主編 400

EB00857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QSNP( 溝通障礙 -理論與實務 ◎ 林寶貴策畫主編 600

EB00857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3 y(7IJ5H7*KMQLOT( 家有資優兒 -父母教養指南 ◎ S. J. Kokot著；許麗美譯 220

EB00858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4 y(7IJ5H7*KMQOOQ( 協助資優孩子展翅高飛 -家長與教師實用教養指南 ◎ 
Carol A. Strip, PH. D、G. Hirsch著；張毓如、張美貞譯

280

EB00858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1*TLKTRK( 協助孩子出類拔萃 -台灣、美國傑出學生實例 （第三版） ◎ 蔡典謨著 350

EB00858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1 y(7IJ5H7*KMOPLK( 如何實施資優教育 -培養多元智慧、主動學習的資優兒 ◎ 毛連塭著 250

EB00858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7*KMPLRN( 學前資優兒童的特質與教育　 ◎ 王文伶著 250

EB00858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TOSP( 資優教育概論 ◎ 吳昆壽著 350

EB00858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5H7*KMTRQS( 啟迪資優 -如何開發孩子的潛能 ◎ Barbara Clark著；吳武典校閱；花敬凱譯 800

EB008586 奧林文化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0*NTLQRL( 何盡早發現孩子的天分？ ◎ 260

EB00858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1997 y(7IJ5H7*KMMOPP( 資優教育的革新與展望 ◎ 特殊教育學會主編 550

EB00858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7*KMMMOK( 中、重度障礙者有效教學法 ◎ K. Hollowach著；李淑貞譯 350

EB00858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3 y(7IJ5H7*KMQNNK( 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設計 ◎ 鈕文英著；洪雅慧插畫 650

EB00859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5 y(7IJ5H7*KMRSOT( 國小啟智教材教具製作與教學實例 ◎ 洪梅花著 300

EB008591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RMLO( 聲韻覺識、唸名速度與中文閱讀障礙 ◎ 曾世杰著 300

EB008592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3 y(7IJ5H7*KMPQOR( 語言樣本分析 -威斯康辛州指導手冊 ◎ B. J. Leadholm 
& J. F. Miller著；林玉霞校閱；吳啟誠編譯

280

EB008593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6 y(7IJ5H7*KMSPNM( 兒童語言障礙 -理論、評量與教學 ◎ 錡寶香著 400

EB008594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KSN( 我的孩子有語言問題嗎？ ◎ Katherine L. Martin著；陳素苓、楊逸民譯 200

EB008595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5H7*KMMMKM( 說的自在 -維持說話流暢技巧 ◎ William G. Webster & 
Marie G. Poulos著；曾鳳菊、吳咨杏、雲天湘譯

220

EB008596 三民書局 ﹝特殊人教育﹞ 1996 y(7IJ5H1*OMOOOQ( 瞭解你殘障的孩子 ◎ 斐拉麗‧辛納森著；柯平順、陳寅章譯 220

EB008597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7 y(7IJ8G6*SSPRQL( 幼兒行為與輔導 -幼兒行為改變技術（第三版） ◎ Eva L. Essa著；周天賜等譯 550

EB008598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2 y(7IJ5H7*KMPNOK( 不聽話的孩子 -臨床衡鑑與親職訓練手冊 ◎ 
Russell A. Barkley著；趙家琛、黃惠玲譯

400

EB008599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RKK( 發現不一樣的心智 -一本關於能力與學習障礙的小學生讀
物（附光碟） ◎ Mel Levine著；呂翠華譯；洪琬喻錄音

320

EB008600 心理 ﹝特殊人教育﹞ 2008 y(7IJ8G1*TLLSLQ( 戰勝考試焦慮 -幫助學生克服考試壓力 ◎ Teo Yew Chye著；林琬婷、林敬堯譯 130

EB008601 三民書局 ﹝禮俗總論﹞ 2006 y(7IJ5H1*OOKORR( 實用國際禮儀 ◎ 黃貴美 -編著 270

EB008602 台灣商務 ﹝禮俗總論﹞ 1992 y(7IJ5H0*PKPOSL( 民俗風情 ◎ 蕭 乾 主編 90

EB008603 國史館 ﹝禮俗總論﹞ 1983 臺灣地區現行喪葬禮俗研究報告 ◎ 江慶林 300

EB008604 國史館 ﹝禮俗總論﹞ 1983 臺灣地區現行喪葬禮俗研究報告 (精裝 ) ◎ 江慶林 250

EB008605 智庫文化 ﹝禮俗總論﹞ 2005 y(7IJ8G7*MQOMNR( 國際禮儀：商業社交禮儀 ◎ 280

EB008606 智庫文化 ﹝禮俗總論﹞ 2005 y(7IJ8G7*MQOMOO( 國際禮儀：塑造專業形象 ◎ 260

EB008607 智庫文化 ﹝禮俗總論﹞ 2005 y(7IJ8G7*MQOMPL( 國際禮儀：商務應酬藝術 ◎ 260

EB008608 智庫文化 ﹝禮俗總論﹞ 2005 y(7IJ8G7*MQOMTT( 國際禮儀：宴客旅遊禮儀 ◎ 280

EB008609 智庫文化 ﹝禮俗總論﹞ 2005 y(7IJ8G7*MQONKP( 國際禮儀：生活社交禮儀 ◎ 260

EB008610 智庫文化 ﹝禮俗總論﹞ 2005 y(7IJ8G7*MQONLM( 國際禮儀：喜事宴會禮儀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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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611 黎明文化 ﹝禮俗總論﹞ 1981 三禮研究論集 [平 ] ◎ 李日剛 150

EB008612 台灣商務 ﹝禮俗總論﹞ 1994 y(7IJ5H0*PKSQQQ( 中國古代禮俗 ◎ 王煒民 著 140

EB008613 台灣商務 ﹝禮俗總論﹞ 1994 y(7IJ5H0*PKSOTT( 中國古代禮儀制度 ◎ 朱筱新 著 140

EB008614 台灣商務 ﹝禮俗總論﹞ 1998 y(7IJ5H0*PLPMKQ( 中國古代人際交往禮俗 ◎ 杜家驥 著 200

EB008615 國家 ﹝禮俗總論﹞ 2003 y(7IJ5H3*QKSMQO( 禮俗史話 ◎ 王貴民 200

EB008616 萬卷樓 ﹝禮俗總論﹞ 1997 y(7IJ5H7*NTLQON( 古代禮制風俗漫談 (1) ◎ 陰法魯 240

EB008617 萬卷樓 ﹝禮俗總論﹞ 1997 y(7IJ5H7*NTLQPK( 古代禮制風俗漫談 (2) ◎ 劉德謙 360

EB008618 萬卷樓 ﹝禮俗總論﹞ 1997 y(7IJ5H7*NTLQQR( 古代禮制風俗漫談 (3) ◎ 史蘇苑 300

EB008619 萬卷樓 ﹝禮俗總論﹞ 1997 y(7IJ5H7*NTLQRO( 古代禮制風俗漫談 (4) ◎ 楊村 300

EB008620 萬卷樓 ﹝禮俗總論﹞ 2003 y(7IJ5H7*NTOPOP( 禮學思想與應用 ◎ 林素英 320

EB008621 萬卷樓 ﹝禮經﹞ 1998 y(7IJ5H7*NTLTMQ( 說禮 ◎ 周　何 180

EB008622 三民書局 ﹝禮經﹞ 2002 y(7IJ5H1*ONQTOO( 新譯儀禮讀本 (精 ) ◎ 顧寶田、鄭淑媛注譯；黃俊郎校閱 390

EB008623 三民書局 ﹝禮經﹞ 2002 y(7IJ5H1*ONQTPL( 新譯儀禮讀本 (平 ) ◎ 顧寶田、鄭淑媛 -注譯；黃俊郎 -校閱 320

EB008624 萬卷樓 ﹝禮經﹞ 2003 y(7IJ5H7*NTONLQ( 甜蜜的包袱—禮記 ◎ 林素英 240

EB008625 萬卷樓 ﹝禮經﹞ 2007 y(7IJ5H7*NTPTTN( 陌生的好友―《禮記》 ◎ 林素英 280

EB008626 台灣商務 ﹝禮經﹞ 1992 y(7IJ5H0*PKONSP( 禮記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800

EB008627 三民書局 ﹝禮經﹞ 2004 y(7IJ5H1*OMQRPO( 新譯禮記讀本 (上 / 下 )(二版 ) ◎ 姜義華 -注譯、黃俊郎 -校閱 930

EB008628 台灣商務 ﹝禮經﹞ 1984 y(7IJ5H0*PKKTTS( 禮記今註今譯 (修訂本 ) ◎ 王夢鷗 註譯 900

EB008629 台灣商務 ﹝禮經﹞ 1984 y(7IJ5H0*PKKTSL( 禮記今註今譯 (修訂本 ) ◎ 王夢鷗 註譯 900

EB008630 台灣商務 ﹝禮經﹞ 2009 y(7IJ5H0*PMONLO( 禮記今註今譯 (新版 )上 / 下 ◎ 王夢鷗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960

EB008631 台灣商務 ﹝禮經﹞ 1975 y(7IJ5H0*PKRMSR( 大戴禮記今註今譯 (POD) ◎ 高 明 註譯 520

EB008632 三民書局 ﹝禮經﹞ 1998 y(7IJ5H1*OMRMMP( 禮學概論 ◎ 周何著 170

EB008633 萬卷樓 ﹝禮經﹞ 2004 y(7IJ5H7*NTORNQ( 一代禮宗—淩廷堪之理學研究 ◎ 商 . 200

EB008634 三民書局 ﹝通禮﹞ 1997 y(7IG6G1*OKKKNS( 實用商業美語Ⅲ―實況模擬 (錄音帶 ) ◎ 300

EB008635 萬卷樓 ﹝通禮﹞ 1993 y(7IJ5H7*NTKSLN( 古禮今談 ◎ 周何 200

EB008636 台灣商務 ﹝通禮﹞ 1998 y(7IJ5H0*PLOSTQ( 中國古代祭祀 ◎ 劉曄原 著 200

EB008637 台灣商務 ﹝邦禮﹞ 1977 y(7IJ5H0*PLNSQS( 諡法及得諡人表 ◎ 張卜庥 著 220

EB008638 雲龍 ﹝民族學﹞ 1997 y(7IJ5H9*QQNKLO( 鴛鴦夢 ◎ 范炯、徐楓 200

EB008639 雲龍 ﹝民族學﹞ 1997 y(7IJ5H9*QQNKML( 黃梁夢 ◎ 范炯、徐楓 200

EB008640 國史館 ﹝民族學﹞ 1955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 (日 )鹿野忠雄．宋文薰譯 250

EB008641 國史館 ﹝民族學﹞ 1979 臺灣與大陸地緣血緣關係 ◎ 林衡道 250

EB008642 國史館 ﹝民族學﹞ 1980 臺灣撫墾志（上） ◎ 宋增璋 120

EB008643 國史館 ﹝民族學﹞ 2000 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 -性別與文化論文研討 ◎ 林金田 400

EB008644 蘭臺 ﹝民族學﹞ 2001 y(7IJ5H9*LPOOQS(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 160

EB008645 三民書局 ﹝民族學﹞ 1993 y(7IJ5H1*TKKLKK( 中國人的價值觀 (平 ) ◎ 文崇一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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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646 三民書局 ﹝民族學﹞ 1989 y(7IJ5H1*TKKLLR( 中國人的價值觀 (精 ) ◎ 文崇一 244

EB008647 台灣商務 ﹝民族學﹞ 1966 y(7IJ5H0*PKQQOS( 中國民族性研究 ◎ 項退結 著 140

EB008648 健行 ﹝民族學﹞ 1993 y(7IJ5H9*POQOPO( 透視日本 ◎ 謝鵬雄 170

EB008649 三民書局 ﹝民族學﹞ 1998 y(7IJ5H1*OMQQRT( 日本原形 ◎ 齊濤著 210

EB008650 三民書局 ﹝民族學﹞ 2006 y(7IJ5H1*OOOMSO( 日本式心靈―文化與社會散論 ◎ 李永熾 170

EB008651 國家 ﹝民族學﹞ 1993 y(7IJ5H3*QKLRMM( 猶太處世智慧 ◎ 葛　文 200

EB008652 左岸 ﹝民族學﹞ 2008 y(7IJ8G6*RMNLOS( 誰是美國人 ?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 杭廷頓 380

EB008653 知書房 ﹝民族志﹞ 2009 y(7IJ8G7*LPLRQQ( 驚天動地的薩克遜人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08654 耶魯國際 ﹝民族志﹞ 2009 y(7IJ5H8*NMNRRN( 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 ◎ 巴代 450

EB008655 國史館 ﹝民族志﹞ 1983 日據時期本省山地同胞生活狀況圖集 ◎ 森丑之助 350

EB008656 國史館 ﹝民族志﹞ 1957 臺灣番政志（1） ◎ 溫吉 300

EB008657 國史館 ﹝民族志﹞ 1957 臺灣番政志（2） ◎ 溫吉 300

EB008658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LONML( 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 ◎ 劉益昌 ,潘英海 600

EB00865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7 y(7IJ8G0*LMNMST( 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 -北臺灣都市阿美族的豐
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 ◎ 謝世忠、 劉瑞超

250

EB008660 國史館 ﹝民族志﹞ 1997 y(7IJ5H0*KSRPNQ( 雅美族漁人部落歲時祭典 ◎ 董森永 296

EB008661 幼獅文化 ﹝民族志﹞ 2000 y(7IJ5H5*ROLROR( 海峽兩岸的客家人 ◎ 謝重光 220

EB008662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MLNL( 臺灣客家族群史料彙編 (2)產經篇採訪紀錄 ◎ 張維安等 200

EB008663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MKTM( 臺灣客家族群史 -民俗篇 ◎ 劉還月 300

EB008664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LMRNOS( 臺灣客家族群史 -社會篇 ◎ 徐正光 300

EB008665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MSMMRQ( 臺灣客家族群史 -政治篇 (下 ) ◎ 蕭新煌 . 黃世明 200

EB00866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MMRQ( 臺灣客家族群史 -政治篇 (上 ) ◎ 蕭新煌 . 黃世明 300

EB008667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臺灣客家族群史料彙編 (3)方志文獻卷 ◎ 劉還等月 650

EB008668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ORPN( 臺灣客家族群史 -產經篇 ◎ 張維安等 250

EB00866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MSMLKS( 臺灣客家族群史 -移墾篇 (下 ) ◎ 劉還月 230

EB008670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MSMLKS( 臺灣客家族群史 -移墾篇 (上 ) ◎ 劉還月 230

EB008671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OSML( 臺灣客家族群史 -語言篇 ◎ 羅肇錦 250

EB008672 國史館 ﹝民族志﹞ 1991 臺灣客家農村生活與農具 ◎ 簡榮聰 600

EB008673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SMKTM( 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 (1)(下 ) ◎ 劉還月 ,陳逸群 750

EB008674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SMKTM( 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 (1)(上 ) ◎ 劉還月 ,陳逸群 750

EB008675 國史館 ﹝民族志﹞ 2006 y(7IJ8G0*KSKPNR( 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 -附篇 ◎ 邱彥貴 . 廖英杰 . 彭名琍等 300

EB00867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6 y(7IJ8G0*KSKPMK( 發現客家 -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 ◎ 邱彥貴 . 廖英杰 . 彭名琍等 550

EB008677 國史館 ﹝民族志﹞ 2003 y(7IJ5H0*LTOLTR( 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 -竹苗臺三線客家鄉文化產業 ◎ 張維安 . 謝世忠 300

EB008678 國史館 ﹝民族志﹞ 2003 y(7IJ5H0*LTMRPT( 臺灣客家族群史 -學藝篇 ◎ 梁榮茂等 230

EB00867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3 y(7IJ5H0*LTMQTS( 臺灣客家族群史 -總論 ◎ 鍾肇政 150

EB008680 台灣商務 ﹝民族志﹞ 1997 y(7IJ5H0*PLOLRT( 熱什哈爾－晶瑩的露珠 ◎ 楊萬寶 譯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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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681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3 y(7IJ5H1*ONPONP( 蠻子、漢人和羌族 ◎ 王明珂著 120

EB008682 九歌 ﹝民族志﹞ 1997 y(7IJ5H5*QKOSKQ( 山海英雄 ◎ 吳當 190

EB008683 三民書局 ﹝民族志﹞ 1999 y(7IJ5H1*TMMQTK( 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 (精 ) ◎ 蕭瓊瑞 670

EB008684 三民書局 ﹝民族志﹞ 1999 y(7IJ5H1*TMMRKQ( 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 (平 ) ◎ 蕭瓊瑞 550

EB008685 幼獅文化 ﹝民族志﹞ 2003 y(7IJ5H5*ROOMMT( 祖靈昂首出列――台灣原住民群像 ◎ 簡扶育 399

EB00868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LLQORM( 臺灣原住民史 -史前篇 ◎ 石磊 150

EB008687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LLNLSL( 臺灣原住民史 -布農族史篇 ◎ 葉家寧 150

EB008688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NLONO( 臺灣原住民史 -卑南族史篇 ◎ 宋龍生 450

EB00868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5 y(7IJ8G0*KNKSNT( 臺灣原住民史 -政策篇 (1)(荷西明鄭時期 ) ◎ 康培德 250

EB008690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TSKRT( 臺灣原住民史 -政策篇 (3) ◎ 藤井志津枝 320

EB008691 國史館 ﹝民族志﹞ 1995 y(7IJ5H0*KQNQRR(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1)雅美 . 布農 . 卑南族
及都市原住民採訪紀錄 ◎ 宋龍生等

320

EB008692 國史館 ﹝民族志﹞ 1996 y(7IJ5H0*KSMNMQ(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2)雅美 . 邵族 . 歷史篇及都市原住民採訪紀錄 ◎ 董瑪女等 490

EB008693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LPMPK(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3-1)臺灣省政府公報有關原住
民法規政令彙編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600

EB008694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LPMQR(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3-2)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
住民法規政令彙編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600

EB008695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LPMRO(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3-3)臺灣省政府公報中有關原
住民法規政令彙編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780

EB008696 國史館 ﹝民族志﹞ 1997 y(7IJ5H0*MKKOPO(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4下）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 宋龍生 280

EB008697 國史館 ﹝民族志﹞ 1997 y(7IJ5H0*MKKOOR(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4上）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 宋龍生 140

EB008698 國史館 ﹝民族志﹞ 1997 y(7IJ5H0*MKNKNP(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5)北宜地區都市原住民採訪專輯 ◎ 薛心怡等 400

EB008699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KTKQS(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6)卑南族神話傳說故事集：南王祖先的話 ◎ 宋龍生 400

EB008700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MSOMR(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7)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
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 ◎ 梁志輝 ,鍾幼蘭

600

EB008701 國史館 ﹝民族志﹞ 1999 y(7IJ5H0*MOMLKM(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8)都市原住民婦女生活的圖
像 -高屏地區都市原住民婦女訪談錄 ◎ 王淑英

300

EB008702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RTPMS( 臺灣原住民史 -都市原住民史篇 ◎ 蔡明哲等 360

EB008703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OSROQ( 臺灣原住民史 -語言篇 ◎ 李壬癸 420

EB008704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LONNS( 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52

EB008705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MSOLK(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 (７)輯 (精裝 ) ◎ 粱志輝 . 鍾幼蘭 600

EB00870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RTPLL( 臺灣原住民史 -都市原住民族史篇 (精 ) ◎ 蔡明哲等 400

EB008707 國史館 ﹝民族志﹞ 1999 y(7IJ5H0*MOSRNT( 臺灣原住民史 -語言篇 (精 ) ◎ 李壬癸 470

EB008708 藝術家 ﹝民族志﹞ 2002 y(7IJ8G7*TPRMKR( 台灣原住民藝術田野筆記 ◎ 林建成 著 450

EB008709 遠足 ﹝民族志﹞ 2004 y(7IJ8G7*QNKOTK( 台灣的原住民 ◎ 陳雨嵐 400

EB008710 黎明文化 ﹝民族志﹞ 2004 y(7IJ5H1*QKQSPT( 原氣淋漓的文化論辯 --鄒族兄弟的沉思 [平 ] ◎ 浦忠成 ,浦忠勇 ,雅柏甦詠 270

EB008711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6 y(7IJ5H1*OOQNPQ( 泰雅族 ◎ 王梅霞 190

EB008712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LMOLSR( 臺灣原住民史 -泰雅族史篇 ◎ 余光弘等 150

EB008713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KPLT( 臺灣原住民史 -賽夏族史篇 ◎ 林修澈 350

EB008714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KPKM( 臺灣原住民史 -賽夏族史篇 (精 ) ◎ 林修澈 400

EB008715 向日葵 ﹝民族志﹞ 2004 y(7IJ5H2*TQRKNO( 誰是賽夏族 ? ◎ 賴盈秀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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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716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6 y(7IJ5H1*OOOSSS( 布農族 ◎ 黃應貴 160

EB008717 國史館 ﹝民族志﹞ 2006 y(7IJ8G0*KSKPKQ( 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 ◎ 海樹兒、犮刺拉菲 200

EB008718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TMSO( 臺灣原住民史 -邵族史篇 ◎ 鄧相揚 ,許木柱 110

EB00871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0 y(7IJ5H0*MQTMRR( 臺灣原住民史 -邵族史篇 (精 ) ◎ 鄧相揚 . 許木柱 160

EB008720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4 y(7IJ5H1*OOKQPL( 鄒族 ◎ 王嵩山 180

EB008721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QRNL( 臺灣原住民史 -鄒族篇 ◎ 王嵩山等 220

EB008722 國史館 ﹝民族志﹞ 2003 y(7IJ5H0*LNSLKS( 聚落經濟國家政策與歷史 ◎ 王嵩山 150

EB008723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7 y(7IJ5H1*OOQSPL( 排灣族 ◎ 譚昌國 170

EB008724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TSTOT( 臺灣原住民史 -排灣族史篇 ◎ 童春發 220

EB008725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MTQM( 臺灣原住民史 -魯凱族史篇 ◎ 喬宗忞 200

EB00872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LLQQOT( 卑南公學校與卑南族的發展 ◎ 宋龍生 150

EB008727 國史館 ﹝民族志﹞ 2006 y(7IJ8G0*KSKPLN( 原住民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 -以魯凱族下三社群為例 ◎ 許勝發 200

EB008728 國史館 ﹝民族志﹞ 1995 y(7IJ5H0*KQNQSO( 排灣族採訪冊 ◎ 潘立夫 396

EB00872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MTPP( 臺灣原住民史 -魯凱族史篇（精） ◎ 喬宗忞 250

EB008730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KKNQ( 臺灣原住民史 -阿美族史篇 ◎ 許木柱等 180

EB008731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KLNP( 臺灣原住民史 -阿美族史篇 (精 ) ◎ 許木柱 200

EB008732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4 y(7IJ5H1*ONTTNS( 雅美族 ◎ 余光弘 160

EB008733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NLOLK( 臺灣原住民史 -雅美族史篇 ◎ 余光弘 ,董森永 350

EB008734 國史館 ﹝民族志﹞ 1998 y(7IJ5H0*MNLOKN( 臺灣原住民史 -雅美族史篇 (精 ) ◎ 余光弘 . 董森永 400

EB008735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SSTQ( 臺灣原住民史 -中部平埔族史篇 ◎ 梁志暉 . 鍾幼蘭 250

EB00873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LNQL( 臺灣原住民史 -北部平埔族史篇 ◎ 詹素娟 . 張素玢 300

EB008737 國史館 ﹝民族志﹞ 2004 y(7IJ5H0*LRKPLL(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 (下 ) ◎ 劉澤民 250

EB008738 國史館 ﹝民族志﹞ 2004 y(7IJ5H0*LRKPLL(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 (上 ) ◎ 劉澤民 250

EB00873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2 y(7IJ5H0*LKTNRP( 平埔百社古文書 ◎ 劉澤民 380

EB008740 國史館 ﹝民族志﹞ 2001 y(7IJ5H0*MSLNPO( 臺灣原住民史 -北部平埔族史篇 (精 ) ◎ 詹素娟 . 張素玢 350

EB008741 國史館 ﹝民族志﹞ 2009 y(7IJ8G0*MKRRTS( 原住民女性的律法脈絡―三個高地族群的比較 ◎ 謝世忠、 劉瑞超 、楊鈴慧 250

EB008742 藝術家 ﹝民族志﹞ 2009 y(7IJ8G6*PQPNOM( 民族的美感 --台灣原住民藝術與西洋藝術的對話 ◎ 林建成 380

EB008743 國史館 ﹝民族志﹞ 2007 y(7IJ8G0*LLPQLL( 臺灣原住民史 -政策篇 (2)清治時期 ◎ 溫振華 200

EB008744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7 y(7IJ5H1*TMSTSM( 島民‧風俗‧畫 -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 (二版 ) ◎ 蕭瓊瑞 550

EB008745 國史館 ﹝民族志﹞ 2009 y(7IJ8G0*LTQQMR( 泰雅族 msbtunux的美麗與哀愁―頭角與奎輝
部落 KBute世系群家族史 ◎ 康培德

300

EB008746 國史館 ﹝民族志﹞ 2007 y(7IJ8G0*LLSNLP( 矮靈、龍神與基督－賽夏族當代宗教研究 ◎ 簡鴻模 300

EB008747 三民書局 ﹝民族志﹞ 2008 y(7IJ5H1*OORSKN( 阿美族 ◎ 黃宣衛 180

EB008748 國史館 ﹝民族志﹞ 2008 y(7IJ8G0*LPPONN( 阿美族當代宗教研究 ◎ 林素珍、 陳耀芳、 林春治 250

EB008749 國史館 ﹝民族志﹞ 2008 y(7IJ8G0*LPNMQM( 認同、性別與聚落―噶瑪蘭人變遷中的儀式研究 ◎ 劉璧榛 250

EB008750 智庫文化 ﹝民族志﹞ 2000 y(7IJ5H0*OSOKTK( 非洲．馬里多瑪 : 原住民的治療智慧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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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751 台灣商務 ﹝民族志﹞ 2001 y(7IJ5H0*PLQTPL( 天擇 :猶太人的故事 ◎ 彭滂沱 著 260

EB008752 三民書局 ﹝原始文化﹞ 1994 y(7IJ5H1*TLRLOQ( 馬王堆傳奇 (精 ) ◎ 侯良著 520

EB008753 米娜貝爾 ﹝原始文化﹞ 2007 y(7IJ5H8*NMKQRN( 圖騰與禁忌 ◎ 邵營生 320

EB008754 台灣商務 ﹝原始文化﹞ 1997 y(7IJ5H0*PLOLTN( 另一種童年的告別－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後回眸 ◎ 張倩儀 著 250

EB008755 米娜貝爾 ﹝民俗學﹞ 2003 y(7IJ5H0*OTMSKO( 法國土司 (米娜貝爾 ) ◎ 海麗葉 . 霍栩佛 210

EB008756 米娜貝爾 ﹝民俗學﹞ 2003 y(7IJ5H0*OTMRTS( 油炸法國 :法蘭西的生活文化 (米娜貝爾 ) ◎ 米娜貝爾 250

EB008757 雲龍 ﹝民俗學﹞ 2005 y(7IJ8G7*LPLLNL( 再話酒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08758 雲龍 ﹝民俗學﹞ 2004 y(7IJ8G7*QOKMQK( 趣話酒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08759 雲龍 ﹝民俗學﹞ 2004 y(7IJ8G7*QOKLQL( 歲節的故事 ◎ 殷登國 220

EB008760 雲龍 ﹝民俗學﹞ 2000 y(7IJ5H9*QQNPLT( 中國生育 . 性 . 巫術 ◎ 宋兆麟 600

EB008761 國家 ﹝民俗學﹞ 1996 y(7IJ5H3*QKONOL( 中國風俗大辭典 ◎ 申士垚 700

EB008762 國家 ﹝民俗學﹞ 2008 y(7IJ5H3*QLLLLK( 深情相約――婚嫁禮俗面面觀 ◎ 彭美玲等 600

EB008763 大冠 ﹝民俗學﹞ 2005 y(7IJ5H3*KMKQRR( 民俗節日開運法 ◎ 林信銘 350

EB008764 漁人文化 ﹝民俗學﹞ 2007 y(7IJ8G7*KLLSTN( 關於飯碗的那些事兒 ◎ 田玉川 249

EB008765 正中書局 ﹝民俗學﹞ 1998 y(7IJ5H0*TLLPQP( 中國的風俗習慣 (二 ) ◎ 國立編譯館主編 330

EB008766 正中書局 ﹝民俗學﹞ 2004 y(7IJ5H0*TLQMMP( 在味蕾的國度 ,飛行 ◎ 葉怡蘭 250

EB008767 國史館 ﹝民俗學﹞ 1992 y(7IJ5H0*KKRNRO( 臺灣童帽藝術 ◎ 簡榮聰 1500

EB008768 台灣商務 ﹝民俗學﹞ 2005 y(7IJ5H0*PLTQRT( 頭髮的歷史 (The History Of Hair) ◎ 羅賓 . 布萊耶爾 250

EB008769 左岸 ﹝民俗學﹞ 2007 y(7IJ8G7*LROSSS( 纏足 ◎ 高彥碩 380

EB008770 三民書局 ﹝民俗學﹞ 1992 y(7IJ5H1*TKNMTN( 扇子與中國文化 (平 ) ◎ 莊申著 680

EB008771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9 y(7IJ5H1*OOSOTR( 衣－中國傳統時尚 ◎ 沈叔儒、常淑君 -著 300

EB008772 三民書局 ﹝民俗學﹞ 1995 y(7IJ5H1*TLQRMT( 萬曆帝后的衣櫥―明定陵絲織集錦 (精 ) ◎ 王岩編撰 889

EB008773 三民書局 ﹝民俗學﹞ 1995 y(7IJ5H1*TLQRNQ( 萬曆帝后的衣櫥―明定陵絲織集錦 (平 ) ◎ 王岩編撰 722

EB008774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LRQ( 中國古代平民服裝 ◎ 高春明 200

EB008775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4 y(7IJ5H0*PKSQRN( 中國古代服飾 ◎ 戴欽祥 著 140

EB008776 國家 ﹝民俗學﹞ 2003 y(7IJ5H3*QKSNKL( 服飾史話 ◎ 趙聯賞 200

EB008777 國家 ﹝民俗學﹞ 2007 y(7IJ5H3*QLKRNL( 中國服飾 ◎ 華　梅 400

EB008778 萬卷樓 ﹝民俗學﹞ 2000 y(7IJ5H7*NTMSSQ( 穿戴風華—古代服飾 ◎ 朱睿根 200

EB008779 國史館 ﹝民俗學﹞ 1994 y(7IJ5H0*KOMQQP( 臺灣生育文化 ◎ 簡榮聰 1500

EB008780 萬卷樓 ﹝民俗學﹞ 2000 y(7IJ5H7*NTMRKL( 遮風擋雨好安身—古代民居 ◎ 石 瑄 200

EB008781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4 y(7IJ5H0*PKSPKP( 中國古代漢族婚喪風俗 ◎ 李仲祥 著 140

EB008782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OTMQ( 中國少數民族婚俗 ◎ 嚴汝嫻 著 200

EB008783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4 y(7IJ5H0*PKSQMS( 中國少數民族婚喪風俗 ◎ 嚴汝嫻 著 140

EB008784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4 y(7IJ5H0*PKSQNP( 中國古代漢族節日風情 ◎ 朱啟新 著 140

EB008785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4 y(7IJ5H0*PKSQOM( 中國少數民族節日風情 ◎ 胡起望 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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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786 雄獅 ﹝民俗學﹞ 1998 y(7IJ5H0*MKSOMT( 過節日 --台灣的傳統節慶 ◎ 李豐楙 / 文‧楊麗玲 / 圖 350

EB008787 藝術家 ﹝民俗學﹞ 1999 y(7IJ5H0*MONPNQ( 傳統節慶 ◎ 林清玄 著 160

EB008788 遠足 ﹝民俗學﹞ 2003 y(7IJ5H2*SKNLPS( 台灣的節慶 ◎ 黃丁盛 400

EB008789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89 y(7IJ5H0*PLMMPK( 年趣 ◎ 陸家驥 編著 200

EB008790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0 y(7IJ5H0*PLMSTM( 端午 ◎ 陸家驥 編著 200

EB008791 雄獅 ﹝民俗學﹞ 1997 y(7IJ5H0*KSRLOR( 五月五‧龍出水 --端午節的習俗活動 ◎ 湯皇珍 / 文‧鄭淑芬 / 圖 350

EB008792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2 y(7IJ5H0*PKPMML( 中秋 ◎ 陸家驥 編著 150

EB008793 國家 ﹝民俗學﹞ 2003 y(7IJ5H3*QKSMPR( 喪葬史話 ◎ 張捷夫 200

EB008794 國家 ﹝民俗學﹞ 2009 y(7IJ5H3*QLLOMO( 天葬――藏族喪葬文化 ◎ 格桑本等 250

EB008795 蘭臺 ﹝民俗學﹞ 2007 y(7IJ8G7*QMQOKK( 臺灣的喪葬法事 ◎ 350

EB008796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6 y(7IJ5H1*TMMLPR( 出門訪古早 (平 ) ◎ 逯耀東 280

EB008797 台灣商務 ﹝民俗學﹞ 2007 y(7IJ5H0*PMLNQS( 世界美食風華錄 ◎ 楊本禮 290

EB008798 國家 ﹝民俗學﹞ 1992 y(7IJ5H3*QKLLLL( 西餐禮儀 ◎ 蔡錦宜 200

EB008799 左岸 ﹝民俗學﹞ 2004 y(7IJ8G7*SPOQNQ( 饗宴的歷史 ◎ 海德倫 250

EB008800 左岸 ﹝民俗學﹞ 2005 y(7IJ8G7*LROLTM( 食物的歷史 -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 ◎ 菲立普 ˙費南德茲 -阿梅斯托 350

EB008801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LOP( 中國古代的酒與飲酒 ◎ 劉 軍 著 200

EB008802 國家 ﹝民俗學﹞ 2002 y(7IJ5H3*QKRPLT( 中國酒趣 ◎ 劉友金 200

EB008803 國家 ﹝民俗學﹞ 1996 y(7IJ5H3*QKOTTK( 中華美酒 ◎ 周　謹 400

EB008804 國家 ﹝民俗學﹞ 2006 y(7IJ5H3*QLKLQS( 中華飲酒故事 ◎ 吳浪平 280

EB008805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LQT( 中國吸煙史話 ◎ 袁廷棟 著 200

EB008806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5 y(7IJ5H1*ONPNSL( 粥的歷史 ◎ 陳元朋 110

EB008807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1 y(7IJ5H1*TMQNPN( 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 (精 ) ◎ 逯耀東 240

EB008808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7 y(7IJ5H1*TMSQPO( 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 (二版 ) ◎ 逯耀東 210

EB008809 台灣商務 ﹝民俗學﹞ 2001 y(7IJ5H0*PLRNKT( 飲食之旅 ◎ 王仁湘 著 450

EB008810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4 y(7IJ5H0*PKSQSK( 中國古代飲食文化 ◎ 林乃燊 著 140

EB008811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OTRL( 中國的宮廷飲食 ◎ 苑洪琪 著 200

EB008812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9 y(7IJ5H0*PLPPLK( 中國飲食文化散論 ◎ 唐振常 著 220

EB008813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OTSS( 中國古代庶民飲食生活 ◎ 趙榮光 著 200

EB008814 田園城市 ﹝民俗學﹞ 2002 y(7IJ5H0*OKQSLS( 符號、意象、奇觀（上） ◎ 鄧景衡 300

EB008815 田園城市 ﹝民俗學﹞ 2002 y(7IJ5H0*OKQSMP( 符號、意象、奇觀（下） ◎ 鄧景衡 300

EB008816 國家 ﹝民俗學﹞ 2003 y(7IJ5H3*QKSMNN( 飲酒史話 ◎ 袁立澤 200

EB008817 國家 ﹝民俗學﹞ 2007 y(7IJ5H3*QLKSSP( 中國飲食 ◎ 劉軍茹 400

EB008818 國家 ﹝民俗學﹞ 2007 y(7IJ5H3*QLKQQN( 中華美食趣聞 ◎ 吳浪平 400

EB008819 萬卷樓 ﹝民俗學﹞ 2000 y(7IJ5H7*NTMPRM( 口腹交響曲—古代飲食 ◎ 羅伯健 200

EB008820 藝術家 ﹝民俗學﹞ 1999 y(7IJ5H0*MONOTT( 酒與中國文化 ◎ 黃清連 著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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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821 左岸 ﹝民俗學﹞ 2009 y(7IJ8G6*RMNLQM( 歐洲飲食文化 -吃吃喝喝五千年 ◎ 希旭菲爾德 360

EB008822 繆思 ﹝民俗學﹞ 2007 y(7IJ8G7*NTTQRK( 義大利就是 pasta王國 ◎ 鈴木奈月 280

EB008823 國家 ﹝民俗學﹞ 2009 y(7IJ5H3*QLLPSP( 世界風俗大觀 (全二冊 ) ◎ 林信雄 600

EB008824 三民書局 ﹝民俗學﹞ 1992 y(7IJ5H1*OLTMLN( 水與水神―中國的民俗與人文 ◎ 王孝廉 144

EB008825 三民書局 ﹝民俗學﹞ 1998 y(7IJ5H1*TMMKTQ( 中國鎮物 (精 ) ◎ 陶思炎 550

EB008826 三民書局 ﹝民俗學﹞ 1998 y(7IJ5H1*TMMLKM( 中國鎮物 (平 ) ◎ 陶思炎 450

EB008827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3 y(7IJ5H1*TMRMQS( 中國祥物 (精 ) ◎ 陶思炎 570

EB008828 三民書局 ﹝民俗學﹞ 2003 y(7IJ5H1*TMRMRP( 中國祥物 (平 ) ◎ 陶思炎 470

EB008829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LTK( 中國古代行旅生活 ◎ 王子今 著 200

EB008830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MNR( 中國古代廟會 ◎ 王兆祥 著 200

EB008831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MMK( 中國古代城市生活 ◎ 吳 剛 著 200

EB008832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7 y(7IJ5H0*PLNRKR( 中國古代風俗一百則 ◎ 姚 紅 英譯 300

EB008833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NKP( 中國古代婦女生活 ◎ 高世瑜 著 200

EB008834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MTT( 中國古代民間娛樂 ◎ 張仁善 著 200

EB008835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69 y(7IJ5H0*PKRKPS( 中國風俗史 ◎ 張亮采 編 200

EB008836 台灣商務 ﹝民俗學﹞ 1998 y(7IJ5H0*PLPMLN( 中國古代鄉里生活 ◎ 雷家宏 著 200

EB008837
典藏藝
術家庭

﹝民俗學﹞ 2007 y(7IJ8G7*PLTTPP( 細說義美人生 -關於你我的生命禮俗書 ◎ 歐瑞雲 299

EB008838 蘭臺 ﹝民俗學﹞ 2001 y(7IJ5H9*LPOOLN( 古俗新研 ◎ 汪寧生 680

EB008839 國史館 ﹝民俗學﹞ 1984 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下）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0 國史館 ﹝民俗學﹞ 1984 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上）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1 國史館 ﹝民俗學﹞ 1987 臺灣慣習記事（第2卷）（下）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2 國史館 ﹝民俗學﹞ 1986 臺灣慣習記事（第2卷）（上）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3 國史館 ﹝民俗學﹞ 1987 臺灣慣習記事（第2輯）（下）平裝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4 國史館 ﹝民俗學﹞ 1986 臺灣慣習記事（第2輯）（上）平裝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5 國史館 ﹝民俗學﹞ 1987 臺灣慣習記事（第3卷）（下）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6 國史館 ﹝民俗學﹞ 1987 臺灣慣習記事（第3卷）（上）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7 國史館 ﹝民俗學﹞ 1987 臺灣慣習記事（第3輯）（下）平裝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8 國史館 ﹝民俗學﹞ 1988 臺灣慣習記事（第3輯）（上）平裝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49 國史館 ﹝民俗學﹞ 1989 臺灣慣習記事（第4卷）（下）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0 國史館 ﹝民俗學﹞ 1989 臺灣慣習記事（第4卷）（上）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1 國史館 ﹝民俗學﹞ 1989 臺灣慣習記事（第4輯）（下）平裝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2 國史館 ﹝民俗學﹞ 1989 臺灣慣習記事（第4輯）（上）平裝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3 國史館 ﹝民俗學﹞ 1991 臺灣慣習記事（第5卷）（下）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4 國史館 ﹝民俗學﹞ 1990 臺灣慣習記事（第5卷）（上）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5 國史館 ﹝民俗學﹞ 1992 y(7IJ5H0*KLORRS( 臺灣慣習記事（第6卷）（下）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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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856 國史館 ﹝民俗學﹞ 1992 y(7IJ5H0*KLORQL( 臺灣慣習記事（第6卷）（上）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300

EB008857 國史館 ﹝民俗學﹞ 1994 y(7IJ5H0*KMSKLK( 臺灣慣習記事（第7卷） ◎ (日 )臺灣慣習研究會 400

EB008858 遠足 ﹝民俗學﹞ 2006 y(7IJ8G7*QNKRTR( 台灣的生命禮俗 :漢人篇 ◎ 李秀娥 400

EB008859 台灣商務 ﹝民俗學﹞ 2006 y(7IJ5H0*PMLLQK( 韓國的民俗與文化 ◎ 扈貞煥 320

EB008860 蘭臺 ﹝民俗學﹞ 2008 y(7IJ8G7*QMQRQT( 台灣舊慣生活與飲食文化 ◎ 雷中行 350

EB008861 左岸 ﹝民俗學﹞ 2003 y(7IJ8G7*SPOMNK( 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 ◎ 斐蓮娜．封．德．海登 -林許 300

EB008862 出色 ﹝民謠‧傳說﹞ 2009 y(7IJ8G6*QRTONS( 中文好好學－俗諺篇 ◎ 王鼎 240

EB008863 出色 ﹝民謠‧傳說﹞ 2008 y(7IJ8G6*QRTLLR( 寫作諺語俏皮話格言大全－白金紀念版 ◎ 林慶昭 280

EB008864 出色 ﹝民謠‧傳說﹞ 2007 y(7IJ8G7*NPLTQS( 寫作諺語俏皮話格言大全 ◎ 林慶昭 249

EB008865 台灣商務 ﹝民謠‧傳說﹞ 1991 y(7IJ5H0*PKMRKL( 西南采風錄 ◎ 劉兆吉 編 90

EB008866 雲龍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9*QQNSSP( 漫談白賊七故事 ◎ 彭衍綸 320

EB008867 雲龍 ﹝民謠‧傳說﹞ 1999 y(7IJ5H9*QQNPMQ( 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 ◎ 李福清 320

EB008868 正中書局 ﹝民謠‧傳說﹞ 2004 y(7IJ5H0*TLQQQT( 大陸順口溜 ◎ 王曉寒 160

EB008869 正中書局 ﹝民謠‧傳說﹞ 2004 y(7IJ5H0*TLQQPM( 大陸流行語 ◎ 王曉寒 200

EB008870 台灣商務 ﹝民謠‧傳說﹞ 1966 y(7IJ5H0*PKPNKQ( 中國婚姻史 ◎ 陳顧遠 著 117

EB008871 台灣商務 ﹝民謠‧傳說﹞ 1990 y(7IJ5H0*PKKSSM( 中國婚嫁儀式歌謠研究 ◎ 譚達先 著 150

EB008872 國家 ﹝民謠‧傳說﹞ 1999 y(7IJ5H3*QKQONR( 中國民間歌謠欣賞 ◎ 陳品高 200

EB008873 台灣商務 ﹝民謠‧傳說﹞ 1980 y(7IJ5H0*PLLLPO( 臺灣閩南語歌謠研究 ◎ 臧汀生 撰 200

EB008874 國史館 ﹝民謠‧傳說﹞ 1996 y(7IJ5H0*KSMNNN( 排灣族傳統歌謠 -來義鄉 ◎ 廖秋吉 205

EB008875 三民書局 ﹝民謠‧傳說﹞ 1997 y(7IJ5H1*OMPSRK( 民間故事論集 ◎ 金榮華 300

EB008876 三民書局 ﹝民謠‧傳說﹞ 1990 y(7IJ5H1*TKOTKK( 中國人的故事 (精 ) ◎ 夏雨人 289

EB008877 三民書局 ﹝民謠‧傳說﹞ 1992 y(7IJ5H1*TKOTLR( 中國人的故事 (平 ) ◎ 夏雨人 222

EB008878 三民書局 ﹝民謠‧傳說﹞ 1996 y(7IJ5H1*TLSRRS( 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 (平 ) ◎ 陳學霖 300

EB008879 三民書局 ﹝民謠‧傳說﹞ 1996 y(7IJ5H1*TLSRSP( 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 (精 ) ◎ 陳學霖 380

EB008880 台灣商務 ﹝民謠‧傳說﹞ 1988 y(7IJ5H0*PKQOPR( 中國動物故事研究 ◎ 譚達先 著 72

EB008881 幼獅文化 ﹝民謠‧傳說﹞ 2003 y(7IJ5H5*ROOOLK( 民間傳說：故事的寶庫 ◎ 管家琪 200

EB008882 國家 ﹝民謠‧傳說﹞ 2005 y(7IJ5H3*QKTQSL( 十二生肖趣聞集 ◎ 余　我 200

EB008883 國家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3*QKRKPM( 媽祖 ◎ 周濯街 250

EB008884 國家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3*QKRKQT( 炎帝 ◎ 周濯街 250

EB008885 國家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3*QKRKSN( 和合二仙 ◎ 周濯街 250

EB008886 國家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3*QKRKRQ( 灶王爺 ◎ 周濯街 250

EB008887 國家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3*QKRKML( 閻王爺 ◎ 周濯街 280

EB008888 國家 ﹝民謠‧傳說﹞ 2002 y(7IJ5H3*QKRQRK( 玉皇大帝 ◎ 周濯街 250

EB008889 國家 ﹝民謠‧傳說﹞ 2002 y(7IJ5H3*QKRQSR( 觀世音 ◎ 周濯街 250

EB008890 國家 ﹝民謠‧傳說﹞ 2002 y(7IJ5H3*QKRRKK( 月下老人 ◎ 周濯街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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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891 國家 ﹝民謠‧傳說﹞ 2002 y(7IJ5H3*QKRRRT( 財神爺 ◎ 周濯街 250

EB008892 國家 ﹝民謠‧傳說﹞ 2002 y(7IJ5H3*QKRSPO( 呂洞賓 ◎ 周濯街 250

EB008893 國家 ﹝民謠‧傳說﹞ 2002 y(7IJ5H3*QKRSRS( 人間鬼王 ◎ 周濯街 280

EB008894 國家 ﹝民謠‧傳說﹞ 2003 y(7IJ5H3*QKSMKM( 濟公活佛 ◎ 周濯街 280

EB008895 國家 ﹝民謠‧傳說﹞ 2003 y(7IJ5H3*QKSORT( 關聖帝君 ◎ 周濯街 280

EB008896 國家 ﹝民謠‧傳說﹞ 2003 y(7IJ5H3*QKSPNK( 彌勒佛 ◎ 周濯街 280

EB008897 國家 ﹝民謠‧傳說﹞ 2004 y(7IJ5H3*QKSSSM( 文財神 ◎ 周濯街 280

EB008898 國家 ﹝民謠‧傳說﹞ 2004 y(7IJ5H3*QKSSTT( 赤腳大仙 ◎ 周濯街 280

EB008899 國家 ﹝民謠‧傳說﹞ 2004 y(7IJ5H3*QKTKQN( 鍾馗 ◎ 周濯街 250

EB008900 國家 ﹝民謠‧傳說﹞ 2004 y(7IJ5H3*QKTKRK( 彭祖 ◎ 周濯街 280

EB008901 國家 ﹝民謠‧傳說﹞ 2005 y(7IJ5H3*QKTOOP( 如來佛 ◎ 周濯街 280

EB008902 國家 ﹝民謠‧傳說﹞ 2005 y(7IJ5H3*QKTONS( 白眉神 ◎ 周濯街 250

EB008903 國家 ﹝民謠‧傳說﹞ 2005 y(7IJ5H3*QKTSTQ( 鐵拐李 ◎ 周濯街 280

EB008904 國家 ﹝民謠‧傳說﹞ 2005 y(7IJ5H3*QKTTKM( 張果老 ◎ 周濯街 280

EB008905 國家 ﹝民謠‧傳說﹞ 2006 y(7IJ5H3*QLKLNR( 漢鍾離 ◎ 周濯街 280

EB008906 國家 ﹝民謠‧傳說﹞ 2006 y(7IJ5H3*QLKLOO( 何仙姑 ◎ 周濯街 280

EB008907 國家 ﹝民謠‧傳說﹞ 2007 y(7IJ5H3*QLKPPR( 藍采和 ◎ 周濯街 280

EB008908 國家 ﹝民謠‧傳說﹞ 2007 y(7IJ5H3*QLKPQO( 韓湘子 ◎ 周濯街 280

EB008909 國家 ﹝民謠‧傳說﹞ 2007 y(7IJ5H3*QLKPRL( 曹國舅 ◎ 周濯街 280

EB008910 國家 ﹝民謠‧傳說﹞ 2008 y(7IJ5H3*QLKTTL( 姜子牙 ◎ 周濯街 320

EB008911 國家 ﹝民謠‧傳說﹞ 2008 y(7IJ5H3*QLLNPQ( 文昌帝君 ◎ 周濯街 300

EB008912 健行 ﹝民謠‧傳說﹞ 1999 y(7IJ5H9*QSKSQS( 打破砂鍋問到底 ◎ 姜龍昭 200

EB008913 健行 ﹝民謠‧傳說﹞ 1998 y(7IJ5H9*QSKOLR( 隨口溜．有來頭 ◎ 姜龍昭 200

EB008914 健行 ﹝民謠‧傳說﹞ 1996 y(7IJ5H9*POQSQR( 流行語中的情趣 ◎ 姜龍昭 160

EB008915 台灣商務 ﹝民謠‧傳說﹞ 2001 y(7IJ5H0*PLRMOS( 流行語粉有趣 :兼論新聞中的英語辭句 ◎ 王曉寒 著 180

EB008916 幼獅文化 ﹝民謠‧傳說﹞ 2000 y(7IJ5H5*ROMNQM( 失眠的驢子：幽默的童話俗語故事 ◎ 管家琪 180

EB008917 國家 ﹝民謠‧傳說﹞ 1998 y(7IJ5H3*QKQKLR( 西洋俏皮話 ◎ 杜奇榮 200

EB008918 國家 ﹝民謠‧傳說﹞ 1998 y(7IJ5H3*QKPQKR( 世界諺語 ◎ 黃柏松 180

EB008919 國家 ﹝民謠‧傳說﹞ 1998 y(7IJ5H3*QKPRRP( 猶太諺語 ◎ 趙文林 200

EB008920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7 y(7IJ5H1*OKMSPR( 社會學 ◎ 龍冠海 290

EB008921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1*OKMSRL( 社會學理論 ◎ 陳秉璋 350

EB008922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8 y(7IJ5H1*OLNQKK( 中國文化叢談 (一 )(精 ) ◎ 錢穆著 110

EB008923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75 y(7IJ5H1*OLNQMO( 中國文化叢談 (二 )(精 ) ◎ 錢穆著 110

EB008924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1*OLQPRL( 中國文化概論 (上 ) ◎ 邱燮友、李鍌、周何、應裕康編著 100

EB008925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6 y(7IJ5H1*OLQPSS( 中國文化概論 (下 ) ◎ 邱燮友、李鍌、周何、應裕康編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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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926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MTSPO( 社會學概要 ◎ 何文男、李天賞編著 300

EB008927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0 y(7IJ5H1*ONMLLN( 社會學 (增訂新版 ) ◎ 蔡文輝 690

EB008928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3 y(7IJ5H1*ONQOPQ( 社會學 (增訂二版 ) ◎ 張華葆主編 425

EB008929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OLMNS( 社會學概論－蘇菲與佛諾那斯的生活世界 ◎ 王崇名 270

EB008930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OQLST( 社會學概論 (增訂二版 ) ◎ 蔡文輝、李紹嶸 -編著 400

EB008931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KQSL( 臺灣的社區權力結構 (精 ) ◎ 文崇一 378

EB008932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OMOP( 比較社會學 (精 ) ◎ 蔡文輝 233

EB008933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OMPM( 比較社會學 (平 ) ◎ 蔡文輝 167

EB008934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OOMT( 美國社會與美國華僑 (精 ) ◎ 蔡文輝 200

EB008935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OKT( 社會學新論 ◎ 李明. 主編 300

EB008936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88 y(7IJ5H0*PKSLOR( 社會學 -界限與局限 ◎ 畢浩明 主編 100

EB008937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90 y(7IJ5H0*PKLPTT( 從沒有到有 -百物之源 ◎ 卓德元 編著 81

EB008938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0*PKMTQL( 領導與改革 ◎ 香港中大進修部主編 225

EB008939 雲龍 ﹝社會學總論﹞ 2004 y(7IJ8G7*QOKLRS( 晚清社會風尚研究 ◎ 孫燕京 380

EB008940 雲龍 ﹝社會學總論﹞ 2003 y(7IJ8G7*TNSLTK( 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 ◎ 張研、郭成康 360

EB008941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2 y(7IJ5H3*KRLKOO( 社會學動動腦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 Zygmunt Bauman 著 朱道凱 譯 孫中興 審訂 250

EB008942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7 y(7IJ8G8*MTSMPP( 社會學大有用 The Uses of Sociology ◎ Peter Hamilton & Kenneth Thompson 著 葉欣怡 譯 650

EB008943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8*OKPOMO( 什麼是社會學 Was ist Soziologie? ◎ 愛里亞斯（ Norbert 
Elias）；國立編譯館 主譯；鄭義愷 譯 

320

EB008944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8*OKPOPP( 基礎社會學 基礎社 ?? ◎ 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間淵領吾．架場
久和．岩見和彥．松原一郎．杉野昭博．石元清英．古川誠．熊野建合著

350

EB008945 遠景 ﹝社會學總論﹞ 2009 y(7IJ5H3*TKSQTM( 她的故事―世界女性群像 ◎ 彭怡平 320

EB008946 左岸 ﹝社會學總論﹞ 2007 y(7IJ8G7*LROSMQ( 社會的構成 ◎ 安東尼‧紀登斯 360

EB008947 黎明文化 ﹝社會學總論﹞ 1993 y(7IJ5H1*QKLKSN( 福利社會學 [平 ] ◎ 295

EB008948 黎明文化 ﹝社會學總論﹞ 1995 y(7IJ5H1*QKNSRM( 輕鬆成家50招 [平 ] ◎ 陳愛妮陳愛妮 210

EB008949 黎明文化 ﹝社會學總論﹞ 1998 y(7IJ5H1*QKPOMP( 中西文化論 [平 ] ◎ 蔣丙英 700

EB008950 正中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LQO( 社區與社區發展 (大學用書 ) ◎ 徐震 270

EB008951 正中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4 y(7IJ5H0*TKQONL( 當代社會思想巨擘 ◎ 葉啟政 主編 215

EB008952 正中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PRP( 認識社會學 ◎ 詹火生 98

EB008953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MSSTP( 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 ◎ 余漢儀、周雅容、畢恆
達、胡幼慧、嚴祥鸞著；嚴祥鸞主編

240

EB008954 心理 ﹝社會學總論﹞ 2003 y(7IJ5H7*KMPQPO( 質性研究 -理論與應用 ◎ 潘淑滿著 450

EB008955 心理 ﹝社會學總論﹞ 2004 y(7IJ5H7*KMQPTK( 質性研究 ◎ 謝臥龍策畫主編；王雅各等著 420

EB008956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65 y(7IJ5H0*PLPOLL( 社會學方法論 ◎ 涂爾幹 著 200

EB008957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7 y(7IJ8G8*MTSMMO( 以身為度 如是我做 : 田野工作的教與學 So I Do My Fieldwork: Personal Journals 
of a Quaternary Practice ◎ 謝國雄、高穎超、李慈穎、吳偉立、劉怡昀、劉惠純 等著

400

EB008958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7 y(7IJ8G8*MTSMQM( 創造歷史 : 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 Alex Callinicos 著 萬毓澤 譯

450

EB008959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3 y(7IJ5H1*OMKMNN( 歷史社會學 ◎ 張華葆 322

EB008960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5 y(7IJ5H1*OMMTQL( 歷史社會學―從歷史中尋找模式 ◎ 文崇一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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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8961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8 y(7IJ5H1*OLOKMR( 社會調查與社會工作 (精 ) ◎ 龍冠海 110

EB008962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8 y(7IJ5H1*OLOKNO( 社會調查與社會工作 (平 ) ◎ 龍冠海 70

EB008963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7 y(7IJ5H1*OORMPO( 調查研究方法 ◎ 瞿海源、李隆安、章英華、楊孟麗、杜
素豪、廖培珊、于若蓉、胡克威、傅仰止

420

EB008964 心理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1*TLLQQN( 問卷就是要這樣編 ◎ 張芳全著 300

EB008965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OKLQN( 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 (修訂二版 ) ◎ 葉啟政
650

EB008966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OLTOS( 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現代之後 ◎ 石計生 530

EB008967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1*OOONTK( 社會學理論 (修訂三版 ) ◎ 蔡文輝 350

EB008968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7 y(7IJ5H1*OOQNLS( 批判社會學 (修訂三版 ) ◎ 黃瑞祺 300

EB008969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5H1*OPKMPO( 邁向修養社會學 ◎ 葉啟政 550

EB008970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NOQ( 制度化的社會邏輯 (精 ) ◎ 葉啟政 256

EB008971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NPN( 制度化的社會邏輯 (平 ) ◎ 葉啟政 189

EB008972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2009 y(7IJ5H0*PMNTMS( 群學肄言 ◎ 赫伯特‧斯賓塞爾 300

EB008973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2009 y(7IJ5H0*PMNTNP( 群學肄言 (精裝 ) ◎ 赫伯特‧斯賓塞爾 400

EB008974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1 y(7IJ5H2*STTKKR( 見樹又見林 : 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 
◎ Allan G. Johnson著 成令方、林鶴玲、 吳嘉苓等譯

250

EB008975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9 y(7IJ8G6*PMPMKT( 理論旅人涂爾幹《自殺論》之霧裡學 ◎ 孫中興 著 300

EB008976 左岸 ﹝社會學總論﹞ 2005 y(7IJ8G7*LROKMO( 對現代的觀察 ◎ 尼克拉斯．魯曼 200

EB008977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5 y(7IJ5H2*STTKQT( 觀念巴貝塔 : 當代社會學的迷思 The Babel Tower of Ideas: 
Myths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 葉啟政 著

300

EB008978 心理 ﹝社會學總論﹞ 2005 y(7IJ5H7*KMRTTN( 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 ◎ 周新富著 250

EB008979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6*PMPKLS( 令我討厭的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 ◎ 孫中興 150

EB008980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8 y(7IJ5H1*TMMPRR( 韋伯 (精 ) ◎ 韓水法 290

EB008981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8 y(7IJ5H1*TMMPSO( 韋伯 (平 ) ◎ 韓水法 220

EB008982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71 y(7IJ5H0*PLMSOR( 社會學 辭典 ◎ 龍冠海 主編 500

EB008983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1*TKOLRR( 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 (平 ) ◎ 葉啟政 300

EB008984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6 y(7IJ5H1*TKOMML(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精 ) ◎ 蔡文輝 178

EB008985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6 y(7IJ5H1*TKOMNS(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平 ) ◎ 蔡文輝 122

EB008986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1 y(7IJ5H1*TKOMQT( 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 (精 ) ◎ 朱岑樓主編 444

EB008987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5 y(7IJ5H1*TKOMTK( 開放的多元社會 (平 ) ◎ 楊國樞 233

EB008988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NMK( 社會學的滋味 (精 ) ◎ 蕭新煌 422

EB008989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NNR( 社會學的滋味 (平 ) ◎ 蕭新煌 357

EB008990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5 y(7IJ5H2*STTKRQ( 現代人的天命 : 科技、消費與文化的搓揉摩
盪 The Destiny of Modern Man ◎ 葉啟政 著

320

EB008991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8*OKPOLR( 再會吧 ! 公共人 The Fall of Public Man ◎ 理查‧桑內
特（ Richard Sennett）；國立編譯館 主譯；萬毓澤 譯 

500

EB008992 國家 ﹝社會學總論﹞ 2006 y(7IJ5H3*QKTTQO( 金錢之後 ◎ 陳怡君 250

EB008993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97 y(7IJ5H0*PLOKLS( 明清社會文化生態 ◎ 王爾敏 著 460

EB008994 台灣商務 ﹝社會學總論﹞ 1997 y(7IJ5H0*PLNTTS( 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 ◎ 唐力行 著 300

EB008995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KKQN( 臺灣的社會發展 (平 ) ◎ 席汝楫 156



 - 258 -

．
︹
社
會
學
總
論
︺
．

EB008996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KQPK( 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 (政治篇 )(平 ) ◎ 文崇一 211

EB008997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KQRO( 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 (社會文化篇 )(平 ) ◎ 文崇一 156

EB008998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NQK( 臺灣社會的人文迷思 (精 ) ◎ 葉啟政 233

EB008999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5 y(7IJ5H1*TLNNRR( 臺灣社會的人文迷思 (平 ) ◎ 葉啟政 170

EB009000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2 y(7IJ5H1*TLNRNP( 臺灣人口與社會發展 (精 ) ◎ 李文朗 211

EB009001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2 y(7IJ5H1*TLNROM( 臺灣人口與社會發展 (平 ) ◎ 李文朗 156

EB009002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6 y(7IJ5H1*TLSKQS( 臺灣的國家與社會 (精 ) ◎ 徐正光、蕭新煌主編 340

EB009003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6 y(7IJ5H1*TLSKRP( 臺灣的國家與社會 (平 ) ◎ 徐正光、蕭新煌主編 270

EB009004 國史館 ﹝社會學總論﹞ 1999 y(7IJ5H0*MORRRK( 臺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224

EB009005 國史館 ﹝社會學總論﹞ 2000 y(7IJ5H7*PMNMSK( 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60

EB009006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7 y(7IJ5H1*OMPLQK( 日本的社會 ◎ 林明德 170

EB009007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4 y(7IJ5H1*TKOOON( 日本社會的結構 (精 ) ◎ 福武直原著；王世雄譯 244

EB009008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94 y(7IJ5H1*TKOOPK( 日本社會的結構 (平 ) ◎ 福武直原著；王世雄譯 178

EB009009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5H1*OOTTOO( 全球化與臺灣社會：人權、法律與社會學的觀照 ◎ 朱柔若 360

EB009010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6*PMPKQN( 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 Interlocution: A Thematic History of Taiwanese 
Sociology, 1945-2005 ◎ 謝國雄 (主編 )、伊慶春、章英華、藍佩嘉、蔡瑞明、熊瑞梅 著 

450

EB009011 群學文化 ﹝社會學總論﹞ 2008 y(7IJ8G6*PMPKNM( 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 Step in Forbidden Zones: Twenty Year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1987- 2008) ◎ 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 主編

380

EB009012 三民書局 ﹝社會學總論﹞ 1989 y(7IJ5H1*TKOONQ( 美國社會與美國華僑 (平 ) ◎ 蔡文輝 133

EB009013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9 y(7IJ5H1*OKQNQR( 大眾傳播理論 (精 ) ◎ 李金銓 344

EB009014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6 y(7IJ5H1*OLOROO( 危機時代的中西文化 (精 ) ◎ 顧翊群 110

EB009015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9 y(7IJ5H1*TKKQNQ( 臺灣的工業化與社會變遷 (平 ) ◎ 文崇一 222

EB00901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9 y(7IJ5H1*TKKQON( 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 (政治篇 )(精 ) ◎ 文崇一 278

EB009017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9 y(7IJ5H1*TKKQQR( 臺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 (社會文化篇 )(精 ) ◎ 文崇一 222

EB009018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9 y(7IJ5H1*TKKRSK( 民族與文化 (精 ) ◎ 錢穆著 256

EB009019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8 y(7IJ5H1*TKMMST( 「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哲學與宗教三集 (精 ) ◎ 傅偉勳 322

EB009020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1 y(7IJ5H1*TKOLQK( 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 (精 ) ◎ 葉啟政 367

EB009021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3 y(7IJ5H1*TKOLSO( 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 (精 ) ◎ 黃俊傑 233

EB009022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5 y(7IJ5H1*TKOMSN( 開放的多元社會 (精 ) ◎ 楊國樞 300

EB009023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4 y(7IJ5H1*TKONQS( 印度文化十八篇 (精 ) ◎ 糜文開 200

EB009024 大塊 ﹝社會學各論﹞ 9709 y(7IJ8G2*LNKSOL( 領導學散步 ◎ 桑德．佛隆姆、約拿丹．佛隆姆、蜜雪兒．佛隆姆 300

EB009025 幼獅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5H5*ROONNP( 危機與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與台灣電視 ◎ Ashgate 400

EB009026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5H8*PLKSKR( 傳播媒介經營與管理 ◎ 蔡念中 / 張宏源 / 莊克仁 450

EB009027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7*SKTLRT( 當代公共關係 -策略、管理與挑戰 ◎ 李湘君 350

EB009028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8G7*SKTNMM( 匯流中的傳播媒介 ◎ 蔡念中 / 張宏源 400

EB009029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4 y(7IJ8G7*SKTMLQ( 跨越疆界 -華語媒體的區域競爭 ◎ 劉現成 450

EB009030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8G7*SKTKMP( 媒體規劃策略與實務（增訂版） ◎ 張宏源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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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031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8*MQONRN( 公共關係 -理論與實務 ◎ Doug Newsom. Judy VanSiyke Turk. Dean Kruckeberg 400

EB009032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8*PLKSQT( 傳播研究方法：策略與來源 ◎ Rebecca / Rubin. Linda 500

EB009033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8*PLKTKQ( 大匯流 -整合媒介、資訊與傳播 ◎ Thomas / Stevens / Charles 550

EB009034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8*MQOQOT( 媒介聞見思 -媒介．媒介人．媒介批評 ◎ 彭家發 250

EB009035 亞太 ﹝社會學各論﹞ 2000 y(7IJ5H8*MQONTR( 重繪媒介地平線 ◎ 李天鐸 380

EB009036 亞太 ﹝社會學各論﹞ 1999 y(7IJ5H8*PLKRTL( 傳播媒介與資訊社會 ◎ Joseph Straubhear / Robert LaRose 650

EB009037 亞太 ﹝社會學各論﹞ 1998 y(7IJ5H8*MQOKLO( 大眾媒體研究 ◎ Roger / Joseph 550

EB009038 昭明 ﹝社會學各論﹞ 2000 y(7IJ5H0*NNQNMK( 社會心理學導論 (昭明 ) ◎ William McDougall 380

EB009039 胡桃木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8G7*QOKLMN( 森林裡滑一跤 (胡桃木 ) ◎ Monique B. Mulder 250

EB009040 胡桃木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8G7*QOKLNK( 森林裡爬起來 (胡桃木 ) ◎ Monique B. Mulder 250

EB009041 深思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8G1*SOQNOR( 老子成功領導之道 (25K) ◎ Diane Dreher 280

EB009042 漁人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7*KLLPLK( 面子 ◎ 田玉川 199

EB009043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9*LPOOSM( 中國文化精神 ◎ 200

EB009044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0*OMMNSM( 文化與教育 ◎ 300

EB009045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0*OMMOLM(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 300

EB009046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0*OMMNTT( 中國文化叢談 ◎ 320

EB009047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0*OMMOMT( 中國文學論叢 ◎ 250

EB009048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9*LPOORP( 文化學大義 ◎ 170

EB009049 蘭臺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0*OMMNRP( 中華文化十二講 ◎ 170

EB009050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0 y(7IJ5H0*TKQSPL( 大眾傳播八講 ◎ 徐佳士 110

EB009051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0*TKSLRQ( 電視傳播與政治 (增訂版 ) ◎ 李萬來著 270

EB009052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4 y(7IJ5H0*TKTNPR( 中國傳播理論 ◎ 關紹箕 著 225

EB009053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8 y(7IJ5H0*TLLQSS( 掌握資訊 -談媒體經營與問題 ◎ 黃西玲 180

EB009054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9 y(7IJ5H0*TLMMOL( 文化傳播 ◎ 黃葳葳著 490

EB009055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0 y(7IJ5H0*TLNKQO( 中國傳播思想史 ◎ 關紹箕著 720

EB009056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0*TLOMML( e呼吸 ◎ 詹偉雄 200

EB009057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5H0*TLSKOP( 媒體教育的第一堂課 --看電影，學 ◎ 姜如佩 陳奕宏 350

EB009058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5H0*TLSOST( 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 ◎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 380

EB009059 正中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5H0*TLSPKM( 公共關係（第二版） ◎ 孫秀蕙 350

EB009060 心理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8G1*TLLRRT( 人類發展的文化本質 ◎ Barbara Rogoff著；幸曼玲校閱；李昭明、陳欣希譯 420

EB009061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6 y(7IJ5H1*OLORPL( 危機時代的中西文化 (平 ) ◎ 顧翊群 70

EB009062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76 y(7IJ5H1*TKOORO( 文化與教育 (平 ) ◎ 錢穆著 156

EB009063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5H0*PLRRPK( 西風東漸 :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 于桂芬 著 320

EB009064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5H0*PLSLKS( 禪和文化與文學 ◎ 季羨林 著 300

EB009065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8G6*PMPLTN( 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 阿君‧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 著 鄭義愷 譯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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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06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72 y(7IJ5H1*OLPNQT( 論人 (精 ) ◎ 張肇祺 110

EB009067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78 y(7IJ5H1*OLPNRQ( 論人 (平 ) ◎ 張肇祺 70

EB009068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98 y(7IJ5H0*PLPKOQ( 解除世界魔咒 ◎ 沈清松 著 300

EB009069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3 y(7IJ5H1*OMKLMR( 文化啟示錄 ◎ 南方朔 189

EB009070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66 y(7IJ5H0*PKPRNN( 文化與行為 ◎ 李亦園 著 180

EB009071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2 y(7IJ5H1*OLTMTT( 一九九一文化評論 ◎ 龔鵬程編 333

EB009072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1*OLTRLS(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 余英時 180

EB009073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5H1*ONSRSS( 文化與教育 ◎ 錢穆著 160

EB009074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4 y(7IJ5H1*OOKLRK( 中國文化叢談 ◎ 錢穆著 260

EB009075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3 y(7IJ5H1*TLORKL( 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 (精 ) ◎ 勞思光 256

EB00907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3 y(7IJ5H1*TLORLS( 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 (平 ) ◎ 勞思光 189

EB009077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4 y(7IJ5H1*TLRNSM( 兩極化與分寸感―近代中國精英思潮的病態心理分析 (平 ) ◎ 劉笑敢 256

EB009078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8 y(7IJ5H1*TMMNMO( 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 (精 ) ◎ 石元康 330

EB009079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5H1*TMRQLT( 中華文化十二講 ◎ 錢穆 130

EB009080 心理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7*KMMRSN( 知識與行動 -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 ? ◎ 黃光國著 550

EB009081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0*PLQTOO( 台灣精神與文化發展 ◎ 沈清松 著 390

EB009082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0*PLROTL(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梁漱溟 著 300

EB009083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92 y(7IJ5H0*PKQNQP( 中國智慧與系統思維 ◎ 劉長林 著 160

EB009084 天培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8G7*RPTTSQ( 債與償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250

EB009085 國史館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8G0*MLMMPT( 文物、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 ◎ 梅豪方、周樑楷、唐一安 400

EB00908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5H1*OPKNOQ( 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 ◎ 黃應貴 600

EB009087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0 y(7IJ5H0*PLQMOL( 古代社會：從蒙昧．野蠻到文明 ◎ 摩爾根 著 480

EB009088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1 y(7IJ5H1*OLNQNL( 中國文化叢談 (二 )(平 ) ◎ 錢穆著 70

EB009089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8*LKRQNM(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Place ◎ Tim Cresswell 著 徐苔玲、王志弘 合譯 250

EB009090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8G6*PMPKMP(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著 王志弘 譯

200

EB009091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1*OMLNLP( 社會變遷 (增訂新版 ) ◎ 蔡文輝 340

EB009092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5H0*PMNQOP( 社會通詮 ◎ 甄克思 250

EB009093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5H0*PMNQTK( 社會通詮 (精裝 ) ◎ 甄克思 350

EB009094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3*KRLKKQ( 全球化 : 對人類的深遠影響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 ◎ Zygmunt Bauman 著 張君玫 譯 

200

EB009095 網路與書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5H3*KMQQPP( 移動在瘟疫蔓延時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909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9 y(7IJ5H1*TKKKRK( 臺灣的社會發展 (精 ) ◎ 席汝楫 222

EB009097 野人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8G8*NKOQLL( 失控的進步 ◎ 隆納．萊特 280

EB009098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5H1*OONKOL( 社會運動概論 ◎ 何明修 330

EB009099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1*OMLNQK( 尋找資訊社會 (精 ) ◎ 汪琪、HerbertS. Dordick著 330

EB009100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1*OMLNRR( 尋找資訊社會 (平 ) ◎ 汪琪、HerbertS. Dordick著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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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101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5H0*PMLSOT( 人類大未來 ◎ 馬蒂亞斯‧霍克斯 380

EB009102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1996 y(7IJ8G7*SSKOPL( 贏家通吃的社會 ◎ 280

EB009103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3 y(7IJ5H1*OKMSTP( 社會心理學 ◎ 劉安彥 280

EB009104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9 y(7IJ5H1*OKMTKL( 社會心理學 ◎ 張華葆 360

EB009105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8 y(7IJ5H1*OKMTLS( 社會心理學 ◎ 趙淑賢 211

EB00910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2 y(7IJ5H1*OKMTMP( 社會心理學理論 ◎ 張華葆 311

EB009107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4 y(7IJ5H1*ONTQLR( 獵殺隱私時代―10個讓你失去隱私的理由 ◎ 錢世傑 200

EB009108 大塊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8G7*KPTSRL( 創意黏力學 ◎ 奇普．希思、丹．希思 300

EB009109 心理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8G6*RRPKTN( 社會心理學 ◎ John D. DeLamater、Daniel J. Myers著；陸洛審
閱；陸洛、吳珮瑀、林國慶、高旭繁、翁崇修譯

650

EB009110 心理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8G1*TLMMOK( 社會心理學 ◎ Robert A. Baron、Donn Byrne Nyla R. Branscombe著；梁家瑜譯 580

EB009111 國家 ﹝社會學各論﹞ 1998 y(7IJ5H3*QKPPKS( 社會心理學 ◎ 董樹藩 350

EB009112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3*KRLKPL( 親密關係 : 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 Intimacy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ies ◎ Lynn Jamieson 著 蔡明璋 譯

250

EB009113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1*ONNNSR( 民意與民意測驗 ◎ 鄭貞銘 330

EB009114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5H0*PMNKTQ( 民意與輿論：解構與反思 ◎ 魏宏晉 250

EB009115 網路與書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8G6*SOLMPP( 我們的希望地圖 ◎ 我們的希望地圖參與者‧合著 350

EB00911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5H1*OORPSM( 領導與管理5大祕密 -如何創造一支勝利的團隊 ◎ 黃國興 280

EB009117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8G7*SSKTKL( 軍政領袖領導藝術：55位頂尖軍政領袖如何達到卓越（上）（中英雙書） ◎ 360

EB009118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8G7*SSKTLS( 軍政領袖領導藝術：55位頂尖軍政領袖如何達到卓越（下）（中英雙書） ◎ 360

EB009119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8G7*SSKTRK( 心靈沃土：禱告擊敗我們的痛苦（上）（中英雙書） ◎ 300

EB009120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7*MQORNM( 培育領導101（中文版）（軟精裝） ◎ 220

EB009121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1997 y(7IJ5H8*NTQKON( 整合優勢 ◎ 360

EB009122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8*SMTKQK( 西點軍校領靈魂 ◎ 200

EB009123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8G7*MQOOSK( 世界級領袖成功故事（中文版） ◎ 450

EB009124 左岸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7*LROPLM( 領導病毒 -免疫之後 . 才有真正的領導力 ◎ 金宇亨 . 金永洙 . 趙泰賢 230

EB009125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1 y(7IJ5H1*OKQLLO( 國際傳播與科技 ◎ 彭芸著 300

EB00912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82 y(7IJ5H1*OKQMNR( 媒介實務 ◎ 趙俊邁 267

EB009127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4 y(7IJ5H1*OKQNTS( 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 ◎ 陳世敏 233

EB009128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1*OKQOLL( 政治傳播學 ◎ 祝基瀅 189

EB009129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0 y(7IJ5H1*OKQOMS( 文化與傳播 ◎ 汪琪著 180

EB009130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71 y(7IJ5H1*OLPMOQ( 大眾傳播短簡 (精 ) ◎ 石永貴 110

EB009131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2 y(7IJ5H1*OLPMPN( 大眾傳播短簡 (平 ) ◎ 石永貴 70

EB009132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5H1*OLSQMT( 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 ◎ 翁秀琪 470

EB009133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2 y(7IJ5H1*ONQSML( 媒體事業經營 ◎ 石永貴 580

EB009134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5 y(7IJ5H1*ONTROR( 大眾傳播理論 (修正三版 ) ◎ 李金銓 280

EB009135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5H1*OONSPK( 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 ◎ 盧嵐蘭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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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136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2008 y(7IJ5H1*OOSSPP( 後電子媒介時代 ◎ 陳清河 400

EB009137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93 y(7IJ5H0*PKRKQP( 先秦的傳播活動及其影響 ◎ 張玉法 著 207

EB009138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99 y(7IJ5H0*PLQNPR( 預知傳播紀事 -先知麥克魯漢 ,仍然在述說什麼 ◎ 麥克魯漢 著 450

EB009139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79 y(7IJ5H0*PLKQPM( 傳播社會學 ◎ 楊孝� 著 400

EB009140 台灣商務 ﹝社會學各論﹞ 1981 y(7IJ5H0*PKRORS( 傳播、媒介與社會 ◎ 潘家慶 著 150

EB009141 幼獅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1 y(7IJ5H5*RONKSQ( 媒體世界 ◎ 蔡明燁 280

EB009142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8*SMTRSR( 傳媒大法師 ◎ 340

EB009143 智庫文化 ﹝社會學各論﹞ 1999 y(7IJ5H8*NTQRNT( 如何與記者打交道 ◎ 280

EB009144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8*LKRQOT( 視覺研究導論 : 影像的思考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ng Visual Materials ◎ Gillian Rose 著 王國強 譯 蕭瑞莆 導讀

360

EB009145 群學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9 y(7IJ8G6*PMPLQM( 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15講 ????文化論―― ???????
人 ????15話 ◎ 吉見俊哉 (Shunya Yoshimi)著 ; 蘇碩斌 譯 

350

EB009146 左岸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7*LRONQT( 大眾媒體的實在 ◎ 尼克拉斯．魯曼 250

EB009147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3 y(7IJ5H1*OKQKRR( 傳播研究調查法 ◎ 蘇蘅著 278

EB009148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0 y(7IJ5H1*OKKQTN( 勇往直前―傳播經營札記 ◎ 石永貴 200

EB009149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7 y(7IJ5H1*OMPQPS( 資訊爆炸的落塵―今日傳播與文化問題探討 ◎ 徐佳士 180

EB009150 健行 ﹝社會學各論﹞ 2003 y(7IJ8G7*RPNTLP( 打造自己的職場舞台――公關達人吳錦屏祕技全紀錄（原：放膽去夢想） ◎ 吳錦屏
210

EB009151 三民書局 ﹝社會學各論﹞ 1995 y(7IJ5H1*OKKRRS( 公共關係 ◎ 王德馨、俞成業著 300

EB009152 茵山外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8G6*TLQKOP( 奢迷 ecstatic! ◎ 石靈慧 350

EB009153 田園城市 ﹝社會學各論﹞ 2007 y(7IJ8G7*KKTLNP( 私囊 ◎ 王怡穎 600

EB009154 奧林文化 ﹝社會學各論﹞ 2000 y(7IJ5H0*NTLLML( 生活型態寫真館 ◎ 320

EB009155 木馬 ﹝社會學各論﹞ 2006 y(7IJ8G7*ORPTLQ( 英倫創意動力 :12位當代時尚設計大師崛起的故事 ◎ 李俊明 360

EB009156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89 y(7IJ5H1*TKKQMT( 臺灣的工業化與社會變遷 (精 ) ◎ 文崇一 289

EB009157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87 y(7IJ5H1*TKONSM( 臺灣與美國社會問題 (精 ) ◎ 蔡文輝、蕭新煌主編 256

EB009158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85 y(7IJ5H1*TKONTT( 臺灣與美國社會問題 (平 ) ◎ 蔡文輝、蕭新煌主編 189

EB009159 出色 ﹝社會問題﹞ 2006 y(7IJ8G7*NPLQKT( 你的表現會說話 ◎ 林慶昭 200

EB009160 深思文化 ﹝社會問題﹞ 2008 y(7IJ8G1*SONLNL( Super 求職特訓班：絕對錄取策略 ◎ David Littleford / John Halstead 250

EB009161 出色文化 ﹝社會問題﹞ 2007 y(7IJ8G8*NMKQMS( 找工作 ,保工作 ◎ 景深 / 聞青 240

EB009162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95 y(7IJ5H1*OKNKNS( 人口教育 ◎ 孫得雄編著 220

EB009163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85 y(7IJ5H1*OKMTTO( 人口遷移 (精 ) ◎ 廖正宏 320

EB009164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85 y(7IJ5H1*OKNKKR( 人口遷移 (平 ) ◎ 廖正宏 260

EB009165 台灣商務 ﹝社會問題﹞ 1999 y(7IJ5H0*PLPQTP( 中國古代人口買賣 ◎ 馬玉山 著 200

EB009166 台灣商務 ﹝社會問題﹞ 1999 y(7IJ5H0*PLPTSP( 台灣慰安婦報告 ◎ 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 280

EB009167 國史館 ﹝社會問題﹞ 2001 y(7IJ5H0*MTNNNN( 臺灣日官方檔案慰安婦史料彙編 ◎ 王學新 300

EB009168 智庫文化 ﹝社會問題﹞ 2002 y(7IJ8G7*SSKKKK( 無盡的冬日――慰安婦尋求正義的漫長旅程 ◎ 340

EB009169 台灣商務 ﹝社會問題﹞ 2004 y(7IJ5H0*PLSONQ( 生活或生存 :反對人類成為市場要素 ◎ 約哈諾 . 史特拉 著 250

EB009170 大塊 ﹝社會問題﹞ 9408 y(7IJ8G7*MTLOTN( 慢活 ◎ 卡爾．歐諾黑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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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171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90 y(7IJ5H1*TKKTQO( 臺灣居民的休閒生活 (精 ) ◎ 文崇一 322

EB009172 三民書局 ﹝社會問題﹞ 1990 y(7IJ5H1*TKKTRL( 臺灣居民的休閒生活 (平 ) ◎ 文崇一 256

EB009173 國家 ﹝社會問題﹞ 1997 y(7IJ5H3*QKPOTM( 怎樣選擇好職業 ◎ 林丘山 200

EB009174 奧林文化 ﹝社會問題﹞ 2004 y(7IJ5H0*NTLNTS( 做你愛做，而不是你該做的工作 ◎ 230

EB009175 智庫文化 ﹝社會問題﹞ 2001 y(7IJ5H0*OSOOLK( 有效求職 ◎ 260

EB009176 奧林文化 ﹝社會問題﹞ 1999 y(7IJ5H9*SNLPNQ( 你可以更搶手——23位人事主管教你求職高招 ◎ 250

EB009177 奧林文化 ﹝社會問題﹞ 2000 y(7IJ5H0*NTLLLO( 網路創業成功的秘密 ◎ 220

EB009178 奧林文化 ﹝社會問題﹞ 2000 y(7IJ5H0*NTLLOP( e時代跳槽高手 ◎ 220

EB009179 奧林文化 ﹝社會問題﹞ 2002 y(7IJ5H0*NTLMKQ( 失業也可以過得很好 ◎ 180

EB009180 木馬 ﹝社會問題﹞ 2008 y(7IJ8G6*TRNSTP( 米蟲自救寶典 ◎ 尾大遜 220

EB009181 一覽文化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8*LQPTMM( 當王子變青蛙 ◎ 艾薇‧荷絲 230

EB009182 健行 ﹝家庭‧族制﹞ 1996 y(7IJ5H9*POQSSL( 溫馨家庭快樂多 ◎ 楊錦郁 160

EB009183 大塊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2*LNLMLN( 鑽石夢想計畫 ◎ 賈薇絲 & 珠麗雅項鍊小組 280

EB009184 大辣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QNOKTN( 躺平人生：我那老是出槌的一夜情 ◎ 雀兒喜‧韓德勒 250

EB009185 出色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QRTNNT( 真愛的天堂－因為相愛，讓兩人更貼近 ◎ 林慶昭 230

EB009186 出色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QRTLMO( 別拿家人出氣 -精選典藏紀念版 ◎ 林慶昭 230

EB009187 出色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NPLLKO( 別拿家人出氣 ◎ 林慶昭 200

EB009188 出色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NPLPKK( 男人不賤，女人不愛 ◎ 徐竹 200

EB009189 出色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NPLKTS( 真愛的天堂 ◎ 林慶昭 200

EB009190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5*NKTSPP( 校園兩性關係 ◎ 林燕卿 160

EB009191 好名堂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TNRONT( 親愛的，我想不愛你行嗎 ? ◎ 維吉妮 &米契爾 200

EB009192 亞太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8*MQOMNQ( 開創生機 -單親家庭權能增強社會工作 ◎ Kris KIssman / Jo Ann Allen 200

EB009193 米娜貝爾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QOKTLS( 細看飲食男女 (米娜貝爾 ) ◎ 水菱 220

EB009194 米娜貝爾 ﹝家庭‧族制﹞ 2003 y(7IJ8G7*QOKKMO( 約會麻辣燙 (米娜貝爾 ) ◎ Carole Markin 180

EB009195 米娜貝爾 ﹝家庭‧族制﹞ 2003 y(7IJ8G7*QOKKNL( 結婚不是鬧著玩的 (米娜貝爾 ) ◎ Lois Davitz 200

EB009196 米娜貝爾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0*OTMTPS( 戀人的愛情地圖 (新版 )(米娜貝爾 ) ◎ 山姆 . 漢柏格 260

EB009197 米娜貝爾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0*OTMTQP( 我想聽你說 :女男對話大和解 (米娜貝爾 ) ◎ 山繆爾 . 薛姆 '珍尼 . 史瑞 260

EB009198 米娜貝爾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0*OTMTOL( 愛情的文法 (米娜貝爾 ) ◎ 梅根、特萊西德 380

EB009199 國史館 ﹝家庭‧族制﹞ 1982 臺灣世居住民的祖籍與姓氏 ◎ 林衡道 100

EB009200 國史館 ﹝家庭‧族制﹞ 1979 臺灣地區姓氏堂號考 ◎ 楊緒賢 200

EB009201 華品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RRNRMN( 男人沒有最好的，只有最適合的 ◎ 桀心 199

EB009202 華品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RRNQLR( 愛情，不要失去自我 ◎ 鄭桀心 199

EB009203 華品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7*KSLTQO( 女人幸福書 ◎ 張雪 199

EB009204 意象文化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8*OKROLL( 影響男人的女人－你不可不知的偉大女人 ◎ 王金娥 220

EB009205 意象文化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8*NOLKTS( 細節成就完美女人 --我和三位白領美女的成長故事 ◎ 梁潔安 220



 - 264 -

．
︹
家
庭‧

族
制
︺
．

EB009206 意象文化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8*NOLKMT( 戀愛 OK，結婚 STOP--不是100分的男人不要愛！ ◎ 方穎 220

EB009207 漁人文化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7*KLLRQN( 爸爸可以和兒子做的60件事 ◎ 陳睿 249

EB009208 福隆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SNMNOP( 愛欲正見：印度文化的豔欲主義 ◎ 石海軍 320

EB009209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1991 y(7IJ5H1*QKLLSM( 尋根探源 [平 ] ◎ 林衡道 100

EB009210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1995 y(7IJ5H1*QKNTKM( 家庭理財25招 [平 ] ◎ 陳愛妮 200

EB009211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1*QKKSRL( 家庭社會學 [平 ] ◎ 高淑貴 240

EB009212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1992 y(7IJ5H0*TKQRQT( 遺傳優生與胎教 (平 ) ◎ 許世明 105

EB009213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0*TLNTST( 先知論愛情 ◎ 唐君毅 99

EB009214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0*TLORNN( 老年符號與建構 ◎ 邱天助著 250

EB009215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0*TLPSMM( 愛情之福音 (新版 ) ◎ 克爾羅斯基著 / 唐君毅譯 180

EB009216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4 y(7IJ5H0*TLQPRR( 真正的勇者 ◎ 正中 . 法務部 120

EB009217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0*TLRMMM( 快樂闖情關 (第二版 ) ◎ 正中書局主編 120

EB009218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0*TLRMNT( Y世代的簡單生活 (二版 ) ◎ 唐羚著 120

EB009219 正中書局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0*TLROOO( 如何照顧年邁父母 ◎ 肯尼斯賽樂普（ Kenneth P. Scile 320

EB009220 心理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7*KMMQTL( 成功的單親父母 ◎ 鍾思嘉、趙梅如著 180

EB009221 國家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3*QKQNTK( 回歸真情真愛 ◎ 莊秋敏 250

EB009222 網路與書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8*KRSQMS( 我窩故我在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9223 心理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1*TLLLTT( 母女戰爭 STOP-重塑母女關係 ◎ Paula J. Caplan著；蔡素玲譯 350

EB009224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2003 y(7IJ8G7*SSKLRS( 富爸爸不如好爸爸 ◎ 240

EB009225 奧林文化 ﹝家庭‧族制﹞ 2007 y(7IJ5H0*NTLRMP( 爸爸一天10分鐘就能讓孩子的學習成績變好 ◎ 190

EB009226 野人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SKRNTS( 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 ◎ 布魯斯‧羅賓森 280

EB009227 國家 ﹝家庭‧族制﹞ 1995 y(7IJ5H3*QKOKKQ( 預約好老婆 ◎ 高芳正 200

EB009228 大塊 ﹝家庭‧族制﹞ 2006 y(7IJ8G7*KPTOPL( 媽媽經大於管理經 ◎ 安．克坦頓 280

EB009229 群學文化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3*KRLKSM( 母職的再生產 : 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 Nancy J. Chodorow 著 張君玫 譯

360

EB009230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1993 y(7IJ5H1*TKOMLO(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平 ) ◎ 薩孟武 140

EB009231 心理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1*TLLOMR( 爸媽，請一起陪我長大 -離婚家庭兒童的故事 ◎ Janet R. Johnston, Karen Breunig, 
Carla Garrity & Mitchell A. Baris著；溫雅惠、林淑瑜譯；台東大學蔡典謨校長推薦

200

EB009232 心理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1*TLKKNL( 親密暴力 -多重身分與權力流動 ◎ 潘淑滿著 300

EB009233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1*OOPLKQ( 遠離暴力侵害－婦女人身安全「法」寶 ◎ 柯伊伶 250

EB009234 心理 ﹝家庭‧族制﹞ 2000 y(7IJ5H7*KMNQQR( 單親家庭之教育與輔導 ◎ 何福田策畫主編 160

EB009235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0*PLOTNN( 中國古代的家 ◎ 王玉波 著 200

EB009236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4 y(7IJ5H0*PKSQTR( 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 ◎ 顧鑒塘 著 140

EB009237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0*PLOTKM( 中國古代宗族與祠堂 ◎ 馮爾康 著 200

EB009238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1*TMSNOK(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 黃寬重 320

EB009239 國史館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0*LPLPNO( 臺灣文獻先賢 -林熊祥父子與板橋林家史料特展圖錄 ◎ 林文龍 160

EB009240 九歌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5*QKSSQQ( 以一整座銀杏林相贈 （原：所有的男人都是孩子） ◎ 陳幸蕙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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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241 健行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5*QKSQRP( 婚姻幸福魔法書 ◎ 汪詠黛 190

EB009242 健行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9*QSKQTL( 優質婚姻．優質人生 ◎ 林國香 180

EB009243 九歌 ﹝家庭‧族制﹞ 1997 y(7IJ5H5*QKOTNQ( 樂在婚姻 ◎ 陳幸蕙 170

EB009244 健行 ﹝家庭‧族制﹞ 1994 y(7IJ5H9*POQPMM( 婚姻的藝術 ◎ 遠藤周作 140

EB009245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1*ONOORQ( 婚姻與家庭 (普及版 ) ◎ 彭懷真編著 350

EB009246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1991 y(7IJ5H1*TLNLPP( 婚姻研究 ◎ 朱岑樓 300

EB009247 心理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7*KMOSQM( 婚姻與家庭生活的適應 ◎ 王以仁策畫主編；李育奇等著 500

EB009248 心理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7*KMTNMO( 婚姻與親職教育 ◎ 翁桓盛著 300

EB009249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0 y(7IJ5H5*ROMRLN( EQ創意：老師的感情故事 ◎ 林蕙瑛 160

EB009250 國家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3*QKPQTK( 走過婚姻路 ◎ 莊秋敏 250

EB009251 國家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3*QKQLTM( 情絲萬縷牽 ◎ 莊秋敏 250

EB009252 國家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3*QKRKKR( 路長情更長 ◎ 莊秋敏 250

EB009253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1*QKQMKK( 感情的危機與轉機 [平 ] ◎ 林蕙瑛 280

EB009254 大塊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7*KPTTNM( 讓他把妳娶回家 ◎ 理查．柯山保、丹尼爾．羅森保 260

EB009255 大辣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8*MRLTQS( 把妹達人 ◎ 尼爾．史特勞斯 380

EB009256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1*QKPRTL( 婚變基因 [平 ] ◎ 吳東權 240

EB009257 健行 ﹝家庭‧族制﹞ 2004 y(7IJ8G7*RPNORM( 愛，別婚過了頭 （原：真愛密碼） ◎ 楊小雲 220

EB009258 健行 ﹝家庭‧族制﹞ 2003 y(7IJ8G7*RPNMON( 愛情就是這麼在乎（原：尋找真愛，多情無罪） ◎ 陳美儒 190

EB009259 大塊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7*KPTTKL( 三十幾歲怎麼愛？ ◎ 笠原真澄 280

EB009260 大辣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8*NPPSOM( 把妹達人之謎男方法 ◎ 謎男 280

EB009261 大辣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QNOKNL( 把妹達人2：遊戲規則 ◎ 尼爾．史特勞斯 320

EB009262 網路與書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3*KMQQNL( 做愛情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9263 網路與書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8*KRSQSK( 愛情的22個關鍵詞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50

EB009264 出色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QRTNMM( 幸福的答案－用一顆最真的心去愛 ◎ 林慶昭 230

EB009265 出色 ﹝家庭‧族制﹞ 2006 y(7IJ8G7*NPLORK( 男人別花心，女人放聰明（附 CD） ◎ 林慶昭 200

EB009266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9 y(7IJ5H0*PMOOKQ( 打造超完美情人 ◎ 維多利亞‧麥克‧羅潔絲 250

EB009267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0 y(7IJ5H5*ROLSNT( 新戀愛世代 ◎ 王瑞琪 180

EB009268 國家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3*QKRLMK( 交往心理與交往技巧 ◎ 杜江先 250

EB009269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MQOKMM( 愛情占卜書：愛情智慧 （中英雙書） ◎ 360

EB009270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2000 y(7IJ5H8*NTQSOP( 人海中找到你 ◎ 280

EB009271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0*OSORMO( 聰明約會‧輕鬆談情 ◎ 320

EB009272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8G7*SSKKOS( 愛情七味湯―認識自己的愛情模式，選擇快樂結局 ◎ 280

EB009273 奧林文化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9*SLOLOK( 扯下面具談愛情 ◎ 200

EB009274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1*QKQKNN( 愛情 e點靈 [平 ] ◎ 歐振文 230

EB009275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1*QKQNSP( 情關 ?情關 ![平 ] ◎ 林蕙瑛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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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276 心理 ﹝家庭‧族制﹞ 2004 y(7IJ5H7*KMQPKR( 終結婚姻暴力 -加害人處遇與諮商 ◎ 成蒂著 320

EB009277 左岸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LROKQM(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 夏曉鵑 280

EB009278 大塊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2*LNKKRK( 婚外情的公式 ◎ 茱麗亞．莫爾 280

EB009279 黎明文化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1*QKQOTL( 情迷溫柔鄉 [平 ] ◎ 林蕙瑛 260

EB009280 網路與書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3*KMQQRT( 一個人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09281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9 y(7IJ5H0*PMOMKS( 單身，不是你想的那樣！ ◎ 蓓拉‧迪波洛 420

EB009282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0*PLOTLT( 中國古代婚姻 ◎ 任寅虎 著 200

EB009283 健行 ﹝家庭‧族制﹞ 1991 y(7IJ5H9*POQLOK( 女人的明天 ◎ 李元貞 120

EB009284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1*ONQRSO( 女性密碼―女書田野調查日記 ◎ 姜葳著 140

EB009285 茵山外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6*TLQLMK( 女子2030生活白皮書 ◎ 安垠泳 280

EB009286 心理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7*KMPNLT( 不同的語音 -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的發展 ◎ Carol Gilligan著；王雅各譯 300

EB009287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0*PLPMPL( 女生愛男生 -兩性平等教育 ◎ 施寄青 著 150

EB009288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1996 y(7IJ5H9*PPNKQN( 一席之地 ◎ 240

EB009289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8*NTQNQO( 女人當家做主 ◎ 260

EB009290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81 y(7IJ5H0*PKPRTP( 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第一輯 ◎ 李又寧 編 315

EB009291 九歌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4*OOMLRL( 權力與美麗 --超越浪漫說女性 ◎ 林芳玫 250

EB009292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2008 y(7IJ5H1*OOQLKN( 平等與差異－漫遊女性主義 ◎ 劉亞蘭 260

EB009293 心理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7*KMNNSO( 性屬關係 (上 )-性別與社會、建構 ◎ 王雅各主編 450

EB009294 心理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7*KMNNTL( 性屬關係 (下 )-性別與文化、再現 ◎ 王雅各主編 350

EB009295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0*PLOPSM( 女性的屈辱與勳章 ◎ 愛莉絲 . 史瓦澤 著 240

EB009296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0*PMKQMK( 原好―混混乃陰性空間，瀝瀝如母性系譜 ◎ 謝鴻均 著 250

EB009297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1997 y(7IJ5H9*PPNTTP( 誰背叛了女性主義 ◎ 300

EB009298 群學文化 ﹝家庭‧族制﹞ 2006 y(7IJ8G8*LKRQPQ( 性別、認同與地方 : 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 Linda McDowell 著 徐苔玲、王志弘 合譯

450

EB009299 群學文化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8*OKPOOS( 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The Gender Knot -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 ◎ 
亞倫．強森（ Allan G. Johnson）著；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 合譯

450

EB009300 心理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7*KMROPK( 婦女人權學習手冊 -在地行動與全球聯結 ◎ J. Mertus等
著；葉德蘭審訂；林慈郁譯；台大婦女研究室編譯

550

EB009301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0*PMLKLQ( 色情研究 ◎ 林芳玫 280

EB009302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8 y(7IJ5H0*PMLNSM( 飛天之女―跨國影像藝術與另類女性書寫 ◎ 簡瑛瑛 240

EB009303 奧林文化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9*SNLPON( TOP25 女性熱門工作排行榜 ◎ 250

EB009304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65 y(7IJ5H0*PLKLSS( 中國婦女生活史 ◎ 陳東原 著 300

EB009305 左岸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7*LROLMN( 蘭閨寶錄 :?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 ◎ 曼素恩 350

EB009306 左岸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7*LRORMR( 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 ◎ 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 320

EB009307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88 y(7IJ5H0*PLRTRM( 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第二輯 ◎ 李又寧 編 400

EB009308 心理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1*TLLMMT( 兒童的田野工作 ◎ Robyn M. Holmes著；張盈 ?譯 200

EB009309 心理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1*TLMSLN( 童年與社會 -兒童社會導論 ◎ Michael Wyness著；王瑞賢、張盈 ?、王慧蘭譯 320

EB009310 健行 ﹝家庭‧族制﹞ 2003 y(7IJ8G7*RPNKRQ( 成長路上，有你真好 ◎ 陳美儒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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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311 健行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QKRSLO( 魅力 e世代，就是這麼 Young ◎ 陳美儒 200

EB009312 健行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QKRQNK( 騷動的青春――青少年面臨的99種情境 ◎ 廖輝英 180

EB009313 健行 ﹝家庭‧族制﹞ 1998 y(7IJ5H9*QSKPTM( 青春兒女心底事 ◎ 陳美儒 190

EB009314 健行 ﹝家庭‧族制﹞ 1996 y(7IJ5H9*POQTKO( 了解青少年的心 ◎ 陳美儒 160

EB009315 心理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7*KMTQNS( 觸法少年輔導實務 -晤談室中的沈思、領悟與行動 ◎ 蘇益志著 300

EB009316 心理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1*TLKNOP( 青少年發展與適應問題 -理論與實務 ◎ 陳金定著 650

EB009317 心理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1*TLMOOS( 人生就在眼前，你準備好了嗎？ ◎ Mel Levine, M. D. 著；呂翠華譯 350

EB009318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7 y(7IJ5H0*PMLNPL( 青少年的想法與未來 ◎ 香山理香 180

EB009319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1995 y(7IJ5H5*NKRLTQ( 悲傷情人節 ◎ 朱淑芬 170

EB009320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0 y(7IJ5H5*ROMLQO( P. S. 我很好。：第一本生命教育啟蒙書 ◎ 謝芬蘭 120

EB009321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RONLTM( e起與生命有約 ◎ 謝芬蘭 180

EB009322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RONMKS( 美少女啦啦隊 ◎ 溫小平 120

EB009323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RONMPN( 呆頭成的青春紀事 ◎ 彭永成 120

EB009324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5*RONSTP( QQ糖：甜姊兒之愛情速寫 ◎ 溫小平 160

EB009325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5*ROPOOS( 阿壞不壞 ◎ 梁永佳 180

EB009326 一覽文化 ﹝家庭‧族制﹞ 2005 y(7IJ8G8*LQPTLP( 裸男慾女 ◎ 甘蒂達．羅耶爾 250

EB009327 健行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RTSMNS( 因為愛，所以我存在 ◎ 曾昭旭 250

EB009328 健行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6*RTSKNK( 完美女人的50個學分 (原：愛情親情 DoReMi) ◎ 汪詠黛 200

EB009329 健行 ﹝家庭‧族制﹞ 2007 y(7IJ8G6*RTSKLQ( 曾昭旭的愛情教室 ◎ 曾昭旭 250

EB009330 健行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QKSOPN( 男人的魅力 （原：男人學（上）） ◎ 渥倫．法洛 220

EB009331 健行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QKSOQK( 女人的最愛 （原：男人學（下）） ◎ 渥倫．法洛 200

EB009332 三民書局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1*ONSKTM( 女人笑著扣分數 ◎ 馬瑩君 160

EB009333 大堯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RTMNQQ( 搞懂性事－性福人生靠自己 ◎ 謝瀛華 230

EB009334 大辣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QNOKPP( 放鳥過來2：性愛力 ◎ 鳥來伯 220

EB009335 網路與書 ﹝家庭‧族制﹞ 2006 y(7IJ8G8*MKMRSS( 性與性格 ◎ 奧托．魏寧格 380

EB009336 心理 ﹝家庭‧族制﹞ 2003 y(7IJ5H7*KMQLTO( 兩性關係與教育 ◎ 徐西森著 400

EB009337 心理 ﹝家庭‧族制﹞ 2004 y(7IJ5H7*KMRKNK( 性、兩性關係與性教育 ◎ 晏涵文著 550

EB009338 心理 ﹝家庭‧族制﹞ 2004 y(7IJ5H7*KMRKTM( 兩性關係與教育 ◎ 陳金定著 700

EB009339 心理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7*KMTPPN( 兩性關係與性別教育 -理論與實務 ◎ 白秀玲、柯淑敏著 450

EB009340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2 y(7IJ5H0*PKPRPR( 閹割現象 ◎ 冷 東 著 108

EB009341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1999 y(7IJ5H5*ROLNOL( 新舊男女：兩性平權新視野 ◎ 林燕卿 160

EB009342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5*RONMQK( e世代男女方程式 ◎ 孫小英 120

EB009343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8 y(7IJ5H5*ROQTNN( 性與溝通 ◎ 朱元祥、林燕卿 180

EB009344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0*OSOSQL( 找男人，請走這邊―慾望城市單身女子手冊 ◎ 260

EB009345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1990 y(7IJ5H0*PKLQMT( 性論 ◎ 吳敏倫 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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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346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9 y(7IJ5H5*RORNSL( 父母心子女情 ◎ 林慧瑛 250

EB009347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1 y(7IJ5H0*PLRLSR( 性的歷史 ◎ 劉達臨 著 450

EB009348 大辣 ﹝家庭‧族制﹞ 2008 y(7IJ8G6*QNOKLR( 不怕小孩問 ◎ 賈斯汀．里查森醫師、馬克．查斯特醫師及博士 350

EB009349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5*RONQQQ( 父母如何與子女談性說愛 ◎ 林蕙瑛 250

EB009350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2 y(7IJ5H5*RONTPQ( 校園性教育手冊 ◎ 林燕卿 260

EB009351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5 y(7IJ5H5*ROPQSO( 父母不敢問孩子不會說 ◎ 蔡炳綱、吳漢明 220

EB009352 幼獅文化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5*ROQLMO( 愛情重補修－－全人發展性教育理念與實務 ◎ 高松景 280

EB009353 藝軒圖書 ﹝家庭‧族制﹞ 2009 y(7IJ5H6*LQTOLK( 性教育學指引 ◎ 劉思齊 350

EB009354 大辣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6*QNOLLQ( 好女孩的情色學分 ◎ 安‧柯瑞羅 300

EB009355 八旗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8*PQNMKT( 好色的哈姆雷特 ◎ 小白 240

EB009356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6 y(7IJ5H0*PMKMOS( 瑪土撒拉的密謀 -顛覆高齡化社會的迷思 ◎ 法蘭克 . 施爾瑪赫 240

EB009357 智庫文化 ﹝家庭‧族制﹞ 1994 y(7IJ5H8*SMTKRR( 不老青春 ◎ 220

EB009358 台灣商務 ﹝家庭‧族制﹞ 2008 y(7IJ5H0*PMMQSQ( 過一個有價值的退休人生 ◎ 加藤仁 320

EB009359 心理 ﹝家庭‧族制﹞ 2009 y(7IJ8G1*TLMMQO( 老人福利 ◎ 戴章洲、吳正華著 450

EB009360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2006 y(7IJ5H1*OOMONN( 社區原理 (修訂三版 ) ◎ 蔡宏進 500

EB009361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1989 y(7IJ5H1*TKKQTS( 臺灣的社區權力結構 (平 ) ◎ 文崇一 311

EB009362 田園城市 ﹝社區‧環境﹞ 2002 y(7IJ5H0*OKQQQP( 友善空間：創造對話的參與式營造 ◎ 鄭晃二 250

EB009363 國史館 ﹝社區‧環境﹞ 1982 臺灣鄉鎮市概況 (下 ) ◎ 林衡道 500

EB009364 國史館 ﹝社區‧環境﹞ 1982 臺灣鄉鎮市概況 (上 ) ◎ 林衡道 500

EB009365 野人 ﹝社區‧環境﹞ 2005 y(7IJ8G8*KPTMML( 地圖有氧運動 ◎ 荒野保護協會 260

EB009366 心理 ﹝社區‧環境﹞ 2005 y(7IJ5H7*KMRSKL( 社區心理學 ◎ K. G. Duffy、F. Y. Wong著；許維素總校閱；
林怡光、林秀玲、許維素、鄭 ?瑋、賴麗明譯

550

EB009367 左岸 ﹝社區‧環境﹞ 2007 y(7IJ8G7*LROQSK( 社區如何動起來 ? ◎ 楊弘任 280

EB009368 遠足 ﹝社區‧環境﹞ 2007 y(7IJ8G7*QNKSRM( 台灣的社區營造 ◎ 曾旭正 400

EB009369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1991 y(7IJ5H1*OKNLOO( 都市社會學理論與應用 ◎ 龍冠海 122

EB009370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2005 y(7IJ5H1*OOMQRT( 都市社會學 ◎ 王佳煌 310

EB009371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2006 y(7IJ5H1*OOPOPS( 都市地理學 ◎ 薛益忠 320

EB009372 群學文化 ﹝社區‧環境﹞ 2007 y(7IJ8G8*MTSMRT( 遇見都市 : 理論與經驗 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Encountering the City ◎ Simon Parker 著 王志弘、徐苔玲 合譯

360

EB009373 群學文化 ﹝社區‧環境﹞ 2009 y(7IJ8G6*PMPLNL( 認識城市系列1: 城市世界 City Words ◎ Doreen 
Massery, John Allen and Steve Pile 合編；王志弘 譯

280

EB009374 群學文化 ﹝社區‧環境﹞ 2009 y(7IJ8G6*PMPLOS( 認識城市系列2: 騷動的城市 --移動 / 定著 Unsettling Cities: Movement 
/ Settlement ◎ John Allen, Doreen Massey and Michael Pryke 合編；王志弘 譯

450

EB009375 群學文化 ﹝社區‧環境﹞ 2009 y(7IJ8G6*PMPLPP( 認識城市系列3: 無法統馭的城市 ?--秩序 / 失序 Unruly Cities? Order 
/ Disorder ◎ Steve Pile, Christopher Brook and Gerry Mooney 合編；王志弘 譯

500

EB009376 藝術家 ﹝社區‧環境﹞ 2003 y(7IJ8G7*TPRPTR( 城市史第一部 --有機城市 ◎ 王受之 著 600

EB009377 田園城市 ﹝社區‧環境﹞ 2009 y(7IJ8G7*KKTPPP( 便利城市 7-ELEVEN CITY ◎ 阮慶岳策劃 280

EB009378 田園城市 ﹝社區‧環境﹞ 2004 y(7IJ8G7*RKPPPQ( 都市地球學：日本三大建築家的都市論集 ◎ 原廣司、槙文彥、黑川紀章、石井和紘 350

EB009379 田園城市 ﹝社區‧環境﹞ 2005 y(7IJ8G7*RKPSSO( 城市散步：12場城市文化、生活、景觀的漫遊紀事 ◎ 鄭晃二 250

EB009380 左岸 ﹝社區‧環境﹞ 2006 y(7IJ8G7*LROPPK( 城市的歷史 ◎ 喬爾．克特金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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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381 群學文化 ﹝社區‧環境﹞ 2008 y(7IJ8G6*PMPKKL( 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 : 大都會的自我身分書寫 Articulating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Self-Writing of East Asian Global City-Regions ◎ 黃宗儀 著

250

EB009382 台灣商務 ﹝社區‧環境﹞ 2002 y(7IJ5H0*PLRQKQ(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城市發展 -跨世紀中國城市 . ◎ 顧朝林 著 300

EB009383 群學文化 ﹝社區‧環境﹞ 2005 y(7IJ8G8*LKRQLS( 製造甘願 Manufacturing Consent ◎ Michael Burawoy 著 林宗弘等 譯 450

EB009384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1993 y(7IJ5H1*OKRLRN( 聚落地理學 ◎ 胡振洲 156

EB009385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1994 y(7IJ5H1*OKKLPK( 鄉村社會學 ◎ 蔡宏進 311

EB009386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1993 y(7IJ5H1*TLOTOR( 鄉村發展的理論與實際 (精 ) ◎ 蔡宏進 344

EB009387 三民書局 ﹝社區‧環境﹞ 1993 y(7IJ5H1*TLOTPO( 鄉村發展的理論與實際 (平 ) ◎ 蔡宏進 278

EB009388 法鼓文化 ﹝社會階層組織﹞ 2007 y(7IJ5H5*TSOKPM( 空谷幽蘭 --尋訪當代隱士 ◎ 320

EB009389 三民書局 ﹝社會階層組織﹞ 1986 y(7IJ5H1*OKNKOP(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精 ) ◎ 許嘉猷 300

EB009390 三民書局 ﹝社會階層組織﹞ 1992 y(7IJ5H1*OKNKPM(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平 ) ◎ 許嘉猷 233

EB009391 三民書局 ﹝社會階層組織﹞ 1987 y(7IJ5H1*OKNKQT( 社會階層 ◎ 張華葆 222

EB009392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4 y(7IJ5H0*PLKOQL( 中國社會分層－改革中的巨變 ◎ 李明. 編 250

EB009393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8 y(7IJ5H0*PLPNMT( 中國古代遊俠 ◎ 王 齊 著 200

EB009394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71 y(7IJ5H0*PLLTSR( 辯士與游俠 ◎ 陶希聖 編 120

EB009395 左岸 ﹝社會階層組織﹞ 2009 y(7IJ8G6*RMNMPO( 最後的知識份子 ◎ 羅素‧雅可比 320

EB009396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9 y(7IJ5H0*PLPPST( 中國古代工匠 ◎ 曹煥旭 著 200

EB009397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9 y(7IJ5H0*PLPPTQ( 中國古代商人 ◎ 王兆祥 著 200

EB009398 左岸 ﹝社會階層組織﹞ 2007 y(7IJ8G7*LROPON( 有閒階級論 ◎ 范伯倫 320

EB009399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9 y(7IJ5H0*PLPQKM( 中國古代乞丐 ◎ 岑大利 著 200

EB009400 群學文化 ﹝社會階層組織﹞ 2003 y(7IJ5H2*STTKLO(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Ethnic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 王甫昌 著 250

EB009401 群學文化 ﹝社會階層組織﹞ 2009 y(7IJ8G6*PMPKPQ( 泰利的街角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 Elliot Liebow 著 黃克先 譯

250

EB009402 三民書局 ﹝社會階層組織﹞ 2008 y(7IJ5H1*OOQRQT( 非營利組織管理 ◎ 林淑馨 480

EB009403 藝術家 ﹝社會階層組織﹞ 1999 y(7IJ5H0*MONPON( 血濃於水的會館 ◎ 周宗賢 著 160

EB009404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3 y(7IJ5H0*PKRLMQ( 幫會與華人次文化 ◎ 陳國霖 著譯 270

EB009405 台灣商務 ﹝社會階層組織﹞ 1990 y(7IJ5H0*PKMOOM( 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 ◎ 戴玄之 著 720

EB009406 萬卷樓 ﹝社會階層組織﹞ 1999 y(7IJ5H7*NTMOKO( 幽暗的力量—古代祕密結社 ◎ 赫治清 200

EB009407 黎明文化 ﹝社會階層組織﹞ 2004 y(7IJ5H1*QKRLSO( 見証洪門三百三十年 [精 ] ◎ 劉會進 330

EB009408 三民書局 ﹝社會工作﹞ 1998 y(7IJ5H1*OKKSRR( 社會工作管理―人群服務經營藝術 ◎ 廖榮利 260

EB009409 三民書局 ﹝社會工作﹞ 1992 y(7IJ5H1*OKNLNR( 社會工作 ◎ 白秀雄 422

EB009410 心理 ﹝社會工作﹞ 2001 y(7IJ5H7*KMOOLL( 社會福利計畫 ◎ 定藤丈弘等編；莊秀美譯 300

EB009411 心理 ﹝社會工作﹞ 2002 y(7IJ5H7*KMPLMS( 弱勢家庭的處遇 -系統取向家庭中心工作方法
的運用 ◎ Patricia Minuchin等著；劉瓊瑛譯

350

EB009412 心理 ﹝社會工作﹞ 2007 y(7IJ5H7*KMTTLL( 矯正社會工作 ◎ Albert R. Roberts主編；鄭瑞隆總校
閱；鄭瑞隆、邱顯良、李易蓁、李自強譯

550

EB009413 心理 ﹝社會工作﹞ 2008 y(7IJ8G1*TLLLQS( 社會工作督導 -脈絡與概念 ◎ Ming-sum Tsui著；張淑英校閱；陳秋山譯 220

EB009414 心理 ﹝社會工作﹞ 2009 y(7IJ8G1*TLLTMM( 社會工作管理 ◎ Veronica Coulshed、Audrey Mullender、

David N. Jones、Neil Thompson著；劉曉春譯
330

EB009415 出色 ﹝社會工作﹞ 2005 y(7IJ8G7*NPLLQQ( 炒老闆魷魚 ◎ 林慶昭 220



 - 270 -

．
︹
社
會
工
作
︺
．

EB009416 亞太 ﹝社會工作﹞ 2000 y(7IJ5H8*MQOPPR(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福利 -台灣本土的個案分析 ◎ 官有垣 400

EB009417 亞太 ﹝社會工作﹞ 2000 y(7IJ5H8*MQOMKP( 提昇組織績效 -社會服務領域實務工作指南 ◎ Gary V. Sluyter 180

EB009418 亞太 ﹝社會工作﹞ 1999 y(7IJ5H8*MQOKTK( 社會服務方案績效的評量 -方法與技術 ◎ Lawrence / Peter 180

EB009419 法鼓文化 ﹝社會工作﹞ 2008 y(7IJ5H5*TSOOST( 雨季後的彩虹 --一位年輕的海外義工730天 ◎ 360

EB009420 群學文化 ﹝社會工作﹞ 2005 y(7IJ8G8*LKRQMP( 社會工作概論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Work 
(2nd Edition) ◎ Martin Davies 著 朱道凱、蘇采禾合譯

720

EB009421 群學文化 ﹝社會工作﹞ 2009 y(7IJ8G6*PMPKRK( 社工員的故事 The Call to Social Work: Life Stories 
◎ Craig Winston LeCroy 著 李晏甄、林立 譯

280

EB009422 心理 ﹝社會工作﹞ 2005 y(7IJ5H7*KMRMSN( 傅柯與社會工作 ◎ A. S. Chambon等著；王增勇校閱；王增勇、范燕燕等譯 450

EB009423 三民書局 ﹝社會工作﹞ 2007 y(7IJ5H1*OOSPPS( 社會福利服務 -理論與實踐 (修訂二版 ) ◎ 萬育維 310

EB009424 心理 ﹝社會工作﹞ 1999 y(7IJ5H7*KMNLPP( 團體動力學 (第二版 ) ◎ 潘正德著 500

EB009425 藝軒圖書 ﹝社會工作﹞ 1999 y(7IJ5H6*LQPOON( 長期照護 ◎ 陳秀卿 850

EB009426 靜思 ﹝社會工作﹞ 2004 y(7IJ8G7*RLLNQQ( 讓生命展翅高飛 ◎ 劉濟雨 250

EB009427 靜思 ﹝社會工作﹞ 2009 y(7IJ8G6*QQLLRO( 互愛加油站 志工筆記2009年春 ◎ 靜思書齋 300

EB009428 靜思 ﹝社會工作﹞ 2009 y(7IJ8G6*QQLLTS( 人間守護者 志工筆記2009年夏 ◎ 靜思書齋 300

EB009429 靜思 ﹝社會工作﹞ 2009 y(7IJ8G6*QQLMLL( 災後現曙光 志工筆記2009年秋 ◎ 靜思書齋 300

EB009430 靜思 ﹝社會工作﹞ 2010 y(7IJ8G6*QQLMNP( 合心聚福緣 志工筆記2009年冬 ◎ 靜思書齋 300

EB009431 靜思 ﹝社會工作﹞ 2006 y(7IJ5H5*MMPTRL( 讓地球笑咪咪 ◎ 證嚴法師開示 200

EB009432 靜思 ﹝社會工作﹞ 2006 y(7IJ8G7*KORKRQ( 愛的多重奏 ◎ 慈濟教師聯誼會編著 260

EB009433 靜思 ﹝社會工作﹞ 2006 y(7IJ8G7*KPRPTO( 用心看世界 (中英 ) ◎ 靜思書齋 輯錄 275

EB009434 靜思 ﹝社會工作﹞ 2009 y(7IJ5H3*MQOOMM( 歲月的福印 ◎ 大愛電視台故事提共 220

EB009435 靜思 ﹝社會工作﹞ 2009 y(7IJ5H3*MQOONT( 殘缺的喜捨 ◎ 大愛電視台故事提共 220

EB009436 靜思 ﹝社會工作﹞ 2009 y(7IJ5H3*MQOOOQ( 心田的善果 ◎ 大愛電視台故事提共 220

EB009437 心理 ﹝社會工作﹞ 2006 y(7IJ8G7*LNSPNS( 建構解決之道的會談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 P. D. Jong & I. K. Berg
著；許維素總校閱；李慧貞、潘祥齡、周秀姝、陳素惠譯

500

EB009438 心理 ﹝社會工作﹞ 1998 y(7IJ5H7*KMMQSO( 個案管理 ◎ J. Ballew等著；王玠、李開敏、陳雪真合譯 400

EB009439 心理 ﹝社會工作﹞ 2000 y(7IJ5H7*KMNSNO( 社會個案工作 ◎ 潘淑滿著 450

EB009440 三民書局 ﹝社會工作﹞ 1999 y(7IJ5H1*OKNLMK( 團體工作：理論與技術 ◎ 林萬億 350

EB009441 心理 ﹝社會工作﹞ 2007 y(7IJ8G6*RRPLMN( 社會團體工作 ◎ Charles H. Zastrow著；楊蓓審閱；何金針、謝金枝譯 550

EB009442 台灣商務 ﹝社會工作﹞ 1993 y(7IJ5H0*PKRLSS( 社區工作新程式 ◎ 香港基教女青會編著 220

EB009443 台灣商務 ﹝社會工作﹞ 1999 y(7IJ5H0*PLPNTS( 安定日本社會的力量 -社區組織町內會 ◎ 高泉益 著 200

EB009444 三民書局 ﹝社會工作﹞ 1996 y(7IJ5H1*OKKNOL( 社會福利行政 ◎ 白秀雄 390

EB009445 心理 ﹝社會工作﹞ 2004 y(7IJ5H7*KMRMQT( 法律社會工作 ◎ 陳慧女著 500

EB009446 亞太 ﹝社會救濟﹞ 2009 y(7IJ8G7*SKTPMK( 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 -本土化的福利服
務 -修訂版 ◎ 黃志成、王麗美、王淑貞

400

EB009447 亞太 ﹝社會救濟﹞ 2003 y(7IJ5H8*MQOMSL( 超越福利國家 ?!社會福利的另類選擇 ◎ 王順民 / 郭登聰 / 蔡宏昭 400

EB009448 亞太 ﹝社會救濟﹞ 2002 y(7IJ5H8*MQOLTT( 少年福利 ◎ 曾華源 / 郭靜晃 450

EB009449 亞太 ﹝社會救濟﹞ 2002 y(7IJ8G7*SKTKKL( 醫療福利 ◎ 莫藜藜 400

EB009450 亞太 ﹝社會救濟﹞ 2000 y(7IJ5H8*MQOLNR( 社會福利服務 -困境、轉折與展望 ◎ 王順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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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451 亞太 ﹝社會救濟﹞ 1999 y(7IJ5H8*MQOLKQ( 撫平傷痛 -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 ◎ Marcia Morgan 180

EB009452 亞太 ﹝社會救濟﹞ 1999 y(7IJ5H8*MQOKSN( 宗教福利 ◎ 王順民 350

EB009453 法鼓文化 ﹝社會救濟﹞ 1999 y(7IJ5H5*TSKQLK( 台灣，加油 ◎ 180

EB009454 法鼓文化 ﹝社會救濟﹞ 2006 y(7IJ5H5*TSNRQP( 南國天空下的希望種子 --走過南亞海嘯 ◎ 299

EB009455 雲龍 ﹝社會救濟﹞ 2003 y(7IJ8G7*TNSMMK( 竊賊 ◎ 王紹璽 250

EB009456 雲龍 ﹝社會救濟﹞ 1991 y(7IJ5H9*QQNMMT( 中國古代酷刑 ◎ 曾錚 200

EB009457 瑞昇 ﹝社會救濟﹞ 2008 y(7IJ5H5*MQROSN( 圖解老人照護安心百科 ◎ 主婦 ?生活社 500

EB009458 正中書局 ﹝社會救濟﹞ 1989 y(7IJ5H0*TKKSOM( 兒童福利通論 (大學用書 ) ◎ 丁碧雲 350

EB009459 正中書局 ﹝社會救濟﹞ 1994 y(7IJ5H0*TKSQQO( 最後的禮物 ◎ 瑪姬．克拉蘭、派翠西亞．克莉著 260

EB009460 心理 ﹝社會救濟﹞ 2007 y(7IJ8G1*TLKSPR( 依附關係的修復 -喚醒嚴重創傷兒童的愛 ◎ D. 
A. Hughes著；鄭玉英校閱；黃素娟譯

400

EB009461 心理 ﹝社會救濟﹞ 2009 y(7IJ8G1*TLMRLO( 性侵害兒童的處遇策略 -從受害者轉化成倖存者 ◎ Chery L. Karp、

Traci L. Butler著；王文秀、謝淑敏、李沁芬、陳瑩珊、彭一芳譯
350

EB009462 心理 ﹝社會救濟﹞ 2009 y(7IJ8G1*TLMRML( 性侵害兒童的處遇策略 -從受害者轉化成倖存者（活動手冊） ◎ Chery 
L. Karp、Traci L. Butler著；王文秀、謝淑敏、李沁芬、陳瑩珊、彭一芳譯

200

EB009463 心理 ﹝社會救濟﹞ 2004 y(7IJ5H7*KMRKLQ( 親職暴力處遇 -介入與省思 ◎ 王行主編；王行、仇立琪、黃元亭、鄭玉英著 450

EB009464 心理 ﹝社會救濟﹞ 2007 y(7IJ5H7*KMTSQR( 兒童虐待與少年偏差 -問題與防治 ◎ 鄭瑞隆著 250

EB009465 心理 ﹝社會救濟﹞ 2007 y(7IJ8G1*TLKMSO( 童年貧窮與社會排除 -兒童的觀點 ◎ Tess Ridge著；
孫健忠校閱；孫健忠、傅玉琴、吳俊輝譯

300

EB009466 心理 ﹝社會救濟﹞ 2006 y(7IJ5H7*KMSROR( 托育服務 ◎ 葉郁菁等著 400

EB009467 心理 ﹝社會救濟﹞ 2002 y(7IJ5H7*KMOTSP( 成長的生命 -有關早期療育的故事 ◎ P. J. McWilliam著；許素彬、盧雯月譯 400

EB009468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6 y(7IJ5H0*PMKRTS( 地獄童年―瑪德蓮修道院的真實故事 ◎ 凱西‧歐拜恩 340

EB009469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1996 y(7IJ5H1*OMNTRP( 老人福利 ◎ 白秀雄 270

EB009470 心理 ﹝社會救濟﹞ 1996 y(7IJ5H7*KMLSKT( 老人福利服務 ◎ A. Monk編著；李開敏、王玠、王增勇、萬育維等譯 650

EB009471 心理 ﹝社會救濟﹞ 2004 y(7IJ5H7*KMROTS( 老年優勢基礎照顧管理訓練手冊 ◎ B. Fast & R. Chapin著；黃源協推薦；陳伶珠編譯 250

EB009472 心理 ﹝社會救濟﹞ 2007 y(7IJ8G1*TLKPQR( 老人服務事業經營與管理 ◎ 黃旐濤、徐慶發、賴添福、蔡芳文、吳
秀鳳、黃梓松、辛振三、林梅雅、黃偉誠、周慧敏、戴章洲著

450

EB009473 心理 ﹝社會救濟﹞ 2008 y(7IJ8G1*TLLKML( 社會福利概論 -以老人福利為導向（第二版） ◎ 黃旐濤、戴
章洲、黃梓松、辛振三、徐慶發、官有垣、黃志隆著

450

EB009474 心理 ﹝社會救濟﹞ 2004 y(7IJ5H7*KMRMTK( 失能、障礙、殘障 -身心障礙者社會工作的省
思 ◎ M. Oliver、B. Sapey著；葉琇姍、陳汝君譯

250

EB009475 心理 ﹝社會救濟﹞ 2005 y(7IJ5H7*KMSKOO( 極重度多重障礙個案照護與療育課程評量 -指導手冊 ◎ 林麗英編製 200

EB009476 心理 ﹝社會救濟﹞ 2003 y(7IJ5H7*KMQNPO( 「 BRENDA取向」戒癮手冊 -結合藥物與心理社
會治療 ◎ J. R. Volpicelli等著；高淑宜等譯

320

EB009477 國史館 ﹝社會救濟﹞ 2000 y(7IJ5H0*MPSPOR( 921集集大地震救災紀實（下） ◎ 林金田等 500

EB009478 國史館 ﹝社會救濟﹞ 2000 y(7IJ5H0*MPSPOR( 921集集大地震救災紀實（上） ◎ 林金田等 500

EB009479 靜思 ﹝社會救濟﹞ 2009 y(7IJ5H1*NPKPKT( 川愛不息 ◎ 羅明憲等口述 張麗雲等整理 250

EB009480 天培 ﹝社會救濟﹞ 2000 y(7IJ5H5*QKRLKO( 守護動物天使――31個來自動物保護園區的真實故 ◎ 琳．康尼（Lynn Marie Cuny） 190

EB009481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2 y(7IJ5H0*PLRLNM( 動物倫理與公共政策 ◎ 費昌勇 著 200

EB009482 幼獅文化 ﹝社會救濟﹞ 2001 y(7IJ5H5*RONOQS( 與野生動物共舞 ◎ 裴家騏 200

EB009483 幼獅文化 ﹝社會救濟﹞ 2008 y(7IJ5H5*RORKLP( 搶救野生動物大進擊 ◎ 裴家騏 320

EB009484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2002 y(7IJ5H1*ONQMRM( 消費生活與法律保護 ◎ 許明德 250

EB009485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6 y(7IJ5H0*PMKMTN( 消費者保護法入門 ◎ 黃明陽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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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486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8 y(7IJ5H0*PMMRSP( 消費者保護法入門 (修訂版 ) ◎ 黃明陽 400

EB009487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2007 y(7IJ5H1*OOSTLQ( 犯罪學 (增訂四版 ) ◎ 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 -著 600

EB009488 心理 ﹝社會救濟﹞ 2008 y(7IJ8G1*TLKRNO( 犯罪心理學新論 ◎ 馬傳鎮著 625

EB009489 幼獅文化 ﹝社會救濟﹞ 1995 y(7IJ5H5*NKRMMQ( 愛我 , 請別傷害我 ◎ 朱淑芬 170

EB009490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1997 y(7IJ5H0*PLOLSQ( 求生之書 ◎ 梁永安 譯 250

EB009491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1995 y(7IJ5H0*PLLKKK( 防衛技巧 (FACING PHYSICAL VIOLENCE) ◎ 楊韶剛 譯 180

EB009492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1995 y(7IJ5H1*OKNLTT( 少年犯罪心理學 ◎ 張華葆 250

EB009493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1997 y(7IJ5H1*OKNMKP( 少年犯罪預防及矯治 ◎ 張華葆 340

EB009494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9 y(7IJ5H0*PMNRLN( 心，無法審判 ◎ 佐藤幹夫 300

EB009495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4 y(7IJ5H0*PLSOKP( Y檔案 -楊子敬教你如何避免被害 ◎ 楊子敬 著 280

EB009496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1975 y(7IJ5H0*PKONPO( 刑罰學 ◎ 林山田 著 400

EB009497 心理 ﹝社會救濟﹞ 2007 y(7IJ8G1*TLKKRT( 案主暴力與社會工作實務 ◎ Christina E. Newhill著；陳圭如、孫世維譯 350

EB009498 黎明文化 ﹝社會救濟﹞ 2005 y(7IJ5H1*QKRNMK( 變色的人生 [精 ] ◎ 楊振昌 290

EB009499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8 y(7IJ5H0*PMNLOK( 媒體與自殺：自殺可以預防嗎？ ◎ 鄭泰安 240

EB009500 幼獅文化 ﹝社會救濟﹞ 1995 y(7IJ5H5*NKRMKM( 親愛的，請別輕生 ◎ 陸蘭芝 170

EB009501 黎明文化 ﹝社會救濟﹞ 2002 y(7IJ5H1*QKQLSR( 完全不必自殺手冊 [平 ] ◎ 王瑞德 250

EB009502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1997 y(7IJ5H1*TMKOPK( 美國人與自殺 ◎ 赫華德‧庫虛諾著；孟汶靜譯 220

EB009503 幼獅文化 ﹝社會救濟﹞ 2007 y(7IJ5H5*ROQPQS( 國際重要恐怖活動與各國反制活動大事紀（2006
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 ◎ 汪毓瑋

1200

EB009504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1999 y(7IJ5H0*PLPQLT( 中國古代惡霸 ◎ 郭英德 著 200

EB009505 台灣商務 ﹝社會救濟﹞ 2003 y(7IJ5H0*PLSLLP( 騙文化 ◎ 林其泉 著 480

EB009506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2005 y(7IJ5H1*OONSLM( 社會保險法論 ◎ 鍾秉正 350

EB009507 三民書局 ﹝社會救濟﹞ 2003 y(7IJ5H1*ONRKSS( 國民年金制度 ◎ 陳聽安 300

EB009508 三民書局 ﹝社會改革論﹞ 1994 y(7IJ5H1*OKNLLN( 社會政策與社會行政 ◎ 陳國鈞 250

EB009509 群學文化 ﹝社會改革論﹞ 2006 y(7IJ8G8*LKRQTO( 解讀社會政策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 ◎ 
Pete Alcock, Angus Erskine & Margaret May 合編 / 李易駿等譯

700

EB009510 左岸 ﹝社會改革論﹞ 2003 y(7IJ8G7*SPOOSN(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與民主 ◎ 熊彼得 500

EB009511 台灣商務 ﹝社會改革論﹞ 1993 y(7IJ5H0*PKRNQM( 蘇維埃七十年 -現代社會主義反思 ◎ 溪內謙 著 162

EB009512 三民書局 ﹝社會改革論﹞ 2008 y(7IJ5H1*OOSPRM( 共產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 ◎ 李宗恬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09513 三民書局 ﹝社會改革論﹞ 1994 y(7IJ5H1*TLRKQL( 中國托派史 (精 ) ◎ 張玉法主編；唐寶林著 367

EB009514 三民書局 ﹝社會改革論﹞ 1994 y(7IJ5H1*TLRKRS( 中國托派史 (平 ) ◎ 張玉法主編；唐寶林著 300

EB009515 十力文化 ﹝經濟學總論﹞ 2008 y(7IJ8G8*OMNQNN( 火星人經濟學 -玩經濟的28種另類思考 ◎ 怡克納米斯 250

EB009516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87 y(7IJ5H1*OKNSLQ( 歐洲經濟發展史 ◎ 林鐘雄 370

EB009517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87 y(7IJ5H1*OKNTKS( 通俗經濟講話 ◎ 邢慕寰 222

EB009518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3 y(7IJ5H1*OKNTMM( 經濟學概論 ◎ 陸民仁 400

EB009519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88 y(7IJ5H1*OKOKMS( 總體經濟學 ◎ 張慶輝 500

EB009520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0 y(7IJ5H1*OKOKNP( 總體經濟理論 ◎ 孫震著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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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521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3 y(7IJ5H1*OLTLRQ( 經濟學 (上 ) ◎ 陸民仁 300

EB009522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5 y(7IJ5H1*OLTLSN( 經濟學 (下 ) ◎ 陸民仁 250

EB009523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3 y(7IJ5H1*OMORQR( 經濟學 (上 ) ◎ 陸民仁編著 250

EB009524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8 y(7IJ5H1*OMORRO( 經濟學 (下 ) ◎ 陸民仁編著 250

EB009525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8 y(7IJ5H1*OMSTLS( 經濟學 (上 )(修訂新版 ) ◎ 黃柏農 400

EB009526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5H1*OMSTMP( 經濟學 (下 )(修訂新版 ) ◎ 黃柏農 350

EB009527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3 y(7IJ5H1*OMTTSO( 經濟學 (修訂二版 ) ◎ 歐陽勛、黃仁德 -著 650

EB009528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5 y(7IJ5H1*ONPMKQ( 經濟學－原理與應用 (附 CD) ◎ 黃金樹編著 560

EB009529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5 y(7IJ5H1*OOLNSM( 總體經濟學 ◎ 楊雅惠 -編著 370

EB009530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6 y(7IJ5H1*OOPRLR( 經濟學 ◎ 賴錦璋 520

EB009531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8 y(7IJ5H1*OOSPNO( 經濟學 ◎ 王銘正 450

EB009532 大塊 ﹝經濟學總論﹞ 9810 y(7IJ8G2*LNLONP( 極地之光│瑞典‧設計經濟學 ◎ 馬克斯 420

EB009533 大塊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8G7*MTLTNQ( 蘋果橘子經濟學（擴充‧修訂紀念版） ◎ 李維特 & 杜伯納 300

EB009534 大塊 ﹝經濟學總論﹞ 9707 y(7IJ8G2*LNKQSL( 經濟自然學 ◎ 羅伯‧法蘭克 300

EB009535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1996 y(7IJ5H0*PLMOST( 經濟學原理 ◎ 陳超塵 編著 750

EB009536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1994 y(7IJ5H0*PLKONK( 經濟學新論 ◎ 謝賢程 主編 450

EB009537 昭明 ﹝經濟學總論﹞ 2003 y(7IJ8G7*ROQKLQ( 我控訴霸道的經濟 (昭明 ) ◎ 阿爾貝．雅卡爾 180

EB009538 國家 ﹝經濟學總論﹞ 2000 y(7IJ5H3*QKQRPS( 讓你的經濟細胞活起來 ◎ 向　陽 200

EB009539 遠景 ﹝經濟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TLL( 經濟門楣 ◎ 史威德 240

EB009540 遠景 ﹝經濟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TMS( 經濟家學 ◎ 史威德 240

EB009541 遠景 ﹝經濟學總論﹞ 1997 y(7IJ5H3*TKOQTO( 投資族譜 ◎ 史威德 240

EB009542 遠景 ﹝經濟學總論﹞ 1995 y(7IJ5H3*TKPKRN( 一脈相承 ◎ 史威德 240

EB009543 大塊 ﹝經濟學總論﹞ 2010 y(7IJ8G2*LNLRPQ( 看的太多或看的太少的危險 ◎ 喬治‧戴伊 +保羅‧蘇梅克 280

EB009544 黎明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1 證券交易法 [平 ] ◎ 羅怡德 250

EB009545 黎明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1 貿易保護下之智慧財產權 [平 ] ◎ 賴源河 225

EB009546 黎明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RQQ( 楚辭一靈巫輿九歌 [平 ] ◎ 常宗豪 , 280

EB009547 黎明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LNS( 中國學術名著提要 [經濟卷 ]四 [精 ] ◎ 周谷城總主編 850

EB009548 黎明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5H1*QKKQQQ( 國際金融 [平 ] ◎ 黃天麟 260

EB009549 正中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2 y(7IJ5H0*TKQLST( 人生經濟學 (大學知識叢書 ) ◎ 吳惠林 110

EB009550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6 y(7IJ5H1*OKNSPO( 經濟學原理 (精 ) ◎ 歐陽勛 720

EB009551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5 y(7IJ5H1*OKNSSP( 經濟學導論 (增訂新版 ) ◎ 徐育珠 850

EB009552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2 y(7IJ5H1*OLTOKO( 重商主義的窘境 ◎ 賴建誠 211

EB009553 群學文化 ﹝經濟學總論﹞ 2007 y(7IJ8G8*MTSMSQ( 市場的構造 : 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學 
◎ Neil Fligstein 著 鄭力軒 譯

400

EB009554 野人 ﹝經濟學總論﹞ 2007 y(7IJ8G6*SKRKOQ( 60億人的幸福互助會 -改變世界的用錢方法 ◎ 山本
良一 + Think the Earth Project（想想地球小組）

250

EB009555 幼獅文化 ﹝經濟學總論﹞ 2004 y(7IJ5H5*ROOTPN( 當代中西經濟思潮論叢 ◎ 鄭竹園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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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556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2 y(7IJ5H1*ONQPKK( 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 ◎ 賴建誠 200

EB009557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2009 y(7IJ5H0*PMOKMO( 原富 (精裝 ) ◎ 亞當‧斯密 800

EB009558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2009 y(7IJ5H0*PMOKLR( 原富 (上 )(下 ) 二冊 ◎ 亞當‧斯密 700

EB009559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5H1*TMMSNQ( 海耶克 (精 ) ◎ 陳奎德 300

EB009560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5H1*TMMSON( 海耶克 (平 ) ◎ 陳奎德 230

EB009561 左岸 ﹝經濟學總論﹞ 2009 y(7IJ8G6*RMNMQL( 經濟發展理論 ◎ 熊彼得 320

EB009562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2007 y(7IJ5H0*PMLRSS( 邁向世界共和國 ◎ 柄谷行人 220

EB009563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3 y(7IJ5H1*OKNTTL( 總體經濟分析 ◎ 趙鳳培 211

EB009564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2 y(7IJ5H1*OKOKPT( 數理經濟分析 ◎ 林大侯 244

EB009565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1992 y(7IJ5H0*PKPNPL( 計量經濟學原理 ◎ 陳超塵 編著 550

EB009566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OTP( 新經濟學通典 ◎ 林華德、謝德宗著 330

EB009567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SLQ( 漢英國際經濟貿易詞典 ◎ 林燮寰 主編 380

EB009568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0 y(7IJ5H1*OKKQNL( 經濟發展啟示錄 ◎ 于宗先 222

EB009569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79 y(7IJ5H1*OLPOMK( 中西社會經濟論衡 (精 ) ◎ 顧翊群 110

EB009570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79 y(7IJ5H1*OLPONR( 中西社會經濟論衡 (平 ) ◎ 顧翊群 70

EB009571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2 y(7IJ5H1*OLTNPK( 發展路上艱難多 ◎ 孫震著 178

EB009572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77 y(7IJ5H1*TKOPMS( 財經文存 (精 ) ◎ 王作榮 278

EB009573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85 y(7IJ5H1*TKOPNP( 財經文存 (平 ) ◎ 王作榮 211

EB009574 智庫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7 y(7IJ5H9*PPNTMQ( 穿梭經濟時光：看資本主義經濟如何統一全人類生活 ◎ 280

EB009575 智庫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7 y(7IJ5H8*NTQKMT( 經濟治國 : 社會不公的透視與改革 ◎ 280

EB009576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5H0*PLPSRT( 先秦諸子經濟思想述評 ◎ 蔡澤華 著 290

EB009577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1996 y(7IJ5H1*OKNRTN( 經濟思想史 ◎ 史考特 390

EB009578 三民書局 ﹝經濟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MTR( 西洋經濟思想史 ◎ 林鐘雄 500

EB009579 台灣商務 ﹝經濟學總論﹞ 1991 y(7IJ5H0*PLSNMK( 社會經濟史 ◎ 韋 伯 著 350

EB009580 智庫文化 ﹝經濟學總論﹞ 1999 y(7IJ5H9*PPNSTQ( 另眼看經濟：看大師與鉅著如何扭轉人類歷史 ◎ 300

EB009581 左岸 ﹝經濟學總論﹞ 2007 y(7IJ8G7*LROSTP( 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 (卷二 ) ◎ 費爾南‧布勞岱爾 420

EB009582 左岸 ﹝經濟學總論﹞ 2007 y(7IJ8G7*LROTKL( 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 (卷三 ) ◎ 費爾南‧布勞岱爾 420

EB009583 三民書局 ﹝經濟學各論﹞ 2005 y(7IJ5H1*OOLRTP( 個體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 黃金樹 550

EB009584 昭明 ﹝經濟學各論﹞ 2001 y(7IJ5H0*OTMPTK( 知識對經濟的影響力 (昭明 ) ◎ 戴爾．尼夫 480

EB009585 正中書局 ﹝經濟學各論﹞ 1995 y(7IJ5H0*TKTQNK( 進步的演化 ◎ 歐文．佩基 著 380

EB009586 智庫文化 ﹝經濟學各論﹞ 2004 y(7IJ8G7*SSKOMK( 全球七大富邦：卓越經濟體的文化精髓 ◎ 400

EB009587 智庫文化 ﹝經濟學各論﹞ 2000 y(7IJ5H0*OSOKRQ( 奢華狂潮 ◎ 300

EB009588 群學文化 ﹝經濟學各論﹞ 2004 y(7IJ5H2*STTKML( 後工業機會 : 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學論述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 Fred Block 著 林宗弘等譯 鄭陸霖、吳泉源 校譯

400

EB009589 左岸 ﹝經濟學各論﹞ 2005 y(7IJ8G7*SPOSPS( 世代風暴 -人口老化即將引爆經濟危機 ? ◎ 克里寇夫、柏恩斯 330

EB009590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85 y(7IJ5H1*OKNSNK( 比較經濟制度 ◎ 孫殿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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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591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2001 y(7IJ5H1*ONNQNT( 臺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 ◎ 孫震著 250

EB009592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2006 y(7IJ5H1*OOLKMN( 經濟地理 (修訂三版 ) ◎ 姜善鑫；陳明健；鄭欽龍；范錦明編著 300

EB009593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2006 y(7IJ5H1*TLNRKO( 經濟地理 ◎ 胡振洲 400

EB009594 昭明 ﹝經濟史地﹞ 2000 y(7IJ5H0*OTMLKL( 經濟全球化 (昭明 ) ◎ Jacques Adda 300

EB009595 雲龍 ﹝經濟史地﹞ 2002 y(7IJ8G7*TNSLKR( 清代經濟簡史 ◎ 張研 450

EB009596 雲龍 ﹝經濟史地﹞ 1995 y(7IJ8G7*TNSKKS( 宋代地域經濟 ◎ 程民生 350

EB009597 國史館 ﹝經濟史地﹞ 1977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新版 ) ◎ 250

EB009598 正中書局 ﹝經濟史地﹞ 1996 y(7IJ5H0*TLKOQT( 遠離社會主義 ◎ 吳玉山 150

EB009599 正中書局 ﹝經濟史地﹞ 2002 y(7IJ5H0*TLORLT( 經商大陸 Must Know社會環境卷 ◎ 聞國輝 250

EB009600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5 y(7IJ5H1*OMMPTQ( 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富強新論 ◎ 戴鴻超 210

EB009601 大塊 ﹝經濟史地﹞ 9609 y(7IJ8G2*LNKKLS( 我們的新世界（精裝） ◎ 艾倫．葛林斯潘 450

EB009602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1990 y(7IJ5H0*PKKSOO( 世界經濟入門 ◎ 吳樹文 譯 140

EB009603 群學文化 ﹝經濟史地﹞ 2002 y(7IJ5H3*KRLKNR( 全球化迷思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 Pua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著 朱道凱 譯 / 劉瑞華 審校

450

EB009604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1994 y(7IJ5H0*PKTMLM( 中國名物特產集粹 ◎ 邵 秦 著 140

EB009605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0 y(7IJ5H1*OKKQMO( 邁向已開發國家 ◎ 孫震著 167

EB009606 健行 ﹝經濟史地﹞ 1997 y(7IJ5H9*QSKMTP( 臺灣經濟發展與競爭 ◎ 陸民仁 200

EB009607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3 y(7IJ5H1*OLTRQN( 臺灣經濟策論 (精 ) ◎ 邢慕寰 444

EB009608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3 y(7IJ5H1*OLTRRK( 臺灣經濟策論 (平 ) ◎ 邢慕寰 378

EB009609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3 y(7IJ5H1*OMKPMN( 蛻變中的臺灣經濟 ◎ 于宗先 167

EB009610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2003 y(7IJ5H1*ONSOSL( 臺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 ◎ 孫震著 170

EB009611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3 y(7IJ5H1*TLPQSP( 臺灣經驗 (一 )―歷史經濟篇 ◎ 宋光宇編 289

EB009612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1994 y(7IJ5H1*TLPQTM( 臺灣經驗 (二 )―社會文化篇 ◎ 宋光宇編 378

EB009613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1999 y(7IJ5H0*PLPQNN( 中國古代市場與貿易 ◎ 丁長清 著 200

EB009614 智庫文化 ﹝經濟史地﹞ 1998 y(7IJ5H9*PPNPQS( 龍的帝國 ◎ 280

EB009615 三民書局 ﹝經濟史地﹞ 2005 y(7IJ5H1*OOLTKK( 奢侈的女人 -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 ◎ 巫仁恕 110

EB009616 健行 ﹝經濟史地﹞ 1997 y(7IJ5H9*QSKKTR( 亞洲的勃興 ◎ 邱永漢 200

EB009617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1997 y(7IJ5H0*PLOLKK( 貿易與投資－中國大陸、香港、台灣 ◎ 曹國琪 中譯 280

EB009618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2005 y(7IJ5H0*PLTOLT( 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 ◎ 吳家興 250

EB009619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2008 y(7IJ5H0*PMMPNM( 台灣經濟研究基本論集 ◎ 李勝彥 360

EB009620 台灣商務 ﹝經濟史地﹞ 1997 y(7IJ5H0*PLOKNM(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 饒餘慶 著 300

EB009621 左岸 ﹝經濟史地﹞ 2006 y(7IJ8G7*LROQQQ( 金錢的冒險 ◎ 契波拉 150

EB009622 大塊 ﹝經濟政策﹞ 2008 y(7IJ8G2*LNKQKP( 新興市場的新世紀 ◎ Antoine van Agtmael 480

EB009623 大塊 ﹝經濟政策﹞ 2008 y(7IJ8G2*LNKQKP( 新興市場的新世紀 ◎ 安東尼．范艾格特梅爾 480

EB009624 正中書局 ﹝經濟政策﹞ 2004 y(7IJ5H0*TLQPKS( 台商大陸投資法律寶典 (修訂版 ) ◎ 李永然 220

EB009625 三民書局 ﹝經濟政策﹞ 1990 y(7IJ5H1*OKOKSK( 經濟政策 ◎ 湯俊湘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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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626 三民書局 ﹝經濟政策﹞ 1997 y(7IJ5H1*OMQTQT( 公平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 (平 ) ◎ 徐火明 430

EB009627 三民書局 ﹝經濟政策﹞ 2009 y(7IJ5H1*OPLNKP( 從愛迪生到 iPod ◎ Frederick Mostert著，李光燾編譯

EB009628 三民書局 ﹝經濟政策﹞ 2005 y(7IJ5H1*OONKRM( 智慧財產權生活錦囊 ◎ 沈明欣 280

EB009629 三民書局 ﹝經濟政策﹞ 1997 y(7IJ5H1*OMQTPM( 公平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 (精 ) ◎ 徐火明 510

EB009630 蘭臺 ﹝經濟政策﹞ 2009 y(7IJ8G7*QMQRSN( 文化創意與產業發展 ◎ 陳添壽 蔡泰山 580

EB009631 智庫文化 ﹝經濟政策﹞ 1999 y(7IJ5H8*NTQQRS( 談管理，不教條 ◎ 300

EB009632 左岸 ﹝經濟政策﹞ 2007 y(7IJ8G7*LROSNN( 門口的野蠻人 ◎ 布萊恩．柏瑞 約翰．惠伊 460

EB009633 智庫文化 ﹝經濟政策﹞ 2000 y(7IJ5H0*OSOLQS( 策略聯盟 ◎ 360

EB009634 左岸 ﹝經濟政策﹞ 2005 y(7IJ8G7*LROKNL( 公司的歷史 ◎ 米可思維特、伍爾得禮奇 280

EB009635 智庫文化 ﹝經濟政策﹞ 2004 y(7IJ8G7*SSKNSN( 品牌塑造 ◎ 380

EB009636 國史館 ﹝土地問題﹞ 1989 臺灣土地改革紀實 ◎ 林炳勳等 460

EB009637 國史館 ﹝土地問題﹞ 1994 y(7IJ5H0*KNSRPK( 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5

EB009638 國史館 ﹝土地問題﹞ 1989 早期臺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 ◎ 侯怡泓 250

EB009639 正中書局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0*TLNRKP( 不動產交易與管理法律寶典 ◎ 李永然著 150

EB009640 蘭臺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9*LPOOMK( 代書 DIY ◎ 周力生 200

EB009641 三民書局 ﹝土地問題﹞ 1986 y(7IJ5H1*OKOLKN( 平均地權 ◎ 王全祿 333

EB009642 田園城市 ﹝土地問題﹞ 2002 y(7IJ5H0*OKQSNM( 環境景觀之規劃與應用 ◎ Willan M. Marsh 500

EB009643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0 y(7IJ5H0*MSNKTT(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1） ◎ 金紹興等 123

EB009644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0 y(7IJ5H0*MRNLPL(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2） ◎ 楊萬全等 198

EB009645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0 y(7IJ5H0*MRMSKM(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3） ◎ 蔡志展等 318

EB009646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0 y(7IJ5H0*MROLLK(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4） ◎ 金紹興等 140

EB009647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0*MSNKRP(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5)(下） ◎ 陳文祥等 250

EB009648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0*MSNKRP(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5)(上） ◎ 陳文祥等 270

EB009649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0*MSNKTT(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6)(下） ◎ 陳文祥等 170

EB009650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0*MSNKTT(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6)(上） ◎ 陳文祥等 230

EB009651 國史館 ﹝土地問題﹞ 2000 y(7IJ5H0*MNTMRK( 臺灣地區水資源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實錄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300

EB009652 三民書局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1*TMPLNO( 不動產金融 ◎ 洪裕勝編著 290

EB009653 三民書局 ﹝土地問題﹞ 2001 y(7IJ5H1*TMPLST( 不動產概要 ◎ 林元興編著 490

EB009654 台灣商務 ﹝土地問題﹞ 2007 y(7IJ5H0*PMLRQO( 美國不動產投資與實務指南 ◎ 西山和夫 馬渭泉 500

EB009655 台灣商務 ﹝土地問題﹞ 1993 y(7IJ5H0*PKQPMP( 投資中國大陸房地產 -實務手冊 ◎ 麥宗鉅 編著 252

EB009656 三民書局 ﹝產業﹞ 1991 y(7IJ5H1*OLRQMM( 國際投資之技術移轉 ◎ 鍾瑞江 222

EB009657 三民書局 ﹝產業﹞ 1991 y(7IJ5H1*OKNNRN( 工業教育學 ◎ 袁立錕 211

EB009658 三民書局 ﹝產業﹞ 1991 y(7IJ5H1*OLKQNK( 工廠佈置與物料運輸 ◎ 陳美仁 356

EB009659 三民書局 ﹝產業﹞ 1995 y(7IJ5H1*OLKQOR( 工廠佈置與物料搬運 ◎ 林政榮 556

EB009660 三民書局 ﹝產業﹞ 1996 y(7IJ5H1*OKKKSM( 工業安全衛生 ◎ 羅文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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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661 三民書局 ﹝產業﹞ 2005 y(7IJ5H1*OMNLMS( 危害分析與風險評估 ◎ 黃清賢 580

EB009662 三民書局 ﹝產業﹞ 1989 y(7IJ5H1*OLKPRT( 工廠管理 (劉 ) ◎ 劉漢容 320

EB009663 三民書局 ﹝產業﹞ 1998 y(7IJ5H1*OLKPTN( 工廠管理 ◎ 譚伯群 500

EB009664 台灣商務 ﹝產業﹞ 2004 y(7IJ5H0*PLTKQS( 協合力 -中衛體系提升企業經營綜效 ◎ 蘇錦夥 300

EB009665 國史館 ﹝產業﹞ 2008 y(7IJ8G0*LRKSNM(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 ◎ 王世慶、張炎憲、范雅鈞等 200

EB009666 智庫文化 ﹝產業﹞ 1997 y(7IJ5H8*NTQKNQ( 新工業國 : 企業經營者如何左右經濟與政治大局 ◎ 340

EB009667 正中書局 ﹝勞工﹞ 2002 y(7IJ5H0*TLORMQ( 兩岸勞資關係法律實用寶典 ◎ 李永然著 180

EB009668 三民書局 ﹝勞工﹞ 1993 y(7IJ5H1*OKNLRP( 勞工政策與勞工行政 ◎ 陳國鈞 244

EB009669 三民書局 ﹝勞工﹞ 2005 y(7IJ5H1*OOMKQS( 職業災害勞資權益勝經 ◎ 周建序 300

EB009670 十力文化 ﹝交通﹞ 2008 y(7IJ8G8*OMNQMQ( 車禍資訊站【第一次打車禍官司就 ok】 ◎ 錢世傑 280

EB009671 三民書局 ﹝交通﹞ 1998 y(7IJ5H1*OKMOOO( 運輸學概要 ◎ 程振粵 300

EB009672 亞太 ﹝交通﹞ 2006 y(7JJ8G7*SKTNLO( 電視新論 ◎ 洪賢智 400

EB009673 亞太 ﹝交通﹞ 2005 y(7IJ8G7*SKTOKR( 廣播媒介生態與產業 ◎ 陳清河 550

EB009674 亞太 ﹝交通﹞ 2005 y(7IJ8G7*SKTMNK( 透視 BBC與 CNN ◎ Luck Kung-Shankleman 350

EB009675 亞太 ﹝交通﹞ 2003 y(7IJ5H8*MQORTN( 電視理論與實務 ◎ 徐鉅昌 300

EB009676 亞太 ﹝交通﹞ 2002 y(7IJ8G7*SKTKPQ( 廣播概論 ◎ Andrew Crisell 350

EB009677 亞太 ﹝交通﹞ 2002 y(7IJ5H8*MQOKQT( 電子媒體經營管理 ◎ Peter / Michael / William 500

EB009678 亞太 ﹝交通﹞ 1999 y(7IJ5H8*MQOLOO( 電視事業經營管理概論 ◎ 洪平峰 550

EB009679 亞太 ﹝交通﹞ 2005 y(7IJ8G7*SKTNLP( 電視新論增訂新版 ◎ 洪賢智 400

EB009680 胡桃木 ﹝交通﹞ 2004 y(7IJ5H8*NMKOMK( 恐龍化石郵票 (胡桃木 ) ◎ 張邦輝 300

EB009681 耶魯國際 ﹝交通﹞ 2005 y(7IJ5H8*NMNOPM( 第八頻道 -光榮革命的92場戰役 ◎ 何國華 250

EB009682 國史館 ﹝交通﹞ 1990 臺灣鐵路史（上卷） ◎ 江慶林 160

EB009683 出色文化 ﹝交通﹞ 2007 y(7IJ8G8*NMKQPT( 墨西哥首富 ---卡洛斯‧斯利姆‧赫魯 ◎ 古一軍 240

EB009684 遠足 ﹝交通﹞ 2003 y(7IJ5H2*SKNLST( 台灣的鐵道溫泉地圖 ◎ 胡文青．陳柔森 199

EB009685 黎明文化 ﹝交通﹞ 1999 y(7IJ5H1*QKPPKK( 臺灣電視風雲錄 [平 ] ◎ 劉英欽 200

EB009686 正中書局 ﹝交通﹞ 2001 y(7IJ5H0*TKTQTM( 有線電視經營管理與頻道規劃策略 ◎ 劉幼琍 著 250

EB009687 正中書局 ﹝交通﹞ 2005 y(7IJ5H0*TLRLKT( 數位時代的有線電視經營與管理 ◎ 劉幼琍主編 400

EB009688 正中書局 ﹝交通﹞ 2008 y(7IJ5H0*TLSLKQ( 電視置入：型式、效果與倫理 ◎ 鄭自隆 320

EB009689 大塊 ﹝交通﹞ 9804 y(7IJ8G2*LNLLML( 馬路學 ◎ 湯姆‧范德比爾特 399

EB009690 國家 ﹝交通﹞ 2005 y(7IJ5H3*QKTPOO( 交通工具史話 ◎ 鄭若葵 200

EB009691 台灣商務 ﹝交通﹞ 1993 y(7IJ5H0*PKRROO( 中國古代交通 ◎ 王崇煥 著 140

EB009692 台灣商務 ﹝交通﹞ 1984 y(7IJ5H0*PKNRKS( 鐵路運輸學理論與實務 ◎ 張 蓴 著 450

EB009693 繆思 ﹝交通﹞ 2007 y(7IJ8G7*NTTSKT( 台灣黃昏地帶 ◎ 米澤 光敦 . 山崎 勉 300

EB009694 國史館 ﹝交通﹞ 2006 y(7IJ8G0*KPPQQP( 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車站之沿革 ◎ 林栭顯 400

EB009695 國史館 ﹝交通﹞ 2006 y(7IJ8G0*KRPNNP( 臺灣鐵道讀本 ◎ 黃得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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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696 遠足 ﹝交通﹞ 2001 y(7IJ5H3*KOTNPR( 台灣的老火車站 ◎ 戴震宇 400

EB009697 遠足 ﹝交通﹞ 2002 y(7IJ8G8*KLPOQN( 台灣的火車母圖鑑 ◎ 戴震宇．遠足文化 199

EB009698 遠足 ﹝交通﹞ 2002 y(7IJ8G8*KLPORK( 台灣的鐵道 ◎ 戴震宇 400

EB009699 國史館 ﹝交通﹞ 1999 y(7IJ5H0*MNTNLR(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之營運沿革 ◎ 林栭顯 700

EB009700 國史館 ﹝交通﹞ 1999 y(7IJ5H0*MNTNKK(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之營運沿革 (精裝 ) ◎ 林栭顯 750

EB009701 台灣商務 ﹝交通﹞ 1999 y(7IJ5H0*PLPQPR( 中國古代郵驛 ◎ 馬楚堅 著 200

EB009702 國家 ﹝交通﹞ 2004 y(7IJ5H3*QKTMRS( 海上絲路史話 ◎ 杜　瑜 200

EB009703 國家 ﹝交通﹞ 2005 y(7IJ5H3*QKTPNR( 航海史話 ◎ 王杰等 200

EB009704 國史館 ﹝交通﹞ 2009 y(7IJ8G0*LSSSLN( 臺灣海運史 ◎ 吉開右志太撰著、黃得峰翻譯 200

EB009705 遠足 ﹝交通﹞ 2004 y(7IJ8G7*QNKOLO( 台灣的老港口與老碼頭 ◎ 柯帕 400

EB009706 繆思 ﹝交通﹞ 2009 y(7IJ8G6*QQPLPS( 郵局玩設計 ◎ 森井 由佳 225

EB009707 遠足 ﹝交通﹞ 2003 y(7IJ5H2*SPQLSP( 台灣的風景繪葉書 ◎ 李欽賢 400

EB009708 左岸 ﹝交通﹞ 2004 y(7IJ8G7*SPOQQR( 成人的夏山 ◎ 黃武雄 280

EB009709 木馬 ﹝交通﹞ 2004 y(7IJ8G7*ORPMKQ( 捷運就在郵票裡 ◎ 楊子葆 260

EB009710 三民書局 ﹝交通﹞ 1996 y(7IJ5H1*TLTMPQ( 中華郵政史 (精 ) ◎ 張翊著 460

EB009711 三民書局 ﹝交通﹞ 1996 y(7IJ5H1*TLTMQN( 中華郵政史 (平 ) ◎ 張翊著 390

EB009712 台灣商務 ﹝交通﹞ 1994 y(7IJ5H0*PLKKPS( 中華郵政發展史 ◎ 晏 星 編著 550

EB009713 台灣商務 ﹝交通﹞ 1994 y(7IJ5H0*PKTLTT( 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 ◎ 臧 嶸 著 140

EB009714 台灣商務 ﹝交通﹞ 2008 y(7IJ5H0*PMNLSS( 消費贏家―電信案例解析 ◎ 黃明陽 210

EB009715 智庫文化 ﹝交通﹞ 1999 y(7IJ5H8*NTQQMN( 以小搏大 MCI ◎ 280

EB009716 三民書局 ﹝交通﹞ 1988 y(7IJ5H1*OKQNNQ( 電視制度 ◎ 李瞻著 300

EB009717 黎明文化 ﹝交通﹞ 1996 y(7IJ5H1*QKOQNN( 生態變遷中的電視經營管理 [平 ] ◎ 洪平 170

EB009718 三民書局 ﹝交通﹞ 1986 y(7IJ5H1*OKQNPK( 電視與觀眾 ◎ 曠湘霞 200

EB009719 三民書局 ﹝交通﹞ 2002 y(7IJ5H1*ONORLL( 我們在玩蹺蹺板－電視兒童節目實務與理論 ◎ 李秀美 240

EB009720 黎明文化 ﹝交通﹞ 1996 y(7IJ5H1*QKOPMR( 電視教育節目企劃與製播 [平 ] ◎ 劉信吾 150

EB009721 台灣商務 ﹝交通﹞ 2002 y(7IJ5H0*PLRNPO( 臺灣電視風雲錄 ◎ 何貽謀 著 300

EB009722 三民書局 ﹝交通﹞ 1999 y(7IJ5H1*OMTQRK( 都市捷運：規劃與設計 (上 ) ◎ 張志榮 700

EB009723 三民書局 ﹝交通﹞ 1999 y(7IJ5H1*OMTRMO( 都市捷運：規劃與設計 (下 ) ◎ 張志榮 970

EB009724 田園城市 ﹝交通﹞ 2002 y(7IJ5H0*OKQPTR( 迷戀捷運 ◎ 楊子葆 280

EB009725 台灣商務 ﹝交通﹞ 2009 y(7IJ5H0*PMOKRT( 龍在座艙―中華文化與科技的百年掙扎 ◎ 景鴻鑫 420

EB009726 三民書局 ﹝交通﹞ 1988 y(7IJ5H1*OLSMOR( 劫機之防制與立法 (精 ) ◎ 洪德旋 167

EB009727 三民書局 ﹝交通﹞ 1988 y(7IJ5H1*OLSMPO( 劫機之防制與立法 (平 ) ◎ 洪德旋 100

EB009728 智庫文化 ﹝交通﹞ 2009 y(7IJ5H8*NTQOPQ( 西南航空 ◎ 360

EB009729 三民書局 ﹝貿易﹞ 1995 y(7IJ5H1*OKNTOQ( 國際經濟學 (平 ) ◎ 白俊男 400

EB009730 三民書局 ﹝貿易﹞ 1992 y(7IJ5H1*OKOPKT( 國際貿易概要 ◎ 何顯重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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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731 三民書局 ﹝貿易﹞ 1995 y(7IJ5H1*OKOPPO( 國際貿易論 ◎ 李厚高 320

EB009732 三民書局 ﹝貿易﹞ 1993 y(7IJ5H1*OLTRKL( 國際貿易 ◎ 陳正順 340

EB009733 三民書局 ﹝貿易﹞ 2005 y(7IJ5H1*OOLPMS( 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 ◎ 王騰坤 680

EB009734 三民書局 ﹝貿易﹞ 2005 y(7IJ5H1*OOMTTK(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何 ) ◎ 何瓊芳 450

EB009735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OOQOPP( 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 (修訂二版 ) ◎ 黃仁德 280

EB009736 知書房 ﹝貿易﹞ 1997 y(7IJ5H8*QMMPRT( 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史論集 ◎ 王良行 250

EB009737 正中書局 ﹝貿易﹞ 1992 y(7IJ5H0*TKPTSO( 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外貿與投資 反 ◎ 王慶輝譯 245

EB009738 三民書局 ﹝貿易﹞ 1987 y(7IJ5H1*OKOPOR( 國際貿易政策概論 ◎ 余德培 189

EB009739 三民書局 ﹝貿易﹞ 1992 y(7IJ5H1*OKOPSP( 國際貿易法概要 (修訂版 ) ◎ 于政長編著 290

EB009740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OORNMM( 國際貿易法規 ◎ 方宗鑫 450

EB009741 台灣商務 ﹝貿易﹞ 1998 y(7IJ5H0*PLOPTT( 中國對外貿易管理法導論 ◎ 鍾建華 著 450

EB009742 三民書局 ﹝貿易﹞ 1991 y(7IJ5H1*OKOOTN( 國際貿易 ◎ 李穎吾 350

EB009743 三民書局 ﹝貿易﹞ 2003 y(7IJ5H1*ONRLOT( 貿易條件詳論― FOB,CIF,FCA,CIP etc. (增訂三版 ) ◎ 張錦源 630

EB009744 三民書局 ﹝貿易﹞ 2005 y(7IJ5H1*OOLKLQ( 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 (增訂四版 ) ◎ 康信鴻 600

EB009745 三民書局 ﹝貿易﹞ 2005 y(7IJ5H1*OONQRQ( 國際貿易實務 ◎ 張盛涵 460

EB009746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OOPLLN( 國際貿易實務 (修訂五版 ) ◎ 張錦源、劉玲 -編著 530

EB009747 三民書局 ﹝貿易﹞ 2006 y(7IJ5H1*OOPOMR( 國際貿易實務 (增訂五版 ) ◎ 羅慶龍 750

EB009748 三民書局 ﹝貿易﹞ 2006 y(7IJ5H1*OOQMOK(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修訂八版 ) ◎ 黃仁德、歐陽勛著 800

EB009749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OORTOK(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增訂十三版 ) ◎ 張錦源 930

EB009750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OOSPQP(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 (修訂九版 ) ◎ 張錦源、康蕙芬 -著 640

EB009751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TMSROQ(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 張瑋 400

EB009752 三民書局 ﹝貿易﹞ 2007 y(7IJ5H1*OOSQTP(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題解 (修訂九版 ) ◎ 張錦源、康蕙芬 -著 280

EB009753 智庫文化 ﹝貿易﹞ 1999 y(7IJ5H8*NTQQKT( 台灣貿易發展經驗 ◎ 300

EB009754 三民書局 ﹝貿易﹞ 2008 y(7IJ5H1*OPKKRK( 國貿實務全國會考教材 (修訂二版 ) ◎ 國貿大會考教材編審委員會 -編著 340

EB009755 三民書局 ﹝貿易﹞ 2008 y(7IJ5H1*OPKPQS(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試題解析 ◎ 康蕙芬 -編著 350

EB009756 三民書局 ﹝合作﹞ 1990 y(7IJ5H1*OKOLLK( 運銷合作 ◎ 湯俊湘 127

EB009757 三民書局 ﹝財政學總論﹞ 1994 y(7IJ5H1*OKONOT( 財政學 ◎ 李厚高 280

EB009758 三民書局 ﹝財政學總論﹞ 2005 y(7IJ5H1*OOKNKT( 財政學 (增訂二版 ) ◎ 徐育珠 550

EB009759 正中書局 ﹝財政學總論﹞ 1998 y(7IJ5H0*TKLLNT( 信託與投資 (平 ) ◎ 楊崇森 175

EB009760 台灣商務 ﹝財政學總論﹞ 1993 y(7IJ5H0*PLMQPQ( 金融財經貿易英漢詞典 ◎ 呂汝漢 編 500

EB009761 台灣商務 ﹝財政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SMN( 英漢金融財務用語匯編 ◎ 張日昇 主編 600

EB009762 三民書局 ﹝財政學總論﹞ 1979 y(7IJ5H1*TKOPOM( 財經時論 (精 ) ◎ 楊道淮 367

EB009763 三民書局 ﹝財政學總論﹞ 1985 y(7IJ5H1*TKOPPT( 財經時論 (平 ) ◎ 楊道淮 300

EB009764 台灣商務 ﹝財政學總論﹞ 2004 y(7IJ5H0*PLSNLN(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財政金融政策 ◎ 崔國華 編著 420

EB009765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7 y(7IJ5H1*OKOMKM( 貨幣銀行學 ◎ 白俊男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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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766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2 y(7IJ5H1*OKONKL( 現代國際金融 ◎ 柳復起 389

EB009767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7 y(7IJ5H1*OKONMP( 國際金融理論與制度 (革新版 ) ◎ 歐陽勛、黃仁德編著 630

EB009768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3 y(7IJ5H1*OLTPLK( 貨幣銀行學 ◎ 謝德宗 922

EB009769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5 y(7IJ5H1*OOKSOM( 貨幣銀行學―理論與實際 (增訂二版 ) ◎ 謝德宗 560

EB009770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6 y(7IJ5H1*OOONLO( 貨幣與金融體系 ◎ 賈昭南 500

EB009771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6 y(7IJ5H1*OOPOOL( 貨幣銀行學 ◎ 許光華、嚴宗銘、許可達 -著 510

EB009772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6 y(7IJ5H1*OOQNOT( 貨幣銀行學 (修訂三版 ) ◎ 楊雅惠 -編著 480

EB009773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7 y(7IJ5H1*OORMTM( 國際金融理論與實際 (增訂四版 ) ◎ 康信鴻 650

EB009774 出色 ﹝貨幣‧金融﹞ 2005 y(7IJ8G7*NPLMOL( 吃苦太落伍 ◎ 林慶昭 200

EB009775 台灣商務 ﹝貨幣‧金融﹞ 1995 y(7IJ5H0*PLKOPO( 國際金融體系 ◎ 林燮寰 著 480

EB009776 好 FUN ﹝貨幣‧金融﹞ 2008 y(7IJ8G6*TLMOMT( 賺錢是快樂的 ◎ 林慶昭 200

EB009777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5 y(7IJ5H1*OOLNRP(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實際例題解析 ◎ 謝德宗 320

EB009778 台灣商務 ﹝貨幣‧金融﹞ 1992 y(7IJ5H0*PKPKMN( 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 ◎ 蕭 清 著 225

EB009779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72 y(7IJ5H1*OLPKPP( 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金融論衡 (平 ) ◎ 顧翊群 70

EB009780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6 y(7IJ5H1*OONTRN( 金融管理法規 (上 ) ◎ 郭土木 550

EB009781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6 y(7IJ5H1*OOONSN( 金融管理法規 (下 ) ◎ 郭土木 500

EB009782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2 y(7IJ5H1*OLTPNO( 現代貨幣銀行學 (上 ) ◎ 柳復起 378

EB009783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2 y(7IJ5H1*OLTPOL( 現代貨幣銀行學 (下 ) ◎ 柳復起 411

EB009784 台灣商務 ﹝貨幣‧金融﹞ 1994 y(7IJ5H0*PKTLRP( 中國歷代貨幣 ◎ 郭彥崗 著 140

EB009785 國家 ﹝貨幣‧金融﹞ 2003 y(7IJ5H3*QKSPQL( 貨幣史話 ◎ 劉精誠等 200

EB009786 國史館 ﹝貨幣‧金融﹞ 2001 y(7IJ5H0*MTQRPO( 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 ◎ 袁穎生 250

EB009787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1995 y(7IJ5H1*OKONNM( 金融交換實務 ◎ 李麗著 180

EB009788 台灣商務 ﹝貨幣‧金融﹞ 2007 y(7IJ5H0*PMMLKP( 當前金融問題與政策 ◎ 王鶴松 360

EB009789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2 y(7IJ5H1*ONQMKN( 大陸金融制度與市場 ◎ 朱浩民 350

EB009790 智庫文化 ﹝貨幣‧金融﹞ 2005 y(7IJ8G7*MQOLSN( 走在金融改革的路上 ◎ 400

EB009791 三民書局 ﹝貨幣‧金融﹞ 2001 y(7IJ5H1*ONNTSL( 日本金融大改革 ◎ 相尺幸悅著；林韓菁譯；李麗審閱 230

EB009792 三民書局 ﹝銀行﹞ 2004 y(7IJ5H1*ONQLRN( 銀行實務 (增訂二版 ) ◎ 邱潤容 560

EB009793 三民書局 ﹝銀行﹞ 1998 y(7IJ5H1*OMRPQK( 銀行會計 (上 )(革新版 ) ◎ 金桐林 510

EB009794 三民書局 ﹝銀行﹞ 1998 y(7IJ5H1*OMRPRR( 銀行會計 (下 )(革新版 ) ◎ 金桐林 590

EB009795 三民書局 ﹝銀行﹞ 2000 y(7IJ5H1*OKOMLT( 商業銀行實務 ◎ 解宏賓編著 310

EB009796 台灣商務 ﹝銀行﹞ 2005 y(7IJ5H0*PLTRRS( 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 ◎ 羅彤華 500

EB009797 三民書局 ﹝銀行﹞ 1997 y(7IJ5H1*TMLKNR( 近代中國銀行與企業的關係 (1897～ 1945)(精 ) ◎ 張玉法主編；李一翔著 310

EB009798 三民書局 ﹝銀行﹞ 1997 y(7IJ5H1*TMLKOO( 近代中國銀行與企業的關係 (1897～ 1945)(平 ) ◎ 張玉法主編；李一翔著 240

EB009799 左岸 ﹝銀行﹞ 2005 y(7IJ8G7*LROLLQ( 德意志銀行 -一個金控帝國的現代求生記 ◎ 弗里黑姆 ˙施瓦茨 320

EB009800 一覽文化 ﹝金融各論﹞ 2007 y(7IJ8G8*LQPTKS( 無債一身輕 -懂26個字母就能擺脫負債 ◎ 任珮云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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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801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5 y(7IJ5H1*OMNQPO( 衍生性金融商品 ◎ 李麗著 240

EB009802 大塊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2*LNKTNN( 所有的人都該有錢 ◎ 奧利維耶．賽邦 300

EB009803 大塊 ﹝金融各論﹞ 2010 y(7IJ8G2*LNLQMQ( 我在豪宅學到的人生功課 ◎ 瑞恩‧達戈斯蒂諾 280

EB009804 大塊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2*LNKROM( 華爾街狂人致富投資法 ◎ 吉姆．克瑞莫 380

EB009805 大塊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2*LNKSNO( 巴菲特也會犯的錯 ◎ 瓦漢．詹吉江 250

EB009806 出色 ﹝金融各論﹞ 2006 y(7IJ8G7*NPLPRT( 小小卡奴的異想世界 ◎ 四季豆 180

EB009807 出色 ﹝金融各論﹞ 2006 y(7IJ8G7*NPLKKP( 不會理財，怎麼辦？ ◎ 林慶昭 99

EB009808 好 FUN ﹝金融各論﹞ 2007 y(7IJ8G6*TLMLQK( 神啊 ,請讓我變有錢 ◎ 四季豆 169

EB009809 國家 ﹝金融各論﹞ 1994 y(7IJ5H3*QKNLRR( 個人投資理財要訣 ◎ 王威廉 200

EB009810 華品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6*RRNNMR( 女人有錢更幸福 ◎ 張小雪 249

EB009811 意象文化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8*OKROOM( 2008運彩紅不讓－運動彩券簽注秘笈 ◎ 大 A運動．彩券資訊網 250

EB009812 意象文化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8*OKROPT( 2008MLB運動彩券簽注手冊 ◎ 大 A運動．彩券資訊網 200

EB009813 意象文化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8*OKROMS( 台灣彩券樂透天 --下一個億萬富翁 -就是你！ ◎ 堅智 260

EB009814 出色文化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6*RPOKSL( 他，為什麼有錢？ --走進富翁的個人圖書館 ◎ 李相健 320

EB009815 木馬 ﹝金融各論﹞ 2008 y(7IJ8G6*TRNSQO( 管好你的錢 :一生受用的理財計畫 ◎ 王志鈞 260

EB009816 木馬 ﹝金融各論﹞ 2009 y(7IJ8G6*OSSKQL( 不虧損的基金投資 ◎ 王志鈞 250

EB009817 大塊 ﹝金融各論﹞ 2005 y(7IJ8G7*MTLSLN(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 T. 哈福．艾克 250

EB009818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6 y(7IJ5H1*OKKMRN( 外匯投資理財與風險―外匯操作的理論與實務 (增訂新版 ) ◎ 李麗著 290

EB009819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5 y(7IJ5H1*OMLPRP( 國際匯兌 ◎ 于政長 690

EB009820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4 y(7IJ5H1*OKOQOQ( 國際匯兌 ◎ 林邦充 410

EB009821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3 y(7IJ5H1*OMOKRL( 國際金融―匯率理論與實務 ◎ 黃仁德、蔡文雄著 320

EB009822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5 y(7IJ5H1*ONQPMO( 信用狀理論與實務 (修訂三版 ) ◎ 張錦源 570

EB009823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4 y(7IJ5H1*OMMKQK( 投資學 ◎ 徐燕山 450

EB009824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0 y(7IJ5H1*ONMOTQ( 衍生性金融商品入門―以日本市場為例 ◎ 三宅輝幸著；林炳奇譯；李麗審閱 190

EB009825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3 y(7IJ5H1*ONSPKO( 投資學 (附 CD) ◎ 伍忠賢 750

EB009826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6 y(7IJ5H1*OOONOP( 期貨與選擇權 (增訂二版 ) ◎ 陳能靜，吳阿秋 500

EB009827 國家 ﹝金融各論﹞ 1992 y(7IJ5H3*QKLLQQ( 猶太致富商法 ◎ 劉明德 200

EB009828 國家 ﹝金融各論﹞ 1996 y(7IJ5H3*QKOTPM( 未來與選擇 ◎ 吳怡慶 300

EB009829 奧林文化 ﹝金融各論﹞ 1999 y(7IJ5H9*SMQMRN( 超低風險理財法 ◎ 220

EB009830 左岸 ﹝金融各論﹞ 2006 y(7IJ8G7*LROPQR( 期貨教父梅拉梅德 ◎ 里歐．梅拉梅德 鮑伯．塔瑪金 420

EB009831 大牌 ﹝金融各論﹞ 2009 y(7IJ8G8*POQPLQ( 景氣循環投資法 -巴菲特也要學的一堂課 ◎ 鈴木一之 290

EB009832 大牌 ﹝金融各論﹞ 2009 y(7IJ8G8*POQPMN( 逆勢出擊 -安東尼 . 波頓投資攻略 ◎ 安東尼 . 波頓 290

EB009833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8 y(7IJ5H1*OOSKSO( 證券交易法導論 (修訂三版 ) ◎ 廖大穎 410

EB009834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8 y(7IJ5H1*OPKRSK( 證券交易法導讀 ◎ 姚志明 480

EB009835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9 y(7IJ5H1*OMQSQK( 證券投資分析―會計資訊之應用 ◎ 張仲岳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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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836 木馬 ﹝金融各論﹞ 2009 y(7IJ8G6*OSSOSL( 股票這樣買才會賺 ◎ 王志鈞 240

EB009837 國家 ﹝金融各論﹞ 2001 y(7IJ5H3*QKRKTK( 如何在股市賺錢 ◎ 周　賢 250

EB009838 左岸 ﹝金融各論﹞ 2004 y(7IJ8G7*SPOQPK( 歷史上的投機事業 ◎ 彼得．馬丁 / 布魯諾．霍納格 360

EB009839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6 y(7IJ5H1*OKORLO( 保險學 ◎ 湯俊湘 330

EB009840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0 y(7IJ5H1*OKORPM( 火災保險及海上保險 ◎ 吳榮清 289

EB009841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0 y(7IJ5H1*OLSTSS( 財產保險概要 ◎ 吳榮清 320

EB009842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5 y(7IJ5H1*OLTKOQ( 保險數學 ◎ 許秀麗 230

EB009843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8 y(7IJ5H1*OMROSP( 保險實務 (增訂四版 ) ◎ 胡宜仁主編 880

EB009844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3 y(7IJ5H1*ONTMQQ( 保險學理論與實務 (修訂二版 ) ◎ 邱潤容著林文昌修訂 700

EB009845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4 y(7IJ5H1*OOKPML( 保險學 (增訂二版 ) ◎ 陳彩稚 550

EB009846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6 y(7IJ5H1*OONPKS( 保險學概要 (修訂五版 ) ◎ 袁宗蔚 280

EB009847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6 y(7IJ5H1*OOPQQN( 保險學 ◎ 許永明 350

EB009848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9 y(7IJ5H1*OKORNS( 人壽保險學 ◎ 宋明哲 460

EB009849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8 y(7IJ5H1*OPKKSR( 人壽保險的理論與實務 (修訂五版 ) ◎ 陳雲中 650

EB009850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2 y(7IJ5H1*ONQLOM( 怎樣保險最保險―認識人身保險契約 ◎ 簡榮宗 250

EB009851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3 y(7IJ5H1*ONSLRR( 健康保險財務與體制 ◎ 陳聽安 330

EB009852 藝軒圖書 ﹝金融各論﹞ 1995 y(7IJ5H6*LQNOTO( 全民健保 : 理念與展望 ◎ 顏裕庭 200

EB009853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1993 y(7IJ5H1*OLTQOK( 意外保險 ◎ 蘇文斌 222

EB009854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3 y(7IJ5H1*ONQKKP( 海上保險原理與案例 ◎ 周詠棠 750

EB009855 三民書局 ﹝金融各論﹞ 2005 y(7IJ5H1*OOKNMN( 貿易貨物保險 (修訂四版 ) ◎ 周詠棠 400

EB009856 三民書局 ﹝公共財政﹞ 2003 y(7IJ5H1*OLTKMM( 財務行政 (含財務會審法規 ) ◎ 莊義雄 490

EB009857 三民書局 ﹝公共財政﹞ 1997 y(7IJ5H1*OKPLKK( 政府會計 ◎ 李增榮 230

EB009858 三民書局 ﹝公共財政﹞ 2002 y(7IJ5H1*ONLLNK( 政府會計―與非營利會計 (修訂三版 ) ◎ 張鴻春 760

EB009859 三民書局 ﹝公共財政﹞ 2002 y(7IJ5H1*ONNNKL( 政府會計―與非營利會計題解 (修訂三版 ) ◎ 張鴻春、劉淑貞著 480

EB009860 正中書局 ﹝租稅﹞ 2003 y(7IJ5H0*TLPPNM( 稅務、信託法律實用寶典 ◎ 李永然著 200

EB009861 三民書局 ﹝租稅﹞ 2008 y(7IJ5H1*OPKOOP( 稅務會計 (修訂二十二版 ) ◎ 卓敏枝、盧聯生、劉夢倫 -著 600

EB009862 台灣商務 ﹝租稅﹞ 2003 y(7IJ5H0*PLRRNQ( 兩岸稅務訴願之理論與實務 ◎ 謝宗貴 著 380

EB009863 台灣商務 ﹝租稅﹞ 1994 y(7IJ5H0*PKTSQL( 中國大陸涉外稅法實務 ◎ 盧 雲 著 280

EB009864 台灣商務 ﹝租稅﹞ 1999 y(7IJ5H0*PLPQQO( 中國古代納稅與應役 ◎ 陳明光 著 200

EB009865 三民書局 ﹝租稅﹞ 2007 y(7IJ5H1*OOQMQO( 銷售稅制度與實務 (含關稅 ) ◎ 張盛和、許慈美、吳月琴、莊水吉 -著 360

EB009866 台灣商務 ﹝租稅﹞ 1993 y(7IJ5H0*PKQRMN( 中國稅制史 ◎ 吳兆莘 著 216

EB009867 三民書局 ﹝關稅﹞ 2008 y(7IJ5H1*OPKQTS( 關稅實務 (修訂六版 ) ◎ 張俊雄 690

EB009868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1 y(7IJ5H1*OKLTRN( 政治學 ◎ 鄒文海 220

EB009869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4 y(7IJ5H1*OKLTSK( 政治學 ◎ 曹伯森 278

EB009870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1 y(7IJ5H1*OKMKKK( 政治學概論 ◎ 張金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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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871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1 y(7IJ5H1*OKMKMO( 政治學概要 ◎ 呂亞力 220

EB009872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4 y(7IJ5H1*OMLOML( 政治學 ◎ 凌渝郎 300

EB009873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1 y(7IJ5H1*ONOPMK( 政治學 (修訂五版 ) ◎ 呂亞力 510

EB009874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6 y(7IJ5H1*OOQMKM( 政治學 (薩 )(二版 ) ◎ 薩孟武 450

EB009875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7 y(7IJ5H1*OOSQOK( 政治學概論 ◎ 劉書彬 300

EB009876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7 y(7IJ5H1*TKMNOK( 晚學盲言 (上 )(精 ) ◎ 錢穆著 467

EB009877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0 y(7IJ5H1*TKNTOL(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精 ) ◎ 錢穆著 240

EB009878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89 y(7IJ5H0*PKKLMR( 政治心理形成與政治參與行為 ◎ 林嘉誠 著 171

EB009879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67 y(7IJ5H0*PKPLKS( 行政生態學 ◎ 金耀基 編譯 108

EB009880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90 y(7IJ5H0*PKMLTK( 選舉論文集 ◎ 郎裕憲 著 153

EB009881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90 y(7IJ5H0*PKLSRM( 政治神話論 ◎ 孫廣德 著 180

EB009882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70 y(7IJ5H0*PKKNRK( 政治思想之問題與趨勢 ◎ 桂崇基 著 45

EB009883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86 y(7IJ5H0*PKOLNM( 美國政府與政治 ◎ 陳治世 著 252

EB009884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TNO( 聯邦政府 ◎ 傅曾仁 等譯 270

EB009885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65 y(7IJ5H0*PKKNQN( 中國政治思想史 ◎ 楊幼炯 著 99

EB009886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90 y(7IJ5H0*PKLONS( 美國對中共之技術轉移 :績效評估及其影響 ◎ 魏 艾 著 198

EB009887 亞太 ﹝政治學總論﹞ 2008 y(7IJ5H8*MQOKKR( 公民與文化：現代與後現代的省思 ◎ 呂宗麟 250

EB009888 亞太 ﹝政治學總論﹞ 1999 y(7IJ5H8*MQOLLN( 當代公民文化 :憲法與公民教育 ◎ 呂宗麟 280

EB009889 雲龍 ﹝政治學總論﹞ 2003 y(7IJ8G7*TNSLRQ( 中國早期國家性質 ◎ 李玉潔 580

EB009890 漁人文化 ﹝政治學總論﹞ 2006 y(7IJ8G7*KLLLPM( 馬基維利 ◎ 吳光遠 249

EB009891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3 y(7IJ8G7*SPOONS( 政治啥玩意 ◎ 蔡東杰 220

EB009892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5 y(7IJ8G7*LROKLR( 政治啥玩意2 ◎ 蔡東杰 200

EB009893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89 蘇俄在中國 [平 ] ◎ 蔣中正 120

EB009894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1 兩岸統一之躓礙及其化解 [平 ] ◎ 杜松柏 45

EB009895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1 當前政治問題研究 [平 ] ◎ 馬起華 250

EB009896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1*QKMKQQ( 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 [平 ] ◎ 380

EB009897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1*QKMMSS( 美國海洋政策 [平 ] ◎ 張玉生 100

EB009898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QKL( 蘇聯末期的對外關係 [平 ] ◎ 畢英賢 230

EB009899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KNT( 民意理論與實務 [平 ] ◎ 王石番 540

EB009900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LQT( 政治發展 [平 ] ◎ 呂亞力 240

EB009901 黎明文化 ﹝政治學總論﹞ 2000 y(7IJ5H1*QKPRLP( 美國可以說不 [平 ] ◎ 劉青雷 250

EB009902 正中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0*TKQSQS( 學術與政治的對話－憲政與民主 ◎ 周陽山 98

EB009903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1 y(7IJ5H1*OKMKOS( 政治學方法論 ◎ 呂亞力 300

EB009904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6 y(7IJ5H1*ONSTPP( 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 ◎ 易君博 300

EB009905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72 y(7IJ5H0*PLRPSN( 利維坦 ◎ 霍布斯 著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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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906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6 y(7IJ8G7*LROQNP( 自由主義基本理念 ◎ 顧肅 400

EB009907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1*OKMTOT( 政治社會學 (平 ) ◎ 陳秉璋 300

EB009908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PLS( 政治社會化：理論與實證 ◎ 袁頌西 180

EB009909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8 y(7IJ5H1*OPKSMR( 政治社會學：政治學的宏觀視野 ◎ 王 ?昱 340

EB009910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71 y(7IJ5H0*PKPPQQ( 政治學辭典 ◎ 羅志淵 主編 550

EB009911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79 y(7IJ5H1*OLMPNP( 天下大勢老實話 (平 ) ◎ 陶百川 70

EB009912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OLPSSS( 靜軒時論選集 (精 ) ◎ 賴景瑚 110

EB009913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73 y(7IJ5H1*OLPSTP( 靜軒時論選集 (平 ) ◎ 賴景瑚 70

EB009914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6 y(7IJ5H1*TKOKPO( 當代中國與民主 (平 ) ◎ 周陽山 200

EB009915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KQL( 釣魚政治學 (精 ) ◎ 鄭赤琰 222

EB009916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KRS( 釣魚政治學 (平 ) ◎ 鄭赤琰 156

EB009917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KSP( 政治與文化 (精 ) ◎ 吳俊才 344

EB009918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KTM( 政治與文化 (平 ) ◎ 吳俊才 278

EB009919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SMO( 自由憲政與民主轉型 (精 ) ◎ 周陽山 344

EB009920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SNL( 自由憲政與民主轉型 (平 ) ◎ 周陽山 278

EB009921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8 y(7IJ5H1*TLOSOS( 蘇東劇變與兩岸互動 (精 ) ◎ 周陽山 278

EB009922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SPP( 蘇東劇變與兩岸互動 (平 ) ◎ 周陽山 211

EB009923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2008 y(7IJ5H0*PMMSKS( 福如東海―慶祝朱建民教授百齡誕辰學術論文集 ◎ 雷飛龍 400

EB009924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0 y(7IJ5H1*TKNTST( 先秦政治思想史 (精 ) ◎ 梁啟超原著；賈馥茗標點 233

EB009925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TKNTTQ( 先秦政治思想史 (平 ) ◎ 梁啟超原著；賈馥茗標點 167

EB009926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PKS( 中國民本思想史 ◎ 金耀基 著 150

EB009927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2005 y(7IJ5H0*PMKKLT( 民本治理學 ◎ 許雅棠 著 320

EB009928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2 y(7IJ5H1*TKOKKT( 儒家政論衍義 (精 ) ◎ 薩孟武 411

EB009929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82 y(7IJ5H1*TKOKLQ( 儒家政論衍義 (平 ) ◎ 薩孟武 356

EB009930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95 y(7IJ5H0*PLKSRO( 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 王爾敏 著 240

EB009931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4 y(7IJ5H1*OKMLPO( 西洋政治思想史 ◎ 張金鑑 289

EB009932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8 y(7IJ5H1*OKMLQL( 西洋政治思想史 ◎ 薩孟武 270

EB009933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2 y(7IJ5H1*ONQRNT( 西洋政治思想簡史 ◎ 逯扶東 250

EB009934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6 y(7IJ5H1*ONQROQ( 西洋政治思想史 ◎ 逯扶東 600

EB009935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79 y(7IJ5H0*PLKNSQ(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 ◎ 浦薛鳳 著 640

EB009936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61 y(7IJ5H0*PKTKML( 西洋政治思想史 ◎ 張翰書 著 500

EB009937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4 y(7IJ8G7*SPOSLK( 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 (卷二 ):宗教改革 ◎ 昆丁．史金納 390

EB009938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4 y(7IJ8G7*SPORMS( 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 (卷一 ):文藝復興 ◎ 昆丁．史金納 350

EB009939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2006 y(7IJ5H1*OOOOMK( 西洋古代政治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 謝延庚 250

EB009940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2009 y(7IJ5H0*PMOMNT( 《理想國篇》譯注與詮釋 ◎ 柏拉圖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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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941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3 y(7IJ8G7*SPOMSP( 李維羅馬史疏義 ◎ 馬基維利 500

EB009942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2000 y(7IJ5H0*PLQSML( 論世界帝國 ◎ 但丁 . 阿利蓋里 著 200

EB009943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8 y(7IJ5H1*OMSTQN( 馬基維利語錄 ◎ ?野七生著；楊征美譯 110

EB009944 台灣商務 ﹝政治學總論﹞ 1965 y(7IJ5H0*PLQMNO( 社約論 ◎ 盧 梭 著 200

EB009945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7 y(7IJ8G7*LROQRN( 國家學說 ◎ 費希特 250

EB009946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2 y(7IJ5H1*OLSONS( 佛洛姆 (ErichFromm)的政治思想 ◎ 陳秀容 433

EB009947 左岸 ﹝政治學總論﹞ 2002 y(7IJ8G7*SPOLSQ( 論獨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 卡爾．貝克 230

EB009948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TQL( 馬克弗森―民主與政治哲學 (精 ) ◎ 許國賢 289

EB009949 三民書局 ﹝政治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TRS( 馬克弗森―民主與政治哲學 (平 ) ◎ 許國賢 222

EB009950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1981 y(7IJ5H1*TKNTMR( 國家論 (精 ) ◎ 薩孟武譯 180

EB009951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1995 y(7IJ5H1*TKNTNO( 國家論 (平 ) ◎ 薩孟武譯 140

EB009952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1995 y(7IJ5H1*TLRTKK( 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 (精 ) ◎ 王健文 330

EB009953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1995 y(7IJ5H1*TLRTLR( 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 (平 ) ◎ 王健文 260

EB009954 大塊 ﹝政治學各論﹞ 2006 y(7IJ8G7*KPTOTT( 國家的品格 ◎ 藤原正彥 220

EB009955 亞太 ﹝政治學各論﹞ 1998 y(7IJ5H8*PLKTPL( 權力與社會正義 :理論與實際 ◎ 呂宗麟 400

EB009956 知書房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8G6*NOOKMM( 殘酷的革命 (16K) ◎ 泰瑞‧狄利 220

EB009957 正中書局 ﹝政治學各論﹞ 2004 y(7IJ5H0*TLQQNS( 新世紀台灣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發 ◎ 黃炎東 500

EB009958 左岸 ﹝政治學各論﹞ 2004 y(7IJ8G7*SPORQQ( 少數群體的權利 ◎ 威爾．金里卡 380

EB009959 左岸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8G6*RMNLSQ( 以阿拉之名 -1400年的伊斯蘭的聖戰 ◎ 米爾頓‧費歐斯特 280

EB009960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2002 y(7IJ5H1*TMQPPL( 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 (精 ) ◎ 洪泉湖、謝政諭主編；丁學良等著 570

EB009961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2002 y(7IJ5H1*TMQPQS( 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 (平 ) ◎ 洪泉湖、謝政諭主編；丁學良等著 500

EB009962 台灣商務 ﹝政治學各論﹞ 1998 y(7IJ5H0*PLPKMM( 君主論 ◎ 馬基雅維里 著 200

EB009963 左岸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8G6*RMNMNK( 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 ◎ 大衛‧馬里歐＆卡爾‧拉克洛伊 350

EB009964 台灣商務 ﹝政治學各論﹞ 1994 y(7IJ5H0*PKSRMR( 民主政治與美國 ◎ 李國威 著 120

EB009965 台灣商務 ﹝政治學各論﹞ 1990 y(7IJ5H0*PKLRNP( 民主概論 (Democracy) ◎ 聶崇信 譯 240

EB009966 群學文化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8G6*PMPMLQ( 談論式民主 : 政治、政策與政治學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約翰．卓策克（ John S. Dryzek） 著 黃維明 譯

450

EB009967 左岸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8G6*RMNMSP( 極權主義的起源 ◎ 漢娜．鄂蘭 650

EB009968 智庫文化 ﹝政治學各論﹞ 1999 y(7IJ5H8*NTQNRL( 權力論 ◎ 280

EB009969 左岸 ﹝政治學各論﹞ 2005 y(7IJ8G7*SPOTMQ( 自然權利與歷史 ◎ 列奧 ˙施特勞斯 300

EB009970 三民書局 ﹝政治學各論﹞ 1990 y(7IJ5H1*OKKSPN( 自由與權威 ◎ 周陽山 178

EB009971 台灣商務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5H0*PMNRTT( 群己權界論 ◎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180

EB009972 台灣商務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5H0*PMNRSM( 群己權界論 (精裝 ) ◎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280

EB009973 台灣商務 ﹝政治學各論﹞ 1993 y(7IJ5H0*PKSLLQ( 自由與人權 ◎ 張佛泉 著 240

EB009974 群學文化 ﹝政治學各論﹞ 2009 y(7IJ8G6*PMPLLR( 部落客宣言 A Blogger's Manifesto: Free Speech and Censorship in 
a Digital World ◎ 林瑞谷 (Erik Ringmar) 著 李宗義、許雅淑 譯

250

EB009975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81 y(7IJ5H1*OKMNKR( 行政學 ◎ 左潞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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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09976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5 y(7IJ5H1*OKMNLO( 行政學新論 ◎ 張金鑑 440

EB009977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4 y(7IJ5H1*OKMNNS( 行政管理學 ◎ 傅肅良 467

EB009978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88 y(7IJ5H1*OLMTPP( 孟武隨筆 (平 ) ◎ 薩孟武 70

EB009979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1 y(7IJ5H1*OLOOLQ( 孟武續筆 (平 ) ◎ 薩孟武 70

EB009980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5 y(7IJ5H1*ONORTR( 行政學 ◎ 林鍾沂 730

EB009981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4 y(7IJ5H1*OOLMLO( 比較政府與政治 ◎ 李國雄 510

EB009982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7 y(7IJ5H1*OONQQT( 行政學 (增訂三版 ) ◎ 吳瓊恩 740

EB009983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9 y(7IJ5H1*OOPTSO( 行政學 (修訂四版 ) ◎ 張潤書 630

EB009984 亞太 ﹝比較政府﹞ 2004 y(7IJ8G7*SKTLNL( 走出選舉的困境 ◎ 趙心樹 480

EB009985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2 y(7IJ5H1*OKMNOP( 行政生態學 ◎ 彭文賢 222

EB009986 台灣商務 ﹝比較政府﹞ 2009 y(7IJ5H0*PMNQRQ( 行政學概要―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整編 180

EB009987 台灣商務 ﹝比較政府﹞ 2008 y(7IJ5H0*PMMORL( 單一選區兩票制 ◎ 梁世武 350

EB009988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0 y(7IJ5H1*OKKRQL( 人事行政的守與變 ◎ 傅肅良 311

EB009989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4 y(7IJ5H1*OKMNPM( 人事行政學 ◎ 張金鑑 356

EB009990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4 y(7IJ5H1*OKMNQT( 各國人事制度 ◎ 傅肅良 422

EB009991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81 y(7IJ5H1*OKMNRQ( 各國人事制度概要 ◎ 張金鑑 267

EB009992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4 y(7IJ5H1*OMLNMM( 人事行政學 ◎ 傅肅良 744

EB009993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0 y(7IJ5H1*OKNRPP( 人事心理學 ◎ 傅肅良 289

EB009994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78 y(7IJ5H1*OKMLTM( 比較監察制度 ◎ 陶百川 344

EB009995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1 y(7IJ5H1*OKKOSS( 公共政策 ◎ 曹俊漢 290

EB009996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6 y(7IJ5H1*OMKMRL( 行政管理 ◎ 陳德禹 -編著 400

EB009997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4 y(7IJ5H1*OMTTOQ( 公共政策 (修訂新版 ) ◎ 朱志宏 250

EB009998 群學文化 ﹝比較政府﹞ 2007 y(7IJ8G8*MTSMLR( 政策弔詭 : 政治決策的藝術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 Deborah Stone 著 朱道凱 譯

500

EB009999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2001 y(7IJ5H1*ONNTTS( 新世紀的行政理論與實務―張潤書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 ◎ 張潤書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380

EB010000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92 y(7IJ5H1*OKMRKN( 文檔管理 ◎ 張翊著 111

EB010001 三民書局 ﹝比較政府﹞ 1987 y(7IJ5H1*OLLQTT( 政府與民間文書 ◎ 桂馨一 211

EB010002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70 y(7IJ5H1*OLMPMS( 天下大勢老實話 (精 ) ◎ 陶百川 110

EB010003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69 y(7IJ5H1*OLNMOM( 監察制度新發展 (精 ) ◎ 陶百川 110

EB010004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69 y(7IJ5H1*OLNPMP( 世變建言 (精 ) ◎ 曾虛白 110

EB010005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86 y(7IJ5H1*TKOKOR( 當代中國與民主 (精 ) ◎ 周陽山 267

EB010006 亞太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JJ8G7*SKTLOR( 統獨啟示錄 ◎ 習賢德 550

EB010007 知書房 ﹝中國政治制度﹞ 1996 y(7IJ5H8*QMMNOK( 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 ◎ 甯慧如 200

EB010008 雲龍 ﹝中國政治制度﹞ 2003 y(7IJ8G7*TNSMRP( 朋友 . 客人 . 同事 ◎ Kenneth E. Folsom 250

EB010009 蘭臺 ﹝中國政治制度﹞ 2001 y(7IJ5H0*OMMMRQ(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110

EB010010 蘭臺 ﹝中國政治制度﹞ 2001 y(7IJ5H9*LPONPM( 政學私言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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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011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1986 五權憲法 [平 ] ◎ 60

EB010012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1992 y(7IJ5H1*QKLTQK( 選舉行為與政治發展 [平 ] ◎ 陳義彥 250

EB010013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1993 y(7IJ5H1*QKMORT( 民族主義論文集 [平 ] ◎ 390

EB010014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1996 y(7IJ5H1*QKONSL( 三民主義與各種主義比較研究 [平 ] ◎ 劉高陳 180

EB010015 正中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IJ5H0*TLQSNQ( 優勢力加分 ◎ 鄭吉男著 280

EB010016 正中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5 y(7IJ5H0*TLRMKS( 焦土之春 ◎ 吳易叡、周馥儀、陳南宏、吳易澄 280

EB010017 正中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IJ5H0*TLQNSQ( 力挽狂瀾 ◎ 馬西屏、楊力宇 250

EB010018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0 y(7IJ5H1*OKKSTL( 在我們的時代 ◎ 周志文 200

EB010019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OLRRTK( 解體分裂的年代 ◎ 楊渡著 200

EB010020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OLRSKQ( 解咒與立法 ◎ 勞思光 156

EB010021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OLSMLQ( 捉狂下的興嘆 ◎ 南方朔 189

EB010022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4 y(7IJ5H1*OMMLNS( 陶百川全集 (1～ 33) ◎ 陶百川 8890

EB010023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1 y(7IJ5H1*ONOKTO( 如果這是美國―一位退休外交官看臺灣 ◎ 陸以正 160

EB010024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TLMSTT( 放眼天下 (精 ) ◎ 陳新雄 244

EB010025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TLMTKP( 放眼天下 (平 ) ◎ 陳新雄 178

EB010026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TLNMRS( 立足臺灣，關懷大陸 (精 ) ◎ 韋政通 289

EB010027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1 y(7IJ5H1*TLNMSP( 立足臺灣，關懷大陸 (平 ) ◎ 韋政通 222

EB010028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RSS( 烏啼鳳鳴有餘聲 (精 ) ◎ 陶百川 256

EB010029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RTP( 烏啼鳳鳴有餘聲 (平 ) ◎ 陶百川 189

EB010030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TMO( 困強回憶又十年 (精 ) ◎ 陶百川 345

EB010031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TNL( 困強回憶又十年 (平 ) ◎ 陶百川 278

EB010032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6 y(7IJ5H1*TLSSTL( 寬容之路―政黨政治論集 (精 ) ◎ 謝延庚 210

EB010033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6 y(7IJ5H1*TLSTKR( 寬容之路―政黨政治論集 (平 ) ◎ 謝延庚 140

EB010034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6 y(7IJ5H0*PLNLMR( 台灣的迷惘－理想與現實 ◎ 張保民 著 280

EB010035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67 y(7IJ5H0*PLMPNN( 政學私言 ◎ 錢 穆 著 240

EB010036 群學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2010 y(7IJ8G6*PMPLRT(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Nation and Identity perspectives of some 
"waishengren'' ◎ 張茂桂主編 尚道明、孫鴻業、鄭凱中、沈筱綺、孟智慧 等著

380

EB010037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2008 y(7IJ5H1*QKRRQO( 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 [精 ] ◎ 林滿紅 350

EB010038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6 y(7IJ5H1*OKMLRS( 中國政治制度史 ◎ 張金鑑 160

EB010039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6 y(7IJ5H1*OOONKR( 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 ◎ 潘光哲 160

EB010040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5 y(7IJ5H0*PLTRKT( 台灣海基會的故事 ◎ 方鵬程 550

EB010041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2001 y(7IJ5H1*QKQKMQ( 台灣意識的多面向 [平 ] ◎ 虞義輝 370

EB010042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2001 y(7IJ5H1*QKQKTP( 解開兩岸10大弔詭 [平 ] ◎ 陳福成 280

EB010043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86 y(7IJ5H0*PLQOPQ( 中國政治二千年 ◎ 張純明 著 90

EB010044 黎明文化 ﹝中國政治制度﹞ 2009 y(7IJ5H1*QKRSQN( 仕贏學 [平 ] ◎ 馮道 390

EB010045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4 y(7IJ5H0*PKSTRK( 周禮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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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046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72 y(7IJ5H0*PKPQPS( 周禮今註今譯 ◎ 林尹 註譯 320

EB010047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81 y(7IJ5H1*TKNTRM( 周禮的政治思想 (平 ) ◎ 周世輔、周文湘著 178

EB010048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3 y(7IJ5H1*TLPLSK( 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 (精 ) ◎ 金春峰 311

EB010049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3 y(7IJ5H1*TLPLTR( 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 (平 ) ◎ 金春峰 244

EB010050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8 y(7IJ5H0*PLOPKQ( 歷史與制度 -漢代政治制度試釋 ◎ 廖伯源 著 300

EB010051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LSO( 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 ◎ 雷家驥 556

EB010052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66 y(7IJ5H0*PKTLKQ(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 陳寅恪 著 140

EB010053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77 y(7IJ5H0*PLSOPK( 唐代政治史論集 ◎ 王壽南 著 300

EB010054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5 y(7IJ5H0*PLTPNM( 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 ◎ 土反野正高著 550

EB010055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9 y(7IJ5H1*TMMOPO(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 (精 ) ◎ 張玉法 500

EB010056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9 y(7IJ5H1*TMMOQL(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 (平 ) ◎ 張玉法 430

EB010057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3 y(7IJ5H1*OKMNTK( 考銓制度 ◎ 傅肅良 422

EB010058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8 y(7IJ5H0*PLPNNQ( 中國的師爺 ◎ 李 喬 著 200

EB010059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9 y(7IJ5H0*PLPTLQ( 考試權的危機 -考銓制度的腐蝕與改進 ◎ 徐有守 著 200

EB010060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7 y(7IJ5H0*PLOKQN( 考銓制度 ◎ 徐有守 著 630

EB010061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7 y(7IJ5H0*PMLOSL( 考銓制度 --國內唯一最新最完整的考銓法規 ◎ 徐有守 著 700

EB010062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6 y(7IJ5H0*PLNKRN( 考銓新論 ◎ 徐有守 著 280

EB010063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6 y(7IJ5H0*PMKMKK( 官職併立制度的理論與結構 ◎ 徐有守 著 420

EB010064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81 y(7IJ5H1*OKMMNT( 中國吏治制度史概要 ◎ 張金鑑 144

EB010065 國家 ﹝中國政治制度﹞ 2005 y(7IJ5H3*QKTOQT( 官制史話 ◎ 謝保成 200

EB010066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4 y(7IJ5H0*PKSRST( 中國古代官制 ◎ 王天有 著 140

EB010067 萬卷樓 ﹝中國政治制度﹞ 1997 y(7IJ5H7*NTLQLM( 中國古代官制講座 ◎ 楊志玖 460

EB010068 萬卷樓 ﹝中國政治制度﹞ 2000 y(7IJ5H7*NTNKLM( 建官立綱—歷代官制 ◎ 朱金甫 200

EB010069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4 y(7IJ5H0*PKSTPQ( 漢官六種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400

EB010070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QM( 新譯唐六典 (二 )(平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 670

EB010071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QM( 新譯唐六典 (三 )(平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 670

EB010072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QM( 新譯唐六典 (四 )(平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 670

EB010073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PP( 新譯唐六典 (二 )(精 ) ◎ 朱永嘉、蕭木注譯 770

EB010074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PP( 新譯唐六典 (三 )(精 ) ◎ 朱永嘉、蕭木注譯 770

EB010075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PP( 新譯唐六典 (四 )(精 ) ◎ 朱永嘉、蕭木注譯 770

EB010076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PP( 新譯唐六典 (一 )(精 ) ◎ 朱永嘉、蕭木注譯 770

EB010077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2002 y(7IJ5H1*ONMRQM( 新譯唐六典 (一 )(平 ) ◎ 朱永嘉、蕭木 -注譯 670

EB010078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IJ5H0*PLSPLL( 做一個成功的公務員 ◎ 徐有守 著 120

EB010079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76 y(7IJ5H0*PLNKNP( 清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 ◎ 鄭樑生 譯 200

EB010080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4 y(7IJ5H0*PKSSKM( 中國古代考試制度 ◎ 郭齊家 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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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081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69 y(7IJ5H0*PLLSKM( 中國考試制度史 ◎ 沈兼士 編著 260

EB010082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79 y(7IJ5H1*TKOKMN( 清代科舉 (精 ) ◎ 劉兆璸 178

EB010083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79 y(7IJ5H1*TKOKNK( 清代科舉 (平 ) ◎ 劉兆璸 122

EB010084 國家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IJ5H3*QKTOLO( 科舉史話 ◎ 李尚英 200

EB010085 國家 ﹝中國政治制度﹞ 2005 y(7IJ5H3*QKTOPM( 狀元史話 ◎ 宋元強 200

EB010086 萬卷樓 ﹝中國政治制度﹞ 2000 y(7IJ5H7*NTMROT( 千年仕進路—古代科舉制度 ◎ 李新達 200

EB010087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OQR( 宋代科舉 (精 ) ◎ 賈志揚 310

EB010088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95 y(7IJ5H1*TLRORO( 宋代科舉 (平 ) ◎ 賈志揚 250

EB010089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7 y(7IJ5H0*PLNRSN( 我國歷代名人的用人策略 ◎ 余鶴清 著 180

EB010090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IJ5H0*PLSTSQ( 唐代的宦官 ◎ 王壽南 著 250

EB010091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1998 y(7IJ5H0*PLPNSL( 中國古代宦官 ◎ 任 洪 著 200

EB010092 三民書局 ﹝中國政治制度﹞ 1978 y(7IJ5H1*OLNMPT( 監察制度新發展 (平 ) ◎ 陶百川 70

EB010093 國家 ﹝中國政治制度﹞ 2004 y(7IJ5H3*QKTOML( 監察史話 ◎ 王　正 200

EB010094 台灣商務 ﹝中國政治制度﹞ 2003 y(7IJ5H0*PLSLRR( 王雲五與行政改革 ◎ 徐有守 著 220

EB010095 遠足 ﹝中國政治制度﹞ 2003 y(7IJ8G7*QNKLMO( 台灣的行政區變遷 ◎ 施雅軒 400

EB010096 國史館 ﹝中國政治制度﹞ 2000 y(7IJ5H0*MQLSOO( 臺灣省議會組織沿革及省諮議會之成立 ◎ 林栭顯 810

EB010097 國史館 ﹝中國政治制度﹞ 2000 y(7IJ5H0*MQLSNR( 臺灣省議會組織沿革及省諮議會之成立 (精裝 ) ◎ 林栭顯 860

EB010098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70 y(7IJ5H1*OLMOMT( 我在美蘇采風探真 (精 ) ◎ 陶百川 110

EB010099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1991 y(7IJ5H0*PKNLSK( 安哥拉爭端與美蘇衝突 ◎ 林永樂 著 99

EB010100 知書房 ﹝各國政治﹞ 1996 y(7IJ5H8*QMMNQO( 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 ◎ 湯世鑄 200

EB010101 福隆 ﹝各國政治﹞ 2009 y(7IJ8G6*SNMMMM( 改變 才有機會：歐巴馬的變革之路 ◎ 趙越 孔謐 200

EB010102 福隆 ﹝各國政治﹞ 2009 y(7IJ8G6*SNMMLP( 無畏的希望：歐巴馬的總統之路 ◎ 趙越 孔謐 200

EB010103 黎明文化 ﹝各國政治﹞ 1992 y(7IJ5H1*QKKPRO( 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 [平 ] ◎ 200

EB010104 正中書局 ﹝各國政治﹞ 2001 y(7IA9J5*RKTPKS( 美國政府及政治 ◎ 羅孟洁 425

EB010105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2007 y(7IJ5H1*OOQSOO( 中國研究—理論與實際 ◎ 李英明 190

EB010106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94 y(7IJ5H1*OMKQMM( 日本深層 ◎ 齊濤著 233

EB010107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1996 y(7IJ5H0*PLNORT( 漫談日本政治運作 ◎ 高泉益 譯 180

EB010108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2004 y(7IJ5H0*PLSOMT( 戰後日本三大政治弊案 ◎ 魚住昭 著 280

EB010109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2005 y(7IJ5H0*PLTRMN( 政治獻金 ◎ 古賀純一郎 230

EB010110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2006 y(7IJ5H0*PMKSMS( 國家的幻影 ◎ 石原慎太郎 680

EB010111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2006 y(7IJ5H1*OOONPM( 日本政治制度 ◎ 許介鱗、楊鈞池 280

EB010112 左岸 ﹝各國政治﹞ 2009 y(7IJ8G6*RMNLRT( 民主先生在中國 ◎ 貝淡寧 380

EB010113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2009 y(7IJ5H0*PMNSLM( 韓國憲政與總統選舉 ◎ 林秋山 220

EB010114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95 y(7IJ5H1*OKMMKS( 歐洲各國政府 ◎ 張金鑑 311

EB010115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1993 y(7IJ5H0*PKRNRT( 新歐洲四論 -寄到華沙的信 ◎ 揚 純 譯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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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116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2010 y(7IJ5H0*PMOQKO( 英國政府與政治 ◎ 雷飛龍 600

EB010117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1986 y(7IJ5H0*PKQPPQ( 英國國會 ◎ 陳堯聖 著 108

EB010118 台灣商務 ﹝各國政治﹞ 1990 y(7IJ5H0*PKMNLM( 法國憲政共治之研究 ◎ 劉嘉甯 著 180

EB010119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92 y(7IJ5H1*OLSPKQ( 德國問題與歐洲秩序 ◎ 彭滂沱 189

EB010120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93 y(7IJ5H1*OLTOLL( 統一後的德國 ◎ 郭恒鈺主編 233

EB010121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2004 y(7IJ5H1*OKMMMM( 美國政府 ◎ 張金鑑 170

EB010122 左岸 ﹝各國政治﹞ 2005 y(7IJ8G7*LROKTN( 民主在美國 ◎ 阿勒克西．德．托克維爾 380

EB010123 左岸 ﹝各國政治﹞ 2008 y(7IJ8G6*RMNKTO( 不完美的年代 -索羅斯給開放社會的建言 ◎ 喬治‧索羅斯 280

EB010124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93 y(7IJ5H1*OLTTTM( 當代美國政治論衡 (精 ) ◎ 王國璋 567

EB010125 三民書局 ﹝各國政治﹞ 1993 y(7IJ5H1*OMKKKO( 當代美國政治論衡 (平 ) ◎ 王國璋 489

EB010126 智庫文化 ﹝各國政治﹞ 1999 y(7IJ5H8*NTQOMP( 選戰大謀略 ◎ 360

EB010127 智庫文化 ﹝各國政治﹞ 1999 y(7IJ5H8*NTQRLP( 選戰必勝方程式 ◎ 320

EB010128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6 y(7IJ8G0*KRMNOL( 921震災重建經驗 (下 )(中文版 ) ◎ 行政院921震
災災後重建委員會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42

EB010129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6 y(7IJ8G0*KRMNNO( 921震災重建經驗 (上 )(中文版 ) ◎ 行政院921震
災災後重建委員會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43

EB010130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6 y(7IJ8G0*KRMNOL( 921震災重建經驗專書 (下 )(英文版 ) ◎ Taiwan Historica / The 921 Earth 500

EB010131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6 y(7IJ8G0*KRMNNO( 921震災重建經驗專書 (上 )(英文版 ) ◎ Taiwan Historica / The 921 Earth 500

EB010132 三民書局 ﹝地方制度﹞ 2008 y(7IJ5H1*OPKTKM( 臺灣地方政府 ◎ 李台京 290

EB010133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9 y(7IJ8G0*LTOQQL( 臺灣省政人物口述訪談 ◎ 林金田、李維真、黃宏森、簡秀昭等 370

EB010134 台灣商務 ﹝地方制度﹞ 2007 y(7IJ5H0*PMMLRO( 21世紀台灣投票紀錄 ◎ 梁世武、伍佩鈴、黃志呈、鐘岳勳 350

EB010135 黎明文化 ﹝地方制度﹞ 2006 y(7IJ5H1*QKROTS( 海巡署成長與變革 (本版 )[平 ] ◎ 游乾賜 350

EB010136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5 y(7IJ8G0*KNNKRQ(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中譯本 )(第1篇 )(第1冊 ) ◎ 徐國章 500

EB010137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7 y(7IJ8G0*LLRNRK(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中譯本 )(第1篇 )(第2冊 ) ◎ 徐國章 500

EB010138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9 y(7IJ8G0*MKLNOP(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中譯本 )(第1篇 )(第3冊 ) ◎ 徐國章 450

EB010139 國史館 ﹝地方制度﹞ 2009 y(7IJ8G0*MKMQNM( 日治時期臺灣保甲制度之研究 ◎ 王學新 200

EB010140 三民書局 ﹝政黨﹞ 1990 y(7IJ5H1*TKQOKT( 大陸文藝新探 (精 ) ◎ 周玉山 200

EB010141 國史館 ﹝移民及殖民﹞ 1999 臺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 ◎ 施添福 200

EB010142 國史館 ﹝移民及殖民﹞ 1999 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 ◎ 施添福 200

EB010143 群學文化 ﹝移民及殖民﹞ 2006 y(7IJ8G8*LKRQSR( 後殖民理性批判 : 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 Gayatri Spivak 著 張君玫 譯

600

EB010144 台灣商務 ﹝移民及殖民﹞ 1994 y(7IJ5H0*PKTQTO( 南洋華僑史話 ◎ 巫樂華 著 140

EB010145 蘭臺 ﹝移民及殖民﹞ 2007 y(7IJ8G7*QMQORT( 探討東南亞僑生的政治文化 ◎ 成秋華 300

EB010146 台灣商務 ﹝移民及殖民﹞ 1994 y(7IJ5H0*PKTRKK( 美洲華僑史話 ◎ 陸國俊 著 140

EB010147 九歌 ﹝移民及殖民﹞ 2002 y(7IJ5H5*QKPKRK( 震驚世界的那一夜（原：鐵達尼號沈沒記） ◎ 華特勞德（Walter Lord） 190

EB010148 國史館 ﹝移民及殖民﹞ 2001 y(7IJ5H0*MTSPON( 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 ◎ 尹章義 250

EB010149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2008 y(7IJ5H1*OORSOL( 國際史概論 ◎ 王曾才 200

EB010150 昭明 ﹝國際關係﹞ 2003 y(7IJ8G7*ROQKTM( 人類關注的全球政治 (昭明 ) ◎ 梅爾．格托夫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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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151 黎明文化 ﹝國際關係﹞ 1993 y(7IJ5H1*QKMOMO( 聯合國與國際政治 [平 ] ◎ 周煦 340

EB010152 黎明文化 ﹝國際關係﹞ 1993 y(7IJ5H1*QKMOSQ(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 [平 ] ◎ 王育三 310

EB010153 正中書局 ﹝國際關係﹞ 2003 y(7IJ5H0*TLPQQM( 東北亞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國際學 ◎ 胡春惠 440

EB010154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1971 y(7IJ5H0*PKPPRN( 國際關係辭典 ◎ 張彞鼎 主編 360

EB010155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2 y(7IJ5H1*OLSQNQ( 深層思考與思考深層―轉型期國際政治的觀察 ◎ 劉必榮 167

EB010156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1988 y(7IJ5H0*PLQOSR( 國際關係新論 ◎ 李國威 著 280

EB010157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7 y(7IJ5H1*OMPSOT( 歐洲共同體法總論 ◎ 王泰銓 750

EB010158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2001 y(7IJ5H1*ONOKLS( 歐洲聯盟簡史 ◎ PhilipThody著；鄭棨元譯 190

EB010159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2002 y(7IJ5H1*ONOQTS( 邁向「歐洲聯盟之路」 ◎ 張福昌 270

EB010160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2007 y(7IJ5H0*PMLMSN( 與世界領袖對話 ◎ 阮次山 380

EB010161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2004 y(7IJ5H0*PLTMTR( 南北韓的關係與統一 ◎ 朱松柏 250

EB010162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5 y(7IJ5H1*OMKKOM( 泛敘利亞主義―歷史與政治之分析 (精 ) ◎ 朱張碧珠著 300

EB010163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5 y(7IJ5H1*OMKKPT( 泛敘利亞主義―歷史與政治之分析 (平 ) ◎ 朱張碧珠著 222

EB010164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4 y(7IJ5H1*OMKMSS( 近代中法關係史論 (精 ) ◎ 陳三井 444

EB010165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4 y(7IJ5H1*OMKMTP( 近代中法關係史論 (平 ) ◎ 陳三井 367

EB010166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2 y(7IJ5H1*OLSNNT( 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 (1979～ 1989)(精 ) ◎ 蘇起著 333

EB010167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2 y(7IJ5H1*OLSNOQ( 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 (1979～ 1989)(平 ) ◎ 蘇起著 267

EB010168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2001 y(7IJ5H0*PLRKKM( 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 -從尼克 . . . ◎ 胡為真 著 290

EB010169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2006 y(7IJ5H0*PMKQLN( 戰爭責任 ◎ 家永三郎 著 380

EB010170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99 y(7IJ5H1*TMMSPK( 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精 ) ◎ 何思慎 270

EB010171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2006 y(7IJ5H1*TMMSQR( 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平 ) ◎ 何思慎 200

EB010172 左岸 ﹝國際關係﹞ 2004 y(7IJ8G7*SPORSK( 美國的抉擇 ◎ 布里辛斯基 280

EB010173 左岸 ﹝國際關係﹞ 2008 y(7IJ8G6*RMNKNM( 美國的危機與轉機 ◎ 布里辛斯基 280

EB010174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2005 y(7IJ5H0*PLTTQT( 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 ◎ 關中 著 380

EB010175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86 y(7IJ5H1*OLMOON( 美國對華政策透視 (精 ) ◎ 陶百川 110

EB010176 三民書局 ﹝國際關係﹞ 1986 y(7IJ5H1*OLMOPK( 美國對華政策透視 (平 ) ◎ 陶百川 70

EB010177 台灣商務 ﹝國際關係﹞ 1995 y(7IJ5H0*PLMLSM( 中美使領關係建制史 (1786―1944) ◎ 黃 剛 著 200

EB010178 左岸 ﹝國際關係﹞ 2008 y(7IJ8G6*RMNLMO( 失敗的國家 ◎ 諾姆‧喬姆斯基 350

EB010179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6 y(7IJ5H1*OKLSNQ( 現代國際法參考文件 (精 ) ◎ 丘宏達編輯；陳純一助編 1100

EB010180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5 y(7IJ5H1*OKLSON( 國際法概要 ◎ 彭明敏 160

EB010181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2 y(7IJ5H1*OLTLOP( 國際海洋法―衡平劃界論 ◎ 傅崑成 333

EB010182 三民書局 ﹝國際法﹞ 2006 y(7IJ5H1*OOLLTL( 現代國際法 (修訂二版 ) ◎ 丘宏達 1300

EB010183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3 y(7IJ5H0*PKQTTK( 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 ◎ 徐熙光 著 270

EB010184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0 y(7IJ5H0*PKLSST( 國際法 ◎ 陳治世 著 600

EB010185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3 y(7IJ5H0*PKQMRN( 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 (自起源至一九九一年 ) ◎ 董 霖 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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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186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0 y(7IJ5H0*PKKRRQ( 美國國際私法之發展趨勢 ◎ 高鳳仙 著 171

EB010187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5 y(7IJ5H0*PLTPMP(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六 ) ◎ 中國國際法學會 ,國際法編委會 800

EB010188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1 y(7IJ5H0*PLRNOR(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二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650

EB010189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1 y(7IJ5H0*PLRNNK(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二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00

EB010190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2 y(7IJ5H0*PLRPRQ(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三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650

EB010191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2 y(7IJ5H0*PLRPQT(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三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00

EB010192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4 y(7IJ5H0*PLSSTO(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五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720

EB010193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3 y(7IJ5H0*PLSKSP(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四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700

EB010194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3 y(7IJ5H0*PLSKRS(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 (十四 )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60

EB010195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7 y(7IJ5H0*PLNSSM(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九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680

EB010196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7 y(7IJ5H0*PLNSRP(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九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50

EB010197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6 y(7IJ5H0*PLMSSP(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八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650

EB010198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6 y(7IJ5H0*PLMSRS(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八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00

EB010199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8 y(7IJ5H0*PLPLNS(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十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650

EB010200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8 y(7IJ5H0*PLPLML(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十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00

EB010201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1 y(7IJ5H0*PLRKMQ(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十一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700

EB010202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1 y(7IJ5H0*PLRKLT(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十一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850

EB010203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89 y(7IJ5H0*PKKKLL(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三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540

EB010204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89 y(7IJ5H0*PKKKKO(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三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450

EB010205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2 y(7IJ5H0*PKOOQK(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五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450

EB010206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2 y(7IJ5H0*PKOOPN(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五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540

EB010207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0 y(7IJ5H0*PKMOQQ(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四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540

EB010208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0 y(7IJ5H0*PKMORN(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四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 450

EB010209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5 y(7IJ5H0*PLLONR(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七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著 650

EB010210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5 y(7IJ5H0*PLLOMK(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七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著 800

EB010211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3 y(7IJ5H0*PKSKTN(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六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著 600

EB010212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3 y(7IJ5H0*PKSKSQ(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六 ◎ 中國國際法學會編著 750

EB010213 台灣商務 ﹝國際法﹞ 2005 y(7IJ5H0*PMKLPQ( 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年報（十七） ◎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編 900

EB010214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75 y(7IJ5H0*PLTMLL( 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 (修訂本 ) ◎ 丘宏達 300

EB010215 三民書局 ﹝國際法﹞ 2007 y(7IJ5H1*OOSTQL( 平時國際法 (修訂四版 ) ◎ 蘇義雄 480

EB010216 三民書局 ﹝國際法﹞ 2000 y(7IJ5H1*ONLMQK( 國家豁免問題之研究―兼論美國的立場與實踐 ◎ 陳純一 600

EB010217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85 y(7IJ5H1*OKLRSM( 引渡之理論與實踐 ◎ 陳榮傑 167

EB010218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5 y(7IJ5H1*OKLRTT( 國際私法 ◎ 劉甲一 320

EB010219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0 y(7IJ5H1*OKLSKP( 國際私法新論 ◎ 梅仲協 200

EB010220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1 y(7IJ5H1*OLSLSQ( 瑞士新國際私法之研究 ◎ 劉鐵錚等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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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221 三民書局 ﹝國際法﹞ 2005 y(7IJ5H1*ONTSQK( 基礎國際私法學 ◎ 賴來焜 480

EB010222 三民書局 ﹝國際法﹞ 2008 y(7IJ5H1*OPKRLL( 國際私法論 (修訂四版 ) ◎ 劉鐵錚；陳榮傳 -著 640

EB010223 三民書局 ﹝國際法﹞ 2000 y(7IJ5H1*OKLSLM( 國際私法論叢 (增訂新版 ) ◎ 劉鐵錚 550

EB010224 三民書局 ﹝國際法﹞ 1993 y(7IJ5H1*OKOPRS( 國際商品買賣契約法 ◎ 鄧越今編著 211

EB010225 台灣商務 ﹝國際法﹞ 1996 y(7IJ5H0*PLMMNQ( 國際合約指南 ◎ 吳樹文 譯 300

EB010226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2006 y(7IJ5H1*OONQML( 法學概論 (修訂八版 ) ◎ 陳惠馨 380

EB010227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2008 y(7IJ5H1*OOSQNN( 法學緒論 (修訂九版 ) ◎ 劉作揖 330

EB010228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2008 y(7IJ5H1*OPLLML( 法學緒論 (鄭 )(修訂十七版 ) ◎ 鄭玉波 -著；黃宗樂 -修訂 250

EB010229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2010 y(7IJ5H0*PMOPON( 法意 (精裝 ) ◎ 孟德斯鳩 800

EB010230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2010 y(7IJ5H0*PMOPNQ( 法意 (上 )(下 ) 二冊 ◎ 孟德斯鳩 700

EB010231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98 y(7IJ5H0*PLONQK( 論法的精神 ◎ 孟德斯鳩 著 590

EB010232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2009 y(7IJ5H0*PMNRRP( 法學概論 ◎ 謝瑞智 320

EB010233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92 y(7IJ5H0*PKONOR( 法界源流圖 ◎ 丁觀鵬 [清 ]摹繪 4500

EB010234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71 y(7IJ5H0*PKNPMO( 國際法大綱 ◎ 杜蘅之 著 423

EB010235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90 y(7IJ5H0*PKLSQP( 國法與新潮 ◎ 劉清波 著 261

EB010236 國史館 ﹝法律總論﹞ 1990 臺灣私法（第1卷） ◎ 陳金田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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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254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2004 y(7IJ5H1*ONOTKM( 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 ◎ 林端著 380

EB010255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2003 y(7IJ5H0*PLSMRQ( 事實與格式 ◎ 哈伯瑪斯 著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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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256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65 y(7IJ5H0*PKQRLQ( 中國法律思想史 ◎ 楊鴻烈 著 234

EB010257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1978 y(7IJ5H1*OKLTKO( 法律實務問題彙編 (精 ) ◎ 周叔厚、段紹禋編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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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267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2001 y(7IJ5H1*TMPTNQ( 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 (精 ) ◎ 宋代官箴研讀會編 340

EB010268 三民書局 ﹝法律總論﹞ 2006 y(7IJ5H1*TMPTON( 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 (平 ) ◎ 宋代官箴研讀會編 270

EB010269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98 y(7IJ5H0*PLPKRR( 摩奴法典 ◎ 迭朗善 譯 300

EB010270 台灣商務 ﹝法律總論﹞ 1968 y(7IJ5H0*PMKPRQ( 歐陸法律發達史 ◎ Munroe Smith (孟羅 . 斯密 ) 350

EB010271 三民書局 ﹝憲法﹞ 1993 y(7IJ5H1*OKLLNN( 比較憲法 ◎ 鄒文海 290

EB010272 三民書局 ﹝憲法﹞ 1993 y(7IJ5H1*OKLLOK( 比較憲法 ◎ 曾繁康 444

EB010273 台灣商務 ﹝憲法﹞ 1983 y(7IJ5H0*PKMKQK( 憲政論衡 ◎ 荊知仁 著 261

EB010274 正中書局 ﹝憲法﹞ 1993 y(7IJ5H0*TKRMSP( 現代憲法原理 ◎ 涂懷瑩著 485

EB010275 左岸 ﹝憲法﹞ 2005 y(7IJ8G7*SPOTTP( 憲法的守護者 ◎ 卡爾．施密特 290

EB010276 三民書局 ﹝憲法﹞ 1991 y(7IJ5H1*OKLKQP( 中國憲法論 ◎ 傅肅良 444

EB010277 三民書局 ﹝憲法﹞ 2005 y(7IJ5H1*OOMTSN( 中華民國憲法 (修訂八版 ) ◎ 陳志華 490

EB010278 三民書局 ﹝憲法﹞ 2006 y(7IJ5H1*OONLNN( 中華民國憲法 (修訂四版 ) ◎ 林騰鷂 460

EB010279 三民書局 ﹝憲法﹞ 2005 y(7IJ5H1*OONLSS(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 林騰鷂 300

EB010280 三民書局 ﹝憲法﹞ 2007 y(7IJ5H1*OOPRTN( 中國憲法新論 (修訂二版 ) ◎ 薩孟武 -著；黃俊杰 -修訂 440

EB010281 三民書局 ﹝憲法﹞ 2008 y(7IJ5H1*OPKNNT(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修訂三版 ) ◎ 陳志華 390

EB010282 台灣商務 ﹝憲法﹞ 2009 y(7IJ5H0*PMOLOR( 中華民國憲法 ◎ 謝瑞智 280

EB010283 黎明文化 ﹝憲法﹞ 2007 y(7IJ5H1*QKRQRM( 中華民國憲法述要 [平 ] ◎ 330

EB010284 三民書局 ﹝憲法﹞ 1998 y(7IJ5H1*OKLKTQ( 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一 ) ◎ 林紀東 340

EB010285 三民書局 ﹝憲法﹞ 1992 y(7IJ5H1*OKLLKM( 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二 ) ◎ 林紀東 278

EB010286 三民書局 ﹝憲法﹞ 1993 y(7IJ5H1*OKLLLT( 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三 ) ◎ 林紀東 233

EB010287 三民書局 ﹝憲法﹞ 1993 y(7IJ5H1*OKLLMQ( 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四 ) ◎ 林紀東 278

EB010288 三民書局 ﹝憲法﹞ 2008 y(7IJ5H1*OPKRTR( 中華民國憲法論 (修訂十一版 ) ◎ 管歐著、林騰鷂 -修訂 480

EB010289 三民書局 ﹝憲法﹞ 2003 y(7IJ5H1*ONSQNO( 大法官會議不同意見書之理論與實際 ◎ 劉鐵錚撰 350

EB010290 三民書局 ﹝憲法﹞ 2002 y(7IJ5H1*ONNKPT(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 胡佛、沈清松、石之瑜、周陽山著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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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291 三民書局 ﹝憲法﹞ 1994 y(7IJ5H1*TKNSSK( 憲法論叢 (精 ) ◎ 鄭彥棻 233

EB010292 三民書局 ﹝憲法﹞ 1990 y(7IJ5H1*TKNSTR( 憲法論叢 (平 ) ◎ 鄭彥棻 167

EB010293 三民書局 ﹝憲法﹞ 1979 y(7IJ5H1*TKNTKN( 憲法論集 (精 ) ◎ 林紀東 289

EB010294 三民書局 ﹝憲法﹞ 1991 y(7IJ5H1*TKNTLK( 憲法論集 (平 ) ◎ 林紀東 222

EB010295 三民書局 ﹝憲法﹞ 1991 y(7IJ5H1*TLNLOS( 憲法論衡 (精 ) ◎ 荊知仁 489

EB010296 三民書局 ﹝憲法﹞ 1991 y(7IJ5H1*TLNLSQ( 憲法論衡 (平 ) ◎ 荊知仁 422

EB010297 三民書局 ﹝憲法﹞ 1995 y(7IJ5H1*OMMOSK( 香港基本法 ◎ 王泰銓 250

EB010298 三民書局 ﹝憲法﹞ 1993 y(7IJ5H1*OKMMLP( 美國憲法與憲政 ◎ 荊知仁 322

EB010299 三民書局 ﹝憲法﹞ 2001 y(7IJ5H1*ONMTTL( 美國憲政與政府權力 ◎ 史慶璞 390

EB010300 三民書局 ﹝憲法﹞ 2007 y(7IJ5H1*OORMSP( 美國憲法理論與實務 ◎ 史慶璞 360

EB010301 左岸 ﹝憲法﹞ 2006 y(7IJ8G7*LROMLP( 聯邦論 ◎ 詹姆士．麥迪遜 亞歷山大．漢彌爾頓 約翰．傑 350

EB010302 台灣商務 ﹝中國法規彙編﹞ 1969 y(7IJ5H0*PLNLKN( 唐律疏議 ◎ 長孫無忌 著 220

EB010303 三民書局 ﹝中國法規彙編﹞ 2002 y(7IJ5H1*ONPTSP( 超國界法律彙編 (精 ) ◎ 陳長文、李永芬主編 3800

EB010304 三民書局 ﹝中國法規彙編﹞ 2004 y(7IJ5H1*OOKQTT( 生活法律防身術 ◎ 莊守禮 230

EB010305 三民書局 ﹝中國法規彙編﹞ 2005 y(7IJ5H1*OOMQLR( 生活法律 Q&A ◎ 劉昌崙 190

EB010306 三民書局 ﹝各國法規﹞ 2004 y(7IJ5H1*ONMMON( 輕鬆學習美國法律 ◎ 鄧穎懋編著 300

EB010307 三民書局 ﹝各國法規﹞ 2007 y(7IJ5H1*OOQPLQ( 美國法導論 ◎ 陳文吟 470

EB010308 十力文化 ﹝民法﹞ 2008 y(7IJ8G8*OMNQKM( 愛情福利社【25個愛情法律麵包】 ◎ 錢世傑 320

EB010309 三民書局 ﹝民法﹞ 1988 y(7IJ5H1*OLSMQL( 親屬法論文集 (精 ) ◎ 戴東雄 556

EB010310 台灣商務 ﹝民法﹞ 2009 y(7IJ5H0*PMNTTR( 民法概論 (初版 ) ◎ 謝瑞智 480

EB010311 正中書局 ﹝民法﹞ 2002 y(7IJ5H0*TLOKQL( 實用契約解說法律寶典 ◎ 李永然 200

EB010312 正中書局 ﹝民法﹞ 2003 y(7IJ5H0*TLPOSS( 婚姻及家庭法律實用寶典 ◎ 李永然 180

EB010313 三民書局 ﹝民法﹞ 2005 y(7IJ5H1*OOLRPR( 民法總則 (上 ) ◎ 邱聰智 600

EB010314 三民書局 ﹝民法﹞ 2008 y(7IJ5H1*OPKNQK( 民法總則 ◎ 吳光明 580

EB010315 三民書局 ﹝民法﹞ 2006 y(7IJ5H1*OOPNTR( 侵權行為 ◎ 郭冠甫 230

EB010316 三民書局 ﹝民法﹞ 2007 y(7IJ5H1*OOQPRS( 動產所有權 ◎ 吳光明 270

EB010317 三民書局 ﹝民法﹞ 2008 y(7IJ5H1*OPKPSM( 抵押權 ◎ 黃鈺慧 260

EB010318 三民書局 ﹝民法﹞ 2008 y(7IJ5H1*OOPTRR( 占有 ◎ 劉昭辰 170

EB010319 三民書局 ﹝民法﹞ 1993 y(7IJ5H1*OKRMNO( 定型化契約論文專輯 ◎ 劉宗榮 556

EB010320 三民書局 ﹝民法﹞ 2006 y(7IJ5H1*OOPQRK( 契約之成立與效力 ◎ 杜怡靜 200

EB010321 三民書局 ﹝民法﹞ 2006 y(7IJ5H1*OOPQMP( 買賣 ◎ 陳添輝 220

EB010322 三民書局 ﹝民法﹞ 2008 y(7IJ5H1*OOTRNT( 贈與 ◎ 郭欽銘 200

EB010323 三民書局 ﹝民法﹞ 2002 y(7IJ5H1*ONPSRT( 房屋租賃 ◎ 莊守禮 230

EB010324 三民書局 ﹝民法﹞ 2007 y(7IJ5H1*OOQTQR( 承攬 ◎ 葉錦鴻 270

EB010325 三民書局 ﹝民法﹞ 2005 y(7IJ5H1*OONRQS( 運送法 ◎ 林一山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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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326 三民書局 ﹝民法﹞ 1984 y(7IJ5H1*OLPKQM( 家庭法律問題叢談 (精 ) ◎ 董世芳 110

EB010327 三民書局 ﹝民法﹞ 1984 y(7IJ5H1*OLPKRT( 家庭法律問題叢談 (平 ) ◎ 董世芳 70

EB010328 三民書局 ﹝民法﹞ 1993 y(7IJ5H1*OLSMRS( 親屬法論文集 (平 ) ◎ 戴東雄 489

EB010329 三民書局 ﹝民法﹞ 2009 y(7IJ5H1*OPLKQK( 婚姻法與夫妻財產制 ◎ 戴東雄、戴瑀如 340

EB010330 三民書局 ﹝民法﹞ 2006 y(7IJ5H1*OONRNR( 繼承 ◎ 戴東雄 240

EB010331 三民書局 ﹝民法﹞ 2006 y(7IJ5H1*OOPLTT( 遺囑 ◎ 王國治 250

EB010332 三民書局 ﹝民法﹞ 2004 y(7IJ5H1*OOKLOT( 最新公證法論 ◎ 賴來焜 850

EB010333 十力文化 ﹝刑法﹞ 2009 y(7IJ8G8*PNNQKS( 圖解刑法 ◎ 錢世傑、周裕暐 420

EB010334 台灣商務 ﹝刑法﹞ 2007 y(7IJ5H0*PMMMMS( 中華民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最新修訂 ) ◎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120

EB010335 正中書局 ﹝刑法﹞ 2002 y(7IJ5H0*TLOMRQ( 兩岸刑法實用寶典 ◎ 李永然 150

EB010336 三民書局 ﹝刑法﹞ 1993 y(7IJ5H1*OLTSSQ( 過失犯論 (精 ) ◎ 廖正豪 400

EB010337 三民書局 ﹝刑法﹞ 1993 y(7IJ5H1*OLTSTN( 過失犯論 (平 ) ◎ 廖正豪 322

EB010338 台灣商務 ﹝刑法﹞ 1984 y(7IJ5H0*PLQTKQ( 刑法分則釋論 (下 ) ◎ 褚劍鴻 著 550

EB010339 台灣商務 ﹝刑法﹞ 1983 y(7IJ5H0*PLQQTM( 刑法分則釋論 (上 ) ◎ 褚劍鴻 著 600

EB010340
典藏藝
術家庭

﹝刑法﹞ 2009 y(7IJ8G6*SNNPNN( 空畫框 -藝術犯罪的內幕 ◎ 賽門‧胡伯特 Simon Houpt 480

EB010341 十力文化 ﹝訴訟法﹞ 2009 y(7IJ8G8*PQQSLL( 圖解數位證據 -數位證據之法庭攻防 ◎ 錢世傑 320

EB010342 十力文化 ﹝訴訟法﹞ 2009 y(7IJ8G8*OMNQRL( 民事訴訟 -第一次民事官司就 OK！ ◎ 黃宗揚 320

EB010343 十力文化 ﹝訴訟法﹞ 2008 y(7IJ8G8*OMNQQO( 刑事訴訟 -第一次打刑事官司就 ok！ ◎ 許富雄、錢世傑 320

EB010344 台灣商務 ﹝訴訟法﹞ 1978 y(7IJ5H0*PLRMMO( 刑事訴訟法論 (下 ) ◎ 褚劍鴻 著 450

EB010345 台灣商務 ﹝訴訟法﹞ 1977 y(7IJ5H0*PLRMLR( 刑事訴訟法論 (上 ) ◎ 褚劍鴻 著 450

EB010346 三民書局 ﹝訴訟法﹞ 2004 y(7IJ5H1*OOKTNO( 陪審團審判與對抗式訴訟 ◎ 易延友 420

EB010347 台灣商務 ﹝訴訟法﹞ 1972 y(7IJ5H0*PLLKTN( 民事舉證責任論 ◎ 駱永家 著 200

EB010348 台灣商務 ﹝訴訟法﹞ 2000 y(7IJ5H0*PLQNSS( 海峽兩岸訴訟法制之理論與實務 ◎ 鄭正忠 著 500

EB010349 三民書局 ﹝訴訟法﹞ 1999 y(7IJ5H1*OMTMLM( 德國刑事訴訟法 ◎ ClausRoxin著；吳麗琪譯 780

EB010350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3 y(7IJ5H1*OMKNQN( 營業秘密的保護―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二 (精 ) ◎ 徐火明主編；徐玉玲著 333

EB010351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4 y(7IJ5H1*OMKNRK( 營業秘密的保護―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二 (平 ) ◎ 徐火明主編；徐玉玲著 256

EB010352 台灣商務 ﹝商事法﹞ 1986 y(7IJ5H0*PLLTMP( 商事法 ◎ 劉清波 編著 300

EB010353 正中書局 ﹝商事法﹞ 2003 y(7IJ5H0*TLPOOK( 公司法實用寶典 ◎ 李永然 180

EB010354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3 y(7IJ5H1*OMKOKK( 虛偽不實廣告與 公平交易法―公平法與智產法
系列三 (精 ) ◎ 徐火明主編；朱鈺洋著

400

EB010355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3 y(7IJ5H1*OMKOLR( 虛偽不實廣告與公平交易法―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三 (平 ) ◎ 徐火明主編；朱鈺洋著
322

EB010356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5 y(7IJ5H1*OMMOKO( 仿冒行為之案例研究―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五 (精 ) ◎ 徐火明主編；張瑜鳳著 360

EB010357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5 y(7IJ5H1*OMMOLL( 仿冒行為之案例研究―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五 (平 ) ◎ 徐火明主編；張瑜鳳著 280

EB010358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6 y(7IJ5H1*OMNRTL( 真品平行輸入之解析―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一 (平 ) ◎ 徐火明主編；邱志平著 270

EB010359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6 y(7IJ5H1*OMNSNS( 真品平行輸入之解析―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一 (精 ) ◎ 徐火明主編；邱志平著 350

EB010360 三民書局 ﹝商事法﹞ 2005 y(7IJ5H1*OOLRNN( 商標法論 (修訂三版 ) ◎ 陳文吟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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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361 三民書局 ﹝商事法﹞ 2007 y(7IJ5H1*OOQTRO( 現代票據法 ◎ 劉興善、王志誠 450

EB010362 三民書局 ﹝商事法﹞ 2005 y(7IJ5H1*OOLOQR( 海商法論 (修訂二版 ) ◎ 林群弼 660

EB010363 三民書局 ﹝商事法﹞ 1993 y(7IJ5H1*OLRTKP( 海上運送與貨物保險論文選集―附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評釋六則 ◎ 劉宗榮 667

EB010364 台灣商務 ﹝商事法﹞ 1994 y(7IJ5H0*PLKKMR( 商業法案例精解 ◎ 姚棟華 編著 400

EB010365 三民書局 ﹝行政法﹞ 1996 y(7IJ5H1*OMNQLQ( 行政法之學理與體系 (一 )―行政行為形式論 ◎ 陳春生 320

EB010366 三民書局 ﹝行政法﹞ 2005 y(7IJ5H1*OONPOQ( 行政法 ◎ 黃俊杰 620

EB010367 三民書局 ﹝行政法﹞ 1993 y(7IJ5H1*OLTQKM( 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 (一 )(平 ) ◎ 蔡志方 478

EB010368 三民書局 ﹝行政法﹞ 1993 y(7IJ5H1*OLTQLT( 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 (二 )(平 ) ◎ 蔡志方 422

EB010369 台灣商務 ﹝行政法﹞ 2009 y(7IJ5H0*PMNRPL( 行政法概論 ◎ 謝瑞智 340

EB010370 三民書局 ﹝行政法﹞ 2007 y(7IJ5H1*OORPNR( 國家賠償法 (修訂二版 ) ◎ 劉春堂 230

EB010371 三民書局 ﹝行政法﹞ 2005 y(7IJ5H1*OOMKPL( 和國家打官司—教戰手冊 ◎ 王泓鑫 250

EB010372 三民書局 ﹝行政法﹞ 2006 y(7IJ5H1*OOQNKL( 行政罰法釋義與運用解說 ◎ 蔡志方 330

EB010373 健行 ﹝行政法﹞ 1997 y(7IJ5H9*QSKLNO( 智慧財產權實務 ◎ 李茂堂 300

EB010374 三民書局 ﹝行政法﹞ 1995 y(7IJ5H1*OMMOPT( 產地標示之保護―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六 (精 ) ◎ 徐火明主編；方彬彬著 400

EB010375 三民書局 ﹝行政法﹞ 1995 y(7IJ5H1*OMMOQQ( 產地標示之保護―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六 (平 ) ◎ 徐火明主編；方彬彬著 320

EB010376 黎明文化 ﹝行政法﹞ 1995 y(7IJ5H1*QKOMKQ(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平 ] ◎ 賴文平 380

EB010377 台灣商務 ﹝軍事總論﹞ 1992 y(7IJ5H0*PKONNK( 中國近代軍事思想 ◎ 田震亞 著 270

EB010378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85 劉伯溫兵書註釋 [精 ] ◎ 魏汝霖 160

EB010379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86 y(7IJ5H1*QKPNMQ( 中國兵學通論 [平 ] ◎ 無名氏 200

EB010380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88 y(7IJ5H1*QKLQQN( 中國歷代興亡述評 (增訂版 )[平 ] ◎ 王式智 300

EB010381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88 y(7IJ5H1*QKLKKR( 孫子兵法大全 [平 ] ◎ 魏汝霖 250

EB010382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88 曾胡左兵學綱要 [精 ] ◎ 王之平 150

EB010383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0 y(7IJ5H1*QKNLRT( 孫子兵法研究 [平 ] ◎ 李浴日 150

EB010384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0 y(7IJ5H1*QKOKRR( 補曾胡治兵語錄 [平 ] ◎ 蔡松坡 210

EB010385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1 y(7IJ5H1*QKLOOL( 國是論集 [平 ] ◎ 蕭行易 120

EB010386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3 y(7IJ5H1*QKMOOS( 中國歷代戰爭史簡編 [平 ] ◎ 何敏求 420

EB010387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3 y(7IJ5H1*QKNLSQ(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平 ] ◎ 成田賴武 220

EB010388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3 y(7IJ5H1*QKNMSP(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精 ] ◎ 成田賴武 150

EB010389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3 y(7IJ5H1*QKNLTN( 戰爭原則釋義 [平 ] ◎ 馮倫意 170

EB010390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3 y(7IJ5H1*QKNMQL( 戰爭原則釋義 [精 ] ◎ 馮倫意 210

EB010391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4 y(7IJ5H1*QKNPLN( 兵學叢談 [平 ] ◎ 卓異 140

EB010392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4 y(7IJ5H1*QKNKSR( 空軍史話 [平 ]下冊 ◎ 劉毅夫 240

EB010393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4 y(7IJ5H1*QKNKQN( 空軍史話 [平 ]上冊 ◎ 劉毅夫 220

EB010394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4 y(7IJ5H1*QKNKRK( 空軍史話 [平 ]中冊 ◎ 劉毅夫 250

EB010395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4 y(7IJ5H1*QKNPTT( 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 [精 ] ◎ 李啟明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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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396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5 y(7IJ5H1*QKLSMN( 孫子兵法與波斯灣戰爭 [平 ] ◎ 李啟明 290

EB010397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6 y(7IJ5H1*QKKTQN( 孫子兵法 (中英對照本 )[平 ] ◎ 羅順德 265

EB010398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6 y(7IJ5H1*QKOOOM( 旅營政治作戰 [平 ] ◎ 趙曼蘭 200

EB010399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8 y(7IJ5H1*QKPNPR( 後勤管理導論 [平 ] ◎ 范淼 等著 300

EB010400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1999 y(7IJ5H1*QKPPTN( 現代大兵族 [平 ] ◎ 歐振文 160

EB010401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2000 y(7IJ5H1*QKPRKS( 西貢往事知多少 [平 ] ◎ 陳祖耀 300

EB010402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國防教育體制 [平 ] ◎ 陳式平 200

EB010403 國家 ﹝軍事總論﹞ 2005 y(7IJ5H3*QKTORQ( 軍制史話 ◎ 劉昭祥等 200

EB010404 黎明文化 ﹝軍事總論﹞ 2002 y(7IJ5H1*QKQLOT( 赤龍之爪 [平 ] ◎ 林宗達 360

EB010405 三民書局 ﹝軍事總論﹞ 2002 y(7IJ5H1*TMQTKM( 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 ◎ 黃寬重 400

EB010406 智庫文化 ﹝軍制﹞ 2000 y(7IJ5H0*OSOKOP( 木蘭風雲五十年 ◎ 360

EB010407 三民書局 ﹝軍制﹞ 1988 y(7IJ5H1*OKMOPL( 兵役理論與實務 ◎ 顧傳型 133

EB010408 萬卷樓 ﹝軍制﹞ 2001 y(7IJ5H7*NTNMQP( 建軍護邦—歷代兵制 ◎ 王曉衛 楊林書 200

EB010409 台灣商務 ﹝軍制﹞ 1994 y(7IJ5H0*PKTLLN( 中國古代兵制 ◎ 黃水華 著 140

EB010410 知書房 ﹝兵法﹞ 2004 y(7IJ8G7*QOKMNT( 血戰太平洋 ◎ ?? 480

EB010411 知書房 ﹝兵法﹞ 2007 y(7IJ8G6*SROKLR( 狼群 -德國 U型潛艇戰與盟國反擊作戰1939-1945 ◎ 戴維．喬丹 480

EB010412 知書房 ﹝兵法﹞ 2007 y(7IJ5H8*NMKRPS( 兩棲戰 -二十世紀兩棲作戰的理論與運用 ◎ 伊恩．斯佩勒 等 480

EB010413 知書房 ﹝兵法﹞ 2007 y(7IJ5H8*NMKNSN( 血戰太平洋 ◎ 安德魯、威斯特 480

EB010414 知書房 ﹝兵法﹞ 2007 y(7IJ5H8*NMKRTQ( 第三帝國的滅亡 -一部對「 D Day」後西歐戰進場 ◎ 鄧肯、安德森 480

EB010415 知書房 ﹝兵法﹞ 2004 y(7IJ5H8*NMKSMQ( 東線戰場 ◎ Duncan Anderson 480

EB010416 知書房 ﹝兵法﹞ 1996 y(7IJ5H8*QMMONM( 孫臏 ◎ 楊善群 200

EB010417 知書房 ﹝兵法﹞ 1996 y(7IJ5H8*QMMMTQ( 孫子 ◎ 楊善群 250

EB010418 雲龍 ﹝兵法﹞ 2002 y(7IJ5H9*QQNSTM( 戰爭沉思錄 :戰爭與人 ◎ 范炯 300

EB010419 雲龍 ﹝兵法﹞ 1998 y(7IJ5H9*KSQQNT( 中國古代戰爭通覽（二） ◎ 張曉生、劉 280

EB010420 雲龍 ﹝兵法﹞ 1998 y(7IJ5H9*KSQQMM( 中國古代戰爭通覽（一） ◎ 張曉生、劉 280

EB010421 出色文化 ﹝兵法﹞ 2007 y(7IJ8G8*NMKQOM( 三十六計智慧 ◎ 陳雲非 240

EB010422 台灣商務 ﹝兵法﹞ 1994 y(7IJ5H0*PKTLNR( 中國古代兵書 ◎ 柳 玲 著 140

EB010423 台灣商務 ﹝兵法﹞ 1972 y(7IJ5H0*PLRLLS( 先秦戰爭哲學 ◎ 曾國垣 著 200

EB010424 國家 ﹝兵法﹞ 2004 y(7IJ5H3*QKSSLN( 兵家史話 ◎ 王曉衛 200

EB010425 國家 ﹝兵法﹞ 2002 y(7IJ5H3*QKRTSO( 三十六計秘本兵法 ◎ 沈束涵 200

EB010426 國家 ﹝兵法﹞ 2003 y(7IJ5H3*QKSMTP( 三十六計智謀三百 ◎ 陳國慶 250

EB010427 台灣商務 ﹝兵法﹞ 1992 y(7IJ5H0*PKPTOS( 兵書四種 孫子 ,尉繚子 ,吳子 ,司馬法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650

EB010428 三民書局 ﹝兵法﹞ 2003 y(7IJ5H1*OMMMKQ( 新譯六韜讀本 (精 ) ◎ 鄔錫非注譯 290

EB010429 三民書局 ﹝兵法﹞ 2009 y(7IJ5H1*OMMMLN( 新譯六韜讀本 (平 ) ◎ 鄔錫非注譯 220

EB010430 台灣商務 ﹝兵法﹞ 1976 y(7IJ5H0*PKLKOT( 太公六韜今註今譯 ◎ 徐培根 註譯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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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431 三民書局 ﹝兵法﹞ 2006 y(7IJ5H1*OMLRSK( 新譯孫子讀本 (平 )(二版 ) ◎ 吳仁傑 -注譯 150

EB010432 三民書局 ﹝兵法﹞ 2004 y(7IJ5H1*OMLSLK( 新譯孫子讀本 (精 ) ◎ 吳仁傑注譯 220

EB010433 三民書局 ﹝兵法﹞ 2006 y(7IJ5H1*TMRTRS( 孫子集註 ◎ 魏武帝 290

EB010434 台灣商務 ﹝兵法﹞ 1968 y(7IJ5H0*PLLRPS( 孫子十三篇語文讀本 ◎ 姚季農 編著 160

EB010435 台灣商務 ﹝兵法﹞ 1972 y(7IJ5H0*PLKNMO( 孫子今註今譯 ◎ 魏汝霖 註譯 230

EB010436 台灣商務 ﹝兵法﹞ 1995 y(7IJ5H0*PLKSLM( 孫子兵法一百則 (SUN TZU'S THE ART OF WAR) ◎ 羅志野 譯 220

EB010437 國家 ﹝兵法﹞ 1992 y(7IJ5H3*QKLOPQ( 孫子兵法 ◎ 語　農 160

EB010438 萬卷樓 ﹝兵法﹞ 2005 y(7IJ5H7*NTPNPL( 孫子十三篇新解讀 ◎ 韓廷一 260

EB010439 出色文化 ﹝兵法﹞ 2007 y(7IJ8G8*NMKQKO( 孫子智慧 ◎ 孫武 399

EB010440 黎明文化 ﹝兵法﹞ 2001 y(7IJ5H1*QKPTPL( 實用孫子兵法 [平 ] ◎ 齊衛國 280

EB010441 黎明文化 ﹝兵法﹞ 2003 y(7IJ5H1*QKQPTK( 孫子實戰經驗研究 [平 ] ◎ 陳福成 290

EB010442 黎明文化 ﹝兵法﹞ 2006 y(7IJ5H1*QKROLM( 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戰略學 [平 ] ◎ 李啟明 460

EB010443 黎明文化 ﹝兵法﹞ 2007 y(7IJ5H1*QKRQLK( 孫子戰略理則的現代戰史例證 [平 ] ◎ 李啟明 470

EB010444 三民書局 ﹝兵法﹞ 1996 y(7IJ5H1*OMMMQS( 新譯吳子讀本 (精 ) ◎ 王雲路注譯 180

EB010445 三民書局 ﹝兵法﹞ 2009 y(7IJ5H1*OMMMRP( 新譯吳子讀本 (平 ) ◎ 王雲路 -注譯 120

EB010446 台灣商務 ﹝兵法﹞ 1976 y(7IJ5H0*PKQSOQ( 吳子今註今譯 ◎ 傅紹傑 註譯 200

EB010447 三民書局 ﹝兵法﹞ 1996 y(7IJ5H1*OMMMOO( 新譯司馬法 (精 ) ◎ 王雲路注譯 190

EB010448 三民書局 ﹝兵法﹞ 1996 y(7IJ5H1*OMMMPL( 新譯司馬法 (二版 ) ◎ 王雲路 -注譯 130

EB010449 台灣商務 ﹝兵法﹞ 1975 y(7IJ5H0*PLQOOT( 司馬法今註今譯 ◎ 劉仲平 註譯 140

EB010450 三民書局 ﹝兵法﹞ 1996 y(7IJ5H1*OMNKSL( 新譯尉繚子 (精 ) ◎ 張金泉注譯 200

EB010451 三民書局 ﹝兵法﹞ 2006 y(7IJ5H1*OMNLOM( 新譯尉繚子 (平 ) ◎ 張金泉 -注譯 140

EB010452 台灣商務 ﹝兵法﹞ 1975 y(7IJ5H0*PKPRKM( 尉繚子今註今譯 ◎ 劉仲平 註譯 220

EB010453 台灣商務 ﹝兵法﹞ 1984 y(7IJ5H0*PKPQTQ( 尉繚子今註今譯 ◎ 劉仲平 註譯 270

EB010454 三民書局 ﹝兵法﹞ 1997 y(7IJ5H1*OMOLOT( 新譯三略讀本 (精 ) ◎ 傅傑注譯 190

EB010455 三民書局 ﹝兵法﹞ 2006 y(7IJ5H1*OMOLPQ( 新譯三略讀本 (平 ) ◎ 傅傑注譯 130

EB010456 台灣商務 ﹝兵法﹞ 1975 y(7IJ5H0*PKMNQR( 黃石公三略今註今譯 ◎ 魏汝霖 註譯 200

EB010457 台灣商務 ﹝兵法﹞ 1985 y(7IJ5H0*PLMNOM( 諸葛武侯的素養與戰略 ◎ 袁宙宗 著 220

EB010458 國家 ﹝兵法﹞ 1999 y(7IJ5H3*QKQLPO( 諸葛亮的智慧 ◎ 焦韜隱 200

EB010459 三民書局 ﹝兵法﹞ 1996 y(7IJ5H1*OMMPRM( 新譯李衛公問對 (精 ) ◎ 鄔錫非注譯 230

EB010460 三民書局 ﹝兵法﹞ 2008 y(7IJ5H1*OMMPST( 新譯李衛公問對 (二版 ) ◎ 鄔錫非 -注譯 170

EB010461 台灣商務 ﹝兵法﹞ 1975 y(7IJ5H0*PLNNRK(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今註今譯 ◎ 曾 振 註譯 150

EB010462 三民書局 ﹝兵法﹞ 1978 y(7IJ5H1*OKSNSP( 勝利之鑰 ◎ 吳常熙 111

EB010463 左岸 ﹝兵法﹞ 2006 y(7IJ8G7*LROOQS( 共同體 :世界圖像下的台灣 ◎ 林濁水 300

EB010464 黎明文化 ﹝兵法﹞ 2004 y(7IJ5H1*QKRLKS( 戰略概論 [平 ] ◎ 何世同 250

EB010465 黎明文化 ﹝兵法﹞ 2005 y(7IJ5H1*QKRMQT( 中國戰略史 [平 ] ◎ 何世同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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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466 九歌 ﹝兵法﹞ 1999 y(7IJ5H5*QKQMQS( 荒鷲武士 ◎ 板井三郎 280

EB010467 台灣商務 ﹝兵法﹞ 1993 y(7IJ5H0*PKRRPL( 中國古代著名戰役 ◎ 張習孔 著 140

EB010468 萬卷樓 ﹝兵法﹞ 1999 y(7IJ5H7*NTMMTT( 爭霸天下—古代著名戰役 ◎ 田人隆 200

EB010469 三民書局 ﹝兵法﹞ 1987 y(7IJ5H1*TKOTRT( 抗日戰史論集 (平 ) ◎ 劉鳳翰 611

EB010470 台灣商務 ﹝軍需‧後勤﹞ 1998 y(7IJ5H0*PLPNRO( 中國古代士兵生活與征戰 ◎ 劉洪濤 著 200

EB010471 知書房 ﹝軍事技術﹞ 2006 y(7IJ5H8*NMKRST( 戰車 -陸戰之王的過去與未來 ◎ 羅傑、福特 480

EB010472 知書房 ﹝軍事技術﹞ 2005 y(7IJ5H8*NMKSKM( 戰車戰 -陸戰之王的過去與未來 ◎ 克里斯特．喬根森 等 480

EB010473 智庫文化 ﹝軍事技術﹞ 1998 y(7IJ5H8*NTQMRM( 第11次大瘟疫 : 即將爆發的全球生化大戰 ◎ 280

EB010474 藝軒圖書 ﹝軍事技術﹞ 2002 y(7IJ5H6*LQQQPP( 化學‧生物兵器概論 ◎ 張虞安 380

EB010475 台灣商務 ﹝軍事技術﹞ 1994 y(7IJ5H0*PKTLMK( 中國古代兵器 ◎ 王兆春 著 140

EB010476 萬卷樓 ﹝軍事技術﹞ 2000 y(7IJ5H7*NTMRPQ( 決勝戰場—古代兵器 ◎ 楊林書 黃桂貞 200

EB010477 知書房 ﹝陸軍﹞ 2007 y(7IJ5H8*NMKROL( 步兵戰 -二十世紀步兵作戰的理論與運用 ◎ 安德魯．威斯特．巴比爾 480

EB010478 漁人文化 ﹝陸軍﹞ 2006 y(7IJ8G7*KLLMTT( 西點鐵律 ◎ 謝文輝 199

EB010479 知書房 ﹝海軍﹞ 2007 y(7IJ8G6*SRONKR( 航空母艦 -海洋霸主的過去與未來 ◎ 安東尼．普雷斯頓 420

EB010480 知書房 ﹝海軍﹞ 2007 y(7IJ5H8*NMKRRM( 戰艦（新版） ◎ 羅伯特．傑克遜 380

EB010481 知書房 ﹝海軍﹞ 2007 y(7IJ5H8*NMKRNO( 潛艇 -深海幽靈的過去與未來 ◎ 安東尼．普雷斯頓 480

EB010482 智庫文化 ﹝海軍﹞ 1995 y(7IJ5H8*SMTRKL( 戰爭 ◎ 180

EB010483 智庫文化 ﹝海軍﹞ 2005 y(7IJ8G7*MQOKLP( 贏的管理：美國海軍陸戰隊教戰守則 （中英雙書） ◎ 360

EB010484 蘭臺 ﹝海軍﹞ 2006 y(7IJ8G7*QMQLTQ( 浯嶼水寨－一個明代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 ◎ 何孟興 320

EB010485 知書房 ﹝空軍﹞ 2008 y(7IJ5H8*NMKSLT( 轟炸機 -空中堡壘的過去與未來 ◎ 克里斯．錢特 480

EB010486 知書房 ﹝空軍﹞ 2005 y(7IJ5H8*NMKRMR( 戰鬥機 -空中戰鷹的過去與未來 ◎ 羅伯特，傑克遜 480

EB010487 黎明文化 ﹝國防﹞ 2005 y(7IJ5H1*QKRMRQ( 當代國家安全法制探討 [平 ] ◎ 趙明義 290

EB010488 黎明文化 ﹝國防﹞ 2008 y(7IJ5H1*QKRSLS( 偶爾言中 -林中斌前瞻短評 [平 ] ◎ 林中斌 300

EB010489 智庫文化 ﹝國防﹞ 1998 y(7IJ5H8*SMTTPO( 諜變 ◎ 250

EB010490 智庫文化 ﹝國防﹞ 2005 y(7IJ8G7*MQONPK( 以色列情報局 Mossad ◎ 480

EB010491 幼獅文化 ﹝國防﹞ 2004 y(7IJ5H5*ROORMO( 太空情報與國家安全 ◎ 林子洋 220

EB010492 黎明文化 ﹝國防﹞ 2008 y(7IJ5H1*QKRRTP( 三戰風雲 -新形勢下的台海危機 [平 ] ◎ 亓樂義 350

EB010493 三民書局 ﹝史地總論﹞ 1989 y(7IJ5H1*TKORKM( 中國史學發微 (精 ) ◎ 錢穆著 300

EB010494 三民書局 ﹝史地總論﹞ 1981 y(7IJ5H1*TKOSMP(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精 ) ◎ 杜維運 289

EB010496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OOT( 東瀛識略 ◎ 丁紹儀 120

EB010496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OOT( 東瀛識略 ◎ 丁紹儀 120

EB010497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TRP( 海國聞見錄 ◎ 陳倫炯 115

EB010498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SPM( 清初海疆圖說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30

EB010499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7 y(7IJ5H0*MKRRTS( 清朝柔遠記選錄 ◎ 王之春 120

EB010500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RTL( 清裨類鈔選錄 ◎ 徐珂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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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501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TTT( 清職貢圖選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0

EB010502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QPO( 番社采風圖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0

EB010503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QTM( 臺風雜記 ◎ 佐倉孫家 100

EB010504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RNT( 臺海見聞錄 ◎ 董天工 100

EB010505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PRT( 臺陽見聞錄 ◎ 唐贊袞 170

EB010506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RPN( 臺灣三字經 ◎ 王石鵬 120

EB010507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SRQ( 臺灣地輿全圖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0

EB010508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PPP( 臺灣志略 ◎ 李元春 110

EB010509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TPL( 臺灣府輿圖纂要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90

EB010510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PTN( 臺灣紀事 (精裝 ) ◎ 吳子光 180

EB010511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RRR( 臺灣旅行記 ◎ 諸家 120

EB010512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QRS( 臺灣遊記 ◎ 諸家 120

EB010513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TNR( 臺灣輿地彙鈔 ◎ 諸家 105

EB010514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SNS( 臺灣輿圖 ◎ 夏獻綸 110

EB010515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QKT( 裨海紀遊 ◎ 郁永河 150

EB010516 國史館 ﹝史地總論﹞ 1996 y(7IJ5H0*KRTSLO( 廣陽雜記選 ◎ 劉獻廷 110

EB010517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81 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 [精 ] ◎ 何應欽 120

EB010518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87 談史論古 [平 ] ◎ 蘇同炳 105

EB010519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89 走出歷史峽谷 [平 ] ◎ 穆子傑 200

EB010520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91 y(7IJ5H1*QKKTRK( 六朝名士 [平 ] ◎ 張健 300

EB010521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93 y(7IJ5H1*QKMOPP( 史學入門的警惕 [平 ] ◎ 李則芬 150

EB010522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94 y(7IJ5H1*QKNQLM( 中國歷史大事編年 1一10[精 ] ◎ 張習孔 2900

EB010523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95 y(7IJ5H1*QKOLML( 中國學術名著提要 [歷史卷 ]三 [精 ] ◎ 周谷城總主編 780

EB010524 黎明文化 ﹝史地總論﹞ 1998 y(7IJ5H1*QKPNTP( 中國歷史論文集｛上｝[精 ] ◎ 李則芬 700

EB010525 三民書局 ﹝史學﹞ 2008 y(7IJ5H1*OONKTQ( 歷史與人生 ◎ 陳登武 380

EB010526 三民書局 ﹝史學﹞ 2003 y(7IJ5H1*TKORLT( 中國史學發微 (平 ) ◎ 錢穆著 230

EB010527 三民書局 ﹝史學﹞ 1993 y(7IJ5H1*TKOSNM(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平 ) ◎ 杜維運 222

EB010528 三民書局 ﹝史學﹞ 1988 y(7IJ5H1*TKOSQN(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精 ) ◎ 杜維運 211

EB010529 昭明 ﹝史學﹞ 2000 y(7IJ5H0*NNQPNP( 西洋史學史 (昭明 ) ◎ 楊豫 550

EB010530 昭明 ﹝史學﹞ 2005 y(7IJ5H0*NNQSLS( 當代西方史學流派 (再版 )(昭明 ) ◎ 徐浩、侯建新 420

EB010531 昭明 ﹝史學﹞ 2004 y(7IJ8G7*QOKONR( 古典傳統與價值創造 (昭明 ) ◎ Alexander 420

EB010532 昭明 ﹝史學﹞ 2003 y(7IJ8G7*ROQKQL( 二十世紀的史學 (昭明 ) ◎ Georg G. Iggers 280

EB010533 雲龍 ﹝史學﹞ 1999 y(7IJ5H9*QQNONO( 當代史學新趨勢 ◎ ?? 380

EB010534 蘭臺 ﹝史學﹞ 2001 y(7IJ5H0*OMMMTK( 中國史學發微 ◎ 210

EB010535 正中書局 ﹝史學﹞ 2000 y(7IJ5H0*TLKOML( 歷史的真相 ◎ 喬伊絲．艾坡比、琳．亨特、瑪格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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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536 三民書局 ﹝史學﹞ 2006 y(7IJ5H1*OOONNS( 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 ◎ 黃進興 350

EB010537 三民書局 ﹝史學﹞ 2004 y(7IJ5H1*OOKPNS( 歷史地理學 ◎ 姜道章 510

EB010538 三民書局 ﹝史學﹞ 1995 y(7IJ5H1*TLRRQO( 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 (精 ) ◎ 張玉法主編；彭明輝著 400

EB010539 三民書局 ﹝史學﹞ 1995 y(7IJ5H1*TLRRRL( 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 (平 ) ◎ 張玉法主編；彭明輝著 330

EB010540 三民書局 ﹝史學﹞ 1993 y(7IJ5H1*TLOPQP( 憂患與史學 (精 ) ◎ 杜維運 244

EB010541 三民書局 ﹝史學﹞ 1993 y(7IJ5H1*TLOPRM( 憂患與史學 (平 ) ◎ 杜維運 178

EB010542 國家 ﹝史學﹞ 2003 y(7IJ5H3*QKSQPN( 史學史話 ◎ 謝保成 200 

EB010543 三民書局 ﹝史學﹞ 1998 y(7IJ5H1*TMLQTN( 魏晉史學及其他 (精 ) ◎ 逯耀東 300

EB010544 三民書局 ﹝史學﹞ 1998 y(7IJ5H1*TMLRKT( 魏晉史學及其他 (平 ) ◎ 逯耀東 230

EB010545 台灣商務 ﹝史學﹞ 2005 y(7IJ5H0*PLTPKL( 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 ◎ 李國祈 主編 550

EB010546 台灣商務 ﹝史學﹞ 2004 y(7IJ5H0*PLSNSM( 錢穆史學思想研究 ◎ 徐國利 著 320

EB010547 三民書局 ﹝史學﹞ 2000 y(7IJ5H1*TMNLSP( 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 (平 ) ◎ 逯耀東 410

EB010548 三民書局 ﹝史學﹞ 1984 y(7IJ5H1*TKOSOT( 清代史學與史家 (精 ) ◎ 杜維運 256

EB010549 三民書局 ﹝史學﹞ 1991 y(7IJ5H1*TKOSPQ( 清代史學與史家 (平 ) ◎ 杜維運 200

EB010550 三民書局 ﹝史學﹞ 1993 y(7IJ5H1*TLOMPL( 伊本‧赫勒敦 (精 ) ◎ 馬小鶴 322

EB010551 三民書局 ﹝史學﹞ 1993 y(7IJ5H1*TLOMQS( 伊本‧赫勒敦 (平 ) ◎ 馬小鶴 256

EB010552 三民書局 ﹝史學﹞ 1998 y(7IJ5H1*TMLQRT( 胡適與當代史學家 (精 ) ◎ 逯耀東 350

EB010553 三民書局 ﹝史學﹞ 1998 y(7IJ5H1*TMLQSQ( 胡適與當代史學家 (平 ) ◎ 逯耀東 280

EB010554 萬卷樓 ﹝史學﹞ 1994 y(7IJ5H7*NTLKLS(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 (上 ) ◎ 何茲全等 200

EB010555 萬卷樓 ﹝史學﹞ 1994 y(7IJ5H7*NTLKMP(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 (下 ) ◎ 何茲全等 200

EB010556 左岸 ﹝史學﹞ 2008 y(7IJ8G6*RMNKRK( 趣味橫生的時光 ◎ 霍布斯邦 450

EB010557 昭明 ﹝史學參考工具﹞ 2003 y(7IJ8G7*ROQKSP( 昭明歷史手冊 (昭明 ) ◎ 昭明 250

EB010558 三民書局 ﹝史學教育研究﹞ 2006 y(7IJ5H1*TMSNMQ(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 (平 )(修訂二版 ) ◎ 杜維運 140

EB010559 台灣商務 ﹝史學教育研究﹞ 1981 y(7IJ5H0*PKRMMP( 治史經驗談 ◎ 嚴耕望 120

EB010560 台灣商務 ﹝史學教育研究﹞ 2008 y(7IJ5H0*PMNKST( 治史經驗談 - 重編本 ◎ 嚴耕望 180

EB010561 台灣商務 ﹝史學教育研究﹞ 2008 y(7IJ5H0*PMMRRS( 治史答問 - 重編本 ◎ 嚴耕望 220

EB010562 台灣商務 ﹝史學辭典﹞ 1971 y(7IJ5H0*PLPQRL( 歷史學 辭典 ◎ 方 豪 主編 500

EB010563 三民書局 ﹝史學論文集﹞ 1996 y(7IJ5H1*OMNSLO( 古典與現實之間 ◎ 杜正勝 200

EB010564 昭明 ﹝史學論文集﹞ 2006 y(7IJ8G7*LPLNOQ( 布勞岱爾的遺產 (昭明 ) ◎ 陳恒、耿相新 420

EB010565 胡桃木 ﹝史學論文集﹞ 2007 y(7IJ5H8*NMKRKN( (portico)古典傳統與價值創造 ◎ 陳桓 420

EB010566 知書房 ﹝地理學﹞ 1996 y(7IJ5H8*QMMNRL( 清代台灣地圖演變史 ◎ 夏黎明 200

EB010567 國史館 ﹝地理學﹞ 1996 y(7IJ5H0*KRTQNK( 天妃顯聖錄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0

EB010568 國史館 ﹝地理學﹞ 1994 y(7IJ5H0*KOKMTQ( 臺中市珍貴老樹歷史源流與掌故傳說 ◎ 林栭顯 250

EB010569 國史館 ﹝地理學﹞ 1994 y(7IJ5H0*KOLNPO( 臺中縣珍貴老樹巡禮 ◎ 黃文瑞 ,李西勳 ,林栭顯 250

EB010570 國史館 ﹝地理學﹞ 1979 臺南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 ◎ 洪敏麟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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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571 國史館 ﹝地理學﹞ 1996 y(7IJ5H0*KRTOTO( 臺海使槎錄 ◎ 黃叔璥 180

EB010572 群學文化 ﹝地理學﹞ 2005 y(7IJ5H2*STTKTK( 現代地理思想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 Richard Peet 著 王志弘等 譯 600

EB010573 三民書局 ﹝地理學﹞ 2005 y(7IJ5H1*OOLNMK( 地圖學原理 ◎ 潘桂成 400

EB010574 遠足 ﹝地理學﹞ 2002 y(7IJ5H2*SKNLKN( 台灣的古地圖 -明清時期 ◎ 夏黎明 400

EB010575 台灣商務 ﹝地理學﹞ 1972 y(7IJ5H0*PKTRQM( 地理學論文集 ◎ 沙學浚 著 360

EB010576 台灣商務 ﹝地理學﹞ 1993 y(7IJ5H0*PKRQRQ( 中國古代地理學 ◎ 趙 榮 著 140

EB010577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1 y(7IJ5H1*OKQPQP( 中國歷史 ◎ 李國祁 250

EB010578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85 y(7IJ5H1*OKQSKK( 近代中國的成立 (中國史卷五 )(精 ) ◎ 姚大中 444

EB010579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4 y(7IJ5H1*OMKRTK( 中國史 ◎ 林瑞翰 500

EB010580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6 y(7IJ5H1*OOKQSM( 中國通史 (修訂四版 )(甘 ) ◎ 甘懷真 250

EB010581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LTPP( 中國通史 (上 )(四版 ) ◎ 林瑞翰 280

EB010582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5 y(7IJ5H1*OOLTQM( 中國通史 (下 )(四版 ) ◎ 林瑞翰 280

EB010583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89 y(7IJ5H1*TKORQO( 國史新論 (精 ) ◎ 錢穆著 300

EB010584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65 y(7IJ5H0*PKTSSP( 中國古代史 ◎ 夏曾佑 著 400

EB010585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54 y(7IJ5H0*PKKMPR( 中國通史要略 ◎ 繆鳳林 著 360

EB010586 昭明 ﹝中國通史﹞ 2005 y(7IJ8G7*LPLKLS( 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 (昭明 ) ◎ 劉學銚 450

EB010587 雲龍 ﹝中國通史﹞ 1999 y(7IJ5H0*NNQLMM( 歷史的頓挫 (事變卷 )-舊版 ◎ 范炯 280

EB010588 雲龍 ﹝中國通史﹞ 2009 y(7IJ5H9*KSQTTS( 歷史的沉默 ◎ 范炯 200

EB010589 雲龍 ﹝中國通史﹞ 2005 y(7IJ8G7*LPLLMO( 清官貪官各行其道 ◎ 史式 200

EB010590 雲龍 ﹝中國通史﹞ 2005 y(7IJ8G7*QOKSSS( 古來冤案知多少 ◎ 史式 200

EB010591 雲龍 ﹝中國通史﹞ 2001 y(7IJ5H9*QQNTNT( 歷史的迴旋 ◎ 范炯 180

EB010592 雲龍 ﹝中國通史﹞ 2000 y(7IJ5H9*QQNTSO( 歷史的頓挫 -事變卷 ◎ 范炯 280

EB010593 雲龍 ﹝中國通史﹞ 1996 y(7IJ5H9*KSQTSL( 真龍天子人間神 ◎ 王月 200

EB010594 雲龍 ﹝中國通史﹞ 1993 y(7IJ5H9*QQNTRR( 歷史的困惑 -思想者卷 ◎ 范炯 300

EB010595 雲龍 ﹝中國通史﹞ 1991 y(7IJ5H9*QQNTMM( 歷史的瘋狂 ◎ 范炯 170

EB010596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77 臺灣史 ( 金字 ) ◎ 盛清沂 ,王詩琅 ,高樹藩 380

EB010597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64 臺灣史話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20

EB010598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72 臺灣省開闢資料彙編 ◎ 盛清沂 200

EB010599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77 臺灣省開闢資料續編 ◎ 廖漢臣 120

EB010600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76 臺灣通史 ◎ 連雅堂 600

EB010601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85 臺灣開發史話 ◎ 劉寧顏 600

EB010602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85 臺灣開發史話 ◎ 劉寧顏 600

EB010603 國史館 ﹝中國通史﹞ 1975 臺灣歷史圖畫（全4冊） ◎ 毛一波等 300

EB010604 黎明文化 ﹝中國通史﹞ 1988 中國大悲據時代對話 [平 ] ◎ 無名氏 170

EB010605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92 y(7IJ5H0*TKQKRN( 中國通史 (上 )重排本 ◎ 羅香林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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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606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92 y(7IJ5H0*TKQKRN( 中國通史 (上 )重排本 ◎ 羅香林 230

EB010607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92 y(7IJ5H0*TKPTQK( 中國通史 (下 ) 重排本 ◎ 羅香林 230

EB010608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92 y(7IJ5H0*TKPTQK( 中國通史 (下 ) 重排本 ◎ 羅香林 230

EB010609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89 y(7IJ5H0*TKKKKM( 宋代政治史 ◎ 林瑞翰 310

EB010610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99 y(7IJ5H0*TLMMLK( 中國歷史故事 (一 )(中文讀物三 )平 ◎ 國編館 345

EB010611 正中書局 ﹝中國通史﹞ 1990 y(7IJ5H0*TKLSRK( 中國歷史故事 (二 )中文讀物四2版 ◎ 國立編譯館主編 380

EB010612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9 y(7IJ5H1*OKQPRM( 中國歷史系統圖 ◎ 顏仰雲編繪 778

EB010613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6 y(7IJ5H1*OMQTRQ( 史記評賞 ◎ 賴漢屏 200

EB010614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3 y(7IJ5H1*ONRTTQ( 史記的人物世界 ◎ 林聰舜 150

EB010615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SMLN( 新譯史記 (一 )本紀 ◎ 韓兆琦 -注譯 510

EB010616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TTPL( 新譯史記 (二 )表 ◎ 韓兆琦 -注譯 380

EB010617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TTQS( 新譯史記 (三 )書 ◎ 韓兆琦 -注譯 300

EB010618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TTRP( 新譯史記 (四 )世家 (1) ◎ 韓兆琦 -注譯 450

EB010619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TTSM( 新譯史記 (五 )世家 (2) ◎ 韓兆琦 -注譯 400

EB010620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OTTTT( 新譯史記 (六 )列傳 (1) ◎ 韓兆琦 -注譯 640

EB010621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PKKKL( 新譯史記 (七 )列傳 (2) ◎ 韓兆琦 -注譯 600

EB010622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PKKLS( 新譯史記 (八 )列傳 (3) ◎ 韓兆琦 -注譯 610

EB010623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1*OPKLMO( 新譯史記 (一 )~(八 )(精 )(八冊不分售 ) ◎ 韓兆琦 -注譯 4800

EB010624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7 y(7IJ5H1*TMRSMO( 抑鬱與超越 -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 逯耀東 400

EB010625 小魯文化 ﹝中國通史﹞ 2007 y(7IJ5H5*RKSTRT( 史記 (上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626 小魯文化 ﹝中國通史﹞ 2007 y(7IJ5H5*RKSTSQ( 史記 (下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627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81 y(7IJ5H0*PLLKPP( 史記 ◎ 司馬遷 [漢 ]撰 620

EB010628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2003 y(7IJ5H0*PLRQTT( 司馬遷與史記 -經驗築成的巨塔 ◎ 左海倫 著 200

EB010629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64 y(7IJ5H0*PKNRMM( 史記 ◎ 胡懷琛 選註 250

EB010630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KTNMS( 史記今註 (一 ) ◎ 馬持盈 註 400

EB010631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LOQSL( 史記今註 (二 ) ◎ 馬持盈 註 297

EB010632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LOQSL( 史記今註 (二 ) ◎ 馬持盈 註 400

EB010633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LNPLQ( 史記今註 (三 ) ◎ 馬持盈 註 460

EB010634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LLRRM( 史記今註 (五 ) ◎ 馬持盈 註 380

EB010635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LMPKM( 史記今註 (六 ) ◎ 馬持盈 註 380

EB010636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79 y(7IJ5H0*PLMOTQ( 史記今註 (四 ) ◎ 馬持盈 註 360

EB010637 東方出版 ﹝中國通史﹞ 2007 y(7IJ5H5*RKSTRT( 史記 (上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638 東方出版 ﹝中國通史﹞ 2007 y(7IJ5H5*RKSTSQ( 史記 (下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639 國家 ﹝中國通史﹞ 1995 y(7IJ5H3*QKNQTQ( 史記故事 ◎ 王越然 250 

EB010640 國家 ﹝中國通史﹞ 1995 y(7IJ5H3*QKNQST( 史記解題 ◎ 吳福助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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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641 萬卷樓 ﹝中國通史﹞ 1995 y(7IJ5H7*NTLNTL( 話說史記 ◎ 蔡信發 220

EB010642 萬卷樓 ﹝中國通史﹞ 2007 y(7IJ8G7*KMLQQN( 史記會注考證 ◎ 瀧川龜太郎 800

EB010643 藝術家 ﹝中國通史﹞ 2006 y(7IJ8G7*KNOKPM( 全球在地化 --台灣新建築2000-2005 ◎ 劉育東 策畫 900

EB010644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8 y(7IJ5H1*TMMPNT( 三國典略輯校 (精 ) ◎ 唐‧丘悅撰；杜德橋 (GlEnDudbridgE)、趙超輯校 300

EB010645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8 y(7IJ5H1*TMMPOQ( 三國典略輯校 (平 ) ◎ 唐‧丘悅撰；杜德橋 (GlEnDudbridgE)、趙超輯校 230

EB010646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85 y(7IJ5H0*PLLLNK( 資治通鑑嘉言 ◎ 陳光天 選輯 160

EB010647 黎明文化 ﹝中國通史﹞ 1993 y(7IJ5H1*QKMRKR( 資治通鑑 [一至八 ][平 ] ◎ 熊侃等撰文 ; 黃金昌等繪圖 ; 戚宜君審訂 3200

EB010648 黎明文化 ﹝中國通史﹞ 1993 y(7IJ5H1*QKMQLP( 資治通鑑 [一至八 ][精 ] ◎ 熊侃等撰文 ; 黃金昌等繪圖 ; 戚宜君審訂 3600

EB010649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2 y(7IJ5H1*OKQSRT( 通鑑紀事本末1 / 6(平 ) ◎ 袁樞著 1250

EB010650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89 y(7IJ5H0*PLMKQT( 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 丁鳳麟 編 140

EB010651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94 y(7IJ5H0*PKSRKN( 中國歷史上重要革新與變法 ◎ 徐 凱 著 140

EB010652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90 y(7IJ5H0*PKLNRR( 中國十大開國皇帝 ◎ 趙雲田 編著 100

EB010653 智庫文化 ﹝中國通史﹞ 2003 y(7IJ8G7*SSKMKS( 禁城夕陽 (1)：暮廷朝旭 ◎ 340

EB010654 智庫文化 ﹝中國通史﹞ 2003 y(7IJ8G7*SSKLTM( 禁城夕陽 (2)：兩宮異轍 ◎ 340

EB010655 智庫文化 ﹝中國通史﹞ 2003 y(7IJ8G7*SSKLSP( 禁城夕陽 (3)：龍折鳳摧 ◎ 340

EB010656 萬卷樓 ﹝中國通史﹞ 1994 y(7IJ5H7*NTKTTS( 明清宮廷祕史 ◎ 趙雲田 130

EB010657 萬卷樓 ﹝中國通史﹞ 1999 y(7IJ5H7*NTMPOL( 挑戰歷史 ◎ 韓廷一 280

EB010658 萬卷樓 ﹝中國通史﹞ 2001 y(7IJ5H7*NTNMTQ( 顛覆歷史 ◎ 韓廷一 280

EB010659 萬卷樓 ﹝中國通史﹞ 1999 y(7IJ5H7*NTMPMR( 閃光的寶帶—古代絲綢之路 ◎ 袁森坡 200

EB010660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63 y(7IJ5H0*PKTKKR( 中國大事年表 ◎ 陳慶麒 編纂 300

EB010661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8 y(7IJ5H1*TKORRL( 國史新論 (平 ) ◎ 錢穆著 250

EB010662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4 y(7IJ5H1*TMROSK( 國史新論 (三版 ) ◎ 錢穆著 270

EB010663 萬卷樓 ﹝中國通史﹞ 2009 y(7IJ5H7*NTQOQO( 史通通論 ◎ 莊萬壽 240

EB010664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2 y(7IJ5H1*OKQQKM( 中國通史 (上 ) ◎ 李方晨 211

EB010665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1992 y(7IJ5H1*OKQQLT( 中國通史 (下 ) ◎ 李方晨 211

EB010666 三民書局 ﹝中國通史﹞ 2006 y(7IJ5H1*ONQRLP( 笑談中國歷史 ◎ 林淑珺 -編著 200

EB010667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2003 y(7IJ5H0*PLRRRO( 中國歷代創業帝王 ◎ 王壽南 著 350

EB010668 台灣商務 ﹝中國通史﹞ 1965 y(7IJ5H0*PLLPPK( 國史大綱 ◎ 錢 穆 著 720

EB010669 萬卷樓 ﹝中國通史﹞ 2008 y(7IJ5H7*NTQNTQ( 案頭春秋 ◎ 張素貞 300

EB010670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理論﹞ 2005 y(7IJ5H1*TMRPMR( 中國歷史研究法 ◎ 錢穆著 160

EB010671 台灣商務 ﹝中國史學理論﹞ 1966 y(7IJ5H0*PLLNKR( 中國歷史研究法 ◎ 梁啟超 著 150

EB010672 台灣商務 ﹝中國史學理論﹞ 1966 y(7IJ5H0*PMNOMN( 中國歷史研究法 (含補編 ) ◎ 梁啟超 著 280

EB010673 蘭臺 ﹝中國史學理論﹞ 2001 y(7IJ5H0*OMMMSN( 中國歷史研究法 ◎ 150

EB010674 正中書局 ﹝中國史學理論﹞ 2000 y(7IJ5H0*TLLMRP( 中國歷史發展理論 ◎ 杜奉賢著 130

EB010675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2008 y(7IJ5H1*OOLNKQ(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 余英時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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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676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1985 y(7IJ5H1*TKOSSR( 歷史與人物 (精 ) ◎ 吳相湘 367

EB010677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1985 y(7IJ5H1*TKOSTO( 歷史與人物 (平 ) ◎ 吳相湘 300

EB010678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1995 y(7IJ5H1*TLSMSK(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精 ) ◎ 余英時 280

EB010679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1998 y(7IJ5H1*TMMNRT( 結網編 (精 ) ◎ 黃清連編 490

EB010680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1998 y(7IJ5H1*TMMNSQ( 結網編 (平 ) ◎ 黃清連編 420

EB010681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2003 y(7IJ5H1*TMROOM( 結網二編 (精 ) ◎ 周樑楷編 520

EB010682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論集﹞ 2003 y(7IJ5H1*TMROPT( 結網二編 (平 ) ◎ 周樑楷編 450

EB010683 台灣商務 ﹝中國史學論集﹞ 2007 y(7IJ5H0*PMLROK( 照照歷史的鏡子 ◎ 王壽南 250

EB010684 台灣商務 ﹝中國史學論集﹞ 1986 y(7IJ5H0*PLKLNN( 中國歷史論文集 ◎ 許倬雲 等著 450

EB010685 台灣商務 ﹝中國史學論集﹞ 1992 y(7IJ5H0*PKPMLO( 古人古事探源流 ◎ 練美成 著 140

EB010686 台灣商務 ﹝中國史學論集﹞ 1996 y(7IJ5H0*PLMPLT( 歷史廣角鏡 ◎ 蘇同炳 撰 280

EB010687 蘭臺 ﹝中國史學論集﹞ 2001 y(7IJ5H0*OMMMOP( 中國歷史精神 ◎ 150

EB010688 蘭臺 ﹝中國史學論集﹞ 2001 y(7IJ5H0*OMMMQT( 國史新論 ◎ 240

EB010689 三民書局 ﹝中國史學叢書﹞ 2000 y(7IJ5H1*TMNLRS( 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 (精 ) ◎ 逯耀東 480

EB010690 三民書局 ﹝中國史研究﹞ 2004 y(7IJ5H1*OOKMRT( 新史學之路 ◎ 杜正勝 400

EB010691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1 228事件文獻輯錄（精）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 580

EB010692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2 y(7IJ5H0*KKQOLO( 228事件文獻續錄（精）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 660

EB010693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56 日據下之臺政（1） ◎ 井出季和太 360

EB010694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56 日據下之臺政（2） ◎ 井出季和太 360

EB010695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56 日據下之臺政（3） ◎ 井出季和太 360

EB010696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8 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1） ◎ 程大學 ,許錫專 200

EB010697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8 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2） ◎ 程大學 ,許錫專 200

EB010698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碑文集成 ◎ 陳文達 . 鄭喜夫 . 莊世宗 150

EB010699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8 臺灣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1) ◎ 五○年代工作小組 350

EB010700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8 臺灣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2) ◎ 五○年代工作小組 350

EB010701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8 臺灣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3) ◎ 五○年代工作小組 350

EB010702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8 臺灣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4) ◎ 五○年代工作小組 350

EB010703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8 臺灣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5) ◎ 五○年代工作小組 350

EB010704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6 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 ◎ 程大學 120

EB010705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5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10輯 ) ◎ 林衡道 250

EB010706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6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11輯 ) ◎ 林衡道 250

EB010707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7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12輯 ) ◎ 陳澤 250

EB010708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47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1輯 )（下） ◎ 李汝和 250

EB010709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47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1輯 )（上） ◎ 李汝和 250

EB010710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67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2輯 ) ◎ 李汝和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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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711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68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3輯 ) ◎ 李汝和 250

EB010712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68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4輯 ) ◎ 李汝和 250

EB010713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0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5輯 ) ◎ 李汝和 250

EB010714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4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6輯 ) ◎ 李汝和 250

EB010715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4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7輯 ) ◎ 李汝和 250

EB010716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3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8輯 ) ◎ 林衡道 250

EB010717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4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 (第9輯 ) ◎ 林衡道 250

EB010718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0*LKLROO( 戒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六事件 ◎ 吳文星 250

EB010719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0*LKLRMK( 戒嚴林正亨的生與死 ◎ 許雪姬 260

EB010720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0*LKLRNR( 戒嚴美麗島事件 ◎ 黃富三 300

EB010721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8 戒嚴時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 -中外檔案 (平 ) ◎ 50年代工作小組 300

EB010722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0*LKLRPL( 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 ◎ 吳文星 . 許雪姬 200

EB010723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0*LKLRQS( 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與口述歷史 ◎ 黃富三 260

EB010724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0*LKLRLN( 戒嚴崔小萍事件 ◎ 朱德蘭 500

EB010725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3 省政綴言（下）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250

EB010726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73 省政綴言（上）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250

EB010727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5 慶祝臺灣光復50週年口述歷史專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50

EB010728 國史館 ﹝中國斷代史﹞ 1995 慶祝臺灣光復50週年紀念明信片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整理組 250

EB010729 萬卷樓 ﹝中國斷代史﹞ 1990 y(7IJ5H5*NOKMNK( 中國文化研究年鑒 (1989年 ) ◎ 湯一介 1500

EB010730 蘭臺 ﹝中國斷代史﹞ 2001 y(7IJ5H9*LPOQLL( 中國文化小叢書（套） ◎ 2390

EB010731 黎明文化 ﹝中國斷代史﹞ 1980 北伐統一 [一 ][精 ] ◎ 蔣緯國 280

EB010732 黎明文化 ﹝中國斷代史﹞ 1980 北伐統一 [二 ][精 ] ◎ 蔣緯國 280

EB010733 黎明文化 ﹝中國斷代史﹞ 1984 中華民國建國史綱 [平 ] ◎ 賀允宜 200

EB010734 台灣商務 ﹝先秦﹞ 1966 y(7IJ5H0*PLLSSS( 先秦史 ◎ 黎東方 著 220

EB010735 知書房 ﹝先秦﹞ 2009 y(7IJ8G7*LPLNTL( 圖說傳說時代、夏、商、西周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736 知書房 ﹝先秦﹞ 2009 y(7IJ8G7*LPLOQT( 圖說春秋、戰國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737 知書房 ﹝先秦﹞ 2009 y(7IJ8G7*LPLOSN( 圖說秦、漢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738 知書房 ﹝先秦﹞ 2007 y(7IJ5H8*NMKSRL( 中國歷史故事 -先秦卷 ◎ 商慶夫、王萍 320

EB010739 知書房 ﹝先秦﹞ 2007 y(7IJ5H8*NMKSSS( 中國歷史故事 -秦漢卷 ◎ 左振坤、張濤、商逸 320

EB010740 知書房 ﹝先秦﹞ 2004 y(7IJ8G7*QOKMKS( 中國歷史故事 -秦漢卷 ◎ 左振坤 . 張濤 . 商逸 320

EB010741 知書房 ﹝先秦﹞ 2004 y(7IJ8G7*QOKLTM( 中國歷史故事 -先秦卷 ◎ 商慶夫 . 王萍 320

EB010742 知書房 ﹝先秦﹞ 1995 y(7IJ5H8*QMMLSK( 秦始皇 ◎ 王小方 250

EB010743 雲龍 ﹝先秦﹞ 2006 y(7IJ8G7*QOKSKM( 文學名篇選讀．先秦卷 ◎ 夏傳才 200

EB010744 雲龍 ﹝先秦﹞ 2003 y(7IJ8G7*TNSMQS( 先秦史 ◎ 翦伯贊 380

EB010745 雲龍 ﹝先秦﹞ 2003 y(7IJ8G7*TNSLQT( 秦漢史 ◎ 翦伯贊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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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746 鳳凰 ﹝先秦﹞ 2007 y(7IJ8G7*LPLOTK( (鳳凰 )圖說秦．漢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747 鳳凰 ﹝先秦﹞ 2006 y(7IJ8G7*LPLORQ( (鳳凰 )圖說春秋．戰國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748 鳳凰 ﹝先秦﹞ 2006 y(7IJ8G7*LPLOKR( (鳳凰 )圖說傳說時代．夏．商．西周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749 蘭臺 ﹝先秦﹞ 2003 y(7IJ5H9*LPOTQN( 秦史探索（精裝） ◎ 何清谷 800

EB010750 蘭臺 ﹝先秦﹞ 2001 y(7IJ5H9*LPOPLM(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創刊號 ◎ 680

EB010751 蘭臺 ﹝先秦﹞ 2002 y(7IJ5H9*LPOSPR(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第二期 ◎ 680

EB010752 蘭臺 ﹝先秦﹞ 2003 y(7IJ8G7*QMQKMS( 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刊 第三期 ◎ 680

EB010753 蘭臺 ﹝先秦﹞ 2002 y(7IJ5H9*LPOSNN( 中國中古史研究 創刊號 ◎ 680

EB010754 蘭臺 ﹝先秦﹞ 2003 y(7IJ5H9*LPOTRK(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二期 ◎ 680

EB010755 蘭臺 ﹝先秦﹞ 2004 y(7IJ8G7*QMQKPT(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三期 ◎ 680

EB010756 蘭臺 ﹝先秦﹞ 2005 y(7IJ8G7*QMQMSS( 中國中古史研究第四、五期合刊 ◎ 800

EB010757 蘭臺 ﹝先秦﹞ 2006 y(7IJ8G7*QMQOPP(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六期 ◎ 800

EB010758 蘭臺 ﹝先秦﹞ 2007 y(7IJ8G7*QMQPQL(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七期 ◎ 800

EB010759 黎明文化 ﹝先秦﹞ 1999 y(7IJ5H1*QKPOTO( 鎔裁文史的經典 -左傳 [平 ] ◎ 簡宗梧 200

EB010760 蘭臺 ﹝先秦﹞ 2004 y(7IJ8G7*QMQLRM( 中國上古史論文集第二本 ◎ 王仲孚 420

EB010761 台灣商務 ﹝先秦﹞ 1994 y(7IJ5H0*PLKKST( 尚書大傳逐字索引 ◎ 劉殿爵 編 500

EB010762 台灣商務 ﹝先秦﹞ 1969 y(7IJ5H0*PKOPQT( 尚書今註今譯 ◎ 屈萬里 註譯 200

EB010763 三民書局 ﹝先秦﹞ 1980 y(7IJ5H1*OKRMQP( 新譯尚書讀本 (精 ) ◎ 吳璵 -注譯 144

EB010764 三民書局 ﹝先秦﹞ 2001 y(7IJ5H1*OKRMRM( 新譯尚書讀本 (二版 ) ◎ 吳璵 -注譯 150

EB010765 台灣商務 ﹝先秦﹞ 2009 y(7IJ5H0*PMONNS( 尚書今註今譯 (新版 ) ◎ 屈萬里 註譯 王雲五主編 330

EB010766 三民書局 ﹝先秦﹞ 1994 y(7IJ5H1*TLQLLS( 尚書學述 (上 )(精 ) ◎ 李振興 322

EB010767 三民書局 ﹝先秦﹞ 1994 y(7IJ5H1*TLQLNM( 尚書學述 (下 )(精 ) ◎ 李振興 667

EB010768 三民書局 ﹝先秦﹞ 1994 y(7IJ5H1*TLQLPQ( 尚書學述 (上 )(平 ) ◎ 李振興 256

EB010769 三民書局 ﹝先秦﹞ 1994 y(7IJ5H1*TLQLRK( 尚書學述 (下 )(平 ) ◎ 李振興 600

EB010770 台灣商務 ﹝先秦﹞ 1999 y(7IJ5H0*PLPMRP( 西周史 ◎ 楊 寬 著 680

EB010771 台灣商務 ﹝先秦﹞ 1990 y(7IJ5H0*PKMNTS( 春秋人譜 ◎ 程發軔 編著 280

EB010772 台灣商務 ﹝先秦﹞ 2007 y(7IJ5H0*PMLMTK( 五霸七雄 ◎ 張家洋 120

EB010773 萬卷樓 ﹝先秦﹞ 2000 y(7IJ5H7*NTNMLK( 亂世稱雄—春秋五霸 ◎ 晁福林 200

EB010774 三民書局 ﹝先秦﹞ 1996 y(7IJ5H1*OMLQQR( 新譯吳越春秋 (精 ) ◎ 黃仁生注譯；李振興校閱 310

EB010775 三民書局 ﹝先秦﹞ 1996 y(7IJ5H1*OMLQRO( 新譯吳越春秋 (平 ) ◎ 黃仁生注譯；李振興校閱 240

EB010776 台灣商務 ﹝先秦﹞ 1994 y(7IJ5H0*PKSTNM( 吳越春秋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900

EB010777 三民書局 ﹝先秦﹞ 1997 y(7IJ5H1*OMQMOM( 新譯越絕書 (精 ) ◎ 劉建國注譯；黃俊郎校閱 270

EB010778 三民書局 ﹝先秦﹞ 1997 y(7IJ5H1*OMQMPT( 新譯越絕書 (平 ) ◎ 劉建國注譯；黃俊郎校閱 200

EB010779 台灣商務 ﹝先秦﹞ 1994 y(7IJ5H0*PKSTQN( 越絕書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000

EB010780 台灣商務 ﹝先秦﹞ 2006 y(7IJ5H0*PMKQPL( 春秋三傳比義 (下 ) ◎ 傅隸樸 (撰 )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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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781 台灣商務 ﹝先秦﹞ 2006 y(7IJ5H0*PMKQOO( 春秋三傳比義 (上 ) ◎ 傅隸樸 (撰 ) 690

EB010782 萬卷樓 ﹝先秦﹞ 2000 y(7IJ5H7*NTMQRL( 春秋胡氏學 ◎ 宋鼎宗 400

EB010783 三民書局 ﹝先秦﹞ 1989 y(7IJ5H1*OLSLTN( 春秋要領 (精 ) ◎ 程發軔編著 367

EB010784 三民書局 ﹝先秦﹞ 1996 y(7IJ5H1*OLSMKT( 春秋要領 (平 ) ◎ 程發軔編著 300

EB010785 三民書局 ﹝先秦﹞ 1998 y(7IJ5H1*OMRPOQ( 新譯公羊傳 (精 ) ◎ 雪克 -注譯；周鳳五 -校閱 500

EB010786 三民書局 ﹝先秦﹞ 2008 y(7IJ5H1*OMRPPN( 新譯公羊傳 (二版 ) ◎ 雪克 -注譯、周鳳五 -校閱 440

EB010787 三民書局 ﹝先秦﹞ 2007 y(7IJ5H1*ONTKOO( 新譯春秋繁露 (上 )(平 ) ◎ 朱永嘉、王知常 -注譯 680

EB010788 三民書局 ﹝先秦﹞ 2007 y(7IJ5H1*OOROLO( 新譯春秋繁露 (下 )(平 ) ◎ 朱永嘉、王知常 -注譯 600

EB010789 台灣商務 ﹝先秦﹞ 1973 y(7IJ5H0*PKTMON( 春秋公羊傳今註今譯 (校訂本 ) ◎ 李宗侗 註譯 580

EB010790 台灣商務 ﹝先秦﹞ 1984 y(7IJ5H0*PKPQST( 春秋繁露今註今譯 ◎ 賴炎元 註譯 400

EB010791 三民書局 ﹝先秦﹞ 1998 y(7IJ5H1*OMQSSO( 新譯穀梁傳 (精 ) ◎ 顧寶田注譯；葉國良校閱 420

EB010792 三民書局 ﹝先秦﹞ 1998 y(7IJ5H1*OMQSTL( 新譯穀梁傳 (平 ) ◎ 顧寶田 -注譯；葉國良 -校閱 350

EB010793 三民書局 ﹝先秦﹞ 2000 y(7IJ5H1*OMTRNL( 新譯春秋穀梁傳 (上 / 下 ) ◎ 周何注譯 770

EB010794 三民書局 ﹝先秦﹞ 2000 y(7IJ5H1*OMTROS( 新譯春秋穀梁傳 (上 / 下 ) ◎ 周何注譯 670

EB010795 台灣商務 ﹝先秦﹞ 1994 y(7IJ5H0*PKTRMO( 春秋穀梁傳今註今譯 ◎ 薛安勤 註譯 600

EB010796 三民書局 ﹝先秦﹞ 2009 y(7IJ5H1*ONQNLT( 新譯左傳讀本 (中 )(平 ) ◎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 -注譯；傅武光 -校閱 500

EB010797 三民書局 ﹝先秦﹞ 2007 y(7IJ5H1*ONQNLT( 新譯左傳讀本 (下 )(平 )(二版 ) ◎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 -注譯、傅武光 -校閱 500

EB010798 三民書局 ﹝先秦﹞ 2002 y(7IJ5H1*ONQNNN( 新譯左傳讀本 (中 )(精 ) ◎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注譯；傅武光校閱 600

EB010799 三民書局 ﹝先秦﹞ 2002 y(7IJ5H1*ONQNNN( 新譯左傳讀本 (下 )(精 ) ◎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 -注譯；傅武光 -校閱 600

EB010800 三民書局 ﹝先秦﹞ 2009 y(7IJ5H1*ONQNLT( 新譯左傳讀本 (上 )(平 ) ◎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注譯；傅武光校閱 500

EB010801 三民書局 ﹝先秦﹞ 2002 y(7IJ5H1*ONQNNN( 新譯左傳讀本 (上 )(精 ) ◎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注譯；傅武光校閱 600

EB010802 台灣商務 ﹝先秦﹞ 1971 y(7IJ5H0*PKRKOL(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下 ) ◎ 李宗侗 註譯 450

EB010803 台灣商務 ﹝先秦﹞ 1971 y(7IJ5H0*PKRKMR(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上 ) ◎ 李宗侗 註譯 500

EB010804 台灣商務 ﹝先秦﹞ 1971 y(7IJ5H0*PKRKNO(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中 ) ◎ 李宗侗 註譯 450

EB010805 台灣商務 ﹝先秦﹞ 2009 y(7IJ5H0*PMONSN(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新版 ) (下 ) ◎ 李宗侗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650

EB010806 台灣商務 ﹝先秦﹞ 2009 y(7IJ5H0*PMONQT(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新版 ) (上 ) ◎ 李宗侗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650

EB010807 台灣商務 ﹝先秦﹞ 2009 y(7IJ5H0*PMONRQ(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新版 ) (中 ) ◎ 李宗侗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650

EB010808 三民書局 ﹝先秦﹞ 1991 y(7IJ5H1*OLRPRS( 新譯東萊博議 (精 ) ◎ 李振興、簡宗梧注譯 511

EB010809 三民書局 ﹝先秦﹞ 1991 y(7IJ5H1*OLRPSP( 新譯東萊博議 (平 ) ◎ 李振興、簡宗梧注譯 450

EB010810 三民書局 ﹝先秦﹞ 1997 y(7IJ5H1*TMLQNL( 左海鉤沈 (精 ) ◎ 劉正浩 270

EB010811 三民書局 ﹝先秦﹞ 1997 y(7IJ5H1*TMLQOS( 左海鉤沈 (平 ) ◎ 劉正浩 200

EB010812 台灣商務 ﹝先秦﹞ 1997 y(7IJ5H0*PLNSKQ( 洪亮吉左傳詁斠正 ◎ 郭鵬飛 著 250

EB010813 萬卷樓 ﹝先秦﹞ 2000 y(7IJ5H7*NTNLSK( 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賦詩 ◎ 陳致宏 320

EB010814 萬卷樓 ﹝先秦﹞ 2000 y(7IJ5H7*NTNLTR( 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 ◎ 陳致宏 320

EB010815 萬卷樓 ﹝先秦﹞ 2003 y(7IJ5H7*NTOPNS( 追尋與傳釋—左繡對左傳的接受 ◎ 蔡妙真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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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816 三民書局 ﹝先秦﹞ 1995 y(7IJ5H1*OMKOOS( 新譯國語讀本 (精 )25K ◎ 易中天注譯；侯迺慧校閱 560

EB010817 三民書局 ﹝先秦﹞ 2004 y(7IJ5H1*ONTNRM( 新譯國語讀本 (平 )18K ◎ 易中天 -注譯；侯迺慧 -校閱 410

EB010818 台灣商務 ﹝先秦﹞ 1997 y(7IJ5H0*PLOLQM( 戰國史 ◎ 楊 寬 著 490

EB010819 萬卷樓 ﹝先秦﹞ 2001 y(7IJ5H7*NTNOKL( 縱橫天下—戰國七雄 ◎ 張文質 200

EB010820 台灣商務 ﹝先秦﹞ 2002 y(7IJ5H0*PLROOQ(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 楊 寬 編著 950

EB010821 三民書局 ﹝先秦﹞ 1996 y(7IJ5H1*OMKOSQ( 新譯戰國策 (上 )(精 )25K ◎ 溫洪隆注譯；陳滿銘校閱 480

EB010822 三民書局 ﹝先秦﹞ 1996 y(7IJ5H1*OMNSOP( 新譯戰國策 (下 )(精 )25K ◎ 溫洪隆注譯；陳滿銘校閱 510

EB010823 三民書局 ﹝先秦﹞ 2006 y(7IJ5H1*OOKLSR( 新譯戰國策 (上 )(二版 )18K ◎ 溫洪隆注譯；陳滿銘校閱 400

EB010824 三民書局 ﹝先秦﹞ 2006 y(7IJ5H1*OOKLTO( 新譯戰國策 (下 )(二版 )18K ◎ 溫洪隆注譯；陳滿銘校閱 430

EB010825 台灣商務 ﹝先秦﹞ 1992 y(7IJ5H0*PKONRS( 戰國策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2115

EB010826 台灣商務 ﹝先秦﹞ 1992 y(7IJ5H0*PKONRS( 戰國策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2300

EB010827 三民書局 ﹝先秦﹞ 2008 y(7IJ5H1*OOTTLN( 秦漢史話 (二版 ) ◎ 陳致平 350

EB010828 三民書局 ﹝先秦﹞ 2009 y(7IJ5H1*OPLMKQ( 秦漢史－帝國的成立 ◎ 王子今 450

EB010829 三民書局 ﹝先秦﹞ 1992 y(7IJ5H1*TKORTP( 秦漢史 (平 ) ◎ 錢穆著 230

EB010830 三民書局 ﹝先秦﹞ 1987 y(7IJ5H1*TKOSLS( 秦漢史論稿 (平 ) ◎ 邢義田 433

EB010831 三民書局 ﹝先秦﹞ 2008 y(7IJ5H1*OOTOSR( 一統中國：秦始皇 ◎ 景崇蘭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0832 台灣商務 ﹝先秦﹞ 2007 y(7IJ5H0*PMLPLL( 秦始皇 ◎ 王壽南 120

EB010833 台灣商務 ﹝先秦﹞ 2004 y(7IJ5H0*PLSTTN( 秦始皇傳 ◎ 張分田 著 650

EB010834 國家 ﹝先秦﹞ 1997 y(7IJ5H3*QKPNOS( 細說楚漢風雲 ◎ 邱禾日 180 

EB010835 萬卷樓 ﹝先秦﹞ 2000 y(7IJ5H7*NTNKNQ( 楚漢相爭誰為雄—劉邦與項羽 ◎ 周溯源 200

EB010836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 1987 y(7IJ5H1*TKOSKL( 秦漢史論稿 (精 ) ◎ 邢義田 500

EB010837 小魯文化 ﹝漢及三國﹞ 2008 y(7IJ5H5*RKTKSM( 前後漢 (上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838 小魯文化 ﹝漢及三國﹞ 2008 y(7IJ5H5*RKTKSM( 前後漢 (下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839 東方出版 ﹝漢及三國﹞ 2008 y(7IJ5H5*RKTKSM( 前後漢 (上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840 東方出版 ﹝漢及三國﹞ 2008 y(7IJ5H5*RKTKSM( 前後漢 (下 ) ◎ 東方編輯小組 220

EB010841 知書房 ﹝漢及三國﹞ 2009 y(7IJ8G7*LPLPLN( 圖說三國、兩晉、南北朝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842 知書房 ﹝漢及三國﹞ 2005 y(7IJ5H8*QMMKPK( 漢武帝 (新版 )(米娜貝爾 ) ◎ 榮真 250

EB010843 知書房 ﹝漢及三國﹞ 1998 y(7IJ5H8*QMMQSP( 王莽 ◎ 榮真 250

EB010844 鳳凰 ﹝漢及三國﹞ 2007 y(7IJ8G7*LPLPMK( 圖說三國．兩晉．南北朝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845 蘭臺 ﹝漢及三國﹞ 2003 y(7IJ8G7*QMQKOM( 中國中古史探研 ◎ 邱炫煜 280

EB010846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 2008 y(7IJ5H1*OOTQKT( 開疆闢土：漢武帝 ◎ 林佩欣 -著；趙智成 -繪 100

EB010847 台灣商務 ﹝漢及三國﹞ 2005 y(7IJ5H0*PLTQOS( 漢武帝傳 ◎ 楊生民 400

EB010848 台灣商務 ﹝漢及三國﹞ 1981 y(7IJ5H0*PMMTPM( 漢書 (POD) ◎ 班 固 [漢 ]撰 1320

EB010849 台灣商務 ﹝漢及三國﹞ 1981 y(7IJ5H0*PLQQQL( 後漢書 ◎ 范 曄 撰 800

EB010850 台灣商務 ﹝漢及三國﹞ 1994 y(7IJ5H0*PLKKRM( 東觀漢記逐字索引 ◎ 劉殿爵 編 2500



 - 311 - 

．
︹
唐
及
五
代
︺
．

EB010851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 2008 y(7IJ5H1*OPKQPK( 三國史話 (二版 ) ◎ 陳致平 180

EB010852 台灣商務 ﹝漢及三國﹞ 2010 y(7IJ5H0*PLLKSQ( 三國志 (POD) ◎ 陳 壽 撰 490

EB010853 國家 ﹝漢及三國﹞ 2006 y(7IJ5H3*QKTTPR( 白話三國志 (全二冊 ,不分售 ) ◎ 王靜芝等 600 

EB010854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 1986 y(7IJ5H1*OLOLLT( 三國人物與故事 (平 ) ◎ 倪世槐 70

EB010855 知書房 ﹝晉及南北朝﹞ 2009 y(7IJ8G7*LPLPNR( 圖說隋、唐、五代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856 知書房 ﹝晉及南北朝﹞ 2007 y(7IJ5H8*NMKSTP( 中國歷史故事 -三國魏晉南北朝 ◎ 徐紹清 320

EB010857 知書房 ﹝晉及南北朝﹞ 2007 y(7IJ5H8*NMKTNM( 中國歷史故事 -隋唐卷 ◎ 薛貽康 320

EB010858 知書房 ﹝晉及南北朝﹞ 2004 y(7IJ8G7*QOKNSN( 中國歷史故事 -隨唐卷 ◎ 薛貽康 320

EB010859 知書房 ﹝晉及南北朝﹞ 2004 y(7IJ8G7*QOKNOP( 中國歷史故事 -三國魏晉南北朝卷 ◎ 徐紹清 320

EB010860 雲龍 ﹝晉及南北朝﹞ 1995 y(7IJ8G7*TNSKNT(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 萬繩楠 350

EB010861 鳳凰 ﹝晉及南北朝﹞ 2007 y(7IJ8G7*LPLPOO( 圖說隋．唐．五代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862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1981 y(7IJ5H0*PMMTLO( 晉書 (POD) ◎ 房 喬 等撰 900

EB010863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1981 y(7IJ5H0*PMNMNM( 南史 (POD) ◎ 李延壽 撰 840

EB010864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朝﹞ 2002 y(7IJ5H1*TMPRLO( 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精 ) ◎ 逯耀東 410

EB010865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朝﹞ 2000 y(7IJ5H1*TMPRML( 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平 ) ◎ 逯耀東 340

EB010866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1981 y(7IJ5H0*PLRLPQ( 魏書 ◎ 魏 收 撰 800

EB010867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1981 y(7IJ5H0*PMMSRR( 隋書 (POD) ◎ 魏 徵 等撰 860

EB010868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2005 y(7IJ5H0*PLTTNS( 隋文帝傳 ◎ 韓昇 著 600

EB010869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2005 y(7IJ5H0*PLTQQM( 隋煬帝傳 ◎ 袁剛 550

EB010870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朝﹞ 2000 y(7IJ5H1*OKQRLS( 隋唐史 ◎ 王壽南 620

EB010871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朝﹞ 1995 y(7IJ5H0*PLLMPN( 隋唐史別裁 ◎ 李樹桐 著 450

EB010872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 2008 y(7IJ5H1*OOSLLO(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國‧開明開放 ◎ 王小甫 450

EB010873 知書房 ﹝唐及五代﹞ 1995 y(7IJ5H8*QMMLTR( 李世民 ◎ 陳飛 250

EB010874 知書房 ﹝唐及五代﹞ 1995 y(7IJ5H9*KSQRSN( 唐太宗 ◎ 陳飛 280

EB010875 黎明文化 ﹝唐及五代﹞ 1990 貞觀政要 [平 ] ◎ 吳競撰 140

EB010876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 1966 y(7IJ5H0*PKTNOM(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 陳寅恪 著 150

EB010877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 1981 y(7IJ5H0*PMMSTL( 新唐書 (POD) ◎ 歐陽修 宋祁 撰 1680

EB010878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 1995 y(7IJ5H1*OMLQON( 新譯貞觀政要 (精 ) ◎ 許道勳注譯；陳滿銘校閱 480

EB010879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 2008 y(7IJ5H1*OMLQPK( 新譯貞觀政要 (二版 ) ◎ 許道勳 -注譯、陳滿銘 -校閱 450

EB010880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 2008 y(7IJ5H1*OPKNLP( 最能接受批評的皇帝：唐太宗 ◎ 城菁汝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0881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 2005 y(7IJ5H0*PLTSOQ( 唐高祖傳 ◎ 牛致功 450

EB010882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 1996 y(7IJ5H0*PLNNKL( 唐太宗傳 ◎ 趙克堯 著 400

EB010883 萬卷樓 ﹝唐及五代﹞ 2000 y(7IJ5H7*NTNKRO( 一代女皇—武則天 ◎ 古 鐘 200

EB010884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 1992 y(7IJ5H0*PKPQKN( 唐玄宗傳 ◎ 許道勛 著 500

EB010885 萬卷樓 ﹝唐及五代﹞ 2001 y(7IJ5H7*NTNNMQ( 多情天子—唐明皇 ◎ 王宏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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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886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 1981 y(7IJ5H0*PMMSQK( 五代史記 (POD) ◎ 歐陽脩 撰 480

EB010887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 1996 y(7IJ5H1*TLTNMO(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平 ) ◎ 張玉法主編；王建朗著 320

EB010888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 1996 y(7IJ5H1*TLTPLP(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精 ) ◎ 張玉法主編；王建朗著 390

EB010889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9 y(7IJ8G7*LPLPTT( 圖說遼、西夏、金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890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9 y(7IJ8G7*LPLPPL( 圖說宋朝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891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9 y(7IJ8G7*LPLPRP( 圖說元朝 (16K) ◎ 龔書鐸、劉德麟 280

EB010892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7 y(7IJ5H8*NMKTPQ( 中國歷史故事 -遼元金卷 ◎ 趙鳴岐 . 趙永春 320

EB010893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7 y(7IJ5H8*NMKTOT( 中國歷史故事 -宋代卷 ◎ 鹿諝慧、翁惠月 320

EB010894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4 y(7IJ8G7*QOKPPK( 中國歷史故事 -宋代卷 ◎ 鹿諝慧、翁惠月 320

EB010895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2000 y(7IJ5H0*OTMMTN( 蕭太后 ◎ 李景平 220

EB010896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1993 y(7IJ5H8*QMMLMS( 鐵木真 ◎ 蘇赫巴 220

EB010897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1993 y(7IJ5H8*QMMLNP( 成吉思汗 ◎ 蘇赫巴魯 250

EB010898 知書房 ﹝宋及遼金元﹞ 1992 y(7IJ5H8*QMMKKP( 忽必烈汗 ◎ 耿相新 250

EB010899 鳳凰 ﹝宋及遼金元﹞ 2007 y(7IJ8G7*LPLPSM( 圖說元朝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900 鳳凰 ﹝宋及遼金元﹞ 2007 y(7IJ8G7*LPLQKP( 圖說遼．西夏．金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901 鳳凰 ﹝宋及遼金元﹞ 2007 y(7IJ8G7*LPLPQS( 圖說宋朝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902 黎明文化 ﹝宋及遼金元﹞ 1991 y(7IJ5H1*QKLMRO( 宋遼金元歷史論文集 [平 ] ◎ 李則芬 400

EB010903 黎明文化 ﹝宋及遼金元﹞ 1991 y(7IJ5H1*QKLMQR( 宋遼金元歷史論文集 [精 ] ◎ 李則芬 500

EB010904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2009 y(7IJ5H1*OOTRSO( 宋史－文治昌盛與武功弱勢 ◎ 游彪 530

EB010905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2003 y(7IJ5H1*TMPKTR( 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 (精 ) ◎ 黃寬重 420

EB010906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2003 y(7IJ5H1*TMPLKN( 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 (平 ) ◎ 黃寬重 340

EB010907 台灣商務 ﹝宋及遼金元﹞ 1968 y(7IJ5H0*PKRNPP( 宋史研究論集 ◎ 王德毅 著 207

EB010908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1993 y(7IJ5H1*TLONRO( 宋史論集 (精 ) ◎ 陳學霖 400

EB010909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1993 y(7IJ5H1*TLONSL( 宋史論集 (平 ) ◎ 陳學霖 333

EB010910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1989 y(7IJ5H1*OKQTLQ( 元史紀事本末 (平 ) ◎ 陳邦瞻 122

EB010911 台灣商務 ﹝宋及遼金元﹞ 1972 y(7IJ5H0*PMKSQQ( 元史研究論集 ◎ 袁冀 320

EB010912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2007 y(7IJ5H1*OOSOQQ( 馬不停蹄的霸主：成吉思汗 ◎ 余知奇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0913 小魯文化 ﹝宋及遼金元﹞ 2008 y(7IJ5H5*RKSSMP( 成吉思汗 ◎ 陳秋帆 150

EB010914 東方出版 ﹝宋及遼金元﹞ 2008 y(7IJ5H5*RKSSMP( 成吉思汗 ◎ 陳秋帆 150

EB010915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元﹞ 2008 y(7IJ5H1*OOTQLQ( 君臨華夏的大帝：忽必烈 ◎ 李宜庭 -著；莊河源 -繪 100

EB010916 三民書局 ﹝明﹞ 2005 y(7IJ5H1*ONTPRK( 明清史 ◎ 陳捷先 290

EB010917 知書房 ﹝明﹞ 2009 y(7IJ8G7*LPLQLM( 圖說明朝 (16K) ◎ 劉德鄰 280

EB010918 知書房 ﹝明﹞ 2007 y(7IJ5H8*NMKTMP( 中國歷史故事 -明代卷 ◎ 林乾 320

EB010919 知書房 ﹝明﹞ 1997 y(7IJ5H8*QMMPLR( 永樂皇帝 ◎ 楊林 280

EB010920 雲龍 ﹝明﹞ 1995 y(7IJ8G7*TNSKOQ( 明史新編 ◎ 傅衣凌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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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921 鳳凰 ﹝明﹞ 2007 y(7IJ8G7*LPLQMT( 圖說明朝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0922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PP( 臺灣外志（1） ◎ 江日昇 215

EB010923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QM( 臺灣外志（2） ◎ 江日昇 215

EB010924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RT( 臺灣外志（3） ◎ 江日昇 215

EB010925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SQ( 臺灣外志（4） ◎ 江日昇 215

EB010926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KK( 臺灣外記 ◎ 江日昇 320

EB010927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NLO( 臺灣割據志 ◎ 川口長孺 105

EB010928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NT( 臺灣鄭氏始末 ◎ 沈雲 110

EB010929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RR( 臺灣鄭氏紀事 ◎ 川口長孺 100

EB010930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TLL( 平閩紀 ◎ 楊捷 290

EB010931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RKQ( 李文襄公奏疏與文移 ◎ 李之芳 270

EB010932 國史館 ﹝明﹞ 1997 y(7IJ5H0*MKRRKP( 明史選輯（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0933 國史館 ﹝明﹞ 1997 y(7IJ5H0*MKRQSM( 明史選輯（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5

EB010934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TNP( 東南紀事 ◎ 邵廷采 150

EB010935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LSP( 海上見聞錄 ◎ 阮旻錫 90

EB010936 國史館 ﹝明﹞ 1974 y(7IJ5H0*KRTPNL( 海東札記 ◎ (清 )朱景英 200

EB010937 國史館 ﹝明﹞ 1996 y(7IJ5H0*KRTPNL( 海東札記、臺陽筆記 ◎ 朱景英，翟灝 125

EB010938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TKO( 海東逸史 ◎ 翁洲老民 140

EB010939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MM( 海紀輯要 ◎ 夏琳 100

EB010940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LOR( 從征實錄 ◎ 楊英 175

EB010941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ROO(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95

EB010942 國史館 ﹝明﹞ 1978 細說明鄭 ◎ 陳澤 200

EB010943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SSL( 鹿樵紀聞 ◎ 梅村野史 140

EB010944 國史館 ﹝明﹞ 1997 y(7IJ5H0*MKRSPT( 罪惟錄選輯 ◎ 查繼佐 245

EB010945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LKT( 靖海志 ◎ 彭孫貽 135

EB010946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QK( 靖海紀事 ◎ 施琅 120

EB010947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LMN( 靖海紀略 ◎ 曹履泰 110

EB010948 國史館 ﹝明﹞ 1997 y(7IJ5H0*KTLKNS( 福建省例（４）（精） ◎ 簡榮聰等 300

EB010949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LR( 臺灣外志 (1)(精裝 ) ◎ 江日昇 265

EB010950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MO( 臺灣外志 (2)(精裝 ) ◎ 江日昇 265

EB010951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NL( 臺灣外志 (3)(精裝 ) ◎ 江日昇 265

EB010952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KOS( 臺灣外志 (4)(精裝 ) ◎ 江日昇 265

EB010953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TTR( 臺灣外記 (精裝 ) ◎ 江日昇 370

EB010954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NT( 臺灣鄭氏始末 (精裝 ) ◎ 沈雲 160

EB010955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RR( 臺灣鄭氏紀事 (精裝 ) ◎ 川口長孺 150



 - 314 -

．
︹
明
︺
．

EB010956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RMK( 閩中紀略 ◎ 許旭 90

EB010957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NKR( 閩海紀要 ◎ 夏琳 100

EB010958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MKS( 閩海紀略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95

EB010959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SLQL( 賜姓始末 ◎ 黃宗義 120

EB010960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RQS( 鄭氏史料三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00

EB010961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SQR( 鄭氏史料初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0

EB010962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SLM( 鄭氏史料續編（1）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5

EB010963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SMT( 鄭氏史料續編（2）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5

EB010964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SNQ( 鄭氏史料續編（3）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5

EB010965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SON( 鄭氏史料續編（4）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5

EB010966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TQQ( 鄭氏關係文書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0

EB010967 國史館 ﹝明﹞ 1995 y(7IJ5H0*KPRTSK( 鄭成功傳 ◎ 臺灣銀型經濟研究室 150

EB010968 萬卷樓 ﹝明﹞ 2000 y(7IJ5H7*NTMTRS( 禍由筆墨生—明清文字獄 ◎ 韋慶遠 200

EB010969 台灣商務 ﹝明﹞ 1996 y(7IJ5H0*PLNOPP( 明清人物與著述 ◎ 何冠彪 著 300

EB010970 三民書局 ﹝明﹞ 2008 y(7IJ5H1*OOSQMQ( 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 ◎ 王天有、高壽仙 -著 450

EB010971 台灣商務 ﹝明﹞ 1981 y(7IJ5H0*PMMSSO( 明史 (POD) ◎ 張廷玉 等撰 3700

EB010972 三民書局 ﹝明﹞ 1993 y(7IJ5H1*OKQTNK( 明史紀事本末1 / 2(平 ) ◎ 谷應泰 389

EB010973 台灣商務 ﹝明﹞ 1970 y(7IJ5H0*PLLLTM( 明史偶筆 ◎ 蘇同炳 撰 240

EB010974 萬卷樓 ﹝明﹞ 1999 y(7IJ5H7*NTMORN( 失衡的天平—明代宦官與黨爭 ◎ 杜婉言 200

EB010975 三民書局 ﹝明﹞ 2008 y(7IJ5H1*OOTOOT( 牧童皇帝：朱元璋 ◎ 城菁汝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0976 台灣商務 ﹝明﹞ 1996 y(7IJ5H0*PLNKSK( 明成袓傳 ◎ 晁中辰 著 480

EB010977 台灣商務 ﹝明﹞ 1963 y(7IJ5H0*PLTTSN( 鄭和下西洋考 ◎ 伯希和 著 100

EB010978 台灣商務 ﹝明﹞ 1996 y(7IJ5H0*PLNMRL( 萬曆傳 ◎ 樊樹志 著 420

EB010979 台灣商務 ﹝明﹞ 1999 y(7IJ5H0*PLQLMS( 崇禎傳 ◎ 晁中辰 著 400

EB010980 台灣商務 ﹝明﹞ 1955 y(7IJ5H0*PLNRRQ( 明延平王臺灣海國紀 ◎ 余宗信 編著 100

EB010981 三民書局 ﹝清﹞ 1984 y(7IJ5H1*OKQQOK( 中國近代史概要 ◎ 蕭一山 211

EB010982 三民書局 ﹝清﹞ 1995 y(7IJ5H1*OKQQPR( 中國近代史 (近代及現代史 ) ◎ 李守孔 330

EB010983 三民書局 ﹝清﹞ 1993 y(7IJ5H1*OKQQRL( 中國近代史 ◎ 李方晨 189

EB010984 三民書局 ﹝清﹞ 2005 y(7IJ5H1*OOLORO( 中國近代史 (增訂二版 ) ◎ 李雲漢 550

EB010985 三民書局 ﹝清﹞ 2006 y(7IJ5H1*OOMPLS( 中國近代史 (簡史 )(增訂四版 ) ◎ 李雲漢 450

EB010986 台灣商務 ﹝清﹞ 1962 y(7IJ5H0*PLSNOO( 清代通史 ◎ 蕭一山 著 3500

EB010987 知書房 ﹝清﹞ 2009 y(7IJ8G7*LPLQNQ( 圖說清朝 (16K) ◎ 劉德麟 280

EB010988 知書房 ﹝清﹞ 2008 y(7IJ5H8*NMKTLS( (額 )中國歷史故事 -清代卷 ◎ 林乾、李治亭 320

EB010989 知書房 ﹝清﹞ 2007 y(7IJ5H8*NMKTKL( (額 )中國歷史故事 -近代卷 ◎ 英 320

EB010990 知書房 ﹝清﹞ 2001 y(7IJ5H0*OTMOLP( 乾隆皇帝 ◎ 孫文良 張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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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0991 知書房 ﹝清﹞ 2000 y(7IJ5H0*OTMOKS( 康熙皇帝 ◎ 梁希哲 360

EB010992 知書房 ﹝清﹞ 2000 y(7IJ5H0*OTMNRS( 乾隆 . 和珅與劉鏞 ◎ 李景屏 康 320

EB010993 知書房 ﹝清﹞ 1997 y(7IJ5H8*QMMORK( 努爾哈赤 ◎ 李治亭 250

EB010994 知書房 ﹝清﹞ 1996 y(7IJ5H8*QMMOMP( 光緒皇帝 ◎ 馮元魁 250

EB010995 雲龍 ﹝清﹞ 2001 y(7IJ5H9*QQNSRS(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 ◎ ?? 550

EB010996 雲龍 ﹝清﹞ 2005 y(7IJ8G7*LPLLRT( 太平天國不太平 ◎ 史式 200

EB010997 雲龍 ﹝清﹞ 2005 y(7IJ8G7*LPLKKL( 晚清中國統治格局研究 ◎ 張研、牛貫杰 450

EB010998 雲龍 ﹝清﹞ 2004 y(7IJ8G7*QOKMRR( 雍正繼位之謎 (新版 ) ◎ 馮爾康 180

EB010999 雲龍 ﹝清﹞ 2003 y(7IJ8G7*TNSLSN( 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 ◎ 郭成康 420

EB011000 雲龍 ﹝清﹞ 2002 y(7IJ8G7*TNSLOP( 清史探微 ◎ 鄭天挺 480

EB011001 雲龍 ﹝清﹞ 2001 y(7IJ8G7*TNSSRT(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 ◎ 季平子 550

EB011002 雲龍 ﹝清﹞ 1999 y(7IJ8G7*TNSKPN( 清史 ◎ 季平子 550

EB011003 雲龍 ﹝清﹞ 1995 y(7IJ5H9*KSQRTK( 上海，一八六二年長毛來啦！ ◎ 于醒民 250

EB011004 雲龍 ﹝清﹞ 1995 y(7IJ5H9*KSQSKQ( 上海，一八六二年叫化兵入城！ ◎ 于醒民 250

EB011005 鳳凰 ﹝清﹞ 2007 y(7IJ8G7*LPLQON( 圖說清朝 ◎ 劉德麟 / 龔書鐸 280

EB011006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MKRRRO( 中日戰輯選錄 ◎ 王炳耀 140

EB011007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MKRRPK( 臺海思慟錄 ◎ 思痛子 115

EB011008 國史館 ﹝清﹞ 1998 y(7IJ5H0*MKRRNQ( 臺戰演義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0

EB011009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PO( 臺灣私法人事編（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1010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OR( 臺灣私法人事編（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50

EB011011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RM( 臺灣私法物權編（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40

EB011012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PS( 臺灣私法物權編（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10

EB011013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QP( 臺灣私法物權編（中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40

EB011014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TQ( 臺灣私法商事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1015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QL( 臺灣私法債權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00

EB011016 國史館 ﹝清﹞ 1975 y(7IJ5H0*KRTOTO( 臺灣使槎錄等九篇 ◎ (清 )黃叔璥 200

EB011017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NMP( 左文襄公奏牘 ◎ 左宗棠 150

EB011018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KMS( 平臺紀略 ◎ 藍鼎元 110

EB011019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KOM( 平臺紀事本末 ◎ 臺灣銀型經濟研究室 115

EB011020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MKRQQS( 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 吳贊誠 115

EB011021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NRK( 李文忠公選集（下） ◎ 李鴻章 270

EB011022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NPQ( 李文忠公選集（上） ◎ 李鴻章 390

EB011023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KKO( 東征集 ◎ 藍鼎元 125

EB011024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MSS( 東溟奏稿 ◎ 姚瑩 175

EB011025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MKM( 東瀛紀事 ◎ 林豪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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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026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KTR( 治臺必告錄（下） ◎ 丁日健 260

EB011027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KRN( 治臺必告錄（上） ◎ 丁日健 260

EB011028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QTT( 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45

EB011029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RNQ( 清代臺灣職官印錄 ;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60

EB011030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LTQ( 海濱大事記 ◎ 諸家 130

EB011031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NTO( 張文襄公選集 ◎ 張之洞 250

EB011032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STR(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50

EB011033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SSK(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80

EB011034 國史館 ﹝清﹞ 1971 清代駐臺班兵考 ◎ 李汝和 200

EB011035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MNN( 清史講義選錄 ◎ 汪榮寶 120

EB011036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RRO( 清季申報臺灣記事輯錄（１）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25

EB011037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RTS( 清季申報臺灣記事輯錄（２）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30

EB011038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SLL( 清季申報臺灣記事輯錄（３）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35

EB011039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SNP( 清季申報臺灣記事輯錄（４）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25

EB011040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OLR( 清奏疏選彙 ◎ 諸家 125

EB011041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LPS(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85

EB011042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LLK(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95

EB011043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LNO(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中）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85

EB011044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MKRSLL( 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045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NLS( 楊勇愨公奏議 ◎ 楊岳斌 110

EB011046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ONL( 雍正硃批奏摺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30

EB011047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MRL( 福建臺灣奏摺 ◎ 沈葆禎 110

EB011048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MQO( 福建臺灣奏摺 (精裝 ) ◎ 沈葆禎 160

EB011049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LQK(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00

EB011050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MN( 臺灣私法人事編 (下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90

EB011051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LQ( 臺灣私法人事編 (上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00

EB011052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NO( 臺灣私法物權編 (下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90

EB011053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LK( 臺灣私法物權編 (上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60

EB011054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MR( 臺灣私法物權編 (中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90

EB011055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STST( 臺灣私法商事編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90

EB011056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QL( 臺灣私法債權編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057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KTM(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25

EB011058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LMM(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30

EB011059 國史館 ﹝清﹞ 1994 y(7IJ5H0*KNTLPN( 臺灣教育碑記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0

EB011060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MPR( 劉壯肅公奏議 ◎ 劉銘傳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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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061 國史館 ﹝清﹞ 1997 y(7IJ5H0*KTMLRM( 戴案紀略 ◎ 蔡青筠 110

EB011062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KMS( 天命可汗努爾哈赤 ◎ 聖燁 249

EB011063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KNP( 戰馬帝王皇太極 ◎ 聖燁 249

EB011064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KOM( 情愛天子順治 ◎ 聖燁 249

EB011065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LLK( 話說大清 --雍正王朝 ◎ 聖燁 249

EB011066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LPS( 話說大清 --乾隆王朝 ◎ 聖燁 249

EB011067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MOK( 話說大清 --道光王朝 ◎ 聖燁 249

EB011068 瑞昇 ﹝清﹞ 2006 y(7IJ5H5*MQQNSR( 話說大清 --咸豐皇帝 ◎ 聖燁 249

EB011069 瑞昇 ﹝清﹞ 2007 y(7IJ5H5*MQQPLQ( 話說大清 --同治皇帝 ◎ 聖燁 249

EB011070 瑞昇 ﹝清﹞ 2007 y(7IJ5H5*MQQPSP( 話說大清 -光緒皇帝 ◎ 聖燁 249

EB011071 瑞昇 ﹝清﹞ 2007 y(7IJ5H5*MQQQTL( 話說大清 -末代皇帝 ◎ 聖燁 249

EB011072 三民書局 ﹝清﹞ 1997 y(7IJ5H1*TMLPOT( 清史論集 (精 ) ◎ 陳捷先 270

EB011073 三民書局 ﹝清﹞ 1973 y(7IJ5H1*OKQTOR( 清史紀事本末1 / 2(精 ) ◎ 黃鴻壽 389

EB011074 三民書局 ﹝清﹞ 1993 y(7IJ5H1*OKQTPO( 清史紀事本末1 / 2(平 ) ◎ 黃鴻壽 244

EB011075 台灣商務 ﹝清﹞ 1993 y(7IJ5H0*PKRSNQ( 清代史事與人物 ◎ 莊 練 著 260

EB011076 國家 ﹝清﹞ 1998 y(7IJ5H3*QKPQSN( 滿清十三皇朝秘史 ◎ 燕北老人 200 

EB011077 台灣商務 ﹝清﹞ 1999 y(7IJ5H0*PLQKTS( 清史稿校註 ◎ 國史館 校註 18000

EB011078 三民書局 ﹝清﹞ 1997 y(7IJ5H1*TMLPPQ( 清史論集 (平 ) ◎ 陳捷先 200

EB011079 三民書局 ﹝清﹞ 2007 y(7IJ5H1*OOQTMT( 少年皇帝創新機：康熙 ◎ 王文華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1080 小魯文化 ﹝清﹞ 2008 y(7IJ5H5*RKTNMR( 康熙皇帝 ◎ 丹楓 150

EB011081 台灣商務 ﹝清﹞ 2001 y(7IJ5H0*PLRKTP( 康熙傳 ◎ 蔣兆成 著 490

EB011082 東方出版 ﹝清﹞ 2008 y(7IJ5H5*RKTNMR( 康熙皇帝 ◎ 丹楓 150

EB011083 萬卷樓 ﹝清﹞ 2000 y(7IJ5H7*NTMPST( 經文緯武定江山—康熙大帝 ◎ 王思治 200

EB011084 三民書局 ﹝清﹞ 2006 y(7IJ5H1*OOOLSP( 急性子皇帝：雍正 ◎ 王文華 -著；郜欣 -繪 100

EB011085 台灣商務 ﹝清﹞ 1992 y(7IJ5H0*PKPQLK( 雍正傳 ◎ 馮爾康 著 580

EB011086 八旗 ﹝清﹞ 2009 y(7IJ8G8*PQNMNK( 痛快皇帝 :雍正的性情與治術 ◎ 傅淞巖 280

EB011087 台灣商務 ﹝清﹞ 1996 y(7IJ5H0*PLNKTR( 乾隆傳 ◎ 唐文基 著 430

EB011088 萬卷樓 ﹝清﹞ 1997 y(7IJ5H7*NTLQMT( 乾隆出巡記 ◎ 趙雲田 320

EB011089 萬卷樓 ﹝清﹞ 2000 y(7IJ5H7*NTMSMO( 十全武功四庫書—清高宗弘曆 ◎ 周遠廉 200

EB011090 三民書局 ﹝清﹞ 1994 y(7IJ5H1*OKKMSK( 中國近代史 ◎ 古鴻廷編著 222

EB011091 三民書局 ﹝清﹞ 1993 y(7IJ5H1*OKQQMQ( 中國近代史四講 ◎ 左舜生 190

EB011092 三民書局 ﹝清﹞ 1990 y(7IJ5H1*OKQQQO( 中國近代史 ◎ 李守孔 133

EB011093 三民書局 ﹝清﹞ 2007 y(7IJ5H1*OOSQPR( 中國近代史 (增訂四版 ) ◎ 薛化元 -編著 220

EB011094 三民書局 ﹝清﹞ 2008 y(7IJ5H1*OOTSPM( 中國近代史－告別帝制 ◎ 李喜所、李來容 -著 500

EB011095 台灣商務 ﹝清﹞ 1982 y(7IJ5H0*PKTKLO( 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 ◎ 孫廣德 著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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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096 台灣商務 ﹝清﹞ 2003 y(7IJ5H0*PLSMQT( 從西方到東方 :伍廷芳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 ◎ 張禮恆 著 360

EB011097 台灣商務 ﹝清﹞ 2001 y(7IJ5H0*PLQRKS( 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 ◎ 茅家琦 校補 360

EB011098 萬卷樓 ﹝清﹞ 2001 y(7IJ5H7*NTNOTO( 清末巨濤―太平天國運動 ◎ 蘇雙碧 200

EB011099 台灣商務 ﹝清﹞ 1999 y(7IJ5H0*PLPSTN( 光緒傳 ◎ 孫孝恩 著 500

EB011100 萬卷樓 ﹝清﹞ 1999 y(7IJ5H7*NTMOLL( 垂簾興風雲—慈禧太后 ◎ 王道成 200

EB011101 台灣商務 ﹝清﹞ 1996 y(7IJ5H0*PLNLOL( 越南與中法戰爭 ◎ 龍 章 著 380

EB011102 台灣商務 ﹝清﹞ 1992 y(7IJ5H0*PKQMNP( 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 ◎ 黃秀政 著 320

EB011103 台灣商務 ﹝清﹞ 1998 y(7IJ5H0*PLPKSO( 未完成的革命 -戊戌百年紀 ◎ 龍應台 編注 300

EB011104 萬卷樓 ﹝清﹞ 2004 y(7IJ5H7*NTPKRS( 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 ◎ 雷家聖 140

EB011105 三民書局 ﹝清﹞ 1988 y(7IJ5H1*OLLTPS( 排外與中國政治 ◎ 廖光生 222

EB011106 三民書局 ﹝民國﹞ 1993 y(7IJ5H1*OKQQNN( 中國現代史 ◎ 李守孔 160

EB011107 三民書局 ﹝民國﹞ 2006 y(7IJ5H1*OOKTLK( 中國現代史 (修訂五版 ) ◎ 薛化元 -編著 220

EB011108 三民書局 ﹝民國﹞ 2007 y(7IJ5H1*OOSRSR( 中國現代史 (二版 ) ◎ 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 -編著 300

EB011109 三民書局 ﹝民國﹞ 1987 y(7IJ5H1*TKOTQM( 抗日戰史論集 (精 ) ◎ 劉鳳翰 678

EB011110 台灣商務 ﹝民國﹞ 2004 y(7IJ5H0*PLSRKM( 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 (1924-1930) ◎ 馮筱才 著 300

EB011111 台灣商務 ﹝民國﹞ 1994 y(7IJ5H0*PKTOPS( 汪精衛與汪偽政府 ◎ 萬仁元 主編 1800

EB011112 台灣商務 ﹝民國﹞ 1994 y(7IJ5H0*PKTOOL( 袁世凱與北洋軍閥 ◎ 萬仁元 主編 1200

EB011113 台灣商務 ﹝民國﹞ 1994 y(7IJ5H0*PKTOST(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 ◎ 萬仁元 主編 3200

EB011114 知書房 ﹝民國﹞ 2004 y(7IJ8G7*QOKNKR( 在歷史現場 ◎ 李輝 380

EB011115 三民書局 ﹝民國﹞ 1991 y(7IJ5H1*TLNORQ( 歷史講演集 (精 ) ◎ 張玉法 367

EB011116 三民書局 ﹝民國﹞ 1991 y(7IJ5H1*TLNOSN( 歷史講演集 (平 ) ◎ 張玉法 300

EB011117 三民書局 ﹝民國﹞ 1993 y(7IJ5H1*OLTOPT( 辛亥革命史論 (精 ) ◎ 張玉法 567

EB011118 三民書局 ﹝民國﹞ 1993 y(7IJ5H1*OLTOQQ( 辛亥革命史論 (平 ) ◎ 張玉法 500

EB011119 萬卷樓 ﹝民國﹞ 2000 y(7IJ5H7*NTMSKK( 浮世繪—古代都市與都市生活 ◎ 史為樂 200

EB011120 三民書局 ﹝民國﹞ 1995 y(7IJ5H1*TLSNQP(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精 ) ◎ 張玉法主編；楊奎松著 430

EB011121 三民書局 ﹝民國﹞ 1995 y(7IJ5H1*TLSNRM(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 (平 ) ◎ 張玉法主編；楊奎松著 360

EB011122 三民書局 ﹝民國﹞ 1995 y(7IJ5H1*TLSMKO( 抗戰史論 (精 ) ◎ 張玉法主編；蔣永敬著 540

EB011123 三民書局 ﹝民國﹞ 1995 y(7IJ5H1*TLSMLL( 抗戰史論 (平 ) ◎ 張玉法主編；蔣永敬著 470

EB011124 台灣商務 ﹝民國﹞ 1994 y(7IJ5H0*PKSPMT(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 李恩涵 著 380

EB011125 智庫文化 ﹝民國﹞ 2002 y(7IJ5H0*OSOTTL( 淹沒的歷史――日本侵華罪惡檔案 ◎ 340

EB011126 三民書局 ﹝民國﹞ 1987 y(7IJ5H1*TKOTSQ( 盧溝橋事變 (精 ) ◎ 李雲漢 456

EB011127 三民書局 ﹝民國﹞ 1987 y(7IJ5H1*TKOTTN( 盧溝橋事變 (平 ) ◎ 李雲漢 389

EB011128 台灣商務 ﹝民國﹞ 2007 y(7IJ5H0*PMMOMQ( 南京大屠殺史料新編 ◎ 卜正民 350

EB011129 台灣商務 ﹝民國﹞ 2006 y(7IJ5H0*PMKSPT( 戰爭與林旺 ◎ 林春長 著 林義隆 編 320

EB011130 三民書局 ﹝民國﹞ 1997 y(7IJ5H1*TMKRTP( 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 (精 ) ◎ 張玉法主編；林桶法著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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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131 三民書局 ﹝民國﹞ 1997 y(7IJ5H1*TMKSKL( 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 (平 ) ◎ 張玉法主編；林桶法著 270

EB011132 台灣商務 ﹝民國﹞ 2003 y(7IJ5H0*PLSMLO( 戰後中國的變局 :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 ◎ 林桶法 著 430

EB011133 台灣商務 ﹝民國﹞ 2004 y(7IJ5H0*PLSOON( 台灣政治史 ◎ 丹尼 . 羅伊 著 350

EB011134 國史館 ﹝民國﹞ 1994 y(7IJ5H0*KOQPMQ( 823戰役文獻專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600

EB011135 向陽 ﹝民國﹞ 2005 y(7IJ8G8*LPONMM( 蔣中正遷台記 ◎ 陳錦昌 330

EB011136 三民書局 ﹝民國﹞ 2003 y(7IJ5H1*OLSNMM( 中國大陸研究 ◎ 張煥卿、段家鋒、周玉山主編 590

EB011137 左岸 ﹝民國﹞ 2009 y(7IJ8G6*RMNMMN(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 麥克法夸爾、沈邁克 640

EB01113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1 y(7IJ5H1*OKQRNM( 黃河文明之光 (中國史卷一 )(平 ) ◎ 姚大中 356

EB01113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92 y(7IJ5H1*OKQRPQ( 古代北西中國 (中國史卷二 )(平 ) ◎ 姚大中 233

EB01114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1 y(7IJ5H1*OKQRRK( 南方的奮起 (中國史卷三 )(平 ) ◎ 姚大中 300

EB01114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3 y(7IJ5H1*OKQRSR( 中國世界的全盛 (中國史卷四 )(精 ) ◎ 姚大中 300

EB01114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3 y(7IJ5H1*OKQRTO( 中國世界的全盛 (中國史卷四 )(平 ) ◎ 姚大中 244

EB01114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5 y(7IJ5H1*OKQSLR( 近代中國的成立 (中國史卷五 )(平 ) ◎ 姚大中 389

EB01114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95 y(7IJ5H1*OMLPQS( 雲霧之國 ◎ 合山究著；陸曉光譯 178

EB01114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2005 y(7IJ5H1*ONRKRL( 中國文化通史 (下冊 ) ◎ 胡世慶編著 540

EB01114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2005 y(7IJ5H1*ONSNKQ( 中國文化通史 (上冊 ) ◎ 胡世慶編著 520

EB01114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2006 y(7IJ5H1*OOKRKP( 中國文化史 (修訂三版 ) ◎ 杜正勝主編 290

EB01114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2005 y(7IJ5H1*OOMTQT(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 葛兆光 280

EB01114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2007 y(7IJ5H1*OOQQLP( 中國古代文化經濟史 ◎ 張永昇 -編著 310

EB01115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9 y(7IJ5H1*TKKRTR( 民族與文化 (平 ) ◎ 錢穆著 189

EB01115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92 y(7IJ5H1*TKNMSQ( 扇子與中國文化 (精 ) ◎ 莊申著 833

EB01115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87 y(7IJ5H1*TKOLOQ( 中華文化十二講 (精 ) ◎ 錢穆著 189

EB01115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2000 y(7IJ5H1*TKORPR( 中國歷史精神 (平 ) ◎ 錢穆著 160

EB011154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3 y(7IJ5H0*PKRQOP( 中國史前文化 ◎ 王仁湘 著 140

EB011155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0 y(7IJ5H0*PKLNPN( 中國文化46謎 ◎ 施宣圓 主編 120

EB011156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3 y(7IJ5H0*PKRMPQ( 中國文化史導論 (修訂本 ) ◎ 錢 穆 著 210

EB011157 昭明 ﹝中國文化史﹞ 2005 y(7IJ8G7*QOKQPT( 中國文化史講稿 (昭明 ) ◎ 劉學銚 450

EB011158 蘭臺 ﹝中國文化史﹞ 2001 y(7IJ5H9*LPONQT( 中國文化史導論 ◎ 170

EB011159 蘭臺 ﹝中國文化史﹞ 2001 y(7IJ5H0*OMMNQS( 民族與文化 ◎ 170

EB011160 蘭臺 ﹝中國文化史﹞ 2003 y(7IJ8G7*QMQKQQ( 中國古先智慧今詮 ◎ 王爾敏 280

EB01116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90 y(7IJ5H1*TKKRKO( 中國古文化 (精 ) ◎ 文崇一 356

EB01116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化史﹞ 1990 y(7IJ5H1*TKKRLL( 中國古文化 (平 ) ◎ 文崇一 289

EB01116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1 y(7IJ5H0*PKNTRP( 古事雜談 ◎ 許進雄 著 225

EB011164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2001 y(7IJ5H0*PLRMQM( 龍的身世 ◎ 楊靜榮 著 320

EB011165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2000 y(7IJ5H0*PLQPRT( 大汗之國 :西方眼中的中國 ◎ 史景遷 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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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166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3 y(7IJ5H0*PKRQQT(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 何芳川 著 140

EB011167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4 y(7IJ5H0*PKTRLR( 中日文化交流史話 ◎ 王曉秋 著 140

EB011168 台灣商務 ﹝中國文化史﹞ 1992 y(7IJ5H0*PKQMMS( 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 ◎ 石曉軍 著 280

EB011169 三民書局 ﹝先秦文化史﹞ 1995 y(7IJ5H1*TLRMNS( 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 (精 ) ◎ 林河著 744

EB011170 台灣商務 ﹝先秦文化史﹞ 1988 y(7IJ5H0*PLKTPT( 中國古代社會 -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 ◎ 許進雄 著 630

EB011171 知書房 ﹝先秦文化史﹞ 2005 y(7IJ8G7*QOKSMQ( 先秦兩漢文化的側面研究 ◎ 鍾宗憲 400

EB011172 雲龍 ﹝先秦文化史﹞ 2003 y(7IJ8G7*TNSMPL(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 ◎ 李學勤 550

EB011173 三民書局 ﹝先秦文化史﹞ 1990 y(7IJ5H1*TKKTSS( 楚文化研究 (精 ) ◎ 文崇一 311

EB011174 三民書局 ﹝先秦文化史﹞ 1990 y(7IJ5H1*TKKTTP( 楚文化研究 (平 ) ◎ 文崇一 244

EB011175 藝術家 ﹝先秦文化史﹞ 2001 y(7IJ8G7*TPRKRS( 楚國．楚人．楚文化 ◎ 熊傳薪 主編 250

EB011176 雲龍 ﹝南北朝文化史﹞ 2002 y(7IJ8G7*TNSKLP( 魏晉南北朝文化史 ◎ 萬繩楠 350

EB011177 台灣商務 ﹝唐五代文化史﹞ 1967 y(7IJ5H0*PLMPOK( 唐代文化史研究 ◎ 羅香林 著 200

EB011178 雲龍 ﹝宋遼金元文化﹞ 1995 y(7IJ5H9*QQNTTL( 宋代文化史 ◎ 姚瀛艇 550

EB011179 台灣商務 ﹝中國民族史﹞ 1993 y(7IJ5H0*PKRMKL( 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故事 ◎ 李松茂 編 400

EB011180 台灣商務 ﹝中國民族史﹞ 1965 y(7IJ5H0*PLMQLS( 中國民族史 ◎ 林惠祥 著 300

EB011181 雲龍 ﹝中國民族史﹞ 1994 y(7IJ5H9*QQNTPN( 歷史的衝融 ◎ 范炯 250

EB011182 台灣商務 ﹝中國民族史﹞ 1973 y(7IJ5H0*PLSQKN( 元代蒙古文化論集 ◎ 袁國藩 著 300

EB011183 台灣商務 ﹝中國民族史﹞ 1988 y(7IJ5H0*PKPTRT( 突厥研究 ◎ 林恩顯 著 234

EB011184 三民書局 ﹝中國外交史﹞ 1990 y(7IJ5H1*OKMMPN( 中國外交史 (精 ) ◎ 劉彥著 550

EB011185 三民書局 ﹝中國外交史﹞ 2007 y(7IJ5H1*OOSNRO( 中國外交史 -本質與事件、衝擊與回應 ◎ 藍玉春 400

EB011186 台灣商務 ﹝中國外交史﹞ 1972 y(7IJ5H0*PLKNPP( 中國外交史 ◎ 傅啟學 編著 640

EB011187 雲龍 ﹝中國外交史﹞ 1991 y(7IJ5H9*KSQNOT( 奉使佳話 ◎ 曾錚 190

EB011188 萬卷樓 ﹝前代中國
外交史﹞ 2002 y(7IJ5H7*NTOLMP( 國策‧貿易‧戰爭―北宋與遼夏關係研究 ◎ 廖隆盛 240

EB011189 台灣商務 ﹝前代中國
外交史﹞ 2004 y(7IJ5H0*PLSTLR( 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 ◎ 李恩涵 著 500

EB011190 台灣商務 ﹝中國與亞洲﹞ 1962 y(7IJ5H0*PKQNLK( 中國南洋交通史 ◎ 馮承鈞 著 135

EB011191 知書房 ﹝中國與亞洲﹞ 2009 y(7IJ8G7*LPLQTS( 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 ◎ 劉學銚 450

EB011192 正中書局 ﹝中國與亞洲﹞ 1995 y(7IJ5H0*TKTTTT( 中菲外交關係史 ◎ 蕭曦清 685

EB011193 三民書局 ﹝中國與亞洲﹞ 2005 y(7IJ5H1*OOKTMR( 近代中日關係史 (修訂二版 ) ◎ 林明德 200

EB011194 台灣商務 ﹝中國與亞洲﹞ 2005 y(7IJ5H0*PLTSNT( 遣唐使眼中的中國 ◎ 古瀨奈津子 200

EB011195 蘭臺 ﹝中國與亞洲﹞ 1995 y(7IJ5H9*LPOKQM( 明帝國與南海諸蕃國關係的演變 ◎ 邱炫煜 350

EB011196 三民書局 ﹝中國與歐洲﹞ 1998 y(7IJ5H1*TMLTNS( 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 (平 ) ◎ 張玉法主編；馬振犢、戚如高著 370

EB011197 三民書局 ﹝中國與歐洲﹞ 1998 y(7IJ5H1*TMLTOP( 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 (精 ) ◎ 張玉法主編；馬振犢、戚如高著 450

EB011198 台灣商務 ﹝中國與歐洲﹞ 2003 y(7IJ5H0*PLSNPL( 中梵外交關係史 ◎ 陳方中 著 550

EB011199 三民書局 ﹝中國與歐洲﹞ 2006 y(7IJ5H1*OOPLPL( 中俄關係史 (上冊 ) ◎ 明驥 -編著 400

EB011200 三民書局 ﹝中國與歐洲﹞ 2008 y(7IJ5H1*OOTKON( 中俄關係史 (下冊 ) ◎ 明驥 -編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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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201 三民書局 ﹝中國與歐洲﹞ 2003 y(7IJ5H1*TMQQSL( 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 (精 ) ◎ 王永祥 450

EB011202 三民書局 ﹝中國與歐洲﹞ 2003 y(7IJ5H1*TMQRPT( 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 (平 ) ◎ 王永祥 380

EB011203 三民書局 ﹝中國與美洲﹞ 1996 y(7IJ5H1*TLSTSN( 美國與中國政治 (1917～ 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
為中心的探討 (精 ) ◎ 張玉法主編；吳翎君著

400

EB011204 三民書局 ﹝中國與美洲﹞ 1996 y(7IJ5H1*TLSTTK( 美國與中國政治 (1917～ 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
為中心的探討 (平 ) ◎ 張玉法主編；吳翎君著

330

EB011205 三民書局 ﹝中國與美洲﹞ 1985 y(7IJ5H1*OKMMRR( 中美早期外交史 ◎ 李定一 556

EB011206 三民書局 ﹝中國與國
際機構﹞ 1998 y(7IJ5H1*TMLRLQ(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 (1919～ 1928)(精 ) ◎ 張玉法主編；唐啟華著 380

EB011207 三民書局 ﹝中國與國
際機構﹞ 1998 y(7IJ5H1*TMLRMN(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 (1919～ 1928)(平 ) ◎ 張玉法主編；唐啟華著 300

EB011208 台灣商務 ﹝中國史料﹞ 1993 y(7IJ5H0*PKRSTS( 清史史料學 ◎ 馮爾康 著 420

EB011209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QSO( 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15

EB011210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MKRSQQ(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80

EB011211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QOQ( 東華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70

EB011212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QQK( 東華續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80

EB011213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PPO( 清仁宗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80

EB011214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PTM( 清文宗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5

EB011215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OTN( 清世宗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95

EB011216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OPP( 清世祖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0

EB011217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PRS( 清宣宗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80

EB011218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PNK( 清高宗實錄選輯（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90

EB011219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PLQ( 清高宗實錄選輯（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90

EB011220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ORT( 清聖祖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0

EB011221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QNT( 清德宗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5

EB011222 國史館 ﹝實錄﹞ 1997 y(7IJ5H0*KTMQLP( 清穆宗實錄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65

EB011223 台灣商務 ﹝實錄﹞ 1987 y(7IJ5H0*PLMROS( 五代史料探源 ◎ 郭武雄 著 160

EB011224 國史館 ﹝檔案﹞ 1978 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 ◎ 陳錦榮 100

EB011225 國史館 ﹝檔案﹞ 1982 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 ◎ 陳錦榮等 200

EB011226 國史館 ﹝檔案﹞ 1978 日據初期官吏失職檔案 ◎ 洪敏麟 250

EB011227 國史館 ﹝檔案﹞ 1979 日據初期警察及監獄制度檔案 (1)臺灣中部前期抗日運動 ◎ 吳定葉 ,黃耀東 100

EB011228 國史館 ﹝檔案﹞ 1980 日據初期警察監獄檔案 (2）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 ◎ 程大學 ,吳宗 100

EB011229 國史館 ﹝檔案﹞ 1979 臺灣北部前期抗日運動有關檔案 ◎ 陳得文 ,吳家憲 160

EB011230 國史館 ﹝檔案﹞ 1978 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1） ◎ 吳柏村 200

EB011231 國史館 ﹝檔案﹞ 1978 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2） ◎ 吳柏村 200

EB011232 國史館 ﹝檔案﹞ 1978 臺灣南部地區抗日份子名冊（3） ◎ 吳柏村 200

EB011233 國史館 ﹝檔案﹞ 1978 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1） ◎ 吳柏村 ,吳定葉 200

EB011234 國史館 ﹝檔案﹞ 1978 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檔案（2） ◎ 吳柏村 ,吳定葉 200

EB011235 國史館 ﹝檔案﹞ 2001 y(7IJ5H0*MSMKLQ(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 ◎ 劉澤民 . 陳文添 . 顏議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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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236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SLT( 甲戌公牘鈔存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60

EB011237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RTQ(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早末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60

EB011238 國史館 ﹝檔案﹞ 1974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1輯 )（1）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39 國史館 ﹝檔案﹞ 1974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1輯 )(1)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0 國史館 ﹝檔案﹞ 1974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1輯 )(2)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1 國史館 ﹝檔案﹞ 1975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2輯 )（1）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2 國史館 ﹝檔案﹞ 1975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2輯 )（2）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3 國史館 ﹝檔案﹞ 1975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3輯 )（1）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4 國史館 ﹝檔案﹞ 1975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3輯 )（2）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5 國史館 ﹝檔案﹞ 1975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4輯 )（1）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6 國史館 ﹝檔案﹞ 1975 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 (第4輯 )（2） ◎ 程大學 ,王詩琅 ,吳家憲 250

EB011247 國史館 ﹝檔案﹞ 1954 廷寄 ◎ (清 )福康安藏 250

EB011248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QQQ( 巡臺退思錄 ◎ 劉璈 240

EB011249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QPT( 巡臺退思錄 (精裝 ) ◎ 劉璈 290

EB011250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RNO(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0

EB011251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RKN( 法軍侵臺檔（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1252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QSK( 法軍侵臺檔（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1253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RLK( 法軍侵臺檔補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40

EB011254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SQO(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0

EB011255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PQR( 淡水廳築城案卷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30

EB011256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QKO( 淡新檔案行政篇初集（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60

EB011257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PSL( 淡新檔案行政篇初集（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60

EB011258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SOK(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40

EB011259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SSS( 清季外交史料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00

EB011260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TOT( 清季臺灣洋務史料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0

EB011261 國史館 ﹝檔案﹞ 2001 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整理組 300

EB011262 國史館 ﹝檔案﹞ 1978 雲林、六甲等抗日事件關係檔案 (全一冊 ) ◎ 許錫專 ,吳定葉 250

EB011263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QOM( 滿洲祕檔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0

EB011264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TSR( 福建省例（１）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265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LKKR( 福建省例（２)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266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LKML( 福建省例（３）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267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LKOP( 福建省例（４）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268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MQK( 臺案彙錄（乙集）（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20

EB011269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MOQ( 臺案彙錄（乙集）（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20

EB011270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NKR( 臺案彙錄（丁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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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271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NOP( 臺案彙錄（己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15

EB011272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OMK( 臺案彙錄（壬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30

EB011273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MSO( 臺案彙錄（丙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0

EB011274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NML( 臺案彙錄（戊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00

EB011275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MMM( 臺案彙錄（甲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20

EB011276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OKQ( 臺案彙錄（辛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60

EB011277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NSN( 臺案彙錄（庚集）（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80

EB011278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NQT( 臺案彙錄（庚集）（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70

EB011279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OOO( 臺案彙錄（癸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40

EB011280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PMT( 臺游日記 ◎ 蔣師轍 130

EB011281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PKP( 臺灣日記與稟啟 ◎ 胡傳 205

EB011282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OSM( 臺灣兵備手抄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0

EB011283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RQP( 臺灣府賦役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10

EB011284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PON(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 羅大春 130

EB011285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RST( 臺灣海防檔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00

EB011286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TQN( 臺灣對外關係史料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30

EB011287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QLL(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1288 國史館 ﹝檔案﹞ 1965 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 ◎ 莊金德 ,賀嗣章 300

EB011289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TKL(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20

EB011290 國史館 ﹝檔案﹞ 1997 y(7IJ5H0*KTKTMP(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0

EB011291 黎明文化 ﹝雜史料﹞ 1995 y(7IJ5H1*QKNTMQ( 中國家法 [平 ] ◎ 陳愛妮 220

EB011292 三民書局 ﹝中國地理總志﹞ 2001 y(7IJ5H1*OKRMMR( 中國地理 (合 ) ◎ 任德庚 510

EB011293 三民書局 ﹝中國地理總志﹞ 2006 y(7IJ5H1*OMMTKT( 中國地理 ◎ 潘桂成、張瑞津等著 300

EB011294 三民書局 ﹝中國地理總志﹞ 1982 y(7IJ5H1*TKOQQP( 古史地理論叢 (精 ) ◎ 錢穆著 222

EB011295 國史館 ﹝中國地理總志﹞ 1996 y(7IJ5H0*KRTORK( 小琉球漫誌 ◎ 朱仕玠 120

EB011296 三民書局 ﹝中國歷史地理﹞ 1982 y(7IJ5H1*TKOQRM( 古史地理論叢 (平 ) ◎ 錢穆著 167

EB011297 國家 ﹝中國歷史地理﹞ 2004 y(7IJ5H3*QKTMPO( 地名史話 ◎ 林　頫 200 

EB011298 台灣商務 ﹝中國歷史地理﹞ 1965 y(7IJ5H0*PKQSNT(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 臧勵龢 等編 1575

EB011299 台灣商務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5 y(7IJ5H0*PLLQSK( 中國地方志 ◎ 來新夏 著 240

EB011300 台灣商務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4 y(7IJ5H0*PKSOPL( 中國的地方志 ◎ 周 迅 著 140

EB011301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QK( 臺東州采訪冊 (精裝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85

EB011302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2004 y(7IJ5H0*KMLNSR( 臺灣府志 (蔣志 )(精 ) ◎ 蔣毓英 200

EB011303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RS( 金門志 ◎ 李焜熿 275

EB011304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LP( 恆春縣志 ◎ 屠繼善 225

EB011305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1 恆春縣志 (下 )線裝 ◎ (清 )陳文煒 ,屠繼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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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306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1 恆春縣志 (上 )線裝 ◎ (清 )陳文煒 ,屠繼善 200

EB011307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MM( 苗栗縣志 ◎ 沈茂蔭 195

EB011308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77 重修臺灣府志 (劉良壁 )（舊版） ◎ 林衡道 300

EB011309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OLR(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志）（下冊） ◎ 劉良璧 220

EB011310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OKK(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志）（上冊） ◎ 劉良璧 260

EB011311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RS( 淡水廳志 ◎ 陳培桂 330

EB011312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8 y(7IJ5H0*MLKOOQ( 淡水廳志稿 ◎ 鄭用錫著，林文龍點校 160

EB011313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MMM( 清一統治臺灣、漳州、泉州府志選錄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5

EB011314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6 清光緒臺灣通志（1） ◎ (清 )蔣師徹 ,薛邵元 250

EB011315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6 清光緒臺灣通志（2） ◎ (清 )蔣師徹 ,薛邵元 250

EB011316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6 清光緒臺灣通志（3） ◎ (清 )蔣師徹 ,薛邵元 250

EB011317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6 清光緒臺灣通志（4） ◎ (清 )蔣師徹 ,薛邵元 250

EB011318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PN( 雲林縣采訪冊 ◎ 倪贊元 170

EB011319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TM( 廈門志（下冊） ◎ 周凱 250

EB011320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SP( 廈門志（上冊） ◎ 周凱 250

EB011321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MN( 新竹縣志初稿 ; 新竹縣制度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60

EB011322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RR( 新竹縣采訪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55

EB011323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LQ( 嘉義管內采訪冊安平縣雜記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50

EB011324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NK( 彰化縣志 ◎ 周雲 355

EB011325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MNT( 福建通志列傳選 ◎ 陳衍 260

EB011326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MLP( 福建通志臺灣府（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20

EB011327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MKS( 福建通志臺灣府（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10

EB011328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QK( 臺東州采訪冊 ◎ 胡傳 85

EB011329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NRK( 臺灣府志（高志） ◎ 高拱乾 245

EB011330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NSR( 臺灣府志（蔣志） ◎ 蔣毓英 300

EB011331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NT( 臺灣采訪冊 ◎ 諸家 165

EB011332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48 臺灣省通志館刊第1-3 ◎ 館刊常務委員會 200

EB011333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48 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 ◎ 館刊常務委員會 200

EB011334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KS( 臺灣通志（下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15

EB011335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TM( 臺灣通志（上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75

EB011336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QL( 臺灣通紀 ◎ 陳衍 185

EB011337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OQM( 臺灣縣志 ◎ 陳文達 240

EB011338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8 臺灣縣志 (1)舊版 ◎ 陳文達 240

EB011339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58 臺灣縣志 (2)舊版 ◎ 陳文達 240

EB011340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61 鳳山縣志 (1)(舊版 ) ◎ 陳文達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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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341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61 鳳山縣志 (2)(舊版 ) ◎ 陳文達 175

EB011342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ORT( 鳳山縣志 (精裝 ) ◎ 陳文達 175

EB011343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OQ( 鳳山縣采訪冊 ◎ 盧德嘉 345

EB011344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QL( 澎湖紀略、澎湖續篇 ◎ 胡建偉，蔣鏞 310

EB011345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澎湖臺灣記略、臺灣志略 ◎ 諸家 150

EB011346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SP( 澎湖廳志 ◎ 林豪 350

EB011347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8 y(7IJ5H0*MLKOMM( 澎湖廳志稿 ◎ 林豪著，林文龍點校 370

EB011348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6 y(7IJ5H0*KRTRLP( 諸蕃志 ◎ 趙汝适 120

EB011349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MNTPQK( 諸羅縣志 ◎ 周鍾瑄 300

EB011350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OR( 噶瑪蘭志略 ◎ 柯培元 195

EB011351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PO( 噶瑪蘭廳志 ◎ 陳淑均 325

EB011352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TLPO( 樹杞林志、苑裏志 ◎ 蔡振豐 200

EB011353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OPP( 續修臺灣府志（余志）（下冊） ◎ 余文儀 360

EB011354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OOS( 續修臺灣府志（余志）（上冊） ◎ 余文儀 320

EB011355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QSO( 續修臺灣縣志（下冊） ◎ 謝金鑾 230

EB011356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3 y(7IJ5H0*KMLPMN( 續修臺灣縣志（上冊） ◎ 謝金鑾 260

EB011357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2008 y(7IJ8G0*LPNQLN( 方志學理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

300

EB011358 台灣商務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0 y(7IJ5H0*PLPSLR( 方志學研究論叢 ◎ 宋 晞 著 250

EB011359 國史館 ﹝中國地方
志總論﹞ 1999 y(7IJ5H0*MOMKKN( 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論 ◎ 戴書訓 400

EB011360 大塊 ﹝華北地區﹞ 2008 y(7IJ8G2*LNKRPT( 我愛北京三里屯 ◎ 馮唐等 SOHO小報主編 380

EB011361 藝術家 ﹝華北地區﹞ 2009 y(7IJ8G6*PQPMSL( 北京手記 ◎ 王受之 380

EB011362 三民書局 ﹝華北地區﹞ 1995 y(7IJ5H1*OMLPNR( 北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 ◎ 喜樂著 167

EB011363 萬卷樓 ﹝華北地區﹞ 2000 y(7IJ5H7*NTMRNM( 屏障中原關盛衰—古代北京 ◎ 閻崇年 200

EB011364 西遊記 ﹝華北地區﹞ 2004 y(7IJ5H2*TSNTKO( 北京 ◎ 趙慧如 . 費工信 450

EB011365 三民書局 ﹝華北地區﹞ 2004 y(7IJ5H1*ONSKLQ( 新譯東京夢華錄 (平 ) ◎ 嚴文儒注譯；侯迺慧校閱 200

EB011366 三民書局 ﹝華北地區﹞ 2004 y(7IJ5H1*ONSKKT( 新譯東京夢華錄 (精 ) ◎ 嚴文儒注譯；侯迺慧校閱 270

EB011367 藝術家 ﹝華北地區﹞ 2002 y(7IJ8G7*TPROMT( 張壁村 ◎ 陳志華 著 380

EB011368 國家 ﹝華北地區﹞ 2004 y(7IJ5H3*QKTLQM( 敦煌史話 ◎ 楊寶玉 200 

EB011369 牛奶 ﹝華中地區﹞ 2005 y(7IJ5H8*NMKPQR( 綁架張愛玲，手繪上海文學地圖 (牛奶 ) ◎ 李桐豪 280

EB011370 胡桃木 ﹝華中地區﹞ 2004 y(7IJ5H8*NMKONR( 綁架張愛玲 (胡桃木 ) ◎ 李桐豪 299

EB011371 三民書局 ﹝華中地區﹞ 1996 y(7IJ5H1*TLTSQR( 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精 ) ◎ 陳三井 270

EB011372 三民書局 ﹝華中地區﹞ 1996 y(7IJ5H1*TLTSRO( 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平 ) ◎ 陳三井 200

EB011373 台灣商務 ﹝華中地區﹞ 1993 y(7IJ5H0*PKRQML( 近代上海繁華錄 ◎ 唐振常 主編 945

EB011374 台灣商務 ﹝華中地區﹞ 1994 y(7IJ5H0*PLKNNL( 漫說蘇州 ◎ 陳 詔 著 180

EB011375 藝術家 ﹝華中地區﹞ 2003 y(7IJ8G7*TPRRNN( 上海左右看 ◎ 蕭佳佳 著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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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376 西遊記 ﹝華中地區﹞ 2003 y(7IJ8G7*QNKKQN( 上海 ◎ 蘇德浩等著 300

EB011377 黎明文化 ﹝華中地區﹞ 2007 y(7IJ5H1*QKRPSK( 上海拍拍走 [平 ] ◎ 陳鐵民 360

EB011378 蘭臺 ﹝華中地區﹞ 2006 y(7IJ8G7*QMQNSR( 天府成都 ◎ 少 君 300

EB011379 知書房 ﹝華南地區﹞ 2005 y(7IJ5H8*QMMOQN( 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 ◎ 林玉茹 280

EB01138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48 臺灣省通志館館刊1-2 ◎ 館刊常務委員會 200

EB01138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60 南投縣軍功寮遺址（臺灣文獻11-3附冊） ◎ 劉枝萬 100

EB01138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TSTK( 流求與雞籠山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0

EB01138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LNTO( 重修臺灣府志（周志） ◎ 周元文 300

EB01138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LONL( 重修臺灣府志（范志）（下冊） ◎ 范咸 240

EB01138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LOMO( 重修臺灣府志（范志）（上冊） ◎ 范咸 345

EB01138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LPKT( 重修臺灣縣志（下冊） ◎ 王必昌 230

EB01138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LOTN( 重修臺灣縣志（上冊） ◎ 王必昌 220

EB01138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LPLQ( 重修鳳山縣志 ◎ 王瑛曾 345

EB01138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0 修志方法論集 ◎ 簡榮聰 100

EB01139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PNTOS( 莊家莊民俗館典藏圖錄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425

EB01139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OQTPN( 鄉土史料臺中市 (7) ◎ 呂順安 300

EB01139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OROQM( 鄉土史料臺中縣 (6) ◎ 呂順安 300

EB01139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OPQS( 鄉土史料臺北縣 (16)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400

EB01139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OLLO( 鄉土史料臺東縣 (14)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400

EB01139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ONRLQ( 鄉土史料臺南市 (5) ◎ 呂順安 300

EB01139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QPSMS( 鄉土史料臺南縣 (24)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550

EB01139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RPNSO( 鄉土史料宜蘭縣 (25)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210

EB01139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NQMNL( 鄉土史料花蓮縣 (20)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330

EB01139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鄉土史料南投縣 (3)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口述歷史專案小組 300

EB01140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QROPN( 鄉土史料屏東縣 (12) ◎ 蕭銘祥 400

EB01140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NQRQR( 鄉土史料苗栗縣 (21)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400

EB01140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NQOP( 鄉土史料桃園縣 (13) ◎ 蕭銘祥 250

EB01140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OQTQK( 鄉土史料高雄縣 (9) ◎ 呂順安 300

EB01140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鄉土史料基隆市 (1)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口述歷史專案小組 200

EB01140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MQQRQ( 鄉土史料雲林縣 (18)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449

EB01140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SMTR( 鄉土史料新竹市 (15)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264

EB01140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MOLK( 鄉土史料新竹縣 (8) ◎ 呂順安 300

EB01140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LKQKQ( 鄉土史料嘉義市 (17)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400

EB01140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PPPTL( 鄉土史料嘉義縣 (23)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540

EB01141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SONM( 鄉土史料彰化縣 (22)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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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41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NMKTN( 鄉土史料澎湖縣 (4) ◎ 呂順安 370

EB01141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POTNL( 關西坪林范家古文書 ◎ 劉澤民 250

EB011413 蘭臺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MQLPS( 從古蹟發現歷史 ◎ 卓克華 420

EB011414 正中書局 ﹝華南地區﹞ 2006 y(7IJ5H0*TLRLLQ( 101處山海祕境 ◎ 賴晏儀 399

EB011415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2 y(7IJ8G7*TPROON( 石橋村 ◎ 李秋香 著 380

EB011416 野人 ﹝華南地區﹞ 2004 y(7IJ5H2*TMTNPN( 聽看馬祖 ◎ 湯谷明 350

EB011417 幼獅文化 ﹝華南地區﹞ 2008 y(7IJ8G0*LMKMLT( 故事說金門（附 CD） ◎ 許維民 390

EB01141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NTTN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1)大事志 ◎ 李宣鋒 ,楊越凱 ,魏永竹 380

EB01141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NTKP(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10)藝文志文學篇（1） ◎ 戴書訓等 450

EB01142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NTL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10)藝文志文學篇（2） ◎ 戴書訓等 530

EB01142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10)藝文志著述篇 ◎ 黃淵泉 500

EB01142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QOT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10)藝文志藝術篇 ◎ 梁在正等 650

EB01142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SKTK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地形篇 ◎ 石再添等 580

EB01142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LNNQS(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土質篇 ◎ 周瑞墩 450

EB01142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QLTQ(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自然災害篇 ◎ 陳國彥 300

EB01142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KSR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氣候篇 ◎ 陳國彥 ,楊貴三 390

EB01142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SNTST(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勝蹟篇 ◎ 廖財聰 260

EB01142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RST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博物篇植物章（1） ◎ 林善雄等 435

EB01142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RTKR(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博物篇植物章（2） ◎ 林善雄等 490

EB01143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LLOR(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博物篇微生物章 ◎ 張鴻綱等 470

EB01143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TOMP(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博物篇綜說動物章（1） ◎ 楊仕俊等 660

EB01143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TON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博物篇綜說動物章（2） ◎ 楊仕俊等 600

EB01143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89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2)土地志轄境篇 ◎ 王世慶 200

EB01143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MSKQT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人口篇 ◎ 李興雙等 400

EB01143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LSPRS(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生活禮俗篇 ◎ 阮昌銳 353

EB01143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OTTOR(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同冑篇（1） ◎ 許木柱 390

EB01143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OTTP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同冑篇（2） ◎ 許木柱 390

EB01143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PPQL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地名沿革篇 ◎ 洪敏麟 600

EB01143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PPM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姓氏篇 ◎ 莊英章 470

EB01144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RNS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宗教篇（1） ◎ 瞿海源 450

EB01144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RNTS(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宗教篇（2） ◎ 瞿海源 295

EB01144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QPK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聚落篇 ◎ 蔡文彩 440

EB01144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MQLS(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3)住民志語言篇 ◎ 丁邦新等 660

EB01144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MKNR(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1） ◎ 袁金和 560

EB01144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MKO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2） ◎ 袁金和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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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44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MKP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3） ◎ 袁金和 560

EB01144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OQK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利篇（1） ◎ 張勤 340

EB01144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OTPN(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利篇（2） ◎ 張勤 270

EB01144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交通篇（1） ◎ 唐富藏 470

EB01145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交通篇（2） ◎ 唐富藏 440

EB01145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QOT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林業篇 ◎ 姚鶴年 530

EB01145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PKSS(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金融篇 ◎ 袁穎生 450

EB01145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1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財稅篇 ◎ 鄭喜夫 290

EB01145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KMNQ(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商業篇（1） ◎ 白建二等 500

EB01145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KMON(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商業篇（2） ◎ 白建二等 400

EB01145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LTRRN(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經濟成長篇 ◎ 范錦明 370

EB01145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PTM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農業篇 ◎ 黃登忠等 440

EB01145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TSRN(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電力篇（1） ◎ 柴祖彥 ,龔嘉英 ,廖東林 350

EB01145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TSS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電力篇（2） ◎ 柴祖彥 ,龔嘉英 ,廖東林 360

EB01146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NLOP(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漁業篇 ◎ 陳清春等 450

EB01146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LRTN(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礦業篇 ◎ 吳質夫 1000

EB01146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0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5)武備志保安篇防戌篇 ◎ 莫光華 ,陳伯鏗 350

EB01146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OSSR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6)文教志文化事業篇 ◎ 邱勝安等 356

EB01146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OLMS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6)文教志文獻工作篇 ◎ 王國璠 360

EB01146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OSOP(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6)文教志社會教育篇 ◎ 林文龍 ,程大學 ,胡鍊輝 495

EB01146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NSKMQ(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6)文教志教育行政篇 ◎ 李雄揮 ,程大學 ,陳清添 420

EB01146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KMP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6)文教志學校教育篇 ◎ 李雄揮 ,程大學 ,司琦 590

EB01146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KSNNR(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外事篇 ◎ 郭嘉雄 430

EB01146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SQTRN(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考銓篇 (1) ◎ 楊正寬等 370

EB01147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SQTSK(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考銓篇 (2) ◎ 楊正寬等 370

EB01147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QSKQ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行政篇（1） ◎ 吳堯峰等 800

EB01147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QSKP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行政篇（2） ◎ 吳堯峰等 780

EB01147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0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法制篇 ◎ 莫迺碩 540

EB01147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LMOMM(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社會篇（1） ◎ 江亮演等 240

EB01147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LMONT(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社會篇（2） ◎ 江亮演等 250

EB01147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1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 王世慶 200

EB01147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OSNS(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審計篇黨團篇 ◎ 魏永竹 ,謝秀明 320

EB01147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PTQSR(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衛生篇（1） ◎ 白榮熙 530

EB01147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PTQT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衛生篇（2） ◎ 白榮熙 530

EB01148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LMOTL(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7)政治志議會篇選舉罷免 ◎ 林東昌 ,廖財聰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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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48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y(7IJ5H0*KMNLLO(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8)職官志文職表武職篇 ◎ 鄭喜夫 320

EB01148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RKMP(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9)人物志人物傳篇人物表篇 ◎ 黃典權等 600

EB01148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PTOQ(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尾 )史前考古 ◎ 臧振華等 370

EB01148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MTLQP(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首 )序錄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500

EB011485 野人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8*MKPTSR( 福爾摩沙大百科 ◎ 野人文化編輯部 1490

EB011486 遠足 ﹝華南地區﹞ 2008 y(7IJ8G6*RNLKNR( 過新年 . 迎新丁 ◎ 李佩珊 . 林韻華 . 唐炘欣 . 賴佳慧 . 孫德齡 . 許雅芬等 199

EB011487 遠足 ﹝華南地區﹞ 2008 y(7IJ8G6*RNLKOO( 去掛紙 . 遊桐花 ◎ 李佩珊 . 林韻華 . 唐炘欣 . 賴佳慧 . 孫德齡 . 許雅芬等 199

EB011488 遠足 ﹝華南地區﹞ 2008 y(7IJ8G6*RNLKQS( 敬義民 . 祭黃蝶 ◎ 李佩珊 . 林韻華 . 唐炘欣 . 賴佳慧 . 孫德齡 . 許雅芬等 199

EB011489 遠足 ﹝華南地區﹞ 2008 y(7IJ8G6*RNLKSM( 謝平安 . 看戲去 ◎ 李佩珊 . 林韻華 . 唐炘欣 . 賴佳慧 . 孫德齡 . 許雅芬等 199

EB01149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TOOLS( 臺灣全志 (卷1)大事志 ◎ 張勝彥 590

EB01149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TOOKL( 臺灣全志 (卷10)職官志文職表篇 ◎ 戴寶村 520

EB01149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TONTP( 臺灣全志 (卷10)職官志武職表篇 ◎ 戴寶村 230

EB01149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TOOMP( 臺灣全志 (卷首 )戰後臺灣變遷史略 ◎ 李筱峰 230

EB01149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6*RLQOPO( 50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許雪姬 . 林玉茹 350

EB011495 三民書局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1*OKRLMS( 臺灣史綱 ◎ 黃大受 250

EB011496 三民書局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1*TKPKLN( 老臺灣 (平 ) ◎ 陳冠學 170

EB011497 台灣商務 ﹝華南地區﹞ 1969 y(7IJ5H0*PKPSMP( 臺灣今古談 ◎ 蘇同炳 著 250

EB01149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1） ◎ 郭輝 100

EB01149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2） ◎ 郭輝 100

EB01150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0 巴達維亞城日記（3） ◎ 程大學 160

EB01150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NKPT( 臺灣近代史：社會篇 ◎ 李國祈 530

EB01150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PNRMM( 臺灣近代史：政治篇 ◎ 李國祈 800

EB01150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PTKT( 臺灣近代史：經濟篇 ◎ 李國祈 690

EB01150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QOTL( 展讀歷史 -典藏歲月 ◎ 周明 200

EB01150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TOKS( 戴案記略施案記略讓臺記觀光日記彰化節孝冊 ◎ 吳德功 240

EB011506 國家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3*QKRRSQ( 尋根－台灣探源 ◎ 陳　香 250 

EB011507 雄獅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8*TSKPSR( 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 ◎ 王雅倫 480

EB011508 文建會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NPQR( 臺灣史蹟源流 ◎ 林衡道 著 160

EB011509 黎明文化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1*QKPSKR( 台灣歷史民俗 [平 ] ◎ 林衡道 180

EB011510 黎明文化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1*QKPTNR( 臺灣通史 (上 / 下冊 )[平 ] ◎ 連雅堂 650

EB01151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KKSPN( 第四屆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 ◎ 和傳坤等 200

EB01151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0*KRRQTS( 西班牙人在臺灣 (1626-1642) ◎ 李毓中，吳孟真 200

EB01151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7 y(7IJ5H6*NSQTOR( 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1)1622-1626 ◎ 江樹生 640

EB011514 三民書局 ﹝華南地區﹞ 2006 y(7IJ5H1*OOLMKR( 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 ◎ 江仁傑 150

EB011515 向日葵 ﹝華南地區﹞ 2004 y(7IJ5H2*TQRKMR( 鄭成功的台灣時代 ◎ 陳錦昌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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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51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0*KMTQKO( 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 (2)處蕃提要 ◎ 黃德峰 . 王學新 350

EB01151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OSRMP( 風港營所雜記 (牡丹社事件 )(1) ◎ 王學新 500

EB01151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TKQPQ( 埔里社退城日誌暨總督府檔案公文類纂史料彙編 ◎ 王學新 300

EB011519 藝術家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9*PNKLTO( 台灣歷史影像 ◎ 楊孟哲 編著 350

EB011520 三民書局 ﹝華南地區﹞ 1988 y(7IJ5H1*TKPKMK( 臺灣史與臺灣人 (精 ) ◎ 王曉波 267

EB011521 三民書局 ﹝華南地區﹞ 1988 y(7IJ5H1*TKPKNR( 臺灣史與臺灣人 (平 ) ◎ 王曉波 240

EB011522 台灣商務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PLROSO( 春帆樓下晚濤急 -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 ◎ 黃靜嘉 著 500

EB01152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PTSRP( 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下 )(19) ◎ 王學新 290

EB01152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PTSPL( 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上 )(19) ◎ 王學新 300

EB01152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PTSQS( 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中 )(19) ◎ 王學新 300

EB01152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SKQLT( 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附圖集 ◎ 王學新 390

EB01152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MRRSSN( 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9) ◎ 王學新 450

EB01152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ONSN( 日據時期東臺灣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 (1) ◎ 王學新 450

EB01152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KMMRO(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1卷 ) ◎ 陳金田 575

EB01153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2)(下 )(精裝 ) ◎ 宋建和 400

EB01153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MPQOS(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2)(上 )(精裝 ) ◎ 陳金田 350

EB01153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OOTT(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3)(精 ) ◎ 吳萬煌、古瑞雲 240

EB01153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NSMKO(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4)(精裝 ) ◎ 吳萬煌 600

EB01153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MPQPP(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2卷 )（上） ◎ 陳金田 300

EB01153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OPKP(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第3卷 ) ◎ 吳萬煌 ,古瑞雲 300

EB01153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OOTT(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卷 (3)(精 ) ◎ 陳金田等譯 350

EB01153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MMPQOS(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 (2)卷（下） ◎ 宋建和 350

EB01153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NSMLL(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 (4)卷 ◎ 吳萬煌 550

EB01153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83 日據時期祭祀公業及在臺灣特殊法律之研究 ◎ 程大學等 160

EB01154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LKKSKS( 臺灣總督公文類纂宗教法規史料彙編與研究 (28-20年 ) (12) ◎ 溫國良 240

EB01154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LRRS(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 (28. 10-35. 4年 ) (2) ◎ 溫國良 600

EB01154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OSRLS(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與研究 (35. 8-42. 6) (16) ◎ 溫國良 200

EB01154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QKQSR(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與研究34. 6-35年8月 (5) ◎ 溫國良 175

EB01154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LRS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史料彙編與研究28-33 (3) ◎ 徐國章 800

EB01154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MTSSRL(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史料彙編與研究34-36 (11) ◎ 徐國章 230

EB01154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LLLMSQ(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史料彙編與研究37-41 (13) ◎ 徐國章 200

EB01154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MRRSTK(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教育史料彙編與研究 (下 ) (8) ◎ 林品桐 375

EB01154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MRRSTK(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教育史料彙編與研究 (上 ) (8) ◎ 林品桐 375

EB01154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MRNNL(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殖產史料彙編與研究28-35 (15) ◎ 顏義芳 200

EB01155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QKRKK(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殖產史料彙編與研究28-41 (7) ◎ 顏義芳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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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55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PTSSM(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殖產史料彙編與研究29-37 (18) ◎ 顏義芳 180

EB01155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QKQTO(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郵政史料彙編與研究28-32(6) ◎ 黃得峰 330

EB01155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MRNP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郵政史料彙編與研究28-34 (14) ◎ 黃得峰 200

EB01155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PNQTQ(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29. 4-29. 12 (4) ◎ 許錫慶 170

EB01155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MTSSQO(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與研究30. 1-34. 12 (10) ◎ 許錫慶 250

EB01155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PLNSL(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與研究34. 12-37. 12 (17) ◎ 許錫慶 170

EB01155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NQOQ( 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 ◎ 魏永竹 350

EB01155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LTLLO( 典藏日治與戰後之檔案圖錄 (平裝 )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50

EB01155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0*KNLLOK(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 -七腳川事件 ◎ 林素珍 . 林春治 . 陳耀芳 200

EB01156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0*KNLLPR(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 -七腳川事件寫真帖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350

EB01156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0*KNQLKR(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郵政類史料彙編與研究35-38(21) ◎ 黃得峰 200

EB011562 向日葵 ﹝華南地區﹞ 2004 y(7IJ5H2*TQRKLK( 拓南少年史 ◎ 吳淑敏 . 吳淑真 280

EB01156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0*KSKTPR( 第四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400

EB011564 三民書局 ﹝華南地區﹞ 2006 y(7IJ5H1*OOOMRR( 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口焦吧哖事件 ◎ 康豹 130

EB01156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0*KRSSRT( 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繪卷 ◎ 澤亮繪著 . 張良澤翻譯 250

EB01156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LKLRRP( 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出版資料報紙人名索引 (下 ) ◎ 朱德蘭 350

EB01156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LKLRRP( 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出版資料報紙人名索引 (上 ) ◎ 朱德蘭 400

EB01156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NNLQS( 228事件文獻補錄（精） ◎ 魏永竹 ,李宜鋒 660

EB011569 幼獅文化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5*ROOMTS( 關懷鄉土大地：生態維護與資源保育的永續發展 ◎ 王 鑫 300

EB011570 藝術家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NPMT( 自然之美 ◎ 馬以工 著 160

EB011571 文建會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OKQT( 臺灣特殊地理景觀 ◎ 王鑫 著 160

EB011572 遠足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2*SKNLNO( 台灣的古地圖 -日治時期 ◎ 李欽賢 400

EB011573 遠足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2*SPQLQL( 台灣的離島 ◎ 倪進誠 400

EB011574 遠足 ﹝華南地區﹞ 2003 y(7IJ8G7*QNKKTO( 台灣的自然步道 ◎ 朱仙麗 400

EB011575 台灣商務 ﹝華南地區﹞ 1990 y(7IJ5H0*PKLPOO( 臺灣高山之旅 (一 )玉、雪山脈高山系列 ◎ 李希聖 著 250

EB011576 台灣商務 ﹝華南地區﹞ 1990 y(7IJ5H0*PKLPPL( 臺灣高山之旅 (二 )中央山脈北段高山系列 ◎ 李希聖 著 350

EB011577 台灣商務 ﹝華南地區﹞ 1990 y(7IJ5H0*PKLPQS( 臺灣高山之旅 (三 )中央山脈南段高山系列 ◎ 李希聖 著 270

EB011578 台灣商務 ﹝華南地區﹞ 1990 y(7IJ5H0*PKLPRP( 臺灣高山之旅 (四 )資料‧知識‧地圖‧‧‧ ◎ 李希聖 著 280

EB011579 黎明文化 ﹝華南地區﹞ 2004 y(7IJ5H1*QKQQSM( 臺灣名山之旅 [平 ] ◎ 黃柏勳 390

EB01158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6 y(7IJ5H6*NSQSSQ( 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 ◎ 黃武達 24000

EB011581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LOS( 台灣的舊地名 ◎ 蔡培慧．陳怡慧．陳柏州 400

EB01158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SQTRK( 臺灣地名辭書卷 (11)彰化縣 (下 ) ◎ 葉爾建等 300

EB011583
典藏藝
術家庭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7*PLTPQQ( 超台灣 ◎ 寇特‧布里列頓 (Kurt Brereton) 450

EB01158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QKSS( 臺灣近代史：文化篇 ◎ 李國祈 470

EB01158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0*KKTOLP( 臺灣傳統農村生活與文物 ◎ 簡榮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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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58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4 y(7IJ5H0*LRROOM( 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 (1)(平 ) ◎ 簡榮聰等 1000

EB011587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2 y(7IJ8G7*TPRLSO( 六○年代台灣攝影圖像 ◎ 梁莊愛論 著 380

EB011588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3 y(7IJ8G7*TPRSOT( 台灣色 THE COLORS OF TAIWAN ◎ 李蕭錕 著 600

EB011589 遠足 ﹝華南地區﹞ 2003 y(7IJ8G7*QNKLLR( 台灣的人文步道 ◎ 沃克漫青 400

EB011590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MPO( 台灣的工藝 ◎ 張志遠 . 林松河 400

EB011591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MTM( 台灣的地方新節慶 ◎ 陳柏州 . 簡如邠 400

EB011592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OKR( 台灣的老行業 ◎ 羅秀華 400

EB011593 向陽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8*MORLPO( 台灣生活圖曆 ◎ 黃金田繪圖，呂理政主編 360

EB01159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5H0*LTRSTL( 古情綿綿 -老臺灣敢仔店特展專輯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350

EB011595 萬卷樓 ﹝華南地區﹞ 2005 y(7IJ5H7*NTPOSL( 第四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台
灣師大台研所、長榮大學台研籌備處

460

EB011596 群學文化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3*KRLKRP( 米糖相剋 : 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 ◎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and Sugar: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 柯志明 著

300

EB011597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NQK( 台灣的市場 ◎ 葉益青 400

EB011598 遠足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7*QNKROM( 台灣的地方特產 ◎ 陳彥仲、葉益青、羅秀華 400

EB011599 雄獅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SRLNK( 大家來寫生 --畫家眼中的台灣風景 ◎ 蘇意茹 / 文‧詹振興 / 圖 350

EB011600 雄獅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QRPK( 爸爸講古蹟 --古蹟保存與維護 ◎ 李乾朗 / 圖‧文 350

EB011601 遠足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3*KOTNNN( 台灣的城門與砲台 ◎ 戴震宇 400

EB011602 遠足 ﹝華南地區﹞ 2002 y(7IJ8G8*KLPOKL( 台灣的瀑布 ◎ 王鑫 . 何立德 400

EB011603 遠足 ﹝華南地區﹞ 2002 y(7IJ8G8*KLPOMP( 台灣的古道 ◎ 王一婷 400

EB011604 遠足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2*SKNLLK( 台灣的老街 ◎ 黃沼元 400

EB011605 遠足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2*SKNLOL( 台灣的老鄉鎮 ◎ 李世榮、吳立萍 400

EB011606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PMK( 台灣的古蹟 -北台灣 ◎ 李泰昌…等合著 400

EB011607 遠足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7*QNKPOO( 台灣的古蹟 -南台灣 ◎ 台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 400

EB011608 遠足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7*QNKRRN( 台灣的敬字亭 ◎ 張志遠 400

EB01160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TNOS( 日據時期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譯本第1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50

EB01161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2 y(7IJ5H0*LMTTKS( 臺灣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 ◎ 檜山幸夫 200

EB01161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LKQPL( 沈文肅公牘 ◎ 沈保禎 240

EB01161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RNNTR( 珍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1）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380

EB01161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RNOKN( 珍藏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2）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380

EB01161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PPTQT( 烽火歲月 -戰時體制下之臺灣史料特展圖錄 (下 )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50

EB01161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PPTQT( 烽火歲月 -戰時體制下之臺灣史料特展圖錄 (上 )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50

EB01161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RNKNS( 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整理組 300

EB01161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7 y(7IJ5H0*KTTNNL(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10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1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MLORNO(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11輯） 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19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2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1輯）中譯本 ◎ 陳文添 ,謝鴻嶷 ,林品桐 545

EB01162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3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2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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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62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3輯）中譯本 ◎ 王萬龍等 545

EB01162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4 y(7IJ5H0*KNTQRM(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4輯）中譯本 ◎ 陳文添等 545

EB011623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PPPS(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5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2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LTRK(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6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2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KOSP(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7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2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5 y(7IJ5H0*KQNTMT(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8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2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TKTS( 臺灣總督府檔案翻譯輯錄（第9輯）中譯本 ◎ 林品桐等 545

EB01162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8G7*RONKRR( 東槎紀略 ◎ 姚瑩 160

EB011629 大塊 ﹝華南地區﹞ 2006 y(7IJ5H8*OQSPOM( 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 (十年典藏版 ) ◎ 馬世
芳、許允斌、姚瑞中、陳光達、黃威融

450

EB01163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0*KQTQTN( 力力社古文書契抄選輯 -屏東崁頂力社村陳家古文書 ◎ 陳緯一 . 劉澤民 450

EB011631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0*LNTQRT( 大甲東西社古文書 (上 )(下 ) ◎ 劉澤民 570

EB01163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0 y(7IJ5H0*MRQQLT( 大肚社古文書 ◎ 劉澤民 300

EB011633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7 y(7IJ8G7*KNONRN( 台北市古蹟巡覽（下冊） ◎ 台北市文化局策劃 200

EB011634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7 y(7IJ8G7*KNONPT( 台北市古蹟巡覽（上冊） ◎ 台北市文化局策劃 200

EB011635 蘭臺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7*QMQNOT( 台北城的故事 ◎ 葉倫會 200

EB011636 左岸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7*LROKKK(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 ◎ 蘇碩斌 300

EB011637 西遊記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8*LRPLQR( 百年繁華 . 最鹿港 ◎ 心岱 300

EB011638 黎明文化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1*QKQPRQ( 谷關東勢巡禮 [平 ] ◎ 黃柏勳 340

EB011639 雄獅 ﹝華南地區﹞ 1988 y(7IJ5H8*TSKRPO( 淡水紅毛城 ◎ 李乾朗 200

EB011640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6 y(7IJ8G7*KNOMNQ( 鶯歌陶瓷深度之旅 ◎ 陳俊雄、陳庭宣、蘇世德 280

EB011641 黎明文化 ﹝華南地區﹞ 2005 y(7IJ5H1*QKRNKQ( 淡水心靈地圖 [平 ] ◎ 趙莒玲 390

EB011642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NLQNM( 足本合校新竹縣采訪冊 ◎ 陳朝龍著，林文龍點校 500

EB011643 野人 ﹝華南地區﹞ 2004 y(7IJ5H2*TMTNOQ( 聽看三義 ◎ 薛淑麗 350

EB011644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SPOTM( 苑裡地區古文書集 (下 ) ◎ 蕭富隆 . 林坤山 250

EB011645 國史館 ﹝華南地區﹞ 2003 y(7IJ5H0*LSPOTM( 苑裡地區古文書集 (上 ) ◎ 蕭富隆 . 林坤山 250

EB011646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QSKOR( 臺中市地名沿革 ◎ 呂順安 250

EB011647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8 y(7IJ5H0*MMRPRO( 綠情懷舊 -中興新村老照片專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320

EB011648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NTNMO( 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540

EB011649 野人 ﹝華南地區﹞ 2005 y(7IJ8G8*KPTMOP( 漫步在雲端 ◎ 黃源明 300

EB011650 國史館 ﹝華南地區﹞ 1996 y(7IJ5H0*KRQLST( 南臺灣文化專輯 ◎ 黃有興等 300

EB011651 藝術家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0*MONPTS( 蘭嶼之美 ◎ 徐瀛洲 著 160

EB011652 藝術家 ﹝華南地區﹞ 2002 y(7IJ8G7*TPRMML( 蘭嶼部落文化藝術 ◎ 劉其偉 著 280

EB011653 遠足 ﹝華南地區﹞ 2004 y(7IJ8G7*QNKPLN( 你所不知道的台東 ◎ 趙川明 . 周敏煌等 350

EB011654 雄獅 ﹝華南地區﹞ 1989 y(7IJ5H9*OMKMNP( 艋舺龍山寺 ◎ 李乾朗 200

EB011655 雄獅 ﹝華南地區﹞ 1989 y(7IJ5H9*OMKMOM( 鹿港龍山寺 ◎ 李乾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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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656 雄獅 ﹝華南地區﹞ 1992 y(7IJ5H9*OMKSNT( 北港朝天宮 ◎ 李乾朗 200

EB011657 雄獅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8*TSKSTL( 澎湖天后宮 ◎ 李乾朗 200

EB011658 雄獅 ﹝華南地區﹞ 1999 y(7IJ5H8*TSKTNS( 神岡筱雲山莊 ◎ 李乾朗 200

EB011659 雄獅 ﹝華南地區﹞ 2001 y(7IJ5H4*ROKMKS( 旗後砲台 ◎ 李乾朗 200

EB011660 台灣商務 ﹝塞北地區﹞ 1987 y(7IJ5H0*PKPTKK( 蒙古文化與社會 ◎ 札奇斯欽 著 270

EB011661 大塊 ﹝塞北地區﹞ 9602 y(7IJ8G7*KPTQSK( 迭里溫．孤山 ◎ 杜蘊慈‧著∕黃惠玲‧攝影 350

EB011662 台灣商務 ﹝塞北地區﹞ 2002 y(7IJ5H0*PLRNSP( 蒙古 . 天堂草原 ◎ 謝運川 著 240

EB011663 佛光文化 ﹝西部地區﹞ 1991 y(7IJ5H5*ONKQST( 現代西藏佛教 ◎ 鄭金德 300

EB011664 佛光文化 ﹝西部地區﹞ 1991 y(7IJ5H5*ONTLKL( 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 ◎ 王堯 380

EB011665 法鼓文化 ﹝西部地區﹞ 2006 y(7IJ5H5*TSNQSK( 聽見西藏 --在雪域中遇見自己 ◎ 450

EB011666 法鼓文化 ﹝西部地區﹞ 2008 y(7IJ5H5*TSONMS( 魔鏡西藏 --拉薩遊學一年記 ◎ 390

EB011667 牛奶 ﹝西部地區﹞ 2005 y(7IJ5H8*NMKPKP( 偷渡到西藏 (牛奶 ) ◎ Pony 200

EB011668 雲龍 ﹝西部地區﹞ 2003 y(7IJ8G7*TNSMNR( 大西藏文化巡禮 ◎ 鄭金德 360

EB011669 雲龍 ﹝西部地區﹞ 2003 y(7IJ8G7*TNSMLN( 大西藏之旅 ◎ 鄭金德 280

EB011670 國家 ﹝西部地區﹞ 2004 y(7IJ5H3*QKTNTL( 絲綢之路史話 ◎ 孟凡人 200 

EB011671 大塊 ﹝西部地區﹞ 2007 y(7IJ8G2*LNKLLR(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 王力雄 450

EB011672 大塊 ﹝西部地區﹞ 9803 y(7IJ8G2*LNLKRR( 天葬 ◎ 王力雄 520

EB011673 大塊 ﹝西部地區﹞ 2006 y(7IJ8G7*MTLSOO( 殺劫 ◎ 唯色‧文字∕澤仁多吉‧攝影 450

EB011674 大塊 ﹝西部地區﹞ 2006 y(7IJ8G7*MTLSPL( 西藏記憶 ◎ 唯色 380

EB011675 台灣商務 ﹝西部地區﹞ 1995 y(7IJ5H0*PLKSMT( 西藏史事與人物 ◎ 孫子和 著 300

EB011676 藝術家 ﹝西部地區﹞ 2006 y(7IJ8G7*KNOLMK( 西藏自在紀行 ◎ 韓書力 380

EB011677 藝術家 ﹝西部地區﹞ 2000 y(7IJ5H8*MRNSLS( 西藏非常視窗 ◎ 韓書力 著 480

EB011678 藝術家 ﹝西部地區﹞ 2006 y(7IJ8G7*KNONKO( 攝影西藏 --尋找天地大美 ◎ 姜振慶 380

EB011679 台灣商務 ﹝西部地區﹞ 2000 y(7IJ5H0*PLQPKK( 西藏探索之旅 -了解 . 關懷 . 欣賞 ◎ 李希聖 著 250

EB011680 台灣商務 ﹝西部地區﹞ 2008 y(7IJ5H0*PMMTSN( 溫柔行走，在西藏 ◎ 八月女生 300

EB011681 大塊 ﹝西部地區﹞ 2009 y(7IJ8G2*LNLLTK( 聽說西藏 ◎ 唯色 & 王力雄 399

EB011682 大塊 ﹝西部地區﹞ 2008 y(7IJ8G2*LNKMSP( 看不見的西藏 ◎ 唯色 380

EB011683 台灣商務 ﹝都城‧疆域﹞ 1994 y(7IJ5H0*PKSOMK( 中國古代都城 ◎ 吳松弟 著 140

EB011684 國家 ﹝都城‧疆域﹞ 2004 y(7IJ5H3*QKTMOR( 七大古都史話 ◎ 李遇春等 200 

EB011685 國家 ﹝都城‧疆域﹞ 2004 y(7IJ5H3*QKTLPP( 長城史話 ◎ 甌　燕 200 

EB011686 遠足 ﹝水志﹞ 2002 y(7IJ5H3*KOTNSS( 台灣的河流 ◎ 王鑫 . 林孟龍 400

EB011687 遠足 ﹝水志﹞ 2002 y(7IJ8G8*KLPOPQ( 台灣的湖泊 ◎ 王鑫．何立德 400

EB011688 天培 ﹝水志﹞ 2000 y(7IJ5H5*QKQQKM( 我們只有一條長江 ◎ 韓韓、楊恩生 230

EB011689 遠足 ﹝水志﹞ 2007 y(7IJ8G7*QNKSST( 獨步三江 ◎ 李旭 320

EB011690 台灣商務 ﹝山志﹞ 1994 y(7IJ5H0*PKSOLN( 中國的名山與大川 ◎ 謝凝高 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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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691 遠足 ﹝山志﹞ 2001 y(7IJ5H3*KOTNQO( 台灣的山脈 ◎ 楊建夫 400

EB011692 台灣商務 ﹝名勝古蹟﹞ 1993 y(7IJ5H0*PKRQSN( 中國的名勝古蹟 ◎ 葛曉音 著 140

EB011693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7 臺灣古蹟集第一集 ◎ 林衡道 ,郭嘉雄 720

EB011694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6 臺灣史蹟研究資料輯要 ◎ 臺灣史蹟研究會 90

EB011695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87 臺灣史蹟研究論文選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250

EB011696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81 臺灣史蹟源流 ◎ 劉寧顏 250

EB011697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9 臺灣史蹟圖集 ◎ 郭嘉雄 250

EB011698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8 臺灣省名勝古蹟集 ◎ 臺灣省為限委員會 200

EB011699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7 臺灣勝蹟採訪冊（１） ◎ 林衡道 580

EB011700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8 臺灣勝蹟採訪冊（２） ◎ 林衡道 360

EB011701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8 臺灣勝蹟採訪冊（３） ◎ 林衡道 380

EB011702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79 臺灣勝蹟採訪冊（４） ◎ 林衡道 860

EB011703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80 臺灣勝蹟採訪冊（５） ◎ 林衡道 430

EB011704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81 臺灣勝蹟採訪冊（６） ◎ 林衡道 360

EB011705 國史館 ﹝名勝古蹟﹞ 1982 臺灣勝蹟採訪冊（７） ◎ 林衡道 450

EB011706 藝術家 ﹝名勝古蹟﹞ 1999 y(7IJ5H0*MONPSL( 古蹟的維護 ◎ 漢寶德 著 160

EB011707 藝術家 ﹝名勝古蹟﹞ 2006 y(7IJ8G7*OSRMOR( 古蹟新解 --珍重故事的舞台 ◎ 李乾朗 著 380

EB011708 台灣商務 ﹝名勝古蹟﹞ 1994 y(7IJ5H0*PKSOOO( 中國的著名寺廟宮觀與教堂 ◎ 余桂元 著 140

EB011709 三民書局 ﹝名勝古蹟﹞ 2006 y(7IJ5H1*OMKMOK( 新譯洛陽伽藍記 (平 ) ◎ 劉九洲 -注譯；侯迺慧 -校閱 220

EB011710 國家 ﹝名勝古蹟﹞ 2004 y(7IJ5H3*QKTOKR( 故宮史話 ◎ 姜舜源 200 

EB011711 台灣商務 ﹝名勝古蹟﹞ 1994 y(7IJ5H0*PKSONR( 中國歷代帝王陵寢 ◎ 黃景略 著 140

EB011712 三民書局 ﹝人文地理﹞ 1987 y(7IJ5H1*TKQSON( 山外有山 (精 ) ◎ 李英豪 233

EB011713 國史館 ﹝人文地理﹞ 1993 南投縣珍貴老樹的歷史源流與漲故傳說 ◎ 李西勳 ,黃文瑞 250

EB011714 台灣商務 ﹝經濟地理﹞ 1977 y(7IJ5H0*PKOLSR( 臺灣區域計畫問題 ◎ 來 璋 著 81

EB011715 雲龍 ﹝人物﹞ 1991 y(7IJ5H9*KSQNQN( 禁煙先驅林則徐 ◎ 宋佩華 160

EB011716 藝術家 ﹝人物﹞ 1991 y(7IJ5H9*PKKKTS( 徐悲鴻年譜 ◎ 徐伯陽 編 300

EB011717 藝術家 ﹝人物﹞ 1991 y(7IJ5H9*PKKLOM( 黃君璧的藝術生涯 ◎ 楊隆生 250

EB011718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1969 y(7IJ5H1*OLNPKL( 遊記六篇 (精 ) ◎ 左舜生 110

EB011719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1993 y(7IJ5H1*OLPRST( 南海遊蹤 (精 ) ◎ 施翠峰 110

EB011720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2000 y(7IJ5H1*ONMRSQ( 八千里路雲和月 ◎ 莊因著 210

EB011721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2002 y(7IJ5H1*ONMSMN( 新譯徐霞客遊記 (上 / 中 / 下 )(精 ) ◎ 黃珅注譯；黃志民校閱 2100

EB011722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2002 y(7IJ5H1*ONMSNK( 新譯徐霞客遊記 (上 / 中 / 下 )(平 ) ◎ 黃珅 -注譯；黃志民 -校閱 1800

EB011723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2008 y(7IJ5H1*OONTPT( 新譯長春真人西遊記 (平 ) ◎ 顧寶田、何靜文 -注譯 180

EB011724 三民書局 ﹝中國遊記﹞ 2008 y(7IJ5H1*OOTNMQ( 尋找長安－文化遊記 ◎ 張錯 210

EB011725 台灣商務 ﹝中國遊記﹞ 2000 y(7IJ5H0*PLQPQM( 光明之城 :一個猶太人在刺桐的見聞錄 ◎ 德安科納 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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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726 台灣商務 ﹝中國遊記﹞ 1992 y(7IJ5H0*PKPKTM( 中國旅情 ◎ 商友敬 著 135

EB011727 幼獅文化 ﹝中國遊記﹞ 2000 y(7IJ5H5*ROLSSO( 絲路，雅克西！ ◎ 陳曙光 299

EB011728 佛光文化 ﹝中國遊記﹞ 1998 y(7IJ5H5*ONQSOL( 入唐求法巡禮記 ◎ 潘平釋譯 200

EB011729 佛光文化 ﹝中國遊記﹞ 1997 y(7IJ5H5*ONPPOR( 絲路上的梵歌 ◎ 梁丹丰 170

EB011730 牛奶 ﹝中國遊記﹞ 2005 y(7IJ5H8*NMKPON( 絲路分手旅行 (牛奶 ) ◎ 李桐豪 320

EB011731 國家 ﹝中國遊記﹞ 1996 y(7IJ5H3*QKOTSN( 錦繡河山醉夢中 ◎ 黃巧容 200 

EB011732 國家 ﹝中國遊記﹞ 2005 y(7IJ5H3*QKTPTT( 絲路遊蹤 ◎ 吳浪平 250 

EB011733 黎明文化 ﹝中國遊記﹞ 1995 y(7IJ5H1*QKOLSN( 電子媒介廣告設計製作 [平 ] ◎ 賴建都 180

EB011734 三民書局 ﹝世界通史﹞ 2006 y(7IJ5H1*OOQKMS( 世界通史 (增訂二版 ) ◎ 王曾才 510

EB011735 三民書局 ﹝世界通史﹞ 2007 y(7IJ5H1*OOQPOR( 歷史與圖像 -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 ◎ 王世宗 600

EB011736 三民書局 ﹝世界通史﹞ 2007 y(7IJ5H1*OORRTR( 史海巡航 -歷史問學週記 (上 ) ◎ 許倬雲 150

EB011737 三民書局 ﹝世界通史﹞ 2008 y(7IJ5H1*OOSTSP( 史海巡航 -歷史問學週記 (下 ) ◎ 許倬雲 150

EB011738 米娜貝爾 ﹝世界通史﹞ 2004 y(7IJ8G7*QOKNML( 歷史追問 (軟精裝 ) ◎ 常和 250

EB011739 米娜貝爾 ﹝世界通史﹞ 2000 y(7IJ5H0*OTMMMO( 人類的故事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380

EB011740 瑞昇 ﹝世界通史﹞ 2007 y(7IJ5H5*MQQPQL( 快速讀通世界史 ◎ 賀岡 聰 300

EB011741 左岸 ﹝世界通史﹞ 2004 y(7IJ8G7*SPORKO( 西方帝國簡史 ◎ 安東尼．派格登 250

EB011742 左岸 ﹝世界通史﹞ 2006 y(7IJ8G7*LROQPT( 世界史綱 :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 ◎ H. G. 威爾斯 700

EB011743 正中書局 ﹝世界通史﹞ 1993 y(7IJ5H0*TKSNLM( 世界史綱 (上 ) ◎ 傅啟學 340

EB011744 知書房 ﹝世界斷代史﹞ 2009 y(7IJ8G7*LPLSNO( 烏漆嘛黑的中古世紀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1745 知書房 ﹝世界斷代史﹞ 2009 y(7IJ8G7*LPLROM( 雞飛狗跳英倫大轟炸 -強敵進犯的戰時歲月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1746 昭明 ﹝世界斷代史﹞ 2002 y(7IJ5H0*NNQTPP( 虛擬歷史 :論歷史的混沌理論 (昭明 ) ◎ 尼爾 . 弗格 500

EB011747 昭明 ﹝世界斷代史﹞ 2005 y(7IJ8G7*QOKSTP( 反事實的思考 (昭明 ) ◎ 尼爾．弗格森 等 480

EB011748 國史館 ﹝世界斷代史﹞ 1990 中外近百年大事記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40

EB011749 三民書局 ﹝世界斷代史﹞ 2006 y(7IJ5H1*ONTSRR( 世界現代史 (上 ) ◎ 王曾才 350

EB011750 三民書局 ﹝世界斷代史﹞ 2003 y(7IJ5H1*ONTSSO( 世界現代史 (下 ) ◎ 王曾才 450

EB011751 國史館 ﹝世界斷代史﹞ 2001 y(7IJ5H0*MSRPTM( 千禧年中外大事記 ◎ 江錫賢 140

EB011752 國史館 ﹝世界斷代史﹞ 2001 y(7IJ5H0*MSKMOL( 中外近百年大事記補錄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300

EB011753 三民書局 ﹝世界文化史﹞ 2008 y(7IJ5H1*OPLLSN( 真理論述—文明歷史的哲學啟示 ◎ 王世宗 520

EB011754 米娜貝爾 ﹝世界文化史﹞ 2001 y(7IJ5H0*OTMPLO( 文明的開端 . 奇蹟的創造者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320

EB011755 左岸 ﹝世界文化史﹞ 2008 y(7IJ8G6*RMNLKK( 文明的力量 ◎ 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 550

EB011756 三民書局 ﹝世界文化史﹞ 2004 y(7IJ5H1*OOKRNQ( 古代文明的開展－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 ◎ 王世宗 470

EB011757 台灣商務 ﹝世界文化史﹞ 2000 y(7IJ5H0*PLQPMO( 通往未來的過去 ◎ 尼爾波斯曼 著 220

EB011758 智庫文化 ﹝世界文化史﹞ 1998 y(7IJ5H8*NTQMMR( 世紀末大預言 ◎ 300

EB011759 三民書局 ﹝世界外交史﹞ 2008 y(7IJ5H1*OPKPMK( 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 (修訂二版 ) ◎ 王世宗 330

EB011760 三民書局 ﹝世界地理﹞ 2004 y(7IJ5H1*OMQMMS( 探索與發現 ◎ DominiqueJoly著；呂一民譯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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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761 米娜貝爾 ﹝世界地理﹞ 2001 y(7IJ5H0*OTMPNS( 人類的家園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380

EB011762 黎明文化 ﹝世界地理﹞ 2002 y(7IJ5H1*QKQMMO( 世界的國名與國旗 [平 ] ◎ 楊俊昭 520

EB011763 台灣商務 ﹝世界地理﹞ 1995 y(7IJ5H0*PLLSPR( 外國地名譯名 ◎ 國立編譯館 編訂 1200

EB011764 米娜貝爾 ﹝世界地理類志﹞ 2004 y(7IJ8G7*QOKNRQ( 文明奇蹟 (軟精裝 ) ◎ 常和 250

EB011765 三民書局 ﹝世界地理類志﹞ 1997 y(7IJ5H1*OMQLKP( 歐洲的城堡 ◎ GastonDuchet-Suchaux、MichelPas 250

EB011766 九歌 ﹝世界遊記﹞ 1990 y(7IJ5H5*QKLKPS( 風情與文物 ◎ 漢寶德 160

EB011767 大辣 ﹝世界遊記﹞ 2008 y(7IJ8G6*QNOKSQ( 單車放浪 ◎ 黃健和 350

EB011768
典藏藝
術家庭

﹝世界遊記﹞ 2009 y(7IJ8G6*SNNQKL( 寶船歷險記―鄭和下西洋的故事 ◎ 作者：安‧鮑樂 ANN BOWLER 
插圖：鄭樂琪 LAK-KHEE TAY-AUDOUARD 譯者：周靈芝 著

280

EB011769 胡桃木 ﹝世界遊記﹞ 2003 y(7IJ5H0*OTMSQQ( 早知道應該待在家裡 (超級旅行 -夢想篇 )-新版 (胡桃木 ) ◎ 羅傑、拉波特等 210

EB011770 胡桃木 ﹝世界遊記﹞ 2003 y(7IJ5H0*OTMSPT( 幸好我出來旅行了 (超級旅行 -行動篇 )-新版 (胡桃木 ) ◎ 羅傑、拉波特等 180

EB011771 遠景 ﹝世界遊記﹞ 2009 y(7IJ5H3*TKSRMM( 相約345天 ◎ 汪俊羽 / 徐佩瑜 320

EB011772 台灣商務 ﹝世界遊記﹞ 2007 y(7IJ5H0*PMLOQR( 馬可波羅 ◎ 王壽南 120

EB011773 台灣商務 ﹝世界遊記﹞ 2000 y(7IJ5H0*PLQPSQ( 馬可波羅行紀 ◎ 沙海昂 註 480

EB011774 三民書局 ﹝世界遊記﹞ 1991 y(7IJ5H1*OLRTTS( 冰瑩遊記 ◎ 謝冰瑩 144

EB011775 三民書局 ﹝世界遊記﹞ 1986 y(7IJ5H1*TKRSPR( 文學之旅 (平 ) ◎ 蕭傳文 167

EB011776 心理 ﹝世界遊記﹞ 2003 y(7IJ5H7*KMPSLO( 讀繪本，遊世界 -著名繪本教學與遊戲 ◎ 吳淑玲策畫主編；紀明美、黃金葉等著 350

EB011777 智庫文化 ﹝世界遊記﹞ 2000 y(7IJ5H0*OSOLOO( 自助走天涯 ◎ 240

EB011778 智庫文化 ﹝航海記彙編﹞ 1996 y(7IJ5H9*PPNPSM( 我的老人與海 ◎ 240

EB011779 法鼓文化 ﹝雜說﹞ 1998 y(7IJ5H8*ORNPSO( 耕耘心田 ◎ 220

EB011780 佛光文化 ﹝亞洲史地總論﹞ 1998 y(7IJ5H5*ONRMKQ( 大唐西域記 ◎ 王邦維釋譯 200

EB011781 佛光文化 ﹝亞洲史地總論﹞ 1996 y(7IJ5H5*ONOQLS( 佛國記 ◎ 吳玉貴釋譯 200

EB011782 左岸 ﹝亞洲史地總論﹞ 2007 y(7IJ8G7*LROQLL( 亞洲去魔化 :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 ◎ 尤根．歐斯特哈默 480

EB011783 三民書局 ﹝亞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MSMKS( 新譯大唐西域記 (精 ) ◎ 陳飛、凡評注譯黃俊郎校閱 630

EB011784 三民書局 ﹝亞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MSMLP( 新譯大唐西域記 (平 ) ◎ 陳飛、凡評 -注譯；黃俊郎 -校閱 540

EB011785 台灣商務 ﹝亞洲史地總論﹞ 1970 y(7IJ5H0*PLTTTK( 瀛涯勝覽校注 ◎ 馮承鈞 校注 90

EB011786 三民書局 ﹝亞洲史地總論﹞ 1990 y(7IJ5H1*TKNNSP( 尋索：藝術與人生 (精 ) ◎ 葉維廉 500

EB011787 台灣商務 ﹝亞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0*PMLMML( 萬里無雲 ◎ 書雲 350

EB011788 西遊記 ﹝亞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5H2*TSNTQQ( 從絲路的盡頭 ,開始 ◎ 鄒頌華 300

EB011789 三民書局 ﹝亞洲史地總論﹞ 1990 y(7IJ5H1*TKNNTM( 尋索：藝術與人生 (平 ) ◎ 葉維廉 389

EB011790 三民書局 ﹝日本﹞ 1993 y(7IJ5H1*OMKMLT( 日本這個國家 ◎ 章陸著 233

EB011791 三民書局 ﹝日本﹞ 2006 y(7IJ5H1*OMLNPN( 日本通史 ◎ 林明德 360

EB011792 三民書局 ﹝日本﹞ 2006 y(7IJ5H1*ONRLPQ( 日本史－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 ◎ 鄭樑生編著 200

EB011793 三民書局 ﹝日本﹞ 2006 y(7IJ5H1*OOMPSR( 日本史 (修訂二版 ) ◎ 林明德 280

EB011794 台灣商務 ﹝日本﹞ 1990 y(7IJ5H0*PKLQNQ( 日本及其世界 :二百年的轉變 ◎ 柳立言 譯 100

EB011795 三民書局 ﹝日本﹞ 2006 y(7IJ5H1*OONRTT( 日本古代史 ◎ 鄭樑生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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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796 三民書局 ﹝日本﹞ 2000 y(7IJ5H1*ONLLOR( 日本中世近世史 ◎ 林明德 280

EB011797 三民書局 ﹝日本﹞ 2006 y(7IJ5H1*OOQMTP( 日本近代史 (修訂三版 ) ◎ 林明德 370

EB011798 台灣商務 ﹝日本﹞ 1988 y(7IJ5H0*PKPSKL( 日本近代史 ◎ 陳水逢 著 450

EB011799 台灣商務 ﹝日本﹞ 2008 y(7IJ5H0*PMNMTO( 昭和天皇 ◎ 原武史 200

EB011800 三民書局 ﹝日本﹞ 1991 y(7IJ5H1*OLRSNR( 日本現代史 ◎ 許介鱗 500

EB011801 大塊 ﹝日本﹞ 9607 y(7IJ8G7*KPTTMP( 麻煩ㄋㄟˋ――給台灣人的日本人使用說明書 ◎ 青木由香 280

EB011802 台灣商務 ﹝日本﹞ 1967 y(7IJ5H0*PKRLKM( 日本文明開化史略 ◎ 陳水逢 編著 480

EB011803 台灣商務 ﹝日本﹞ 2006 y(7IJ5H0*PMKPSN( 日本物語 ◎ 謝鵬雄 著 300

EB011804 西遊記 ﹝日本﹞ 2004 y(7IJ5H2*TSNTNP( 東京動漫畫攻略地圖 ◎ 林佳蓉 250

EB011805 西遊記 ﹝日本﹞ 2005 y(7IJ5H2*TSNTOM( 春的東京小旅行 ◎ 周芬娜 200

EB011806 西遊記 ﹝日本﹞ 2006 y(7IJ5H2*SNOPTQ( 東京花 ?旅 ◎ 周芬娜 360

EB011807 台灣商務 ﹝日本﹞ 2008 y(7IJ5H0*PMNKKN( 我在京都遇見大師 ◎ 方鵬程 320

EB011808 大家 ﹝日本﹞ 2009 y(7IJ8G8*PKSSNP( 北海道 . 一個人的幸福旅程 ◎ Milly 380

EB011809 西遊記 ﹝日本﹞ 2004 y(7IJ5H2*SNOPST( 北海道 ◎ 王珊珊．松田貴美人．吳秀雲 380

EB011810 天培 ﹝日本﹞ 2001 y(7IJ8G7*RPTKPO( 相撲拉麵薰衣草 (原：私 ?日本博物館） ◎ 周芬娜 特199

EB011811 三民書局 ﹝日本﹞ 1988 y(7IJ5H1*TKROOO( 日本歷史之旅 (精 ) ◎ 李希聖 256

EB011812 三民書局 ﹝日本﹞ 1988 y(7IJ5H1*TKROPL( 日本歷史之旅 (平 ) ◎ 李希聖 189

EB011813 西遊記 ﹝日本﹞ 2006 y(7IJ8G8*MROTKR( 尋訪絕世好湯（日本、台灣）--泡湯達人的露天溫泉旅行 ◎ 山崎真由美 280

EB011814 繆思 ﹝日本﹞ 2007 y(7IJ8G7*NTTTTL( 車窗外看見雪 ◎ Milly 340

EB011815 繆思 ﹝日本﹞ 2007 y(7IJ8G7*NTTTSO( 超完美 !日本鐵道旅遊計畫 (新版 ) ◎ Milly 350

EB011816 繆思 ﹝日本﹞ 2008 y(7IJ8G6*QQPKTR( 日本大旅行 -因為是日本 . 所以非去這些地方不可 ◎ Milly 400

EB011817 三民書局 ﹝韓國﹞ 2008 y(7IJ5H1*OPLLNS( 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增訂二版 ) ◎ 朱立熙 -著 240

EB011818 台灣商務 ﹝韓國﹞ 2005 y(7IJ5H0*PLTSTL( 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 ◎ 簡江作 320

EB011819 三民書局 ﹝韓國﹞ 1995 y(7IJ5H1*TLQRKP( 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 (平 ) ◎ 蔡茂松 500

EB011820 台灣商務 ﹝韓國﹞ 2009 y(7IJ5H0*PMNQKR( 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 ◎ 張少文 300

EB011821 台灣商務 ﹝韓國﹞ 2006 y(7IJ5H0*PMKNRS( 韓國的地理資源與文物 ◎ 林先渝 著 200

EB011822 國史館 ﹝臺灣﹞ 1950 臺灣文獻專刊第2號（山地文化）特輯 ◎ 館刊常務委員會 200

EB011823 國史館 ﹝臺灣﹞ 1996 y(7IJ5H0*KRTPTN( 臺灣紀事 ◎ 吳子光 130

EB011824 國史館 ﹝臺灣﹞ 1951 臺灣記錄兩種 （下） ◎ (清 )胡傳 250

EB011825 國史館 ﹝臺灣﹞ 1951 臺灣記錄兩種 (上） ◎ (清 )胡傳 250

EB011826 國史館 ﹝臺灣﹞ 1993 y(7IJ5H0*KLSNNM( 臺灣婚喪習俗座談會紀錄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口述歷史專案小組 300

EB011827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堡圖集 ◎ 洪敏麟 ,陳漢光 ,廖漢臣 1000

EB011828 國史館 ﹝臺灣﹞ 1994 y(7IJ5H0*KNSRKP( 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00

EB011829 國史館 ﹝臺灣﹞ 1980 臺灣舊地名沿革（1） ◎ 洪敏麟 330

EB011830 國史館 ﹝臺灣﹞ 1984 臺灣舊地名沿革（2下） ◎ 洪敏麟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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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831 國史館 ﹝臺灣﹞ 1983 臺灣舊地名沿革（2上） ◎ 洪敏麟 310

EB011832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MQKMK( 記憶拼圖下的浴血百合 -228事件60週年紀念特展圖錄 ◎ 陳遵旭 0

EB011833 國史館 ﹝臺灣﹞ 1997 y(7IJ5H0*MKQKRO( 問俗錄 ◎ 陳盛韶 160

EB011834 國史館 ﹝臺灣﹞ 1975 從地質學論臺灣與大陸 ◎ 林朝棨 30

EB011835 國史館 ﹝臺灣﹞ 1996 y(7IJ5H0*KRTTLN(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50

EB011836 國史館 ﹝臺灣﹞ 1993 y(7IJ5H0*KMKKLO( 瀛海偕亡記中西戰記中東戰記時勢三字編 ◎ 洪繻 240

EB011837 國史館 ﹝臺灣﹞ 1958 蘭嶼入我版圖之沿革 ◎ 林熊祥 100

EB011838 遠足 ﹝臺灣﹞ 2009 y(7IJ8G6*RNLMLL( 台灣地圖館 -山脈 ◎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 199

EB011839 黎明文化 ﹝臺灣﹞ 1998 y(7IJ5H1*QKOSLR( 探索臺灣 [平 ] ◎ 邱勝安 ,林志興 ,孫大川 320

EB011840 黎明文化 ﹝臺灣﹞ 1999 y(7IJ5H1*QKPOSR( 台灣文化治療 [平 ] ◎ 林安梧 180

EB011841 黎明文化 ﹝臺灣﹞ 1999 y(7IJ5H1*QKMKPT( 台灣史話 [平 ] ◎ 邱勝安 300

EB011842 黎明文化 ﹝臺灣﹞ 2001 y(7IJ5H1*QKOQTP( 認識臺灣 [平 ] ◎ 陳清敏 ,黃昭仁 ,施志輝 250

EB011843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SNTOS( 臺灣全志 (卷12)文化志文化行政篇 ◎ 孟祥瀚 150

EB011844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SOKTT( 臺灣全志 (卷12)文化志文化事業篇 ◎ 陳登武 160

EB011845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SNTNL( 臺灣全志 (卷12)文化志文化產業篇 ◎ 楊敏芝 160

EB011846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SNTPP( 臺灣全志 (卷12)文化志文學篇 ◎ 江寶釵 260

EB011847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SNTQM( 臺灣全志 (卷12)文化志藝術篇 ◎ 李淑卿、蕭瓊瑞 230

EB011848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OT(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民主憲政篇 ◎ 薛化元 140

EB011849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QN(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民意機關篇 ◎ 陳翠蓮 400

EB011850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MP(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考銓篇 ◎ 朱柏松 213

EB011851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STP(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行政篇 ◎ 劉淑惠．張人傑 237

EB011852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KL(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法制篇 ◎ 王泰升 240

EB011853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LS(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治安篇 ◎ 陳純瑩 305

EB011854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SSS(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 鄭梅叔 266

EB011855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PQ(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審計篇 ◎ 張素玢 240

EB011856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RNO(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選舉罷免篇 ◎ 江大樹 . 陳人海 190

EB011857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MTNM( 臺灣全志 (卷4)政治志黨團篇 ◎ 戴寶村 165

EB011858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TTOLN( 臺灣全志 (卷8)教育志社會教育篇 ◎ 黃淑苓 150

EB011859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TTNTK( 臺灣全志 (卷8)教育志教育行政篇 ◎ 粱福鎮 150

EB011860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TTOKQ( 臺灣全志 (卷8)教育志學校教育篇 ◎ 李奉儒 180

EB011861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TTOMK( 臺灣全志 (卷8)教育志體育篇 ◎ 張妙英 150

EB011862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QT(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文化與社會篇 ◎ 黃世明 . 劉維公 210

EB011863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QOO(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宗教與社會篇 ◎ 鄭志明 240

EB011864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RQ(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社會多元化與社會團體篇 ◎ 黃世明 460

EB011865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PM(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社會階層篇 ◎ 王宏仁 . 蔡明章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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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866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QRP(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社會運動篇 ◎ 何明修 . 蕭新煌 200

EB011867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OP(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社會福利篇 ◎ 林萬億 360

EB011868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SN(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都市發展篇 ◎ 陳東升 . 周素卿 220

EB011869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NS(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篇 ◎ 張晉芬 . 蔡瑞明 240

EB011870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PTK(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經濟與社會篇 ◎ 張翰璧 210

EB011871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QPL(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衛生與健康篇 ◎ 詹長權 190

EB011872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RQQS( 臺灣全志 (卷9)社會志環境與社會篇 ◎ 紀駿傑 . 蕭新煌 170

EB011873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地理篇（1） ◎ 李汝和 250

EB011874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地理篇（2） ◎ 李汝和 250

EB011875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地理篇（3） ◎ 李汝和 250

EB011876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地理篇（4） ◎ 李汝和 250

EB011877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氣候篇（1） ◎ 洪敏麟 250

EB011878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氣候篇（2） ◎ 洪敏麟 250

EB011879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動物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880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動物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881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動物篇（3） ◎ 莊金德 250

EB011882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動物篇（4） ◎ 莊金德 250

EB011883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勝蹟篇（1） ◎ 李汝和 250

EB011884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勝蹟篇（2） ◎ 李汝和 250

EB011885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植物篇（1） ◎ 林崇智 ,張慶恩 250

EB011886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植物篇（2） ◎ 林崇智 ,張慶恩 250

EB011887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植物篇（3） ◎ 林崇智 ,張慶恩 250

EB011888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植物篇（4） ◎ 林崇智 ,張慶恩 250

EB011889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植物篇（5） ◎ 林崇智 ,張慶恩 250

EB011890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疆域篇（1） ◎ 王世慶 250

EB011891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疆域篇（2） ◎ 王世慶 250

EB011892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疆域篇（3） ◎ 王世慶 250

EB011893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疆域篇（4） ◎ 王世慶 250

EB011894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土地志疆域篇（5） ◎ 王世慶 250

EB011895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10)光復志收復準備篇 . 光復紀盛
篇 . 國籍恢復篇 . 日俘日僑 (全1冊 ) ◎ 金成前

250

EB011896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至宗教篇（2） ◎ 王世慶 250

EB011897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人口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898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人口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899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人口篇（3） ◎ 莊金德 250

EB011900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人口篇（4） ◎ 莊金德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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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901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氏族篇（1） ◎ 廖漢臣 250

EB011902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氏族篇（2） ◎ 廖漢臣 250

EB011903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宗教篇（1） ◎ 王世慶 250

EB011904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宗教篇（3） ◎ 王世慶 250

EB011905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宗教篇（4） ◎ 王世慶 250

EB011906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宗教篇（5） ◎ 王世慶 250

EB011907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語言篇 ◎ 陳漢光 250

EB011908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2)人民志禮俗篇 ◎ 王詩琅 250

EB011909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戶政篇（1） ◎ 張雄潮 250

EB011910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戶政篇（2） ◎ 張雄潮 250

EB011911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司法篇（1） ◎ 張雄潮 250

EB011912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司法篇（2） ◎ 張雄潮 250

EB011913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司法篇（3） ◎ 張雄潮 250

EB011914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司法篇（4） ◎ 張雄潮 250

EB011915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外事篇（1） ◎ 王世慶 250

EB011916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外事篇（2） ◎ 王世慶 250

EB011917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外事篇（3） ◎ 王世慶 250

EB011918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地方自治篇（1） ◎ 張雄潮 250

EB011919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地方自治篇（2） ◎ 張雄潮 250

EB011920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地方自治篇（3） ◎ 張雄潮 250

EB011921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地政篇（1） ◎ 黃玉齋 250

EB011922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地政篇（2） ◎ 黃玉齋 250

EB011923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行政篇 ◎ 王詩琅 250

EB011924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社會篇（1） ◎ 盛清沂 250

EB011925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社會篇（2） ◎ 盛清沂 250

EB011926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社會篇（3） ◎ 盛清沂 250

EB011927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社會篇（4） ◎ 盛清沂 250

EB011928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社會篇（5） ◎ 盛清沂 250

EB011929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保安篇（1） ◎ 張雄潮 250

EB011930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保安篇（2） ◎ 張雄潮 250

EB011931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建置篇 ◎ 陳世慶 250

EB011932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軍事篇（1） ◎ 盛清沂 250

EB011933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軍事篇（2） ◎ 盛清沂 250

EB011934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軍事篇（3） ◎ 盛清沂 250

EB011935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財政篇（1） ◎ 黃玉齋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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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936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財政篇（2） ◎ 黃玉齋 250

EB011937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財政篇（3） ◎ 黃玉齋 250

EB011938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財政篇（4） ◎ 黃玉齋 250

EB011939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綜說篇（1） ◎ 金成前 250

EB011940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綜說篇（2） ◎ 金成前 250

EB011941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衛生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942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衛生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943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衛生篇（3） ◎ 莊金德 250

EB011944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衛生篇（4） ◎ 莊金德 250

EB011945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3)政事志衛生篇（5） ◎ 莊金德 250

EB011946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1） ◎ 金成前 250

EB011947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2） ◎ 金成前 250

EB011948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3） ◎ 金成前 250

EB011949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工業篇（4） ◎ 金成前 250

EB011950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利篇（1） ◎ 李汝和 250

EB011951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利篇（2） ◎ 李汝和 250

EB011952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利篇（3） ◎ 李汝和 250

EB011953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產篇（1） ◎ 金成前 250

EB011954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水產篇（2） ◎ 金成前 250

EB011955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交通篇（1） ◎ 張奮前 250

EB011956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交通篇（2） ◎ 張奮前 250

EB011957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交通篇（3） ◎ 張奮前 250

EB011958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交通篇（4） ◎ 張奮前 250

EB011959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林業篇（1） ◎ 陳漢光 250

EB011960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林業篇（2） ◎ 陳漢光 250

EB011961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物價篇（1） ◎ 陳世慶 250

EB011962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物價篇（2） ◎ 陳世慶 250

EB011963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物價篇（3） ◎ 陳世慶 250

EB011964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金融篇（1） ◎ 黃玉齋 250

EB011965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金融篇（2） ◎ 黃玉齋 250

EB011966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商業篇（1） ◎ 陳世慶 250

EB011967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商業篇（2） ◎ 陳世慶 250

EB011968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商業篇（3） ◎ 陳世慶 250

EB011969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農業篇（1） ◎ 陳漢光 250

EB011970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農業篇（2） ◎ 陳漢光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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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1971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農業篇（3） ◎ 陳漢光 250

EB011972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農業篇（4） ◎ 陳漢光 250

EB011973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綜說篇（1） ◎ 陳世慶 250

EB011974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綜說篇（2） ◎ 陳世慶 250

EB011975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礦業篇（1） ◎ 王詩琅 250

EB011976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4)經濟志礦業篇（2） ◎ 王詩琅 250

EB011977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文化事業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978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文化事業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979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考選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980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考選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981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考選篇（3） ◎ 莊金德 250

EB011982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制度沿革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983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制度沿革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984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教育行政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985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教育行政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986 國史館 ﹝臺灣﹞ 1969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教育行政篇（3） ◎ 莊金德 250

EB011987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教育設施篇（1） ◎ 莊金德 250

EB011988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教育設施篇（2） ◎ 莊金德 250

EB011989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5)教育志教育設施篇（3） ◎ 莊金德 250

EB011990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6)學藝志文徵篇 ◎ 廖漢臣 250

EB011991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6)學藝志藝文篇 ◎ 廖漢臣 250

EB011992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6)學藝志藝術篇（1） ◎ 廖漢臣 250

EB011993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6)學藝志藝術篇（2） ◎ 廖漢臣 250

EB011994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7)人物志 民族忠烈篇 . 抗日先賢篇（3） ◎ 盛清沂 250

EB011995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7)人物志 列傳篇 . 宗教篇 . 獨行
篇 . 學行篇 . 列女（4）合四冊 ◎ 盛清沂

250

EB011996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7)人物志武功篇（2） ◎ 盛清沂 250

EB011997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7)人物志鄭延平郡王世家篇 . 宦績篇（1） ◎ 盛清沂 250

EB011998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冑志族群分類分佈篇（1） ◎ 洪敏麟 250

EB011999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平埔族篇（10）合10冊 ◎ 洪敏麟 250

EB012000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固有文化 . 歷代治理篇（3） ◎ 洪敏麟 250

EB012001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固有文化篇（2） ◎ 洪敏麟 250

EB012002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邵族 . 平埔族篇（9） ◎ 洪敏麟 250

EB012003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阿美族 . 雅美族篇（8） ◎ 洪敏麟 250

EB012004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泰雅族 . 賽夏族布農族篇（5） ◎ 洪敏麟 250

EB012005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曹族篇（6） ◎ 洪敏麟 250



 - 344 -

．
︹
臺
灣
︺
．

EB012006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魯凱族 . 排灣族 . 卑南族篇（7） ◎ 洪敏麟 250

EB012007 國史館 ﹝臺灣﹞ 1972 臺灣省通志 (卷8)同胄志歷代治理篇 (4） ◎ 洪敏麟 250

EB012008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9)卷九革命志驅荷篇 ◎ 李汝和 250

EB012009 國史館 ﹝臺灣﹞ 1971 臺灣省通志 (卷9)革命志抗日篇 ◎ 李汝和 250

EB012010 國史館 ﹝臺灣﹞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9)革命志拒清篇 ◎ 毛一波 250

EB012011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尾 )中央駐臺機關名表 ◎ 李容福 250

EB012012 國史館 ﹝臺灣﹞ 1968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下 )大事記（1） ◎ 盛清沂等 250

EB012013 國史館 ﹝臺灣﹞ 1968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下 )大事記（2） ◎ 盛清沂等 250

EB012014 國史館 ﹝臺灣﹞ 1968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下 )大事記（3） ◎ 盛清沂等 250

EB012015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上 )序例綱目（1） ◎ 盛清沂 250

EB012016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上 )序例綱目（2） ◎ 盛清沂 250

EB012017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上 )序例綱目（3） ◎ 盛清沂 250

EB012018 國史館 ﹝臺灣﹞ 1973 臺灣省通志 (卷首 )(上 )序例綱目（4） ◎ 盛清沂 250

EB012019 國史館 ﹝臺灣﹞ 1960 臺灣省通志稿 (卷1)人民志氏族篇 ◎ 廖漢臣 250

EB012020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1)人民志語言篇 ◎ 吳守禮 250

EB012021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生物篇（1） ◎ 陳兼善 ,林崇智 250

EB012022 國史館 ﹝臺灣﹞ 1953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生物篇（2） ◎ 陳兼善 ,林崇智 250

EB012023 國史館 ﹝臺灣﹞ 1953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生物篇（3） ◎ 陳兼善 ,林崇智 250

EB012024 國史館 ﹝臺灣﹞ 1957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地理篇（1） ◎ 王世慶 ,林朝棨 250

EB012025 國史館 ﹝臺灣﹞ 1953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地理篇（2） ◎ 王世慶 ,林朝棨 250

EB012026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氣候篇 ◎ 陳正祥 250

EB012027 國史館 ﹝臺灣﹞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勝蹟篇 ◎ 陶文輝 ,曹甲乙 250

EB012028 國史館 ﹝臺灣﹞ 1952 臺灣省通志稿 (卷10)光復志 (全一冊 ) ◎ 郭海鳴 250

EB012029 國史館 ﹝臺灣﹞ 1964 臺灣省通志稿 (卷2)人民志人口篇 ◎ 陳紹馨 250

EB012030 國史館 ﹝臺灣﹞ 1956 臺灣省通志稿 (卷2)人民志宗教篇 ◎ 李添春 250

EB012031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2)人民志禮俗篇 ◎ 何聯奎 250

EB012032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司法篇（1） ◎ 蔡章麟等 250

EB012033 國史館 ﹝臺灣﹞ 1960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司法篇（全一冊） ◎ 蔡章麟等 250

EB012034 國史館 ﹝臺灣﹞ 1960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外事篇 ◎ 賴永祥 ,卜新賢 ,張美惠 250

EB012035 國史館 ﹝臺灣﹞ 1957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行政篇 ◎ 郭海鳴 ,王世慶 250

EB012036 國史館 ﹝臺灣﹞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防戌篇 ◎ 趙良驤 250

EB012037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制度篇 ◎ 涂序瑄 ,董 鐸 250

EB012038 國史館 ﹝臺灣﹞ 1960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社會篇 ◎ 何健民 250

EB012039 國史館 ﹝臺灣﹞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保安篇 ◎ 賀嗣章 250

EB012040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建置篇 ◎ 黃水沛 ,曹甲乙 250



 - 345 - 

．
︹
臺
灣
︺
．

EB012041 國史館 ﹝臺灣﹞ 1962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財政篇 ◎ 汪孝龍 250

EB012042 國史館 ﹝臺灣﹞ 1952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衛生篇（1） ◎ 李騰獄 ,曹甲乙 250

EB012043 國史館 ﹝臺灣﹞ 1953 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衛生篇（2） ◎ 李騰獄 ,曹甲乙 250

EB012044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工業篇 ◎ 陳華洲 250

EB012045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水利篇 ◎ 徐世大 250

EB012046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水產篇 ◎ 葉屏侯 250

EB012047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交通篇 ◎ 林平祥 250

EB012048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林業篇 ◎ 李亮恭 250

EB012049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物價篇 ◎ 葉子謀 ,蘇 震 250

EB012050 國史館 ﹝臺灣﹞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金融篇 ◎ 吳耀輝 250

EB012051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商業篇 ◎ 林恭平 250

EB012052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農業篇 ◎ 陳正祥等 250

EB012053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綜說篇 ◎ 李 裕 250

EB012054 國史館 ﹝臺灣﹞ 1960 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礦業篇 ◎ 林朝棨 250

EB012055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文化事業篇 ◎ 張 易 ,黎澤霖 250

EB012056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制度沿革篇 ◎ 張 易 ,王錦江 250

EB012057 國史館 ﹝臺灣﹞ 1957 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教育行政篇 ◎ 曹先錕 ,張 易 250

EB012058 國史館 ﹝臺灣﹞ 1955 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教育設施篇 ◎ 張 易 ,黎澤霖 250

EB012059 國史館 ﹝臺灣﹞ 1952 臺灣省通志稿 (卷6)學藝志文學篇（1） ◎ 徐坤泉 ,廖漢臣 ,王金蓮 250

EB012060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6)學藝志文學篇（2） ◎ 徐坤泉 ,廖漢臣 ,王金蓮 250

EB012061 國史館 ﹝臺灣﹞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6)學藝志文學篇（3） ◎ 徐坤泉 ,廖漢臣 ,王金蓮 250

EB012062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6)學藝志哲學篇 ◎ 曾天從 ,林熊祥 250

EB012063 國史館 ﹝臺灣﹞ 1958 臺灣省通志稿 (卷6)學藝志藝術篇 ◎ 杜學知等 250

EB012064 國史館 ﹝臺灣﹞ 1962 臺灣省通志稿 (卷7)人物志世、第二篇歷代文物（2） ◎ 黃水沛等 250

EB012065 國史館 ﹝臺灣﹞ 1962 臺灣省通志稿 (卷7)人物志第3篇特行、第四篇表合3冊（3） ◎ 黃水沛等 250

EB012066 國史館 ﹝臺灣﹞ 1952 臺灣省通志稿 (卷7)人物志第一篇明延平郡王三世（1） ◎ 黃水沛等 250

EB012067 國史館 ﹝臺灣﹞ 1965 臺灣省通志稿 (卷8)同冑志 (1) ◎ 衛惠林等 250

EB012068 國史館 ﹝臺灣﹞ 1965 臺灣省通志稿 (卷8)同冑志（3）合3冊 ◎ 衛惠林等 250

EB012069 國史館 ﹝臺灣﹞ 1965 臺灣省通志稿 (卷87)同冑志（2） ◎ 衛惠林等 250

EB012070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9)革命志抗日篇 ◎ 黃旺成 250

EB012071 國史館 ﹝臺灣﹞ 1960 臺灣省通志稿 (卷9)革命志拒清篇 ◎ 黎 仁 ,毛一波 250

EB012072 國史館 ﹝臺灣﹞ 1954 臺灣省通志稿 (卷9)革命志驅荷篇 ◎ 黎 仁 250

EB012073 國史館 ﹝臺灣﹞ 1950 臺灣省通志稿 (卷首 )(下 )—大事記（1） ◎ 陳世慶 250

EB012074 國史館 ﹝臺灣﹞ 1951 臺灣省通志稿 (卷首 )(下 )—大事記（2） ◎ 陳世慶 250

EB012075 國史館 ﹝臺灣﹞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首 )(下 )—大事記（3） ◎ 陳世慶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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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076 國史館 ﹝臺灣﹞ 1951 臺灣省通志稿 (卷首 )(中 ) ◎ 林熊祥 250

EB012077 國史館 ﹝臺灣﹞ 1951 臺灣省通志稿 -卷首 (上 ) ◎ 楊錫福 ,施鶴祥 250

EB012078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地理篇（第2冊）（下） ◎ 王世慶 250

EB012079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地理篇（第2冊）(上） ◎ 王世慶 250

EB012080 國史館 ﹝臺灣﹞ 1967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1)土地志氣候篇 ◎ 蔣炳然 ,亢玉瑾 250

EB012081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2)人民志人口篇 ◎ 莊金德 250

EB012082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地方自治篇 ◎ 張雄潮 250

EB012083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行政篇（下） ◎ 王詩琅等 250

EB012084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行政篇（上） ◎ 王詩琅等 250

EB012085 國史館 ﹝臺灣﹞ 196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社會篇 ◎ 盛清沂 250

EB012086 國史館 ﹝臺灣﹞ 196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保安篇 ◎ 張雄潮 250

EB012087 國史館 ﹝臺灣﹞ 1967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財政篇 ◎ 黃玉齋 250

EB012088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3)政事志衛生篇 ◎ 莊金德 250

EB012089 國史館 ﹝臺灣﹞ 196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工業篇 ◎ 張奮前 250

EB012090 國史館 ﹝臺灣﹞ 1965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水利篇 ◎ 廖漢臣 250

EB012091 國史館 ﹝臺灣﹞ 196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水產篇 ◎ 曹健 250

EB012092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交通篇 ◎ 張奮前 250

EB012093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林業篇 ◎ 陳漢光 250

EB012094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金融篇 ◎ 黃玉齋 250

EB012095 國史館 ﹝臺灣﹞ 1967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商業篇 ◎ 張奮前 250

EB012096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農業篇 ◎ 陳漢光 250

EB012097 國史館 ﹝臺灣﹞ 1965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4)經濟志礦業篇 ◎ 林朝棨 250

EB012098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文化事業篇 ◎ 毛一波 250

EB012099 國史館 ﹝臺灣﹞ 1966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教育行政篇 ◎ 莊金德 250

EB012100 國史館 ﹝臺灣﹞ 196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教育制度沿革篇 ◎ 莊金德 250

EB012101 國史館 ﹝臺灣﹞ 1964 增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5)教育志教育設施篇 ◎ 莊金德 250

EB012102 三民書局 ﹝臺灣﹞ 2008 y(7IJ5H1*OPKTMQ( 臺灣史 (修訂三版 ) ◎ 陳鴻圖 -編著 210

EB012103 三民書局 ﹝臺灣﹞ 2008 y(7IJ5H1*TMTKKM( 新臺灣史讀本 ◎ 江燦騰、陳正茂 -著 370

EB012104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TOTS( 簡明臺灣史 (中日對照 ) ◎ 戴寶村著、 林呈蓉譯 200

EB012105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TPKO( 簡明臺灣史 (中英對照 ) ◎ 戴寶村著、 李若薇譯 200

EB012106 三民書局 ﹝臺灣﹞ 2008 y(7IJ5H1*OPKSPS( 臺灣開發史 (修訂四版 ) ◎ 薛化元 -編著 280

EB012107 幼獅文化 ﹝臺灣﹞ 2009 y(7IJ5H5*RORONP( 艱困與榮光——臺灣政治發展史論 ◎ 李功勤 280

EB012108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MLNTPT( 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 ◎ 王學新 200

EB012109 國史館 ﹝臺灣﹞ 2003 y(7IJ8G0*LQMPPO(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史料彙編42-44 (20) ◎ 徐國章 220

EB012110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QOLQT( 走過兩個時代的公務員（續錄） ◎ 蕭富隆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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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111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ROTMP( 走過兩個時代的公務員 -從臺灣總督府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蕭富隆 200

EB012112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KPPLN(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南庄事件 ◎ 林修澈 200

EB012113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MLONQT( 悅讀館藏檔案與舊籍 (1) ◎ 國史臺灣文獻館 150

EB012114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MKMQOT(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24） ◎ 溫國良 180

EB012115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QMPPO(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42. 5~44. 11（23） ◎ 溫國良 180

EB012116 台灣商務 ﹝臺灣﹞ 2008 y(7IJ5H0*PMNMQN( 臺灣近代史事與人物 ◎ 陳三井 180

EB012117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QLRSQ( 第五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 400

EB012118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PNKTP( 日據時期籍民與南進史料彙編與研究（22） ◎ 王學新 600

EB012119 國史館 ﹝臺灣﹞ 2000 y(7IJ5H0*MROROP( 臺灣地名辭書卷 (1)宜蘭縣 ◎ 黃雯娟 238

EB012120 國史館 ﹝臺灣﹞ 2001 y(7IJ5H0*MTQRRS( 臺灣地名辭書卷 (10)南投縣 ◎ 陳國川等 261

EB012121 國史館 ﹝臺灣﹞ 2003 y(7IJ5H0*LSQTRK( 臺灣地名辭書卷 (11)彰化縣 (上 ) ◎ 葉爾建等 300

EB012122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LKPROM( 臺灣地名辭書卷 (12)臺中縣 (1)(2) ◎ 張伯峰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 550

EB012123 國史館 ﹝臺灣﹞ 2006 y(7IJ8G0*KQOLQM( 臺灣地名辭書卷 (13)苗栗縣 (下 )(上 ) ◎ 林聖欽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 500

EB012124 國史館 ﹝臺灣﹞ 1996 y(7IJ5H0*KSPKNR( 臺灣地名辭書卷 (17)基隆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210

EB012125 國史館 ﹝臺灣﹞ 1996 y(7IJ5H0*KSKSPS( 臺灣地名辭書卷 (18)新竹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210

EB012126 國史館 ﹝臺灣﹞ 2005 y(7IJ8G0*KNKLNQ( 臺灣地名辭書卷 (2)花蓮縣 ◎ 李宜憲 . 翁純敏 . 張振岳等 410

EB012127 國史館 ﹝臺灣﹞ 1996 y(7IJ5H0*KSLQNN( 臺灣地名辭書卷 (20)嘉義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210

EB012128 國史館 ﹝臺灣﹞ 1999 y(7IJ5H0*MNNRKO( 臺灣地名辭書卷 (21)臺南市 ◎ 許淑娟等 210

EB012129 國史館 ﹝臺灣﹞ 1999 y(7IJ5H0*MPMPPM( 臺灣地名辭書卷 (3)臺東縣 ◎ 夏黎明等 210

EB012130 國史館 ﹝臺灣﹞ 2001 y(7IJ5H0*MTLPPL( 臺灣地名辭書卷 (4)屏東縣 ◎ 黃瓊慧等 350

EB012131 國史館 ﹝臺灣﹞ 2000 y(7IJ5H0*MQSTTR( 臺灣地名辭書卷 (5)高雄縣 (1) ◎ 吳進喜 270

EB012132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QKQOM( 臺灣地名辭書卷 (5)高雄縣 (2上 )(2下 ) ◎ 古文錦、李明賢、林佳惠等 450

EB012133 國史館 ﹝臺灣﹞ 2002 y(7IJ5H0*LLLRSL( 臺灣地名辭書卷 (6)澎湖縣 ◎ 郭金龍等 250

EB012134 國史館 ﹝臺灣﹞ 2002 y(7IJ5H0*LMPTNL( 臺灣地名辭書卷 (7)臺南縣 ◎ 林聖欽等 450

EB012135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5H0*KSLQNN( 臺灣地名辭書卷 (8)嘉義縣 (上 )(下 ) ◎ 陳美鈴 450

EB012136 國史館 ﹝臺灣﹞ 2002 y(7IJ5H0*LLPNKR( 臺灣地名辭書卷 (9)雲林縣 ◎ 陳國川 300

EB012137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LSSQOQ( 臺灣地名辭書 (卷15)桃園縣 (上 ) ◎ 陳國川、施崇武、 劉湘櫻、唐菁萍 250

EB012138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QTOMN( 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300

EB012139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MKQRR( 臺灣文物精選展專輯 (2)(平裝 ) ◎ 李子寧 . 吳佰
祿 . 鄭文彰 . 洪敦光 . 黃志農 . 施鎮祥 . 簡榮聰

800

EB012140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LLLMP( 聖與美的饗宴 -臺灣民間信仰文物特展輯錄 ◎ 陳迪華 0

EB012141 萬卷樓 ﹝臺灣﹞ 2008 y(7IJ5H7*NTQNOL( 臺灣人文采風錄 ◎ 邱燮友 600

EB012142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PTLMR( 臺灣民俗文物大觀特展專輯〈平〉 ◎ 簡榮聰、阮昌銳 510

EB012143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PTLLK( 臺灣民俗文物大觀特展專輯〈精〉 ◎ 簡榮聰、阮昌銳 650

EB012144 國史館 ﹝臺灣﹞ 2009 y(7IJ8G0*MKNTTS( 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精） ◎ 江韶瑩等 600

EB012145 國史館 ﹝臺灣﹞ 1991 y(7IJ8G6*RQOROP( 臺灣文化志 (全套 :精裝 ) ◎ 伊能嘉矩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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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146 國史館 ﹝臺灣﹞ 2008 y(7IJ8G0*LOOPRO(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1) ◎ 李毓中 600

EB012147 大塊 ﹝臺灣﹞ 2008 y(7IJ8G2*LNKPRP( 臺灣重遊 ◎ 舒國治‧文字∕鄭在東‧繪圖 280

EB012148 大塊 ﹝臺灣﹞ 9703 y(7IJ8G2*LNKPLN( 台灣你好本子 ◎ 青木由香 260

EB012149 大塊 ﹝臺灣﹞ 2008 y(7IJ8G2*LNKPRP( 臺灣重遊 ◎ 舒國治‧文字∕鄭在東‧繪圖 280

EB012150 國史館 ﹝臺灣﹞ 2007 y(7IJ8G0*LLNRTM( 神岡－筱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 ◎ 楊惠仙 750

EB012151 台灣商務 ﹝臺灣﹞ 1995 y(7IJ5H0*PLLMOQ( 香港歷史與社會 ◎ 蕭國健 著 160

EB012152 台灣商務 ﹝臺灣﹞ 1993 y(7IJ5H0*PKRPOQ( 香港與近代中國 ◎ 霍啟昌 著 153

EB012153 台灣商務 ﹝臺灣﹞ 1993 y(7IJ5H0*PKRLQO( 香港奇	 -經濟成就的文化動力 ◎ 鄭德良 著 153

EB012154 台灣商務 ﹝臺灣﹞ 2007 y(7IJ5H0*PMMNKN( 朴樹之蔭 ◎ 朴子公學校日籍教師群 120

EB012155 台灣商務 ﹝臺灣﹞ 2007 y(7IJ5H0*PMMOSS( 淡水：輝煌的歲月 ◎ 周宗賢 380

EB012156 藝術家 ﹝臺灣﹞ 2007 y(7IJ8G0*LLSTSS( 大臺北文化誌（口袋書） ◎ 李永萍／朱惠良 180

EB012157 知書房 ﹝中東﹞ 2006 y(7IJ8G7*LPLNLP( 神秘的蘇美人：探索文明的曙光 ◎ 哈里特．克勞福特 380

EB012158 三民書局 ﹝中東﹞ 2005 y(7IJ5H1*ONRLKL( 土耳其史―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 ◎ 吳興東編著 200

EB012159 遠足 ﹝中東﹞ 2002 y(7IJ5H3*KOTNLT( 伊斯坦堡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160 三民書局 ﹝中東﹞ 1997 y(7IJ5H1*OMQNTQ( 希伯來人 ◎ GastonDuchet-Suchaux著；黃天海譯 250

EB012161 田園城市 ﹝中東﹞ 2001 y(7IJ5H0*OKQNMK( 我的耶路撒冷陰影 ◎ 顏忠賢 199

EB012162 三民書局 ﹝中東﹞ 2003 y(7IJ5H1*ONRPML( 敘利亞史―以阿和平的關鍵國 ◎ 周煦編 160

EB012163 三民書局 ﹝中東﹞ 2008 y(7IJ5H1*OORTMQ( 伊拉克史－兩河流域的榮與辱 ◎ 鄭慧慈 -著 170

EB012164 藝術家 ﹝中東﹞ 2001 y(7IJ5H8*MRNSRK( 美索不達米亞藝術 ◎ 潘★等 著 360

EB012165 三民書局 ﹝中東﹞ 2004 y(7IJ5H1*ONTTML( 約旦史－脈相承的王國 ◎ 冀開運編著 150

EB012166 三民書局 ﹝西南亞﹞ 2003 y(7IJ5H1*ONRNSP( 阿富汗史―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 何平著 220

EB012167 三民書局 ﹝西南亞﹞ 2004 y(7IJ5H1*OOKMLR( 阿富汗史―戰爭與貧困蹂躪的國家 ◎ 劉雲編 160

EB012168 三民書局 ﹝西南亞﹞ 2004 y(7IJ5H1*ONTRRS( 尼泊爾史―雪峰之側的古老王國 ◎ 洪霞著 130

EB012169 智庫文化 ﹝西南亞﹞ 2004 y(7IJ8G7*SSKRRM( 不丹的旅行者與魔術師 ◎ 280

EB012170 亞太 ﹝南亞‧印度﹞ 1998 y(7IJ5H8*PLKTSM( 印度文化史 ◎ 尚會鵬 450

EB012171 三民書局 ﹝南亞‧印度﹞ 1981 y(7IJ5H1*OKRKSL( 印度史 (精 ) ◎ 吳俊才 389

EB012172 台灣商務 ﹝南亞‧印度﹞ 1966 y(7IJ5H0*PLSPKO( 印度歷史故事 ◎ 糜文開 著 250

EB012173 三民書局 ﹝南亞‧印度﹞ 1988 y(7IJ5H1*TKONRP( 印度文化十八篇 (平 ) ◎ 糜文開 144

EB012174 三民書局 ﹝南亞‧印度﹞ 2004 y(7IJ5H1*ONRNOR( 新譯佛國記 (精 ) ◎ 楊維中注譯 270

EB012175 三民書局 ﹝南亞‧印度﹞ 2004 y(7IJ5H1*ONRNPO( 新譯佛國記 (平 ) ◎ 楊維中注譯 200

EB012176 台灣商務 ﹝南亞‧印度﹞ 2007 y(7IJ5H0*PMLTQM( 法顯的海上絲路之旅 ◎ 戴之昂 160

EB012177 三民書局 ﹝南亞‧印度﹞ 2005 y(7IJ5H1*OOLNOO( 巴基斯坦史―清真之國的文化與歷史發展 ◎ 劉成瓊、楊翠柏 180

EB012178 三民書局 ﹝東南亞﹞ 1984 y(7IJ5H1*OLPRTQ( 南海遊蹤 (平 ) ◎ 施翠峰 70

EB012179 台灣商務 ﹝東南亞﹞ 2008 y(7IJ5H0*PMMQKK( 看盡東南亞烽火，繁華40年―一個戰地旅遊記者的回憶錄 ◎ 楊本禮 300

EB012180 台灣商務 ﹝東南亞﹞ 2007 y(7IJ5H0*PMLQPS( 越南―巨變的二十年 ◎ 顧長永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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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181 智庫文化 ﹝東南亞﹞ 2004 y(7IJ8G7*SSKQKO( 麥納瑪拉越戰回顧 ◎ 400

EB012182 藝術家 ﹝東南亞﹞ 2004 y(7IJ8G7*OSRNMM( 吳哥之美 ◎ 蔣勳 著 380

EB012183 台灣商務 ﹝東南亞﹞ 2009 y(7IJ5H0*PMNTRN( 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 ◎ 顧長永 300

EB012184 台灣商務 ﹝東南亞﹞ 2006 y(7IJ5H0*PMLKQL( 獅城歲月 ◎ 周嘉川 300

EB012185 台灣商務 ﹝東南亞﹞ 2006 y(7IJ5H0*PMKTRM( 南國驚艷：新加坡與菲律賓 ◎ 方鵬程 著 高莉瑛、方文正攝影 400

EB012186 三民書局 ﹝馬來群島﹞ 2003 y(7IJ5H1*ONSKNK( 菲律賓史―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 ◎ 陳鴻瑜編著 170

EB012187 三民書局 ﹝馬來群島﹞ 2005 y(7IJ5H1*OOMOKM( 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 ◎ 李美賢 230

EB012188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78 y(7IJ5H1*OKRKPK( 西洋現代史 (精 ) ◎ 李邁先 622

EB012189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1*ONPPLK( 東歐諸國史 (當代完備版 ) ◎ 李邁先著；洪茂雄增訂 680

EB012190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SQKN( 德國史―中歐強權的起伏 ◎ 周惠民 200

EB01219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5H1*OOLMQT( 西洋近古史 ◎ 吳圳義 300

EB012192 知書房 ﹝歐洲史地總論﹞ 2009 y(7IJ8G7*LPLRKO( 腐化墮落的羅馬人 -世紀帝國的盛世黑幕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193 知書房 ﹝歐洲史地總論﹞ 2009 y(7IJ8G7*LPLRSK( 搶盡風頭的希臘人 -獨領風騷的文化遺產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194 知書房 ﹝歐洲史地總論﹞ 2008 y(7IJ8G7*LPLRPT( 亂七八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試圖終止戰爭的世界大戰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195 知書房 ﹝歐洲史地總論﹞ 2007 y(7IJ5H8*NMKRQP( 閃擊戰 -裝甲作戰的經典戰役 ◎ 阿德里安‧吉爾伯特 480

EB012196 知書房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8G7*QOKPQR( 腐化墮落的羅馬人 ◎ ?? 160

EB012197 正中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89 y(7IJ5H0*TKKRKP( 西洋近世史 (大學用書 )(平 ) ◎ 王曾才 410

EB012198 正中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0*TLPNST( 西洋近代史 ◎ 王曾才編 300

EB012199 正中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0*TLQLNN( 西風的故鄉 (新版 ) ◎ 張寧靜 220

EB012200 幼獅文化 ﹝歐洲史地總論﹞ 2008 y(7IJ5H5*ROQTPR( 西洋史大事長編 ◎ 李功勤、陳逸雯、沈超群 220

EB01220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LTONP( 西洋上古史 ◎ 吳圳義 330

EB012202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1*ONRPLO( 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 ◎ 劉增泉編著 190

EB012203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1997 y(7IJ5H0*PLOMLQ( 希羅多德歷史－希臘波斯戰爭史 ◎ 希羅多德 490

EB012204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2000 y(7IJ5H0*PLQQLQ(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雅典斯巴達戰爭史 ◎ 修昔底德 著 490

EB012205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7 y(7IJ5H1*OORRLL( 愛探險的帝王：亞歷山大 ◎ 成邦彥、陳紫薇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2206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2001 y(7IJ5H0*PLRKNN( 亞歷山大遠征記 ◎ 阿里安 著 320

EB012207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97 y(7IJ5H1*OMQMKO( 希臘人 ◎ MauriceMeuleau著；鄭德弟譯 250

EB012208 網路與書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2*TPQRNL( 我的人生很希臘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12209 國家 ﹝歐洲史地總論﹞ 2007 y(7IJ5H3*QLKPTP( 驪靬之謎―古羅馬軍團失 ?兩千年後驚現中國始末記 ◎ 高耀峰 500 

EB012210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RPKR( 關於羅馬人的二十個問題 (平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160

EB01221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5H1*OMRQLO( 羅馬人的故事Ⅱ―漢尼拔戰記 (精 ) ◎ ?野七生著；張惠君譯 300

EB012212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MRQML( 羅馬人的故事Ⅲ―勝者的迷思 (精 ) ◎ ?野七生著；林雪婷譯 200

EB012213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1*OMRQNS( 羅馬人的故事Ⅳ―凱撒時代 (盧比孔之前 )(精 ) ◎ ?野七生著；李曼榕、李璧年譯 360

EB012214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1*OMRQOP( 羅馬人的故事Ⅴ―凱撒時代 (盧比孔之後 )(精 ) ◎ ?野七生著；黃紅杏譯 400

EB012215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MRQPM( 羅馬人的故事Ⅵ―羅馬和平 (精 ) ◎ ?野七生著；張麗君譯 290

戴維、方坦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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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216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1 y(7IJ5H1*ONNNTO( 海都物語 (上 ) ◎ ?野七生著；彭士晃、長安靜美譯 260

EB012217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1 y(7IJ5H1*ONNOKK( 海都物語 (下 ) ◎ ?野七生著；彭士晃、長安靜美譯 290

EB012218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1*ONNTON( 羅馬人的故事Ⅱ―漢尼拔戰記 (平 ) ◎ ?野七生著；張惠君譯 250

EB012219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OPRP( 羅馬人的故事Ⅲ―勝者的迷思 (平 ) ◎ ?野七生著；林雪婷譯 150

EB012220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1*ONOPSM( 羅馬人的故事Ⅳ―凱撒時代 (盧比孔之前 )(平 ) ◎ ?野七生著；李曼榕、李璧年譯 310

EB01222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1*ONOPTT( 羅馬人的故事Ⅴ―凱撒時代 (盧比孔之後 )(平 ) ◎ ?野七生著；黃紅杏譯 350

EB012222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OQKP( 羅馬人的故事Ⅵ―羅馬和平 (平 ) ◎ ?野七生著；張麗君譯 240

EB012223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1 y(7IJ5H1*ONOQLM( 羅馬人的故事Ⅶ―惡名昭彰的皇帝 (精 ) ◎ ?野七生著；彭士晃譯 400

EB012224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1 y(7IJ5H1*ONOQMT( 羅馬人的故事Ⅶ―惡名昭彰的皇帝 (平 ) ◎ ?野七生著；彭士晃譯 350

EB012225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1*ONQMTQ( 羅馬人的故事Ⅷ―危機與克服 (精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350

EB012226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1*ONQNKM( 羅馬人的故事Ⅷ―危機與克服 (平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300

EB012227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5H1*ONSNPL( 羅馬人的故事Ⅸ－賢君的世紀 (精 ) ◎ ?野七生著；林韓菁譯 360

EB012228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SNQS( 羅馬人的故事Ⅸ－賢君的世紀 (平 ) ◎ ?野七生著；林韓菁譯 310

EB012229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1*OOKMMO( 羅馬人的故事Ⅹ－條條大道通羅馬 (精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370

EB012230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1*OOKMNL( 羅馬人的故事Ⅹ－條條大道通羅馬 (平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320

EB01223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5H1*OOMKLN( 羅馬人的故事ⅩⅠ―結局的開始 (精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290

EB012232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5H1*OOMKMK( 羅馬人的故事ⅩⅠ―結局的開始 (平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240

EB012233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1*OONSMT( 羅馬人的故事ⅩⅡ―迷途帝國 (精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390

EB012234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1*OONSNQ( 羅馬人的故事ⅩⅡ―迷途帝國 (平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310

EB012235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1*OOPQNM( 羅馬人的故事 XIII―最後一搏 (精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250

EB012236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1*OOPQOT( 羅馬人的故事 XIII―最後一搏 (平 ) ◎ ?野七生著；鄭維欣譯 200

EB012237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7 y(7IJ5H1*OOSNPK( 羅馬人的故事ⅩⅣ－基督的勝利 (平 ) ◎ ?野七生 -著；鄭維欣 -譯 280

EB012238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7 y(7IJ5H1*OOSOMS( 羅馬人的故事ⅩⅣ－基督的勝利 (精 ) ◎ ?野七生 -著；鄭維欣 -譯 330

EB012239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8 y(7IJ5H1*OOTTNR( 羅馬人的故事ⅩⅤ -羅馬世界的終曲 (精 ) ◎ ?野七生 -著、鄭維欣 -譯 330

EB012240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8 y(7IJ5H1*OPKKMP( 羅馬人的故事ⅩⅤ -羅馬世界的終曲 (平 ) ◎ ?野七生 -著、鄭維欣 -譯 280

EB012241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5H0*PLTNOL( 塔西佗歷史 ◎ 王以鑄 ,崔妙因 390

EB012242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1998 y(7IJ5H0*PLORKO( 塔西佗編年史 ◎ 塔西佗 著 490

EB012243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1998 y(7IJ5H0*PLOSOL( 高盧戰記 ◎ 凱 撒 著 250

EB012244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2001 y(7IJ5H0*PLRNLQ( 凱撒戰記 ◎ 凱 撒 著 300

EB012245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MRQKR( 羅馬人的故事Ⅰ―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精 ) ◎ ?野七生著；徐幸娟譯 200

EB012246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NTNQ( 羅馬人的故事Ⅰ―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平 ) ◎ ?野七生著；徐幸娟譯 150

EB012247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99 y(7IJ5H1*OMTRKK(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 ?野七生 -著；楊征美 -譯 160

EB012248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0*PLRPNS( 地中海史 ◎ 唐家龍 譯 1200

EB012249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4 y(7IJ8G7*SPOPQS( 文藝復興 ◎ 保羅．約翰遜 250

EB012250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1*OKMMSO( 現代西洋外交史 (正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時代 ) ◎ 楊逢泰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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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25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8 y(7IJ5H1*OOSRTO( 西洋現代史 (二版 ) ◎ 李邁先 600

EB012252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8G7*LROPTS( 夜 ◎ 埃利．維瑟爾 220

EB012253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8G7*LROONR( 世界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全五卷 ) ◎ 溫斯頓‧邱吉爾 1590

EB012254 台灣商務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0*PMLKKT( 太平洋戰爭 ◎ 家永三郎 520

EB012255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MS(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全6冊 ) ◎ 溫斯頓‧邱吉爾 3900

EB012256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NP(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卷一 )風雲緊急 ◎ 溫斯頓‧邱吉爾 550

EB012257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OM(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卷二 )最光輝的時刻 ◎ 溫斯頓‧邱吉爾 550

EB012258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PT(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卷三 )偉大的同盟 ◎ 溫斯頓‧邱吉爾 550

EB012259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QQ(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卷四 )命運的關鍵 ◎ 溫斯頓‧邱吉爾 550

EB012260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RN(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卷五 )緊縮包圍圈 ◎ 溫斯頓‧邱吉爾 550

EB012261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KMLRSK(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卷六 )勝利與悲劇 ◎ 溫斯頓‧邱吉爾 550

EB012262 左岸 ﹝歐洲史地總論﹞ 2005 y(7IJ8G7*LROKOS(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六卷 )平裝套書 ◎ 溫斯頓‧邱吉爾 1990

EB012263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0 y(7IG6G1*OKKOST( 人類文明小百科 (十八冊 ) ◎ 4500

EB012264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MQMLL( 羅馬人 ◎ GillesFeyel、MartineBesnier著黃天海 250

EB012265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97 y(7IJ5H1*OMQMSK( 電影 ◎ JacquesP`echeur著；孟筱敏譯 250

EB012266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97 y(7IJ5H1*OMQMTR( 高盧人 ◎ JeanPaulDemoule著；鄭德弟譯 250

EB012267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98 y(7IJ5H1*OMSPTS( 身體與健康 ◎ OlivierRoussel著；孟筱敏譯 250

EB012268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9 y(7IJ5H1*OPLOOM( 西洋上古文化－探索與反思 ◎ 蒲慕州 350

EB012269 國家 ﹝歐洲史地總論﹞ 2002 y(7IJ5H3*QKRSSP( 西方文明故事 (修訂版 ) ◎ 朱君棠 400 

EB012270 花神文坊 ﹝歐洲史地總論﹞ 2009 y(7IJ5H4*LQRSNS( 歐洲摩登：美感與速度的現代記憶 Europe Modern ◎ 辜振豐 著 380

EB012271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2003 y(7IJ5H1*ONSOTS( 現代西洋外交史―兩次世界大戰時期 ◎ 楊逢泰 160

EB012272 三民書局 ﹝歐洲史地總論﹞ 1996 y(7IJ5H1*OMNRMM( 尋覓畫家步履 ◎ 陳其茂 210

EB012273 大塊 ﹝歐洲史地總論﹞ 9812 y(7IJ8G2*LNLPMR( 旅行的定義 ◎ 林鴻麟 350

EB012274 西遊記 ﹝歐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8G8*LRPLMT( 歐洲天使之旅 ◎ 若月伸一 250

EB012275 亞太 ﹝英國﹞ 2008 y(7IJ5H8*MQOKOP( 英國文化研究導論 ◎ Graeme Turner 400

EB012276 牛奶 ﹝英國﹞ 2004 y(7IJ5H8*NMKOTT( 牛津文學地圖 (牛奶 ) ◎ 大衛．霍倫 350

EB012277 知書房 ﹝英國﹞ 2009 y(7IJ8G6*NOOKKS( 野蠻惡毒的維京人 -北歐海盜的長船冒險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278 知書房 ﹝英國﹞ 2009 y(7IJ8G7*LPLSMR( 蠻橫鴨霸的大英帝國 -日不落帝國的終極霸業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279 知書房 ﹝英國﹞ 2009 y(7IJ8G7*LPLRTR( 浮華奢靡的喬治王朝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280 知書房 ﹝英國﹞ 2009 y(7IJ8G7*LPLSKN( 死皮賴臉的斯圖亞特王朝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281 知書房 ﹝英國﹞ 2009 y(7IJ8G7*LPLRNP( 砍頭割喉的凱爾特人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282 三民書局 ﹝英國﹞ 2008 y(7IJ5H1*OOTMLK( 英國史綱 (增訂二版 ) ◎ 許介鱗 300

EB012283 左岸 ﹝英國﹞ 2004 y(7IJ8G7*SPOPPL( 英語民族史 (共四卷 ) ◎ 溫斯頓．邱吉爾 2000

EB012284 左岸 ﹝英國﹞ 2007 y(7IJ8G7*LRORTQ( 英語民族史 (卷二 ) ◎ 溫斯頓．邱吉爾 520

EB012285 左岸 ﹝英國﹞ 2007 y(7IJ8G7*LROSKM( 英語民族史 (卷三 ) ◎ 溫斯頓．邱吉爾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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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286 左岸 ﹝英國﹞ 2007 y(7IJ8G7*LROSLT( 英語民族史 (卷四 ) ◎ 溫斯頓．邱吉爾 520

EB012287 左岸 ﹝英國﹞ 2007 y(7IJ8G7*LRORST( 英語民族史 (卷一 ) ◎ 溫斯頓．邱吉爾 520

EB012288 左岸 ﹝英國﹞ 2006 y(7IJ8G7*LROPMT( 劍橋英國簡史 ◎ 史派克 320

EB012289 左岸 ﹝英國﹞ 2007 y(7IJ8G7*LRORNO( 女人可以治國嗎 ? ◎ 林美香 350

EB012290 台灣商務 ﹝英國﹞ 1993 y(7IJ5H0*PKQPLS( 邱吉爾與戰時英國 (1939-1945) ◎ 吳圳義 著 270

EB012291 三民書局 ﹝英國﹞ 2002 y(7IJ5H1*ONQSSN( 海客述奇―中國人眼中的維多利亞科學 ◎ 吳以義 140

EB012292 遠足 ﹝英國﹞ 2002 y(7IJ5H3*KOTNTP( 倫敦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293 西遊記 ﹝英國﹞ 2007 y(7IJ8G8*MROTPM( 牛津畫記 ◎ 蔣彞（啞行者） 280

EB012294 遠足 ﹝英國﹞ 2007 y(7IJ8G7*QNKSQP( 愛爾蘭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295 西遊記 ﹝英國﹞ 2006 y(7IJ8G8*MRTOML( 愛丁堡畫記 ◎ 蔣彞（啞行者） 280

EB012296 西遊記 ﹝英國﹞ 2007 y(7IJ8G8*MROTRQ( 湖區畫記 ◎ 蔣彞（啞行者） 200

EB012297 繆思 ﹝英國﹞ 2007 y(7IJ8G7*NTTSQL( 德朵夫人的「小」不列顛 ◎ 李蕙蓁 / 文 . 謝統勝 / 圖 340

EB012298 三民書局 ﹝英國﹞ 2009 y(7IJ5H1*OPLNLM( 愛爾蘭史－詩人與歌者的國度 ◎ 周惠民 270

EB012299 亞太 ﹝法國﹞ 1998 y(7IJ5H8*PLKTQS( 法國文化史 ◎ 羅梵 / 馮棠 / 孟華 450

EB012300 西遊記 ﹝法國﹞ 2006 y(7IJ8G8*LRPLSL( 倫敦畫記 ◎ 蔣彞 320

EB012301 三民書局 ﹝法國﹞ 1995 y(7IJ5H1*OMMOMS( 法國史 ◎ 吳圳義 530

EB012302 三民書局 ﹝法國﹞ 2004 y(7IJ5H1*ONTRQL( 法國史－自由與浪漫的激情演繹 ◎ 劉金源 200

EB012303 台灣商務 ﹝法國﹞ 2001 y(7IJ5H0*PLQSSN( 查理曼大帝傳 ◎ 艾因哈德 著 200

EB012304 台灣商務 ﹝法國﹞ 2007 y(7IJ5H0*PMLOPK( 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物 ◎ 王壽南 120

EB012305 三民書局 ﹝法國﹞ 2006 y(7IJ5H1*OOOSPR( 近代法國思想文化史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 ◎ 吳圳義 290

EB012306 台灣商務 ﹝法國﹞ 2009 y(7IJ5H0*PMNNPP( 我生命中的街道 -佛朗克的巴黎記憶 ◎ 貝爾納‧佛朗克 200

EB012307 群學文化 ﹝法國﹞ 2007 y(7IJ8G8*MTSMOS( 巴黎，現代性之都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 David Harvey 著 黃煜文 譯 500

EB012308 九歌 ﹝法國﹞ 2001 y(7IJ5H5*QKRQQL( 法國文化教室――跨越時空的法國文化之旅 ◎ 翁德明 230

EB012309 台灣商務 ﹝法國﹞ 2006 y(7IJ5H0*PMKPML( 風情萬種是巴黎 ◎ 貝蒂 . 米蘭 著 280

EB012310 田園城市 ﹝法國﹞ 2008 y(7IJ8G7*KKTOMP( 這是一場從巴黎地鐵開始的小旅行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80

EB012311 藝術家 ﹝法國﹞ 2009 y(7IJ8G6*PQPMPK( 巴黎手記 ◎ 王受之 380

EB012312 藝術家 ﹝法國﹞ 2001 y(7IJ8G7*TPRKMN( 巴黎文化行旅 ◎ 潘★ 著 380

EB012313 遠足 ﹝法國﹞ 2002 y(7IJ8G7*QNKMKT( 巴黎 (更新版 ) ◎ Gallimard-Jeunesse 750

EB012314 智庫文化 ﹝法國﹞ 1998 y(7IJ5H8*NTQMOL( 可樂妞‧法國行 ◎ 180

EB012315 三民書局 ﹝德國﹞ 2001 y(7IJ5H1*OLTKSO( 德意志帝國史話 ◎ 郭恒鈺 550

EB012316 台灣商務 ﹝德國﹞ 1993 y(7IJ5H0*PKRLOK( 德國現代化新論 -權力與自由 ◎ 郭少棠 著 198

EB012317 昭明 ﹝德國﹞ 2001 y(7IJ5H0*NNQPTR( 德國史綱 (昭明 ) ◎ 孫炳輝 ,鄭 450

EB012318 大塊 ﹝德國﹞ 2006 y(7IJ5H0*NLQMLQ( 地圖上的藍眼睛 (十年典藏版 ) ◎ 杜蘊慈‧著∕黃惠玲‧攝影 380

EB012319 左岸 ﹝德國﹞ 2006 y(7IJ8G7*LROLNK( 劍橋德國簡史 ◎ 瑪麗‧富布盧克 360

EB012320 台灣商務 ﹝德國﹞ 1994 y(7IJ5H0*PLKPQK( 德國的分裂與統一 -從俾斯麥到柯爾 ◎ 洪丁福 著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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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321 左岸 ﹝德國﹞ 2009 y(7IJ8G6*RMNMRS(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 ◎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 320

EB012322 三民書局 ﹝德國﹞ 1999 y(7IJ5H1*OMTNLL( 德意志共和國史話 (1918-1933) ◎ 郭恒鈺 240

EB012323 左岸 ﹝德國﹞ 2005 y(7IJ8G7*SPOSST(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 ◎ 賽巴斯提安 ˙哈夫納 350

EB012324 三民書局 ﹝德國﹞ 2004 y(7IJ5H1*ONSPPT( 希特勒與「第三帝國」興亡史話 ◎ 郭恒鈺 380

EB012325 三民書局 ﹝德國﹞ 1991 y(7IJ5H1*OLRRPM( 德國在那裏？ (政治‧經濟 )―聯邦德國四十年 ◎ 郭恒鈺等著 156

EB012326 三民書局 ﹝德國﹞ 1991 y(7IJ5H1*OLRRQT( 德國在那裏？ (文化‧統一 )―聯邦德國四十年 ◎ 郭恒鈺等著 144

EB012327 智庫文化 ﹝德國﹞ 1995 y(7IJ5H8*SMTOPT( 新納粹風暴 ◎ 260

EB012328 台灣商務 ﹝德國﹞ 2007 y(7IJ5H0*PMMMRN( 生活在德國 ◎ 提歐‧蘇默 350

EB012329 大塊 ﹝德國﹞ 2007 y(7IJ8G7*KPTSTP( 德勒斯登：浪漫古典的夢幻之城 ◎ 章艾蓁 350

EB012330 左岸 ﹝德國﹞ 2003 y(7IJ8G7*SPONOQ( 白玫瑰 一九四三 ◎ 英格．艾歇 -蕭爾 260

EB012331 牛奶 ﹝中歐﹞ 2005 y(7IJ5H8*NMKPLM( 八月三十二號，我的布拉格 (牛奶 ) ◎ 陳慧芬 340

EB012332 藝術家 ﹝中歐﹞ 2005 y(7IJ8G7*OSRPNR( 奧地利．捷克．匈牙利山水音樂之旅 ◎ 張榜奎 撰文．攝影 380

EB012333 遠足 ﹝中歐﹞ 2004 y(7IJ8G7*QNKNPN( 維也納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34 三民書局 ﹝中歐﹞ 2003 y(7IJ5H1*ONROSO( 匈牙利史―個來於亞洲的民族 ◎ 周力行 160

EB012335 三民書局 ﹝中歐﹞ 2008 y(7IJ5H1*OOSQSS( 捷克史－波希米亞的傳奇 ◎ 周力行 180

EB012336 三民書局 ﹝中歐﹞ 2006 y(7IJ5H1*OOPORM( 瑞士史－民主與族群政治的典範 ◎ 張維邦 190

EB012337 三民書局 ﹝義大利﹞ 2008 y(7IJ5H1*OORRSK( 義大利史－西方文化的智庫 ◎ 林立樹 200

EB012338 台灣商務 ﹝義大利﹞ 1998 y(7IJ5H0*PLOQON( 佛羅倫薩史 ◎ 馬基雅維里 著 420

EB012339 台灣商務 ﹝義大利﹞ 1998 y(7IJ5H0*PLPKNT( 托斯卡尼艷陽下 ◎ 芙蘭西絲‧梅耶思 280

EB012340 台灣商務 ﹝義大利﹞ 2000 y(7IJ5H0*PLQQNK( 美麗托斯卡尼 ◎ 芙蘭西絲‧梅耶思 300

EB012341 藝術家 ﹝義大利﹞ 2002 y(7IJ8G7*TPRMQT( 我和義大利有約 ◎ 張榜奎 著 380

EB012342 遠足 ﹝義大利﹞ 2002 y(7IJ8G8*KLPONM( 威尼斯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43 遠足 ﹝義大利﹞ 2004 y(7IJ8G7*QNKNMM( 佛羅倫斯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44 遠足 ﹝義大利﹞ 2006 y(7IJ8G7*QNKQPK( 羅馬 ◎ Gallimard-Jeunesse 750

EB012345 三民書局 ﹝伊比利半島﹞ 2003 y(7IJ5H1*ONRLLS( 西班牙史―首開殖民美洲的國家 ◎ 方真真、方淑如編著 180

EB012346 天培 ﹝伊比利半島﹞ 2001 y(7IJ5H5*QKRTLN( 聖地牙哥性靈之旅 ◎ 莎莉‧麥克琳（ Shirley MacLaine） 230

EB012347 遠足 ﹝伊比利半島﹞ 2007 y(7IJ8G7*QNKTMQ( 西班牙南部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48 台灣商務 ﹝北歐﹞ 2006 y(7IJ5H0*PMKNLQ( 北歐之愛 ◎ 方鵬程 著 350

EB012349 三民書局 ﹝北歐﹞ 2005 y(7IJ5H1*OOLPNP( 低地國 (荷比盧 )史―新歐洲的核心 ◎ 張淑勤 210

EB012350 遠足 ﹝北歐﹞ 2006 y(7IJ8G7*QNKQON( 阿姆斯特丹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51 三民書局 ﹝北歐﹞ 2003 y(7IJ5H1*ONSOPK( 丹麥史―航向新世紀的童話王國 ◎ 許智偉編著 150

EB012352 木馬 ﹝北歐﹞ 2007 y(7IJ8G6*TRNNKR( 走進瑞典人的家居生活 ◎ 道田聖子 250

EB012353 三民書局 ﹝北歐﹞ 2004 y(7IJ5H1*ONTPQN( 波羅的海三小國史－獨立與自由的交響詩 ◎ 張明珠 -編著 190

EB012354 亞太 ﹝俄羅斯﹞ 2004 y(7IJ5H8*MQOPRL( 俄羅斯文化史 ◎ 李明濱 280

EB012355 胡桃木 ﹝俄羅斯﹞ 2005 y(7IJ5H8*NMKPMT( 在烏蘇里的莽林中 -德爾蘇．烏扎拉 (胡桃木 ) ◎ 弗．克．阿爾謝尼耶夫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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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356 胡桃木 ﹝俄羅斯﹞ 2005 y(7IJ5H8*NMKPNQ( 在烏蘇里的莽林中 -烏蘇里地區之行 (胡桃木 ) ◎ 弗．克．阿爾謝尼耶夫 320

EB012357 三民書局 ﹝俄羅斯﹞ 2004 y(7IJ5H1*ONTRSP( 俄國史 ◎ 賀允宜 520

EB012358 三民書局 ﹝俄羅斯﹞ 2006 y(7IJ5H1*OONOQL( 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 (增訂二版 ) ◎ 周雪舫 240

EB012359 三民書局 ﹝俄羅斯﹞ 2007 y(7IJ5H1*OORQPK( 青銅騎士：彼得大帝 ◎ 鄭義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2360 智庫文化 ﹝俄羅斯﹞ 2003 y(7IJ8G7*SSKMMM( 蘇聯帝國興衰史 (上 ) (精裝 ) ◎ 480

EB012361 智庫文化 ﹝俄羅斯﹞ 2003 y(7IJ8G7*SSKMNT( 蘇聯帝國興衰史 (下 ) (精裝 ) ◎ 480

EB012362 黎明文化 ﹝俄羅斯﹞ 2003 y(7IJ5H1*QKQQPL( 蘇聯外交史 [平 ] ◎ 明驥 560

EB012363 三民書局 ﹝俄羅斯﹞ 2006 y(7IJ5H1*OOPOST( 烏克蘭史－西方的梁山泊 ◎ 王承宗 160

EB012364 台灣商務 ﹝俄羅斯﹞ 2007 y(7IJ5H0*PMLMRQ( 金色俄羅斯：穿越時空之旅 ◎ 方鵬程 著 高莉瑛 攝影 290

EB012365 藝術家 ﹝俄羅斯﹞ 2004 y(7IJ8G7*OSRKQN( 俄羅斯聖彼得堡藝術行旅 ◎ 馬小瑛 著 380

EB012366 遠足 ﹝俄羅斯﹞ 2005 y(7IJ8G7*QNKQNQ( 布拉格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67 遠足 ﹝俄羅斯﹞ 2005 y(7IJ8G7*QNKQLM( 聖彼得堡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68 台灣商務 ﹝東南歐﹞ 2004 y(7IJ5H0*PLSPNP( 東進韃靼 ◎ 羅伯 . D. 凱普蘭 著 450

EB012369 三民書局 ﹝東南歐﹞ 2008 y(7IJ5H1*OOTSQT( 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 ◎ 洪茂雄 220

EB012370 三民書局 ﹝東南歐﹞ 2005 y(7IJ5H1*OOLOSL( 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 ◎ 洪茂雄 -編著 190

EB012371 遠足 ﹝東南歐﹞ 2004 y(7IJ8G7*QNKNRR( 希臘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72 台灣商務 ﹝東南歐﹞ 2009 y(7IJ5H0*PMNTQQ( 情迷愛琴海―神與人間的愛 ◎ 方鵬程 350

EB012373 遠足 ﹝東南歐﹞ 2006 y(7IJ8G7*QNKRPT( 克里特島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74 知書房 ﹝美洲史地總論﹞ 2009 y(7IJ8G7*LPLSLK( 狂暴易怒的阿茲特克人 -墨西哥文明的淒美詛咒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375 昭明 ﹝美國﹞ 2003 y(7IJ8G7*ROQKNK( 美國第一夫人的作用 (昭明 ) ◎ 羅伯特．沃森 360

EB012376 三民書局 ﹝美國﹞ 2007 y(7IJ5H1*OOSNKP( 美國史 ◎ 陳靜瑜 560

EB012377 三民書局 ﹝美國﹞ 2008 y(7IJ5H1*OPKSRM( 美國史－移民之邦的夢想與現實 ◎ 李慶餘 200

EB012378 台灣商務 ﹝美國﹞ 2005 y(7IJ5H0*PMKKQO( 美國史 --深入淺出普及本 ◎ 艾倫．亞瑟羅德 480

EB012379 台灣商務 ﹝美國﹞ 1992 y(7IJ5H0*PKOSPT( 美國世紀 :1901-1990 (POD) ◎ 伍啟元 著 460

EB012380 智庫文化 ﹝美國﹞ 2000 y(7IJ5H0*OSOLPL( 最偉大的世代 ◎ 360

EB012381 群學文化 ﹝美國﹞ 2008 y(7IJ8G8*OKPOTN( 新帝國主義 The New Imperialism ◎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著 王志弘、王玥民合譯 250

EB012382 藝術家 ﹝美國﹞ 2002 y(7IJ8G7*TPRNRP( 波士頓文化紀行 ◎ 李家祺 著 380

EB012383 藝術家 ﹝美國﹞ 2004 y(7IJ8G7*OSRMLQ( 美國歷史文化根源 ◎ 李家祺 著 380

EB012384 遠足 ﹝美國﹞ 2003 y(7IJ5H2*SPQLRS( 紐約 ◎ Gallimard-Jeunesse 700

EB012385 藝術家 ﹝美國﹞ 2005 y(7IJ8G7*OSROQT( 華盛頓文化藝術行旅 ◎ 范毅舜 著 380

EB012386 雄獅 ﹝美國﹞ 2002 y(7IJ5H4*ROKONR( 舊金山‧依舊金山 ◎ 張心龍 360

EB012387 藝術家 ﹝美國﹞ 2006 y(7IJ8G7*KNOLNR( 太平洋畔伊甸園 --聖塔巴巴拉 ◎ 王受之 320

EB012388 智庫文化 ﹝美國﹞ 2005 y(7IJ8G7*SSKSTP( 尼泊爾阿嬤遊美國 ◎ 300

EB012389 萬卷樓 ﹝美國﹞ 1999 y(7IJ5H7*NTMKOQ( 美西遊 ◎ 鍾　鍾 240

EB012390 野人 ﹝美國﹞ 2008 y(7IJ8G6*SKRNMT(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 ◎ 徐銘謙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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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391 遠足 ﹝加拿大﹞ 2007 y(7IJ8G7*QNKTLT( 加拿大東部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92 三民書局 ﹝拉丁美洲﹞ 2003 y(7IJ5H1*ONRSRN( 墨西哥史―仙人掌王國 ◎ 何國世編著 150

EB012393 大家 ﹝中美諸國﹞ 2009 y(7IJ8G8*PKSSKO( 敲打天堂的門 . 古巴 ◎ 陳美玲、芳子 350

EB012394 三民書局 ﹝中美諸國﹞ 2007 y(7IJ5H1*OOQNTO( 加勒比海諸國史－海盜與冒險者的天堂 ◎ 陳小雀 180

EB012395 遠足 ﹝中美諸國﹞ 2006 y(7IJ8G7*QNKRQQ( 古巴 ◎ Gallimard-Jeunesse 650

EB012396 知書房 ﹝南美洲﹞ 2009 y(7IJ8G7*LPLRMS( 匪夷所思的印加人 -太陽神子民的滅族傳奇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397 知書房 ﹝南美洲﹞ 2004 y(7IJ8G7*QOKPRO( 匪夷所思的印加人 ◎ ?? 160

EB012398 三民書局 ﹝南美各國﹞ 2008 y(7IJ5H1*OOSRNM( 巴西史－森巴王國 ◎ 何國世 190

EB012399 三民書局 ﹝南美各國﹞ 2007 y(7IJ5H1*OOQLPS( 阿根廷史－探戈的故鄉 ◎ 何國世 210

EB012400 三民書局 ﹝南美各國﹞ 2006 y(7IJ5H1*OONOLQ( 祕魯史―太陽的子民 ◎ 何國世 170

EB012401 亞太 ﹝非洲史地總論﹞ 1999 y(7IJ5H8*MQOMON( 非洲文化史 ◎ 李保平 450

EB012402 三民書局 ﹝非洲史地總論﹞ 1991 y(7IJ5H1*OKRLOM( 非洲地理 ◎ 劉鴻喜 167

EB012403 台灣商務 ﹝非洲史地總論﹞ 2006 y(7IJ5H0*PMKORR( 荒漠骸骨 ◎ 狄恩 . H. 金 380

EB012404 知書房 ﹝埃及﹞ 2009 y(7IJ8G7*LPLRLL( 神鬼莫測的埃及人 -尼羅河文明的不傳之祕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2405 知書房 ﹝埃及﹞ 2005 y(7IJ8G7*LPLKSR( 解剖古埃及 ◎ 巴瑞．坎普 480

EB012406 三民書局 ﹝埃及﹞ 2006 y(7IJ5H1*OOKLKL( 埃及史－神祕與驚奇的古國 ◎ 張倩紅編著 150

EB012407 三民書局 ﹝埃及﹞ 1997 y(7IJ5H1*OMQKTT( 法老時代的埃及 ◎ PascalVernus著；沈堅譯 250

EB012408 藝術家 ﹝埃及﹞ 2003 y(7IJ8G7*TPRTMO( 古埃及藝術 ◎ 邱建一 著 680

EB012409 木馬 ﹝埃及﹞ 2004 y(7IJ8G7*ORPMSM( 金字塔 ◎ 大衛 . 麥考利 200

EB012410 遠足 ﹝埃及﹞ 2005 y(7IJ8G7*QNKOSN( 埃及 ◎ Gallimard-Jeunesse 750

EB012411 三民書局 ﹝西北非洲﹞ 1970 y(7IJ5H1*OLNMSK( 我在利比亞 (精 ) ◎ 王琰如 110

EB012412 台灣商務 ﹝西北非洲﹞ 2008 y(7IJ5H0*PMMOQO( 遊走突尼西亞 ◎ 詹毓秀 320

EB012413 左岸 ﹝南部非洲﹞ 2005 y(7IJ8G7*SPOSQP(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 屠圖大主教 300

EB012414 三民書局 ﹝澳洲﹞ 2003 y(7IJ5H1*ONRORR( 澳大利亞史―古大陸‧新國度 ◎ 李龍華 180

EB012415 藝術家 ﹝澳洲﹞ 2008 y(7IJ8G7*KNORRT( 雪梨藝術顯影 ◎ 李昱宏 380

EB012416 三民書局 ﹝紐西蘭﹞ 2005 y(7IJ5H1*OOLQOL( 紐西蘭史－白雲仙境‧世外桃源 ◎ 李龍華 -編著 210

EB012417 台灣商務 ﹝太平洋諸島嶼﹞ 2009 y(7IJ5H0*PMNNLR( 群島之洋―人類學的大洋洲研究 ◎ 童元昭 450

EB012418 網路與書 ﹝現代論叢﹞ 2006 y(7IJ8G8*MKMRQO( 本文作者為國寶級白目 ◎ 馮光遠 250

EB012419 網路與書 ﹝現代論叢﹞ 2008 y(7IJ8G6*SOLNMN( 五色韻母 ◎ 張隆溪 250

EB012420 三民書局 ﹝傳記總論﹞ 2004 y(7IJ5H1*OOKKQO( 影響世界的人系列 (共十二冊 ) ◎ 三民書局 2160

EB012421 台灣商務 ﹝傳記總論﹞ 1990 y(7IJ5H0*PKMMKQ( 中國科技家小傳 ◎ 文復會 編 135

EB01242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PRR( 小酉腴山館主人自著年譜 ◎ 吳大廷 120

EB01242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78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1輯 )（連雅堂傳） ◎ 鄭喜夫 200

EB01242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78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2輯 )（余清芳傳） ◎ 程大學 200

EB01242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78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3輯 )（郭懷一等傳） ◎ 宋增璋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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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42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79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4輯 )（林朝棟傳） ◎ 鄭喜夫 200

EB01242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79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5輯 )（沈有容傳） ◎ 鄭喜夫 200

EB01242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79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6輯 )（劉銘傳傳） ◎ 劉振魯 200

EB01242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NLTOQ(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八田與一傳 ◎ 陳文添 300

EB01243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KTNST(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山中樵傳 ◎ 張圍東 210

EB01243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NPPQM(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王得祿傳 ◎ 蔡相煇 ,王文裕 250

EB01243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RQP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丘逢甲傳 ◎ 楊護源 300

EB01243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SOS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吳三連傳 ◎ 蔡金燕 250

EB01243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RN(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吳光亮傳 ◎ 林文龍 300

EB01243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ST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吳彭年、徐驤傳 ◎ 程玉凰 270

EB01243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9 y(7IJ5H0*MOMTRN(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吳新榮傳 ◎ 施懿琳 450

EB01243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RQNO(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李萬居傳 ◎ 王文裕 160

EB01243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5 y(7IJ5H0*KQNQK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沈葆禎傳 ◎ 蘇同炳 320

EB01243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NORT(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周鍾瑄傳 ◎ 盧胡彬 200

EB01244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NPPSQ(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林占梅傳 ◎ 林文龍 270

EB01244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0*KRMTSN(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施乾傳 ◎ 林金田 230

EB01244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TPT(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洪棄生傳 ◎ 程玉凰 450

EB01244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NMLT(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胡傳傳 ◎ 黃學堂 300

EB01244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3 y(7IJ5H0*KLTTOK(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胡適傳 ◎ 戚宜君 210

EB01244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NKNNO(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郝更生傳 ◎ 葉龍彥 220

EB01244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MKQNQ(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許南英、張我軍傳 ◎ 廖春金 ,秦賢次 200

EB01244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PT(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連振東傳 ◎ 宋伯元 240

EB01244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RQTQ(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連橫傳 ◎ 曾迺碩 210

EB01244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TLL(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郭懷一、陳永華等六人合傳 ◎ 吳正恆等 300

EB01245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0*KRPQSR(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黃土水傳 ◎ 李欽賢 270

EB01245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NOOO(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黃淑璥傳 ◎ 林慶元 270

EB01245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NP(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黃朝琴傳 ◎ 周宗賢 230

EB01245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KTNQP(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楊廷理傳 ◎ 林慶元 330

EB01245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NQRPK(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劉銘傳傳 ◎ 葉振輝 410

EB01245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0*KSPLKP(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劉璈傳 ◎ 蘇同炳 260

EB01245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KPLP(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蔣廷黼傳 ◎ 林子候 300

EB01245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NPPQM(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蔡廷蘭傳 ◎ 蔡主賓 260

EB01245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LL(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鍾理和傳 ◎ 彭瑞金 240

EB01245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NKNP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韓石泉傳 ◎ 莊永明 370

EB01246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TNP(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藍鼎元傳 ◎ 蔡炳釧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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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46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NSKTT(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藍蔭鼎傳 ◎ 吳世全 280

EB01246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TM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 -藍鼎元傳（精） ◎ 蔣炳釗 450

EB01246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80 臺灣地理及歷史 (卷9)官師志文武職列傳 (3) ◎ 鄭喜夫 200

EB01246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80 臺灣地理及歷史 (卷9)官師志文職表 (1) ◎ 鄭喜夫 200

EB01246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80 臺灣地理及歷史 (卷9)官師志武職表 (2) ◎ 鄭喜夫 200

EB01246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65 臺灣抗日忠烈錄第一輯 ◎ 張俊仁 200

EB01246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RSNP( 徐闇公先生年譜 ◎ 陳乃乾 130

EB01246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PNT( 清史列傳選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00

EB01246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RPL( 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90

EB01247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ROO( 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70

EB01247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QRQ( 清先正事略選 ◎ 李元度 275

EB01247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TTR( 清耆獻類徵選編（下）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400

EB01247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TRN( 清耆獻類徵選編（上）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90

EB01247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TSK( 清耆獻類徵選編（中）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390

EB01247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3 惠安王忠孝公全集 ◎ 王忠孝 150

EB01247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QNS( 碑傳選集 (下冊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30

EB01247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QML( 碑傳選集 (上冊 )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40

EB01247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RQQP(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王得祿傳 (精裝 ) ◎ 蔡相煇 . 王文裕 290

EB01247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SORL(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吳三連傳 (精裝 ) ◎ 蔡金燕 290

EB01248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QQ(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吳光亮傳 (精裝 ) ◎ 林文龍 340

EB01248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SSL(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吳彭年 . 徐驤傳 (精裝 ) ◎ 程玉鳳 300

EB01248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9 y(7IJ5H0*MOMTQQ(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吳新榮傳 (精裝 ) ◎ 施懿琳 480

EB01248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NOQM(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周鍾瑄傳 (精裝 ) ◎ 盧胡彬 240

EB01248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0*KRMTRQ(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施乾傳 (精裝 ) ◎ 林金田 270

EB01248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TOM(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洪棄生傳 (精裝 ) ◎ 程玉鳳 480

EB01248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NMKM(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胡傳傳 (精裝 ) ◎ 黃學堂 340

EB01248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3 y(7IJ5H0*KLTTNN(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胡適傳 (精裝 ) ◎ 戚宜君 250

EB01248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3 y(7IJ5H0*KNKNMR(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郝更生傳 (精裝 ) ◎ 葉龍彥 260

EB01248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TRQST(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連橫傳 (精裝 ) ◎ 曾迺碩 250

EB012490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8 y(7IJ5H0*MOMTKO(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郭懷一陳永華等六人傳 (精裝 ) ◎ 吳正恆等 330

EB012491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0*KRPQRK(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黃土水傳 (精裝 ) ◎ 李欽賢 310

EB012492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MS(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黃朝琴傳 (精裝 ) ◎ 周宗賢 270

EB012493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0*KSPKTT(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劉璈傳 (精裝 ) ◎ 蘇同炳 300

EB012494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MKKPKS(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蔣廷黼傳 (精裝 ) ◎ 林子侯 340

EB012495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LSKO(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鍾理和傳 (精裝 ) ◎ 彭瑞金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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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496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3 y(7IJ5H0*KNKNOL(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韓石泉傳 (精裝 ) ◎ 莊永明 410

EB012497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0*KOOQTK( 臺灣霧峰林氏族譜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80

EB012498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51 鄭成功第３２６週年誕辰紀念展覽圖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 200

EB012499 國史館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0*KOOQPM( 續碑傳選集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205

EB012500 遠景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3*TKPLQP( 生根 ˙深耕 ◎ 王永慶 250

EB012501 遠景 ﹝傳記總論﹞ 1995 y(7IJ5H3*TKORKK( 金庸傳 ◎ 冷夏 350

EB012502 遠景 ﹝傳記總論﹞ 1996 y(7IJ5H3*TKPLPS( 王永慶觀點 ◎ 王永慶 220

EB012503 遠景 ﹝傳記總論﹞ 1997 y(7IJ5H3*TKPNTO( 黎智英傳說 ◎ 呂家明 180

EB012504 遠景 ﹝傳記總論﹞ 2002 y(7IJ5H3*TKQTRL( 李嘉誠語錄 ◎ 許澤惠 99

EB012505 遠景 ﹝傳記總論﹞ 2002 y(7IJ5H3*TKQTNN( 回首話滄桑 -聶魯達回憶錄 ◎ 聶魯達 390

EB012506 遠景 ﹝傳記總論﹞ 2002 y(7IJ5H3*TKQTMQ( 回歸本源 -賈西亞 ˙馬奎斯傳 ◎ 達索 ˙薩爾迪瓦爾 390

EB012507 遠景 ﹝傳記總論﹞ 2002 y(7IJ5H3*TKQSQP( 羅琳傳 -哈利波特背後的天才 ◎ 辛 ˙史密斯 250

EB012508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79 中國歷代人物評傳 (上 / 中 / 下 ) ◎ 劉子清 400

EB012509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88 湘軍新志 [平 ] ◎ 羅爾綱 160

EB012510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89 常勝將軍的秘訣 [平 ] ◎ 黃葵楠 180

EB012511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0 y(7IJ5H1*QKMSTT( 曾國藩 [平 ] ◎ 唐浩明 400

EB012512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0 y(7IJ5H1*QKLQLS( 曾國藩 [平 ] ◎ 唐浩明 240

EB012513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0 y(7IJ5H1*QKLQMP( 曾國藩 [平 ] ◎ 唐浩明 265

EB012514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1 邱創煥其人其事 [平 ] ◎ 袁睽九 160

EB012515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1 y(7IJ5H1*QKLOLK( 鄭板橋全集 [平 ] ◎ 鄭燮 200

EB012516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MPK(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平 ] ◎ 戚宜君 200

EB012517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NN(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平 ] ◎ 戚宜君 180

EB012518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PR(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平 ] ◎ 戚宜君 170

EB012519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RL(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平 ] ◎ 戚宜君 170

EB012520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TP(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平 ] ◎ 戚宜君 180

EB012521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MON(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精 ] ◎ 戚宜君 250

EB012522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MQ(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精 ] ◎ 戚宜君 230

EB012523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OK(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精 ] ◎ 戚宜君 220

EB012524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QO(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精 ] ◎ 戚宜君 220

EB012525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2 y(7IJ5H1*QKLPSS( 中國歷代名女人評傳 [精 ] ◎ 戚宜君 230

EB012526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3 王昇將軍的心路歷程 [平 ] ◎ 陳實 50

EB012527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4 y(7IJ5H1*QKNOML( 曾國藩的幕僚群 [平 ] ◎ 姜穆 130

EB012528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1995 y(7IJ5H1*QKONTS( 織工馬南傳 [精 ] ◎ 瑪麗安．伊凡斯原著 ; 李惠美改寫 280

EB012529 黎明文化 ﹝傳記總論﹞ 2000 y(7IJ5H1*QKPQQL( 靈華世界 [平 ] ◎ 易 齋 220

EB012530 九歌 ﹝世界傳記﹞ 2007 y(7IJ5H4*OOOKLO( 和世界偉人面對面（新版） ◎ 王壽來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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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531 天培 ﹝世界傳記﹞ 2005 y(7IJ8G7*RPTMLO( 絕版愛情――13對藝術情侶的私密生活 ◎ 逸飛 250

EB012532 台灣商務 ﹝世界傳記﹞ 2000 y(7IJ5H0*PLQOQN( 外國名人軼事一百則 ◎ 王 堅 編譯 280

EB012533 米娜貝爾 ﹝世界傳記﹞ 2000 y(7IJ5H0*OTMKLT( 三大師 (米娜貝爾 ) ◎ 斯蒂芬 . 茨 180

EB012534 米娜貝爾 ﹝世界傳記﹞ 1999 y(7IJ5H8*QMMTSM( 自畫像 (米娜貝爾 ) ◎ 茨威格 240

EB012535 米娜貝爾 ﹝世界傳記﹞ 1999 y(7IJ5H8*QMMTTT( 與魔鬼作鬥爭 (米娜貝爾 ) ◎ 茨威格 240

EB012536 米娜貝爾 ﹝世界傳記﹞ 1999 y(7IJ5H8*QMMTPL( 與世界偉人談心 (上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340

EB012537 米娜貝爾 ﹝世界傳記﹞ 1999 y(7IJ5H8*QMMTQS( 與世界偉人談心 (下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340

EB012538 台灣商務 ﹝世界傳記﹞ 2004 y(7IJ5H0*PLSSQN( 希特勒身邊的女人們 ◎ 翁 崎 著 280

EB012539 智庫文化 ﹝世界傳記﹞ 1996 y(7IJ5H9*PPNLPP( 天才方程式：剖析叱吒風雲的她 ◎ 280

EB012540 智庫文化 ﹝世界傳記﹞ 1997 y(7IJ5H9*PPNSMR( 愛因斯坦的太太 ◎ 280

EB012541 天培 ﹝世界傳記﹞ 2004 y(7IJ8G7*RPTLPN( 窗內——文學家的美麗與哀愁 ◎ 柔之 190

EB012542 天培 ﹝世界傳記﹞ 2000 y(7IJ5H5*QKTSPQ( 推開文學家的門――漫遊全世界作家的屋子 (彩色增訂版） ◎ 成寒 260

EB012543 三民書局 ﹝世界傳記﹞ 1991 y(7IJ5H1*OLSMSP( 與世界文壇對話 ◎ 鄭樹森 144

EB012544 台灣商務 ﹝世界傳記﹞ 2007 y(7IJ5H0*PMLTNL( 文豪的世界 ◎ 謝鵬雄 250

EB012545 國家 ﹝世界傳記﹞ 2005 y(7IJ5H3*QKTRMS( 世界文學家評傳 ◎ 余　我 280 

EB012546 三民書局 ﹝世界傳記﹞ 2008 y(7IG6G1*ORKKKK( 世紀人物100(共100冊 ) ◎ 三民書局出版 10000

EB01254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7 y(7IJ5H1*OKSLRK( 難忘的往事 (精 ) ◎ 蔡維屏 378

EB01254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69 y(7IJ5H1*OLMQMR( 秋瑾革命傳 (精 ) ◎ 秋燦芝 110

EB01254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3 y(7IJ5H1*OLNKSM( 大湖的兒女 (精 ) ◎ 易君左 110

EB01255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OLNLON( 火燒趙家樓 (精 ) ◎ 易君左 110

EB01255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OLNOMQ( 留俄回憶錄 (精 ) ◎ 王覺源 110

EB01255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1*OLNOSS( 蘆溝橋號角 (精 ) ◎ 易君左 110

EB01255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6 y(7IJ5H1*OLOKOL( 勝利與還都 (精 ) ◎ 易君左 110

EB01255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OLQO( 腓力浦的孩子 (精 ) ◎ 武陵溪 110

EB01255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6 y(7IJ5H1*OLONKK( 歐氛隨侍記 (一 )(精 ) ◎ 王長寶 110

EB01255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0 y(7IJ5H1*OLONMO( 歐氛隨侍記 (二 )(精 ) ◎ 王長寶 110

EB01255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2 y(7IJ5H1*OLOQKR( 六十自述 (精 ) ◎ 鄭通和 110

EB01255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OLORKQ( 烽火夕陽紅 (精 ) ◎ 易君左 110

EB01255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OLOTOM( 近代人和事 (精 ) ◎ 吳相湘 110

EB01256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OLOTPT( 近代人和事 (平 ) ◎ 吳相湘 70

EB01256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TKKMMN( 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 (精 ) ◎ 釋光中編 844

EB01256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TKKOQT( 懷聖集 (精 ) ◎ 鄭彥棻 300

EB01256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KPKOO( 黃帝 (精 ) ◎ 錢穆著 180

EB01256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0 y(7IJ5H1*TKPLKP( 精忠岳飛傳 (精 ) ◎ 李安著 211

EB01256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PMOM( 見賢集 (精 ) ◎ 鄭彥棻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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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56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3 y(7IJ5H1*TKPMQQ( 思齊集 (精 ) ◎ 鄭彥棻 189

EB01256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1 y(7IJ5H1*TKPNKN( 孤兒心影錄 (精 ) ◎ 張國柱 222

EB01256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KPNMR( 我這半生 (精 ) ◎ 毛振翔 289

EB01256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2 y(7IJ5H1*TKPNOL(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合刊 )(精 ) ◎ 錢穆著 289

EB01257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PNQP( 困勉強狷八十年 (精 ) ◎ 陶百川 300

EB01257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TKPNST( 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 (精 ) ◎ 陳立夫 178

EB01257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POKM( 我生之旅 (精 ) ◎ 方治著 290

EB01257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QNQM( 三十年代作家論 (精 ) ◎ 姜穆著 344

EB012574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0*PKKONL( 寒鐘歌 ◎ 上官予 編著 153

EB012575 佛光文化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5*ONSQNK( 人間情味豐子愷 ◎ 陳星 250

EB012576 佛光文化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5*ONNMTL( 曼殊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7) ◎ 陳星 250

EB012577 佛光文化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5*ONNMSO( 寒山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8) ◎ 薛家柱 250

EB012578 佛光文化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5*ONLRQL( 與永恒對唱～細說當代傳奇人物 ◎ 釋永芸等 160

EB012579 佛光文化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5*ONLRPO( 跨越生命的藩籬佛教生死學 ◎ 吳東權等著 150

EB012580 亞太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SKTOLO( 預備，開麥拉 ◎ 張曾澤 400

EB012581 亞太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SKTNKS( 辛奇的傳奇 ◎ 黃仁 300

EB012582 亞太 ﹝中國傳記﹞ 2003 y(7IJ8G7*SKTKRK( 白克導演紀念文集暨遺作選輯 ◎ 黃仁 300

EB012583 亞太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8*MQOTLP( 袁叢美從影七十年回憶錄 ◎ 黃仁 260

EB012584 亞太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8*MQOQTO( 電影阿郎 :白景瑞 ◎ 黃仁 300

EB012585 亞太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8*MQOLRP( 胡金銓的世界 ◎ 黃仁 400

EB012586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8*QMMLOM( 勾踐 ◎ 楊善群 160

EB012587 知書房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8*QMMKRO( 諸葛亮 ◎ 章映閣 250

EB012588 知書房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0*OTMPSN( 辜鴻銘２ ◎ 黃興濤 280

EB012589 知書房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0*OTMPML( 辜鴻銘 ◎ 黃興濤 340

EB012590 知書房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0*OTMKQO( 陶淵明 ◎ 蔡日新 250

EB012591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8*QMMLPT( 李後主 ◎ 徐楓 240

EB012592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8*QMMNKM( 文天祥 ◎ 萬繩楠 300

EB012593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8*QMMLRN( 左宗棠 ◎ 王廣西 250

EB012594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8*QMMLQQ( 王安石 ◎ 李勤印 250

EB012595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4 y(7IJ8G7*QOKNLO( 李清照 ◎ 陳祖美 280

EB012596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3 y(7IJ8G7*QOKKLR( 鄭板橋 ◎ 劉中建、林存陽 300

EB012597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8*QMMKTS( 孫權 ◎ 章映閣 250

EB012598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8*QMMLKO( 金聖歎 ◎ 陳飛 220

EB012599 知書房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8*QMMKSL( 蒲松齡 ◎ 馬瑞芳 250

EB012600 雲龍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9*KSQMRL( 清初四大名妓 ◎ 張曉虎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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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601 雲龍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0*NNQKOR( 歷史的頓挫 (人物卷 )-舊版 ◎ 范炯 300

EB012602 雲龍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QOKTMP( 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 史式 220

EB012603 雲龍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QOKQLL( 咬嚼余秋雨 ◎ 古遠清 300

EB012604 雲龍 ﹝中國傳記﹞ 2004 y(7IJ8G7*QOKMPN( 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 ◎ 黃興濤 280

EB012605 雲龍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9*QQNTQK( 歷史的困惑 -治國者卷 ◎ 范炯 300

EB012606 雲龍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9*QQNTOQ( 歷史的嗚咽 ◎ 范炯 250

EB012607 雲龍 ﹝中國傳記﹞ 2000 y(7IJ8G7*TNSKQK( 歷史的頓挫 -人物卷 ◎ 范炯 300

EB012608 雲龍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9*QQNMNQ( 曹子建新探 ◎ 黃守誠 500

EB012609 雲龍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9*QQNTKS( 歷史的迷惘 ◎ 范炯 280

EB012610 雲龍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9*QQNTLP( 歷史的祭品 ◎ 范炯 300

EB012611 雲龍 ﹝中國傳記﹞ 1992 y(7IJ5H9*KSQPKT( 華夏姓氏之謎 ◎ 王泉根 200

EB012612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0*KLQPQR( 烽火歲月 -臺灣人的戰時經驗 ◎ 李展平 . 林翠鳳 . 鄭道聰 . 陳惠美 . 簡傳技 . 葉連鵬 300

EB012613 蘭臺 ﹝中國傳記﹞ 2006 y(7IJ8G7*QMQNMP( 八十年滄桑錄 ◎ 蔣 弼 220

EB012614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0*TLNOQK( 罕見天使 (附 CD) ◎ 楊玉欣口述、趙妍如整理 280

EB012615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TLPRSP( 臺灣一百位名人傳 (新版 ) ◎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 300

EB012616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TLPSKS( 叫太陽起床的人 (新版 ) ◎ 王永慶等 160

EB012617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TLPRTM( 走出自己的路 (新版 ) ◎ 李遠哲等 160

EB012618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TLQKTQ( 少年十五二十時 (新版 ) ◎ 李豔秋等 180

EB012619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TLQLMQ( 克難苦學記〈新版〉 ◎ 沈宗瀚 180

EB012620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0*TLRPMT( 新編百家姓 ◎ 葉正苗 主編 350

EB012621 正中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0*TLRPQR( 尋找生命透光的出口 ◎ 郭漢辰 ,翁禎霞著 150

EB01262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9 y(7IJ5H1*TKOTMO( 歷史圈外 (精 ) ◎ 朱桂著 156

EB012623 國家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3*QKQMLP( 中國亂世英雄 ◎ 李逸宏 200 

EB012624 國家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3*QKRNNP( 中國古代十大聖人 ◎ 施偉達等 500 

EB012625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7*NTNMTQ( 八卦歷史 ◎ 韓廷一 320

EB012626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7*NTPKOR( 分合歷史 ◎ 韓廷一 300

EB012627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7*NTOMNL( 黑白歷史 ◎ 韓廷一 320

EB012628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LNLN( 漢通西域 ◎ 朱堅章 120

EB01262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LLKS( 蜀漢風雲人物 ◎ 惜秋撰 200

EB01263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79 y(7IJ5H0*PLLMKS( 三國人物叢譚 ◎ 余振邦 編著 200

EB012631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69 y(7IJ5H0*PLMMMT( 三國人物論集 ◎ 禚夢庵 著 300

EB012632 九歌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5*QKLPQK( 古人今談第三集（隋唐人物） ◎ 龔弘 160

EB012633 九歌 ﹝中國傳記﹞ 1990 y(7IJ5H5*QKKSOQ( 古人今談第四集（兩宋人物） ◎ 龔弘 160

EB012634 九歌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4*OOMNLR( 影響台灣的近代人物――跨世風雲 (原：跨世風雲） ◎ 楚菘秋 270

EB01263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5 y(7IJ5H1*OLLSPT( 景光集 ◎ 鄭彥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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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63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1*ONNLTQ( 生命風景 ◎ 張堂錡 270

EB01263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OOMKSM( 當代人物 ◎ 倪摶九 700

EB01263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PRRT( 民初風雲人物 (上 ) ◎ 惜秋撰 300

EB01263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KQR( 民國人和事 (二版 ) ◎ 吳相湘 150

EB01264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TKKNOQ( 近代中國人物漫譚 (精 ) ◎ 王覺源 511

EB01264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TKKNPN( 近代中國人物漫譚 (平 ) ◎ 王覺源 444

EB01264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TKPMMS( 師友風義 (精 ) ◎ 鄭彥棻 190

EB01264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TKPMNP( 師友風義 (平 ) ◎ 鄭彥棻 133

EB01264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3 y(7IJ5H1*TKPMRN( 思齊集 (平 ) ◎ 鄭彥棻 133

EB01264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LMRRQ( 近代中國人物漫譚續集 (精 ) ◎ 王覺源 456

EB01264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LMRSN( 近代中國人物漫譚續集 (平 ) ◎ 王覺源 389

EB01264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SRNK( 古傑英風―歷史傳記文學 (精 ) ◎ 萬登學 340

EB01264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SROR( 古傑英風―歷史傳記文學 (平 ) ◎ 萬登學 270

EB012649 國家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3*QLKNPT( 連接與切斷 ◎ 劉駱生 200 

EB012650 藝術家 ﹝中國傳記﹞ 2004 y(7IJ8G7*OSRLSQ( 台灣文化人攝影紀事 ◎ 楊識宏 著 380

EB01265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PLSM( 台灣技職人的奮鬥故事 ◎ 吳京 -主持、紀麗君 -採訪、尤能傑 -攝影 200

EB012652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0*KQSKKT( 傳統技藝匠師採訪錄 (第1輯 )(10) ◎ 呂順安 395

EB012653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0*KRMQMO( 傳統技藝匠師採訪錄 (第2輯 )(11) ◎ 呂順安 440

EB012654 國家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3*QKSNNM( 宰相史話 ◎ 劉暉春 200 

EB012655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7*NTNOLS( 鐵面冰心—清官包拯與海瑞 ◎ 黃燕生 200

EB012656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NKMT( 沙場雙傑—吳起與孫臏 ◎ 孫開泰 200

EB012657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LQOL( 曾、左、李 ◎ 傅宗懋 120

EB012658 國家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3*QKTSOL( 父子宰相 (全二冊 ,不分售 ) ◎ 陳所巨等 600 

EB01265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1 y(7IJ5H1*TKPMPT( 見賢集 (平 ) ◎ 鄭彥棻 211

EB01266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0*PMMRMN( 絕代紅妝 ◎ 吳東權 300

EB01266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OMLQSL( 新譯列女傳 (精 ) ◎ 黃清泉注譯；陳滿銘校閱 340

EB01266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MLQTS( 新譯列女傳 (二版 ) ◎ 黃清泉 -注譯、陳滿銘 -校閱 310

EB012663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0*PKTMNQ( 列女傳今註今譯 ◎ 張 敬 註譯 360

EB012664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0*PKSTOT( 古列女傳逐字索引 ◎ 劉殿爵 主編 1200

EB01266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9 y(7IJ5H1*TKPKTT( 宋儒風範 (平 ) ◎ 董金裕 144

EB012666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7*NTOKTP(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臺灣1 ◎ 林慶彰 主編 320

EB012667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7*NTOLKL(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臺灣2 ◎ 林慶彰 主編 260

EB012668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7*NTOOQK(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1 ◎ 林慶彰 主編 300

EB012669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7*NTOORR(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2 ◎ 林慶彰 主編 300

EB012670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7*NTOOSO(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日本3 ◎ 林慶彰 主編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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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67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8 y(7IJ5H1*OLMLQK( 作家印象記 (精 ) ◎ 謝冰瑩 110

EB01267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8 y(7IJ5H1*OLMLRR( 作家印象記 (平 ) ◎ 謝冰瑩 70

EB012673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0*PKSOSM( 近世學者與文人群像 ◎ 莊 練 著 230

EB01267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OOMRPO( 新譯唐才子傳 (精 ) ◎ 戴揚本注譯 500

EB01267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OOMRQL( 新譯唐才子傳 (平 ) ◎ 戴揚本注譯 430

EB01267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9 y(7IJ5H1*TKPRKT( 元曲六大家 (精 ) ◎ 應裕康、王忠林著 256

EB01267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1*TKPRLQ( 元曲六大家 (平 ) ◎ 應裕康、王忠林著 178

EB012678 九歌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4*OOLNRM( 打開作家的瓶中稿――再訪捕蝶人 ◎ 廖玉蕙 250

EB012679 九歌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4*OOLMTR( 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作品與生活 ◎ 黃維樑 220

EB012680 九歌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5*QKSSPT( 走訪捕蝶人 ◎ 廖玉蕙 230

EB012681 九歌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5*QKNLLN( 文學尖端的對話 ◎ 李瑞騰 150

EB012682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0*PLSNRP( 新月的詩神 :聞一多與徐志摩 ◎ 高國藩 著 280

EB012683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0*PKMSKK( 中國歷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 ◎ 莊 練 撰 250

EB012684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0*PKNKKP( 中國歷代亡國皇帝 ◎ 趙雲田 著 99

EB012685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SKPT( 閑話皇帝 ◎ 吳國璋 250 

EB012686 國家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3*QLKMLM( 中國歷代守成皇帝 ◎ 何君達 200 

EB012687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0*PLSSNM( 名人沉浮錄 ◎ 馮澤君 著 360

EB012688 國家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3*QKQMPN( 中國說客的智慧 ◎ 馮凌遙 200 

EB012689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0*PKRTLL( 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 姜亮夫 撰 450

EB01269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0*PKSORP( 中國人的名字別號 ◎ 吉常宏 著 140

EB012691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QKMTTS( 台灣百家姓考 [平 ] ◎ 彭桂芳 150

EB012692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1*QKPSLO( 台灣百家姓考 [平 ] ◎ 彭桂芳 250

EB012693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SML( 五百年前是一家 (一 )[平 ] ◎ 彭桂芳 230

EB012694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TKQ( 五百年前是一家 (七 )[平 ] ◎ 彭桂芳 280

EB012695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SNS( 五百年前是一家 (二 )[平 ] ◎ 彭桂芳 230

EB012696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TLN( 五百年前是一家 (八 )[平 ] ◎ 彭桂芳 280

EB012697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SOP( 五百年前是一家 (三 )[平 ] ◎ 彭桂芳 260

EB012698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SSN( 五百年前是一家 (五 )[平 ] ◎ 彭桂芳 260

EB012699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STK( 五百年前是一家 (六 )[平 ] ◎ 彭桂芳 280

EB012700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PSPM( 五百年前是一家 (四 )[平 ] ◎ 彭桂芳 260

EB012701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0*MNRNKQ( 臺灣當代人瑞綜錄初稿 ◎ 鄭喜夫 600

EB012702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0*KLQPPK( 前進婆羅洲 -臺籍戰俘監視員 ◎ 李展平 300

EB012703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0*KLPRTT( 動盪時代的無奈 -臺籍老兵血淚故事 ◎ 許昭榮 100

EB012704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7 y(7IJ8G0*LKMKNL( 傷痕血淚 (續錄 )-戰後原臺籍國軍口述歷史 ◎ 林金田等 370

EB012705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6 y(7IJ8G0*LKMKNL( 傷痕血淚 -戰後原臺籍國軍口述歷史 ◎ 林金田 . 石瑞彬 . 林明洲 . 王則文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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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706 靜思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NOQQMP( 見證台灣生命力 ◎ 劉永毅 250

EB012707 野人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2*TMTNLP( 我的野人朋友 ◎ 李偉文 200

EB012708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0*MRMPTS( 臺灣歷史名人傳：林平侯父子傳 ◎ 許雪姬 300

EB012709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0*LLQMNQ( 高雄余家發展史 ◎ 彭瑞金 200

EB012710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LOOKMO( 基隆顏家發展史 ◎ 唐羽 200

EB012711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0*KMKQPQ( 新竹鄭利源號典藏古文書 ◎ 鄭華生口述 . 鄭炯輝整理 490

EB012712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0*MPSRPM( 嘉義賴家發展史 ◎ 顏尚文 ,潘是輝 440

EB01271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PPOK( 棄小義，雪大恥：伍子胥 ◎ 林佑儒 -著；程剛 -繪 100

EB01271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0 y(7IJ5H1*OKRKNQ( 戰國風雲人物 ◎ 惜秋撰 100

EB01271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QPSP( 汨羅江畔的悲吟：屈原 ◎ 郭怡汾 -著；夏燕靖 -繪 100

EB01271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KPKPL( 黃帝 (平 ) ◎ 錢穆著 120

EB01271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LQT( 孔夫子的偶像：周公 ◎ 林哲璋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271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PKK( 一件裘衣三十年：晏嬰 ◎ 郭怡汾 -著；趙智成 -繪 100

EB01271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OTO( 坐輪椅的軍師：孫臏 ◎ 陳景聰 -著；趙智成 -繪 100

EB01272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PLR( 舌燦蓮花定天下：張儀 ◎ 胡其瑞 -著；汀洲畫室楊濡豪 -繪 100

EB01272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QPO( 石頭將軍：吳起 ◎ 胡其瑞 -著；汀洲畫室周曉光 -繪 100

EB012722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OMT( 孔子 ◎ 黃啟炎 150

EB012723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67 y(7IJ5H0*PLLTLS( 商鞅評傳 ◎ 陳啟天 著 160

EB012724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OMT( 孔子 ◎ 黃啟炎 150

EB012725 萬卷樓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7*NTLKOT( 孔子的故事 ◎ 李長之 160

EB012726 蘭臺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9*LPOKKK( 李斯相秦之研究 ◎ 陳守亭 300

EB01272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PSQ( 悲劇英雄：項羽 ◎ 林佩欣 -著；李建 -繪 100

EB01272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OKQTQL( 漢初風雲人物 ◎ 惜秋撰 100

EB01272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5 y(7IJ5H1*OKQTRS( 東漢風雲人物 ◎ 惜秋撰 100

EB01273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OKSQ( 鑿空 On Line：張騫 ◎ 張博鈞 -著；程令方 -繪 100

EB01273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OKTN( 龍門路：司馬遷 ◎ 劉美瑤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273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OLQL( 十九年的孤獨背影：蘇武 ◎ 符愛萍 -著；王平 -繪 100

EB01273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QQKS( 忍小辱成大英雄：韓信 ◎ 詹文維 -著；胡正林、程剛 -繪 100

EB01273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LSN( 自請和親的奇女子：王昭君 ◎ 劉玉娟 -著；王緋 -繪 100

EB01273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ORK( 文明奇蹟的創造者：蔡倫 ◎ 楊佩螢 -著；程令方 -繪 100

EB01273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PTN(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張良 ◎ 胡其瑞 -著；李建 -繪 100

EB012737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QPS( 司馬遷 ◎ 蕭本雄 150

EB012738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QPS( 司馬遷 ◎ 蕭本雄 150

EB012739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MSPP( 窮究天人通古今—司馬遷與《史記》 ◎ 田人隆 200

EB01274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OLLQ( 再見東漢：班固 ◎ 楊佩螢 -著；姬炤華、徐萃 -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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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74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LOP( 天文巨星：張衡 ◎ 陳佩萱 -著；郜欣 -繪 100

EB01274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OKNL( 草廬中的智謀家：諸葛亮 ◎ 陳景聰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2743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5*RKSSLS( 諸葛亮 ◎ 陳秋帆 150

EB012744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5*RKSSLS( 諸葛亮 ◎ 陳秋帆 150

EB012745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NLNP( 鞠躬盡瘁一忠臣—諸葛亮 ◎ 朱大渭 200

EB01274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0*PLTKKQ( 曹操傳 ◎ 張作耀 著 500

EB012747 萬卷樓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7*NTMPNO( 一代梟雄—曹操 ◎ 袁森坡 200

EB012748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67 y(7IJ5H0*PLKTNP( 關公的人格與神格 ◎ 黃華節 著 240

EB01274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4 y(7IJ5H1*OKQTTM( 隋唐風雲人物 ◎ 惜秋撰 367

EB01275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LRQ( 一朵孤芳的野菊花：陶淵明 ◎ 廖炳焜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2751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SKMS( 田園詩人陶淵明 ◎ 方祖燊 250 

EB012752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7*NTNNNN( 豪華落盡見真淳—陶淵明 ◎ 童 超 200

EB012753 石頭出版 ﹝中國傳記﹞ 2010 y(7IJ8G6*QQKKSP( 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 ◎ 祁小春 880

EB012754 國家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3*QKPPSO( 謝靈運 ◎ 林文月 250 

EB012755 國家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3*QLLKKO( 茶聖陸羽的故事 ◎ 吳浪平 280 

EB012756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OSL( 李白 ◎ 蕭本雄 150

EB012757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OSL( 李白 ◎ 蕭本雄 150

EB01275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OQN( 任重道遠：文成公主 ◎ 默默 -著；王緋 -繪 100

EB01275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KPQMO( 寒山子研究 (精 ) ◎ 陳慧劍 244

EB01276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KPQNL( 寒山子研究 (平 ) ◎ 陳慧劍 200

EB01276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LPM( 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 ◎ 楊子儀 -著；夏燕靖、許東新、武雪峰 -繪 100

EB01276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TKPQKK( 詩中的李白 (精 ) ◎ 楊慧傑 211

EB01276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TKPQLR( 詩中的李白 (平 ) ◎ 楊慧傑 144

EB012764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0*PLNMSS( 詩仙李白之謎 ◎ 周勛初 著 250

EB012765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0*PLNTKP( 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 ◎ 郁賢皓 著 320

EB01276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70 y(7IJ5H0*PLNLQP( 李白評傳 ◎ 劉維崇 著 250

EB012767 國家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3*QKPLOK( 李白評傳 ◎ 陳　香 300 

EB012768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MPTQ( 獨立蒼茫自詠詩—詩聖杜甫 ◎ 祝 蓂 200

EB01276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PKNKS( 轉危為安救大唐：郭子儀 ◎ 胡其瑞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277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OPQ( 承先啟後的文學家：韓愈 ◎ 姜子安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2771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70 y(7IJ5H0*PLNLPS( 白居易評傳 ◎ 劉維崇 著 260

EB012772 國家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3*QKPPLP( 韓愈傳 ◎ 羅聯添 250 

EB01277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QPTM( 樂天詩雄：白居易 ◎ 高莉莉 -著；王平 -繪 100

EB01277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OKRKKP( 宋初風雲人物 ◎ 惜秋撰 133

EB01277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OOM( 黃天蕩裡真英雄：韓世忠 ◎ 陳素宜 -著；杜曉西 -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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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77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PPQO( 大愛行動家：范仲淹 ◎ 姜子安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277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PKNRR( 忠義誠一真宰相：司馬光 ◎ 張博鈞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2778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0*PLTQSQ( 宋代儒宗歐陽修 ◎ 黃篤書 700

EB012779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LOON( 王安石 ◎ 雷飛龍 120

EB01278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PPPR( 千古風流人物：蘇軾 ◎ 陳沛慈 -著；程剛 -繪 100

EB01278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NRLN( 鵬舉的忠魂：岳飛 ◎ 廖炳焜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278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0 y(7IJ5H1*TKPLLM( 精忠岳飛傳 (平 ) ◎ 李安著 160

EB012783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5*RKSRTP( 岳飛 ◎ 陳秋帆 150

EB012784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5*RKSRTP( 岳飛 ◎ 陳秋帆 150

EB01278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OPT( 婉約詞人：李清照 ◎ 夏婉雲 -著；夏達、小閃 -繪 100

EB01278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71 y(7IJ5H0*PLMRPP( 李清照的後半生 ◎ 南宮搏 著 160

EB012787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MSLR( 漱玉清芬—李清照 ◎ 雪 崗 200

EB01278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NSQR( 正氣永存：文天祥 ◎ 文淑菁 -著；胡正林 -繪 100

EB01278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ORN( 百工科技的集成者：宋應星 ◎ 王宇清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279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LMOP( 王陽明 ◎ 金耀基 120

EB01279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OLS( 定海英豪：戚繼光 ◎ 張博鈞 -著；李健 -繪 100

EB012792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7*NTNOSR( 中興名相—張居正 ◎ 冉光榮 200

EB01279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QQMM( 縱橫山水俠客行：徐霞客 ◎ 吳文薰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279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OTQMN( 碧血丹心：史可法 ◎ 張博鈞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12795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LQKN( 史可法 ◎ 王壽南 120

EB01279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LQLK( 徐光啟 ◎ 王壽南 120

EB01279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1*OOSOSK( 黑水溝的領航者：鄭成功 ◎ 姜天陸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2798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5*RKTNQP( 瓦特 ◎ 謝建南 150

EB012799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75 y(7IJ5H0*PLNMNN( 鄭成功史事研究 ◎ 黃典權 著 160

EB012800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5*RKTNQP( 瓦特 ◎ 謝建南 150

EB012801 九歌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4*OONROL( 難得糊塗鄭板橋 ◎ 王家誠 280

EB012802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67 y(7IJ5H0*PKSRNO( 鄭板橋評傳 ◎ 王 幻 著 160

EB012803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0*MKTNPS(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楊廷理傳 (精裝 ) ◎ 林慶元 360

EB01280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1*OPKNPN( 禁煙先鋒：林則徐 ◎ 詹文維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2805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MTMN( 衰世風雷—龔自珍與魏源 ◎ 陳祖武 200

EB012806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0*MNPPRT(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林占梅傳 (精裝 ) ◎ 林文龍 300

EB012807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0*MNPPPP(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蔡廷蘭傳 (精裝 ) ◎ 蔡主賓 290

EB01280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QKSS(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 (精 ) ◎ 汪榮祖 378

EB01280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QKTP(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 (平 ) ◎ 汪榮祖 311

EB01281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8 y(7IJ5H0*PMNMSR( 秋瑾 ◎ 歐纈芳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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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811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0*KQNPTM(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沈葆楨傳 (精裝 ) ◎ 蘇同炳 360

EB012812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0*MNQRON(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劉銘傳傳 (精裝 ) ◎ 葉振輝 440

EB01281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0 y(7IJ5H1*OKRKMT( 民初風雲人物 (下 ) ◎ 惜秋撰 100

EB01281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1*OMMKTL( 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 ◎ 章念馳 190

EB01281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OLOR( 鐵路巨擘：詹天佑 ◎ 陳佩萱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281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2 y(7IJ5H1*TKPLTS( 蘇曼殊大師新傳 (平 ) ◎ 劉心皇 167

EB01281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LMRPM( 章太炎 (精 ) ◎ 姜義華 278

EB01281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LMRQT( 章太炎 (平 ) ◎ 姜義華 211

EB012819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0*KTRQOL(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丘逢甲傳 (精裝 ) ◎ 楊護源 340

EB012820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0*MMKQMT(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許南英 . 張我軍傳 (精裝 ) ◎ 廖春金 . 秦賢次 240

EB012821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PTP( 蘇曼殊 ◎ 邵盈午 280 

EB012822 蘭臺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9*LPOLTM( 嚴復評傳 ◎ 郭良玉 250

EB01282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OOKPRQ( 我生一抹 ◎ 姜超嶽 230

EB01282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PMKO( 魯迅這個人 (精 ) ◎ 劉心皇 244

EB01282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PMLL( 魯迅這個人 (平 ) ◎ 劉心皇 178

EB01282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0*PLOMRS( 康有為傳 ◎ 湯志鈞 著 480

EB012827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0*PLNMTP( 章太炎傳 ◎ 湯志鈞 著 400

EB012828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0*MNSQOS( 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1輯 )（連雅堂傳） ◎ 鄭喜夫 180

EB012829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SLQ( 徐志摩 ◎ 楊新敏 280 

EB012830 萬卷樓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7*NTMONP( 風塵孤劍在—梁啟超 ◎ 張啟華 200

EB01283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6 y(7IJ5H1*OLONLR( 歐氛隨侍記 (一 )(平 ) ◎ 王長寶 70

EB01283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6 y(7IJ5H1*OLONNL( 歐氛隨侍記 (二 )(平 ) ◎ 王長寶 70

EB01283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4 y(7IJ5H1*OLQMKP( 回顧錄 (一 )(精 ) ◎ 鄒魯著 110

EB01283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4 y(7IJ5H1*OLQMMT( 回顧錄 (二 )(精 ) ◎ 鄒魯著 110

EB01283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0 y(7IJ5H1*OLQMON( 回顧錄 (三 )(精 ) ◎ 鄒魯著 110

EB01283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4 y(7IJ5H1*OLQMQR( 回顧錄 (四 )(精 ) ◎ 鄒魯著 110

EB012837 國家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3*QKQSPR( 郁達夫日記 ◎ 林文慧 250 

EB012838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RMO( 郁達夫 ◎ 方　忠 250 

EB012839 九歌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4*OOOMPK( 張愛玲的文字世界 ◎ 劉紹銘 230

EB012840 健行 ﹝中國傳記﹞ 2006 y(7IJ8G7*RPNSSP( 阿里疤疤――台灣最醜的男人陳明里的故事 ◎ 陳明里 240

EB012841 九歌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4*OOMPNT( 從0到9的九歌傳奇――天生的凡夫俗子 (增訂版 ) ◎ 蔡文甫 260

EB012842 九歌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5*QKSMSQ( 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 ◎ 蔡文甫 288

EB012843 九歌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5*QKQMTT( 消失在長廊盡處――追憶朱立民教授 ◎ 余光中、顏元叔、朱炎等著 180

EB012844 九歌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5*QKPQQR( 我的懺悔錄 ◎ 劉捷 190

EB012845 九歌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5*QKNOOL( 謝東閔先生的故事 ◎ 周少左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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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846 九歌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5*QKQMPL( 秋之頌 ◎ 余光中編 420

EB01284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7 y(7IJ5H1*OKSLSR( 難忘的往事 (平 ) ◎ 蔡維屏 311

EB01284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0 y(7IJ5H1*OLMNLN( 回憶與感想 (平 ) ◎ 徐世大 70

EB01284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0 y(7IJ5H1*OLMNMK( 楊肇嘉回憶錄 (一 )(精 ) ◎ 楊肇嘉 110

EB01285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OLMNQS( 學生時代 (精 ) ◎ 薩孟武 110

EB01285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9 y(7IJ5H1*OLMNRP( 學生時代 (平 ) ◎ 薩孟武 70

EB01285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3 y(7IJ5H1*OLMOQR( 我生一抹 (精 ) ◎ 姜超嶽 110

EB01285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1 y(7IJ5H1*OLMPQQ( 中年時代 (精 ) ◎ 薩孟武 110

EB01285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OLMPRN( 中年時代 (平 ) ◎ 薩孟武 70

EB01285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MPTR( 吳鐵城回憶錄 (平 ) ◎ 吳鐵城 70

EB01285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8 y(7IJ5H1*OLMQPS( 七十自述 (平 ) ◎ 凌鴻勛 70

EB01285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NKTT( 大湖的兒女 (平 ) ◎ 易君左 70

EB01285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NLPK( 火燒趙家樓 (平 ) ◎ 易君左 70

EB01285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NONN( 留俄回憶錄 (平 ) ◎ 王覺源 70

EB01286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NOTP( 蘆溝橋號角 (平 ) ◎ 易君左 70

EB01286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OKPS( 勝利與還都 (平 ) ◎ 易君左 70

EB01286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1 y(7IJ5H1*OLOLRL( 腓力浦的孩子 (平 ) ◎ 武陵溪 70

EB01286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2 y(7IJ5H1*OLOQLO( 六十自述 (平 ) ◎ 鄭通和 70

EB01286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ORLN( 烽火夕陽紅 (平 ) ◎ 易君左 70

EB01286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1 y(7IJ5H1*OLPMSO( 三生有幸 (精 ) ◎ 吳相湘 110

EB01286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7 y(7IJ5H1*OLPMTL( 三生有幸 (平 ) ◎ 吳相湘 70

EB01286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OLQMLM( 回顧錄 (一 )(平 ) ◎ 鄒魯著 70

EB01286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4 y(7IJ5H1*OLQMNQ( 回顧錄 (二 )(平 ) ◎ 鄒魯著 70

EB01286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4 y(7IJ5H1*OLQMPK( 回顧錄 (三 )(平 ) ◎ 鄒魯著 70

EB01287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74 y(7IJ5H1*OLQMRO( 回顧錄 (四 )(平 ) ◎ 鄒魯著 70

EB01287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OLRTMT( 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 ◎ 蘇雪林 156

EB01287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OLSKKL( 冰瑩憶往 ◎ 謝冰瑩 156

EB01287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2 y(7IJ5H1*OLSTTP( 胡適叢論 ◎ 周質平 233

EB01287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8 y(7IJ5H1*OMSRST( 劉真傳 ◎ 黃守誠 360

EB01287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1*ONPLOP( 夏志清的人文世界 ◎ 殷志鵬 150

EB01287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ONPQKM( 孤蓬寫真 ◎ 陳祖耀 350

EB01287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ONTOLT( 緣在紅塵－豐子愷的藝術世界 ◎ 陳野著 280

EB01287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ONTOOK( 楊肇嘉回憶錄 ◎ 楊肇嘉 290

EB01287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OOKRON( 我的回憶 ◎ 謝冰瑩 150

EB01288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OOKSRN( 琦君的文學世界 ◎ 章方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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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88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OOLONQ( 月落人天涯—思情與懷念 ◎ 何秀煌 270

EB01288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OOLRRL( 學生時代 ◎ 薩孟武 160

EB01288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OOLTRT( 中年時代 ◎ 薩孟武 170

EB01288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OOMSSO( 鏡中爹 ◎ 張至璋 170

EB01288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OOTT( 永遠的童話―琦君傳 ◎ 宇文正 280

EB01288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1*OOPMKP( 漂流的歲月 (上 )―故宮國寶南遷與我的成長 ◎ 莊因 240

EB01288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KPLMT( 一顆永不隕落的巨星 (精 ) ◎ 釋光中 278

EB01288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KPLNQ( 一顆永不隕落的巨星 (平 ) ◎ 釋光中 211

EB01288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5 y(7IJ5H1*TKPMSK( 三生有幸 (精 ) ◎ 吳相湘 378

EB01289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5 y(7IJ5H1*TKPMTR( 三生有幸 (平 ) ◎ 吳相湘 311

EB01289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1 y(7IJ5H1*TKPNLK( 孤兒心影錄 (平 ) ◎ 張國柱 167

EB01289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3 y(7IJ5H1*TKPNPS(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合刊 )(平 ) ◎ 錢穆著 222

EB01289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6 y(7IJ5H1*TKPNRM( 困勉強狷八十年 (平 ) ◎ 陶百川 244

EB01289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0 y(7IJ5H1*TKPOLT( 我生之旅 (平 ) ◎ 方治著 211

EB01289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1 y(7IJ5H1*TKRPSL( 抗戰日記 (精 ) ◎ 謝冰瑩 244

EB01289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2 y(7IJ5H1*TKRPTS( 抗戰日記 (平 ) ◎ 謝冰瑩 189

EB01289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0 y(7IJ5H1*TKRQKO( 女兵自傳 (精 ) ◎ 謝冰瑩 289

EB01289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2 y(7IJ5H1*TKRQLL( 女兵自傳 (平 ) ◎ 謝冰瑩 222

EB01289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84 y(7IJ5H1*TKRQTR( 我在日本 (平 ) ◎ 謝冰瑩 111

EB01290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LMTNQ( 沈從文傳 (精 ) ◎ 凌宇著 533

EB01290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1 y(7IJ5H1*TLMTON( 沈從文傳 (平 ) ◎ 凌宇著 467

EB01290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NMNK( 周世輔回憶錄 (精 ) ◎ 周世輔 378

EB01290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NMOR( 周世輔回憶錄 (平 ) ◎ 周世輔 311

EB01290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PNNN( 鄭彥棻傳 (精 ) ◎ 馮成榮 344

EB01290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PNOK( 鄭彥棻傳 (平 ) ◎ 馮成榮 278

EB01290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QLSR( 張公難先之生平 (精 ) ◎ 李飛鵬 211

EB01290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1*TLQLTO( 張公難先之生平 (平 ) ◎ 李飛鵬 156

EB012908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TMLS( 憶夢錄 (精 ) ◎ 呂佛庭 680

EB01290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TMMP( 憶夢錄 (平 ) ◎ 呂佛庭 610

EB012910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TNRT( 逝者如斯 (精 ) ◎ 李孝定 250

EB012911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TNSQ( 逝者如斯 (平 ) ◎ 李孝定 180

EB012912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TPRR( 史學圈裏四十年 (精 ) ◎ 李雲漢 500

EB012913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1*TLTPSO( 史學圈裏四十年 (平 ) ◎ 李雲漢 430

EB012914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1*TMOPLT( 新聞與教育生涯－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 (精 ) 
◎ 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290

EB012915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1*TMPNQN( 新聞與教育生涯－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 (平 ) 
◎ 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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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916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1*TMRMTT( 一代奇人戴笠將軍 (平 ) ◎ 王蒲臣 250

EB012917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1*TMROTR( 果姑話飄泊－側寫中國百年 (平 ) ◎ 錢石英 450

EB012918 小魯文化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PKO( 胡適 ◎ 陳素宜 150

EB012919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0*PLTNQP( 千山之月 :上官予八十紀事 ◎ 上官予 350

EB01292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PLRQQS( 岫廬八十自述節錄本 ◎ 王雲五 著 250

EB012921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66 y(7IJ5H0*PLTTOP( 十年苦鬥記 ◎ 王雲五 著 150

EB012922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83 y(7IJ5H0*PKQOLT( 象牙之塔春秋記 ◎ 林天祐 著 315

EB012923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0*PLRMSQ( 無聲的突圍 -聾啞婷婷的血淚故事 ◎ 姜廣平 著 200

EB012924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8*MSNKTL( 王雲五傳 ◎ 胡志亮 著 580

EB012925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8*MSNLKR( 王雲五傳 ◎ 胡志亮 著 500

EB01292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0*PMMNLK( 別夢依稀―我的評彈生涯 ◎ 唐耿良 唐力行 360

EB012927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0*PLTOSS( 我的危機與契機 ◎ 徐有守 600

EB012928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0*PLSSOT( 出版家王雲五 ◎ 徐有守 著 320

EB012929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0*PLQLKO( 徐鑄成回憶錄 ◎ 徐鑄成 著 420

EB01293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0*PLROMM( 外丹功祖師爺 -一代奇人張志通傳 ◎ 馬西屏 著 300

EB012931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0*PMKMPP( 鹿橋歌未央 ◎ 樸月 編著 390

EB012932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9 y(7IJ5H0*PLPRTO( 老舍評傳 ◎ 關紀新 著 380

EB012933 幼獅文化 ﹝中國傳記﹞ 2006 y(7IJ5H5*ROPTNQ( 李遠哲的成長故事—平凡中的不平凡 ◎ 張敏超 300

EB012934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PLTNMK( 理想的國度 --吳德朗醫師回憶錄 ◎ 吳德朗 320

EB012935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PLTQNO( 家門 -陳玲玉律師的生命樂章 ◎ 陳玲玉 380

EB012936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傳記﹞ 2005 y(7IJ8G7*PLTQPS( 從北海到南洋 -中將外交官陸寶蓀博士回憶錄 ◎ 陸寶蓀 320

EB012937 東方出版 ﹝中國傳記﹞ 2007 y(7IJ5H5*RKSPKO( 胡適 ◎ 陳素宜 150

EB012938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0*MRMQKO( 臺灣歷史名人傳：楊肇嘉傳 ◎ 周明 300

EB012939 國史館 ﹝中國傳記﹞ 2003 y(7IJ5H0*LSMRNQ( 林獻堂傳 ◎ 黃富三 200

EB012940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0*KTRQMR(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李萬居傳 (精裝 ) ◎ 王文裕 200

EB012941 國家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3*QKTSKN( 赫貞江畔讀胡適 ◎ 殷志鵬 250 

EB012942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QKL( 胡　適　　　　　　　　　　 ◎ 小田 ,季進 280 

EB012943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QLS( 張恨水 ◎ 聞　濤 280 

EB012944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RLR( 林語堂 ◎ 李　勇 280 

EB012945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SNK( 豐子愷 ◎ 徐國源 250 

EB012946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SQL( 朱自清 ◎ 徐德明等 280 

EB012947 國家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3*QKRTLP( 聞一多 ◎ 劉志權 280 

EB012948 智庫文化 ﹝中國傳記﹞ 1996 y(7IJ5H9*PPNLOS( 貝聿銘 (平裝 ) ◎ 320

EB012949 智庫文化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0*OSOOST( 吳大猷：中國物理學之父 ◎ 480

EB012950 智庫文化 ﹝中國傳記﹞ 2003 y(7IJ8G7*SSKKSQ( 貝聿銘 (軟精 ) ◎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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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951 智庫文化 ﹝中國傳記﹞ 2004 y(7IJ8G7*SSKRKN( 蔡雪泥 -功文式教育的領航者 ◎ 380

EB012952 智庫文化 ﹝中國傳記﹞ 1996 y(7IJ8G7*SSKKRT( 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 (軟精 ) ◎ 280

EB012953 智庫文化 ﹝中國傳記﹞ 2004 y(7IJ8G7*SSKRQP( 姚明：美國最有名的華人 ◎ 280

EB012954 雄獅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4*ROKMQK( 探險‧巫師‧劉其偉 ◎ 鄭惠美 600

EB012955 雄獅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4*ROKNKR( 沈鬱‧勁拔‧臺靜農 ◎ 盧廷清 600

EB012956 萬卷樓 ﹝中國傳記﹞ 2000 y(7IJ5H7*NTMQKM( 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 ◎ 盛世驥 口述 240

EB012957 遠景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3*TKRMRP( 今生今世 ◎ 胡蘭成 450

EB012958 遠景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3*TKRQMQ( 嗨 !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 ◎ 應鳳凰 280

EB012959 靜思 ﹝中國傳記﹞ 2004 y(7IJ8G7*RLLPNN( 含沙的明珠 ◎ 明含 250

EB012960 靜思 ﹝中國傳記﹞ 2007 y(7IJ8G7*RLLTQK( 黃奕聰的故事 ◎ 袁瑤瑤 350

EB012961 蘭臺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9*LPORST( 毛澤東的謀略 ◎ 蘇純修 220

EB012962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1 y(7IJ5H1*QKPTOO( 柳營卒子 [平 ] ◎ 吳重安 220

EB012963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2 y(7IJ5H1*QKQLTO( 情牽逝水 [平 ] ◎ 陳邦夔 240

EB012964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4 y(7IJ5H1*QKRLTL( 誰來跟我跳恰恰 [平 ] ◎ 澎恰恰述 ,耿一偉著 260

EB012965 黎明文化 ﹝中國傳記﹞ 2005 y(7IJ5H1*QKRMTK( 金門風雲 --胡璉將軍百年紀念專刊 [平 ] ◎ 洪進業 董群廉 280

EB012966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3 y(7IJ5H0*PKQQMO( 唐張文昌先生籍年譜 ◎ 刁抱石 撰編 117

EB012967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0*PLMKNS( 李清照年譜 ◎ 于中航 編著 240

EB012968 國史館 ﹝中國傳記﹞ 1992 y(7IJ5H0*KKQTTP( 雅堂先生年譜 (精 ) ◎ 鄭喜夫 261

EB012969 三民書局 ﹝中國傳記﹞ 1997 y(7IJ5H1*OMPLKS( 吳俊升先生暨夫人倪亮女士年譜 ◎ 司琦徐珍編 430

EB012970 台灣商務 ﹝中國傳記﹞ 1995 y(7IJ5H0*PLLMLP( 張菊生先生年譜 ◎ 張人鳳 編著 560

EB012971 大可 ﹝亞洲傳記﹞ 2006 y(7IJ8G8*MNKPOP( 母親的許諾 ◎ 瑪荷芭．拉維 250

EB012972 大塊 ﹝亞洲傳記﹞ 2008 y(7IJ8G2*LNKOPM( 永遠的林青霞 ◎ 鐵屋彰子 450

EB012973 大塊 ﹝亞洲傳記﹞ 2009 y(7IJ8G2*LNLPKN( 流水年華鳳飛飛 ◎ 陳建志 300

EB012974 知書房 ﹝亞洲傳記﹞ 1992 y(7IJ5H8*QMMKQR( 曹操 ◎ 章映閣 著 250

EB012975 國史館 ﹝亞洲傳記﹞ 2007 y(7IJ8G0*LKOOOS( 戰火紋身的監視員 -臺籍戰俘悲歌 ◎ 李展平 400

EB012976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4 y(7IJ5H0*PLTLTS( 日本歷代天皇略傳 ◎ 笠原英彥 350

EB012977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6 y(7IJ5H0*PMKNMN( 評價日本歷代首相 ◎ 福田和也 200

EB012978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6 y(7IJ5H0*PMKTKN( 美智子與雅子 ◎ 齊濤 220

EB012979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0*PMMQLR( 美智子與雅子 (修訂本 )―日本民間女入宮祕辛 ◎ 齊濤 250

EB012980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1990 y(7IJ5H1*TKNONT( 吉田松陰 (精 ) ◎ 山口宗之著；馬安東譯 200

EB012981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1990 y(7IJ5H1*TKNOOQ( 吉田松陰 (平 ) ◎ 山口宗之著；馬安東譯 133

EB012982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9 y(7IJ5H0*PMNSSL( 漱石―文豪消失的童年和母愛 ◎ 三浦雅士 220

EB012983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5 y(7IJ5H0*PLTQLR( 李香蘭自傳 -戰爭 . 和平與歌 ◎ 山口淑子 250

EB012984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5 y(7IJ5H0*PLTOKM( 後藤新平傳 -外交與卓見 ◎ 北岡伸一 280

EB012985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5 y(7IJ5H0*PLTTPM( 清澤洌傳 ◎ 北岡伸一 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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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2986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OTS( 吉田茂傳 ◎ 原彬久 280

EB012987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0*PMMONN( 文化打造極致創意 ◎ 福原義春 350

EB012988 國史館 ﹝亞洲傳記﹞ 1998 y(7IJ5H0*MNLTNT(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八田與一傳 (精裝 ) ◎ 陳文添 330

EB012989 國史館 ﹝亞洲傳記﹞ 1998 y(7IJ5H0*MKTNRM(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山中樵傳 (精裝 ) ◎ 張圍東 230

EB012990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9 y(7IJ5H0*PMNNRT( 成功的背後 ◎ 陳祖彥 300

EB012991 幼獅文化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5*ROQTRL( 人生是一場馬拉松 ◎ 丘秀芷主編 180

EB012992 野人 ﹝亞洲傳記﹞ 2008 y(7IJ8G6*SKRMQS( 夢想力 ◎ 張念陽 280

EB012993 九歌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4*OOPMOK( 創造奇蹟的人：閃亮的生命2 ◎ 蔡澤松 編 240

EB012994 黎明文化 ﹝亞洲傳記﹞ 2010 y(7IJ5H1*QKRTLR( 永不低頭 -10位台灣女人在大陸的故事 [平 ] ◎ 杜玲 350

EB012995 九歌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4*OOPOOS( 堅持‧無悔―陳若曦70自述 ◎ 陳若曦 330

EB012996 九歌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4*OOORMO( 溥心畬傳 (新版 ) ◎ 王家誠 360

EB012997 九歌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4*OOOQTO( 俠風長流：杏林子生命之歌 ◎ 杏林子 320

EB012998 九歌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4*OOOPPR( 林家次女 ◎ 林太乙 250

EB012999 九歌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4*OOOOMR( 戀戀九號宿舍 ◎ 羅文森 250

EB013000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1*OPKOPM( 王昇的一生 ◎ 陳祖耀 330

EB013001 大塊 ﹝亞洲傳記﹞ 2009 y(7IJ8G2*LNLNRO( 紙上風雲――高信疆 ◎ �弦等47人著 / 季季 &郝明義 &楊澤 &駱紳編 350

EB013002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9 y(7IJ5H0*PMNSON( 快意輕舟―丘榮襄的趣味人生 ◎ 丘榮襄 220

EB013003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10 y(7IJ5H0*PMOOTT( 堅持玩美 成就人生 ◎ 陳冠伶 300

EB013004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0*PMMMNP( 回首學算路―一個旅美學算者的故事 ◎ 董永良 250

EB013005 台灣商務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0*PMNLPR( 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 嚴耕望 150

EB013006
典藏藝
術家庭

﹝亞洲傳記﹞ 2008 y(7IJ8G6*SNNOLK( 給大地寫家書 -李喬 ◎ 許素蘭 280

EB013007 靜思 ﹝亞洲傳記﹞ 2008 y(7IJ8G7*KQTQNO( 正向思惟 ◎ 徐南麗口述 / 徐淑慧撰文 250

EB013008 靜思 ﹝亞洲傳記﹞ 2008 y(7IJ8G6*QNLNPL( 光明恆生 ◎ 程恆生著 明含改寫 260

EB013009 黎明文化 ﹝亞洲傳記﹞ 2008 y(7IJ5H1*QKRSKL( 林衡道先生訪談錄 [精 ] ◎ 林衡道 450

EB013010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1968 y(7IJ5H1*OKSMNL( 印度古今女傑傳 ◎ 糜榴麗編 33

EB013011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1*OOPPMQ( 偉大的靈魂：甘地 ◎ 陳少聰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012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1993 y(7IJ5H1*TLPKMT( 甘地 (精 ) ◎ 馬小鶴 322

EB013013 三民書局 ﹝亞洲傳記﹞ 1993 y(7IJ5H1*TLPKNQ( 甘地 (平 ) ◎ 馬小鶴 256

EB013014 小魯文化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RO( 甘地 ◎ 朱秀芳 150

EB013015 東方出版 ﹝亞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RO( 甘地 ◎ 朱秀芳 150

EB013016 大可 ﹝歐洲傳記﹞ 2008 y(7IJ8G8*NNMRNR( 醜孩子2 ◎ 康斯坦姿‧布里斯寇 280

EB013017 大可 ﹝歐洲傳記﹞ 2008 y(7IJ8G8*MNKPML( 醜孩子 ◎ 康絲坦姿．布里斯寇 280

EB013018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TNN( 達爾和他的巧克力冒險工廠 (16K) ◎ 安德魯．唐金 200

EB013019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STQ( 蘇格蘭瑪莉女王和她的薄情老公們 (16K) ◎ 瑪格麗特．辛普森 220

EB013020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6*NOOKLP( 納爾遜和他的無敵征戰 (16K) ◎ 菲力浦‧李維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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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021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SQP( 邱吉爾和他的光榮戰役 (16K) ◎ 亞倫、麥當斯 200

EB013022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TPR( 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夢人生 (16K) ◎ 安德魯，唐金 200

EB013023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SST( 牛頓和他的地心引力蘋果 (16K) ◎ 卡佳坦、波斯基特 200

EB013024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TKM( 亨利八世和他的血腥屠刀 (16K) ◎ 亞倫、亞當斯 200

EB013025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SRM( 聖女貞德和她的野蠻兵團 (16K) ◎ 菲爾、羅賓斯 220

EB013026 知書房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6*NOOKQK( 殘酷國王與壞心王后 (16K) ◎ 泰瑞、狄利 200

EB013027 胡桃木 ﹝歐洲傳記﹞ 2003 y(7IJ8G7*QOKLOR( 吉米 . 哈利 -新版 (胡桃木 ) ◎ Graham Lord 360

EB013028 胡桃木 ﹝歐洲傳記﹞ 1997 y(7IJ5H8*NMKKRT( 吉米、哈利 -鄉村獸醫的一生 (胡桃木 ) ◎ 葛萊罕 330

EB013029 善本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8*MQOSKT( 取個對味的英文名 :英文命名不可不知 (25K) ◎ Bruce Lansky / Barry Sinrod 390

EB013030 善本書 ﹝歐洲傳記﹞ 2007 y(7IJ8G8*NKSQPR( 取個對味的英文名 :英文命名不可不知 (50K) ◎ Bruce Lansky / Barry Sinrod 300

EB013031 正中書局 ﹝歐洲傳記﹞ 1998 y(7IJ5H0*TKSMKQ( 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 ◎ 海倫．聶爾寧 著 245

EB013032 幼獅文化 ﹝歐洲傳記﹞ 2000 y(7IJ5H5*ROLSOQ( 單飛：人在天涯 ◎ 趙映雪 280

EB013033 天培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RPTNSM( 文學家的美食地圖 ◎ 林小葳 260

EB013034 九歌 ﹝歐洲傳記﹞ 1995 y(7IJ5H5*QKNQNM( 喬伊斯傳 ◎ 彼得．寇斯提羅（ Peter Costello） 320

EB013035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1998 y(7IJ5H1*OMRMOT( 莎士比亞識字不多？ ◎ 陳冠學 190

EB013036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KKK( 吟詩的劇神：莎士比亞 ◎ 張純瑛 -著；李蓉 -繪 100

EB013037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QTS( 王冠與品德：維多利亞女王 ◎ 簡學舜 -著；倪靖 -繪 100

EB013038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ROM( 為什麼天是藍的 ?：麥克斯韋 ◎ 沈良璣、劉緯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039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SPST( 電學之父：法拉第 ◎ 徐孝華、楊慰親 -著；汀洲畫室楊濡豪 -繪 100

EB013040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SPTQ( 黑手工程師：瓦特 ◎ 潘震澤 -著；十三月 -繪 100

EB013041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SQLT( 雀鳥與蘭花：達爾文 ◎ 龔則韞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042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MRM( 英國傳奇首相：邱吉爾 ◎ 張讓 -著；汀洲畫室楊濡豪 -繪 100

EB013043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PPP( 科學之父：牛頓 ◎ 唐念祖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3044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MR( 南丁格爾 ◎ 林文月 150

EB013045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OT( 達爾文 ◎ 方素珍 150

EB013046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NM( 牛頓 ◎ 楊政和 150

EB013047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RK( 莎士比亞 ◎ 周姚萍 150

EB013048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1965 y(7IJ5H0*PLNMMQ( 達爾文傳 ◎ 全巨蓀 譯 160

EB013049 幼獅文化 ﹝歐洲傳記﹞ 2004 y(7IJ5H5*ROPKOM( 亞歷山大．佛萊明：發現盤尼西林抗生素的始祖 ◎ 史帝
芬．歐特芬諾斯基 (Steven Otfinoski)譯者／劉芳

180

EB013050 幼獅文化 ﹝歐洲傳記﹞ 2004 y(7IJ5H5*ROPLOL( 查爾斯．達爾文：探索物種演化的博物學家 ◎ 理查．米勒（ Richard Milner） 180

EB013051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OT( 達爾文 ◎ 方素珍 150

EB013052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RK( 莎士比亞 ◎ 周姚萍 150

EB013053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MR( 南丁格爾 ◎ 林文月 150

EB013054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NM( 牛頓 ◎ 楊政和 150

EB013055 奧林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0*NTLSOS( 無價的墮落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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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056 左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MRR( 珍奧斯汀 -未婚的「婚姻小說」作家 ◎ 卡洛．席爾茲 220

EB013057 左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MSO( 喬伊斯 -永遠的都柏林人 ◎ 艾德娜．歐伯蓮 250

EB013058 左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NOP( 再見，沙特！ ◎ 西蒙．德．波娃 300

EB013059 左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NPM( 與沙特的對話 ◎ 西蒙．德．波娃 400

EB013060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1983 y(7IJ5H0*PLMMKP( 法國詩人二十家―中世紀至十九世紀 ◎ 莫 渝 著 180

EB013061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KLR( 浴火聖女：貞德 ◎ 白丁 -著；倪靖 -繪 100

EB013062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QTNQ( 科西嘉戰神：拿破崙 ◎ 韓秀 -著；郜欣 -繪 100

EB013063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RMS( 科學界的明珠：居禮夫人 ◎ 石家興、簡宛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064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MOL( 微生物先知：巴斯德 ◎ 郭永元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065 網路與書 ﹝歐洲傳記﹞ 2007 y(7IJ8G6*SOLKPR( 墓中回憶錄 ◎ 夏多布里昂 320

EB013066 網路與書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6*SOLNSP( 感謝蒙田 ◎ 斯蒂芬‧褚威格 230

EB013067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1993 y(7IJ5H5*RKNLKN( 法布爾傳 --昆蟲詩人的一生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13068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PK( 聖女貞德 ◎ 林文月 150

EB013069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MTR( 拿破崙 ◎ 王冰心 150

EB013070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MQT( 居里夫人 ◎ 王瑋 120

EB013071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1998 y(7IJ5H0*PLOSKN( 生命有如緊繃的絲弦 ◎ 夏帕克 . 宋笛蘭 著 250

EB013072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MPM( 拿破崙 ◎ 張家洋 120

EB013073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9 y(7IJ5H0*PMOKSQ( 居禮傳 ◎ 瑪麗‧居禮 280

EB013074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MTR( 拿破崙 ◎ 王冰心 150

EB013075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PK( 聖女貞德 ◎ 林文月 150

EB013076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1993 y(7IJ5H5*RKNLKN( 法布爾傳 --昆蟲詩人的一生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13077 左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NNS( 詞語 -讀書與寫作的回憶 ◎ 沙特 240

EB013078 左岸 ﹝歐洲傳記﹞ 2007 y(7IJ8G7*LRONTK( 聖女貞德 ◎ 瑪麗．高登 200

EB013079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9 y(7IJ5H0*PMNSNQ( 從鐵血宰相到新鐵娘子―德國總理列傳 ◎ 劉自生 280

EB013080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MQP( 人類愛的典範：史懷哲 ◎ 趙淑俠 -著；汀州畫室 -安高卡通 -繪 100

EB013081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PKORQ( 觀天測地的數學王子：高斯 ◎ 趙繼新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3082 網路與書 ﹝歐洲傳記﹞ 2008 y(7IJ8G6*SOLMKK( 集書人 ◎ 衛浩世 450

EB013083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ST( 倫琴 ◎ 韓鋼 150

EB013084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KN( 史懷哲 ◎ 陳月文 150

EB013085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4 y(7IJ5H0*PLSTKK( 天才的妻子 -瑪塔 . 弗洛伊德的一生 ◎ 卡亞 . 貝林 著 280

EB013086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NNR( 俾斯麥 ◎ 金耀基 120

EB013087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1963 y(7IJ5H0*PLNPQL( 哥德對話錄 ◎ 愛克爾曼 著 280

EB013088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0*PMMLMT( 從憂鬱到豐美―歌德的精彩人生 ◎ 楊夢茹 290

EB013089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KN( 史懷哲 ◎ 陳月文 150

EB013090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ST( 倫琴 ◎ 韓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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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091 野人 ﹝歐洲傳記﹞ 2005 y(7IJ8G8*LPNNKL( 來自石器時代的女孩 ◎ 莎賓娜 ˙庫格勒 280

EB013092 左岸 ﹝歐洲傳記﹞ 2005 y(7IJ8G7*LROKPP( 破解希特勒 ◎ 賽巴斯提安 ˙哈夫納 250

EB013093 左岸 ﹝歐洲傳記﹞ 2009 y(7IJ8G6*RMNLTN( 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 ◎ 蘭妮．萊芬斯坦 550

EB013094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MST( 遲來的掌聲：孟德爾 ◎ 陳又治 -著；汀州畫室呂迪 -繪 100

EB013095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4 y(7IJ5H0*PLTKOO( 目光的遊戲 ◎ 伊利亞斯．卡內提 450

EB013096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4 y(7IJ5H0*PLSTNL( 耳中的火炬 ◎ 伊利亞斯．卡內提 370

EB013097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4 y(7IJ5H0*PLSSLS( 得救的舌頭 ◎ 伊利亞斯．卡內提 370

EB013098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LNK( 現代天文學之父：哥白尼 ◎ 趙夢蘭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099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NQ( 居禮夫人 ◎ 林文月 150

EB013100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PQ( 哥白尼 ◎ 賀北時 150

EB013101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NQ( 居禮夫人 ◎ 林文月 150

EB013102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PQ( 哥白尼 ◎ 賀北時 150

EB013103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LTM( 世界公民：馬可波羅 ◎ 陳永秀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104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QQR( 探險家土匪：哥倫布 ◎ 趙映雪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3105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1*OOSQKM( 星際使者：伽利略 ◎ 李寬宏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3106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QR( 哥倫布 ◎ 謝祖英 150

EB013107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NO( 馬可勃羅 ◎ 楊政和 150

EB013108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PPT( 哥倫布 ◎ 王壽南 120

EB013109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NO( 馬可勃羅 ◎ 楊政和 150

EB013110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QR( 哥倫布 ◎ 謝祖英 150

EB013111 左岸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MPN( 但丁 -地獄與天堂的導遊 ◎ 理查．路易斯 250

EB013112 智庫文化 ﹝歐洲傳記﹞ 2009 y(7IJ5H9*PPNLRT( 安妮的日記 ◎ 280

EB013113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QTON( 神祕花園中的精靈：安徒生 ◎ 簡宛 -著；倪靖 -繪 100

EB013114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RM( 安徒生 ◎ 謝祖英 150

EB013115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RM( 安徒生 ◎ 謝祖英 150

EB013116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7 y(7IJ5H1*OOPPKM( 愛好和平的大朋友：諾貝爾 ◎ 余國英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3117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OL( 諾貝爾 ◎ 江燦琳 150

EB013118 小魯文化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PS( 鄭成功 ◎ 陳浴沂 150

EB013119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1971 y(7IJ5H0*PLNLNO( 諾貝爾傳 ◎ 閔 任 譯 240

EB013120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OL( 諾貝爾 ◎ 江燦琳 150

EB013121 東方出版 ﹝歐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PS( 鄭成功 ◎ 陳浴沂 150

EB013122 三民書局 ﹝歐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LPO( 暴風中的孤帆：列夫‧托爾斯泰 ◎ 韓秀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123 大塊 ﹝歐洲傳記﹞ 2006 y(7IJ8G7*KPTPQR( 說吧，記憶 ◎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450

EB013124 台灣商務 ﹝歐洲傳記﹞ 1966 y(7IJ5H0*PLNOMO( 托爾斯泰傳 ◎ 傅 雷 譯 200

EB013125 知書房 ﹝美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TMQ( 卡朋和他的暴力黑手黨 (16K) ◎ 亞倫、麥當勞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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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126 知書房 ﹝美洲傳記﹞ 2009 y(7IJ8G7*LPLTLT( 愛因斯坦和他不可思議的相對論 (16K) ◎ 麥可、戈登史密斯 200

EB013127 知書房 ﹝美洲傳記﹞ 2008 y(7IJ8G7*LPLQRO( 貓王和他的搖滾麥克風 (16K) ◎ 麥克、考斯 200

EB013128 出色文化 ﹝美洲傳記﹞ 2007 y(7IJ8G8*NMKQTR( 美國賭王 -謝爾登．阿德爾森 ◎ 劉祥亞 240

EB013129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1998 y(7IJ5H0*PLPMOO( 美國總統趣譚 ◎ 朱建民 著 320

EB013130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0*PLNOLR( 美國總統繽紛錄 ◎ 朱建民 著 600

EB013131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1*OPKOSN( 夢想起飛：萊特兄弟 ◎ 齊飛 -著；簡志剛 -繪 100

EB013132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LK( 萊特兄弟 ◎ 謝建南 150

EB013133 幼獅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5H5*ROPLNO( 李奇這一家：尋訪人類起源的考古家庭 ◎ 達塔．威利斯（ Delta Willis） 180

EB013134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NLK( 萊特兄弟 ◎ 謝建南 150

EB013135 大塊 ﹝美洲傳記﹞ 2006 y(7IJ8G7*KPTPON( 搖滾記 ◎ 巴布．狄倫 320

EB013136 健行 ﹝美洲傳記﹞ 2004 y(7IJ8G7*RPNMTS( 林肯的幽默與機智 ◎ 林肯 220

EB013137 九歌 ﹝美洲傳記﹞ 2003 y(7IJ5H4*OOKPLL( 傳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 ◎ 邵玉銘 290

EB013138 九歌 ﹝美洲傳記﹞ 2003 y(7IJ5H4*OOKPTR( 南京大屠殺中的美國活菩薩――捨命保護婦女的魏特琳 ◎ 胡華玲 200

EB013139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KPP( 柺杖與流浪漢：卓別林 ◎ 張燕風 -著；倪靖 -繪 100

EB013140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6 y(7IJ5H1*OOOKQM( 從米老鼠到夢幻王國：華德‧迪士尼 ◎ 張燕風 -著；郜欣 -繪 100

EB013141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POLK( 聽見了嗎 ?：貝爾 ◎ 張燕風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142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POTQ( 新政先生：富蘭克林‧羅斯福 ◎ 李民安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3143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PPNN( 他是美國第一人：華盛頓 ◎ 周邦貞 -著；李詩鵬 -繪 100

EB013144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QTLM( 發明大王：愛迪生 ◎ 陳美琪 -著；左智杰 -繪 100

EB013145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QRO( 愛冒險的酷文豪：海明威 ◎ 姚嘉為 -著；左智杰 -繪 100

EB013146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QSL( 天生的報人：普立茲 ◎ 廖薇華 -著；倪靖 -繪 100

EB013147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1*OORRKO( 天真可愛的物理天才：愛因斯坦 ◎ 唐念祖 -著；徐福騫 -繪 100

EB013148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MPS( 我要光明：海倫‧凱勒 ◎ 野崎郁乃 -著；游弋 -繪 100

EB013149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PQM( 永恆之星：富蘭克林 ◎ 孟絲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13150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QNK( 文壇頑童：馬克‧吐溫 ◎ 林麗雪 -著；王緋 -繪 100

EB013151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1*OOTQOR( 解放黑奴的美國總統：林肯 ◎ 邱秀文 -著；倪靖、韓曉松 -繪 100

EB013152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1998 y(7IJ5H1*TMLTTK( 愛因斯坦 (精 ) ◎ 李醒民 500

EB013153 三民書局 ﹝美洲傳記﹞ 1998 y(7IJ5H1*TMMKKN( 愛因斯坦 (平 ) ◎ 李醒民 430

EB013154 大塊 ﹝美洲傳記﹞ 2009 y(7IJ8G2*LNLLNS( 希望的孩子 ◎ 安德魯．布里吉 320

EB013155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TS( 比爾．蓋茲 ◎ 由興波 150

EB013156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KN( 華盛頓 ◎ 陳秋帆 150

EB013157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LK( 富蘭克林 ◎ 李君奭 150

EB013158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NO( 福特 ◎ 王瑞徵 150

EB013159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QP( 華德．迪士尼 ◎ 野楓 150

EB013160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RSS( 林肯 ◎ 陳秋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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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161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KL( 愛迪生 ◎ 陳文清 150

EB013162 小魯文化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MSK( 愛因斯坦 ◎ 楊政和 150

EB013163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1998 y(7IJ5H0*PLOPRP( 酩酊 ◎ 卡洛琳 . 柯奈普 著 220

EB013164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4 y(7IJ5H0*PLSPMS( 慾望 -我與厭食搏鬥的日子 ◎ 卡洛琳 . 柯奈普 著 220

EB013165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9 y(7IJ5H0*PMOLTM( 愛因斯坦檔案 ◎ 佛萊德‧傑羅米 420

EB013166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5 y(7IJ5H0*PLTOMQ( 嫁給比爾 . 蓋茲 ◎ 金誠致編譯 290

EB013167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1 y(7IJ5H0*PLQTMK( 數字愛人 :數學奇才保羅 . 艾狄胥的故事 ◎ 保羅 . 霍夫曼 著 300

EB013168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NMK( 威爾遜 ◎ 胡述兆 120

EB013169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OLM( 富蘭克林 ◎ 徐有守 120

EB013170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9 y(7IJ5H0*PMOKQM( 聽不到與未被傾聽的世界 ◎ 喬許‧史威勒 300

EB013171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1993 y(7IJ5H0*PKQROR( 愛因斯坦與相對論 ◎ 趙文華 譯 150

EB013172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OKP( 林肯 ◎ 劉佑知 120

EB013173 台灣商務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0*PMLOMT( 福特 ◎ 劉佑知 120

EB013174 幼獅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5H5*ROOTRR( 林納‧鮑林：諾貝爾獎雙料得主，化學鍵研究的領航員 ◎ 大衛．牛頓（ David E. Newton）譯者／林琳
180

EB013175 幼獅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5H5*ROPKNP( 勞伯．歐本海默：原子彈的創造者 ◎ 傑克隆美爾 (Jack Rummel)譯者／潘麗芬 180

EB013176 幼獅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5H5*ROPLKN( 維那．馮布朗：太空探險的夢想家 ◎ 雷．史賓柏格與黛
安．摩瑟（ Ray Spangenburg and Diane K. Moser）

180

EB013177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NO( 福特 ◎ 王瑞徵 150

EB013178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OTS( 比爾．蓋茲 ◎ 由興波 150

EB013179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LK( 富蘭克林 ◎ 李君奭 150

EB013180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QP( 華德．迪士尼 ◎ 野楓 150

EB013181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SKL( 愛迪生 ◎ 陳文清 150

EB013182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7 y(7IJ5H5*RKSQKN( 華盛頓 ◎ 陳秋帆 150

EB013183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SRSS( 林肯 ◎ 陳秋帆 150

EB013184 東方出版 ﹝美洲傳記﹞ 2008 y(7IJ5H5*RKTMSK( 愛因斯坦 ◎ 楊政和 150

EB013185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6 y(7IJ8G7*MQOPTQ( 愛在籃天：喬丹接班人雷霸龍（中英雙書） ◎ 420

EB013186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6 y(7IJ8G7*MQOQOK( Wal-Mart創始人山姆．沃爾頓自傳（中文版） ◎ 460

EB013187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NTS( 聖戰黑鷹：沙漠風暴名將鮑威爾傳奇 ◎ 260

EB013188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ONP( 白宮浮沉錄 ◎ 350

EB013189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TSP( 現場開麥拉 ◎ 260

EB013190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RMS( 笑看風雲――頂尖主播看媒體與官場百態 ◎ 280

EB013191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4 y(7IJ5H8*SMTLOP( CNN泰德‧透納傳奇 ◎ 300

EB013192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MMN( 媒體帝王 ◎ 320

EB013193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NSO( 綠林創業家 ◎ 260

EB013194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QON( 混世自白書 ◎ 300

EB013195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7 y(7IJ5H8*NTQLPT( DM大創意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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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196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2 y(7IJ5H0*OSOTQK( 薛尼‧鮑迪風範 ◎ 300

EB013197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2 y(7IJ8G7*SSKKMO( 趙小蘭 ◎ 380

EB013198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8G7*SSKMTL( 仁心仁術 (軟精 ) ◎ 280

EB013199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8G7*SSKRMR( TIME創始人亨利．魯斯 ◎ 400

EB013200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4 y(7IJ5H8*SMTLSN( 單飛 ◎ 200

EB013201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4 y(7IJ5H8*SMTMLN( 我是你的延伸 ◎ 160

EB013202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4 y(7IJ5H8*SMTMKQ( 榮耀與傳奇 ◎ 240

EB013203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4 y(7IJ5H8*SMTMNR( 棒球小英雄 ◎ 200

EB013204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MPL( 攻頂 ◎ 200

EB013205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NSL( 希望的季節 ◎ 240

EB013206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OKO( 經營生命的奇蹟 ◎ 200

EB013207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OOM( 烙印 ◎ 260

EB013208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OTR( 贏的策略 ◎ 220

EB013209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8*SMTQPR( 和記憶拔河 ◎ 180

EB013210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MNK( 暗潮下 ◎ 200

EB013211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OQT( 籃球夢 ◎ 280

EB013212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7 y(7IJ5H9*PPNTLT( 安東尼‧昆探戈獨舞 ◎ 280

EB013213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5 y(7IJ5H8*NTQMKN( 教天鵝跳舞 ◎ 220

EB013214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5 y(7IJ5H0*OSOTSO( 山徑之旅――世界第一位盲人，走完世界最長最險峻的山徑 ◎ 260

EB013215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5 y(7IJ8G7*MQOKRR( 哥倫比亞號太空梭最後航程 ◎ 360

EB013216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4 y(7IJ5H8*NTQMPS( 邁克‧喬丹――飛人秘笈 ◎ 200

EB013217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7 y(7IJ5H9*PPNRTR( 盡情使壞：NBA籃板王羅德曼自傳 ◎ 240

EB013218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5H8*NTQNLT( 籃球之神――邁克喬丹飛人傳奇完全紀錄 ◎ 260

EB013219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8 y(7IJ5H8*NTQOLS( 禁區撒野：NBA籃板王羅德曼自傳 PART 2 ◎ 250

EB013220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9 y(7IJ5H8*NTQPOS( 拜瑞‧邦茲――青出於藍的職棒全能典範 ◎ 200

EB013221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9 y(7IJ5H8*NTQPNL( 小葛‧瑞菲――投手永遠的夢魘 ◎ 200

EB013222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9 y(7IJ5H8*NTQMPS( 史考帝‧皮朋――空中飛人的獨家拍檔 ◎ 200

EB013223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9 y(7IJ5H8*NTQPTN( 大聯盟巨炮：麥奎爾傳 ◎ 240

EB013224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2004 y(7IJ8G7*SSKRPS( 雷霸龍詹姆斯：社區大愛培育出的籃球巨星 ◎ 300

EB013225 智庫文化 ﹝美洲傳記﹞ 1996 y(7IJ5H9*PPNLSQ( 邁可‧喬丹―― I AM BACK ◎ 280

EB013226 左岸 ﹝美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NML( 威爾遜 :擁抱世界的美國總統 ◎ 路易‧奧欽克洛斯 180

EB013227 左岸 ﹝美洲傳記﹞ 2006 y(7IJ8G7*LROOTT( 萊特 :美國建築界的永恆傳奇 ◎ 艾達 ˙露薏絲 ˙賀克斯苔博 220

EB013228 左岸 ﹝美洲傳記﹞ 2007 y(7IJ8G7*LRORQP( 囚犯的兩難 ◎ 龐士東 350

EB013229 左岸 ﹝美洲傳記﹞ 2007 y(7IJ8G6*RMNKKL( 其實我沒有砍倒櫻桃樹 -華盛頓傳 ◎ 保羅．約翰遜 200

EB013230 智庫文化 ﹝大洋洲傳記﹞ 2005 y(7IJ8G7*SSKSOK( 羅素克洛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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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231 國史館 ﹝譜系﹞ 1987 同宗同鄉關係與臺灣人口之祖籍及姓氏分布的研究 ◎ 潘英 250

EB013232 國史館 ﹝譜系﹞ 1982 西河林氏六屋族譜 ◎ 林保萱 250

EB013233 國史館 ﹝譜系﹞ 1978 y(7IJ5H0*KRTSLO( 影本浯江鄭氏家乘 ◎ 林衡道 300

EB013234 台灣商務 ﹝譜系﹞ 1994 y(7IJ5H0*PKSOQS( 中國的年譜與家譜 ◎ 來新夏 著 140

EB013235 國史館 ﹝譜系﹞ 2005 y(7IJ8G0*KSLOQQ( 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 -施世榜家族史 ◎ 黃富三 250

EB013236 國史館 ﹝譜系﹞ 2005 y(7IJ8G0*KKPMKM( 宜蘭擺厘陳家發展史 ◎ 陳進傳 . 朱家喬 300

EB013237 國史館 ﹝譜系﹞ 1978 y(7IJ8G0*LKOOSQ( 顏氏族譜 ◎ 顏欽賢 300

EB013238 藝術家 ﹝譜系﹞ 1999 y(7IJ5H0*MOOKRQ( 中國的族譜 ◎ 陳捷先 著 160

EB013239 知書房 ﹝文物考古總論﹞ 2005 y(7IJ5H8*NMKPNQ( 地球身世之謎 ◎ 齔 ? 299

EB013240 胡桃木 ﹝文物考古總論﹞ 2004 y(7IJ5H8*NMKORP( 地球身世之謎 -考古搜奇 (胡桃木 ) ◎ Nicholas Wade 299

EB013241 雄獅 ﹝文物考古總論﹞ 1997 y(7IJ5H0*KSRLLQ( 瑄瑄學考古 --考古學是什麼？ ◎ 劉克竤 / 文‧李瑾倫 / 圖 350

EB013242 蘭臺 ﹝文物考古總論﹞ 1997 y(7IJ5H9*LPOLNK( 兩漢計偕考 ◎ 吳昌廉 580

EB013243 國家 ﹝文物考古總論﹞ 2001 y(7IJ5H3*QKRNLL( 中國古玩辨偽 ◎ 李勇等 300 

EB013244 藝術家 ﹝文物考古總論﹞ 2000 y(7IJ5H8*MRNRRL( 名家文物鑑藏 ◎ 李維菁 著 480

EB013245 藝術家 ﹝文物考古總論﹞ 2010 y(7IJ8G6*PQPQTO( 世界著名跳蚤市場與古董市集 ◎ 莊仲平 380

EB013246 藝術家 ﹝文物考古總論﹞ 1997 y(7IJ5H9*PNKPRQ( 世間多絕色 ◎ 郭良蕙 著 360

EB013247 台灣商務 ﹝文物考古總論﹞ 1965 y(7IJ5H0*PKQNKN( 中國考古學史 ◎ 衛聚賢 著 144

EB013248 國家 ﹝文物考古總論﹞ 2005 y(7IJ5H3*QKTPMK( 收藏史話 ◎ 李雪梅 200 

EB013249 台灣商務 ﹝文物彙考﹞ 1968 y(7IJ5H0*PLLOLN( 金石學 ◎ 朱劍心 著 300

EB013250 國家 ﹝文物彙考﹞ 2006 y(7IJ5H3*QLKMRO( 中華古文物導覽 ◎ 許進雄 800 

EB013251 黎明文化 ﹝文物彙考﹞ 2005 y(7IJ5H1*QKRMSN( 中華古文物藝術探微 [平 ] ◎ 易善穠 320

EB013252 台灣商務 ﹝文物彙考﹞ 1994 y(7IJ5H0*PKTTLP( 中國文物精華大全 (金銀玉石卷 ) ◎ 史樹青 主編 2700

EB013253 國史館 ﹝文物彙考﹞ 2009 y(7IJ8G0*MMNRQR( 瀛海文物珍藏展 ◎ 林金田、洪錫銘 500

EB013254 台灣商務 ﹝甲骨﹞ 1964 y(7IJ5H0*PLOKOT( 甲骨學 (文字編 ) ◎ 朱芳圃 編著 350

EB013255 台灣商務 ﹝金屬器物﹞ 1988 y(7IJ5H0*PKPSLS( 中國青銅器的奧秘 ◎ 李學勤 著 150

EB013256 藝術家 ﹝金屬器物﹞ 1995 y(7IJ5H9*PNKKLT( 認識古代青銅器 ◎ 上海博物館、陳佩芬 著 700

EB013257 國家 ﹝金屬器物﹞ 2003 y(7IJ5H3*QKSPRS( 青銅器史話 ◎ 曹淑琴等 200 

EB013258 藝術家 ﹝金屬器物﹞ 2007 y(7IJ8G7*KNOQOT(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青銅器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丁孟主編 380

EB013259 國家 ﹝金屬器物﹞ 2001 y(7IJ5H3*QKRNKO( 中國古錢幣真偽鑒定 ◎ 江波 ,趙志 300 

EB013260 藝術家 ﹝金屬器物﹞ 2007 y(7IJ8G7*KNOQQN(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銅鏡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何林主 380

EB013261 國家 ﹝金屬器物﹞ 2003 y(7IJ5H3*QKSQNT( 兵器史話 ◎ 楊毅 ,楊泓 200 

EB013262 國家 ﹝金屬器物﹞ 2004 y(7IJ5H3*QKTNPN( 鑒識古印 ◎ 宋大雍 200 

EB013263 台灣商務 ﹝石﹞ 1994 y(7IJ5H0*PKSOKQ( 中國的石刻與石窟 ◎ 徐自強 著 140

EB013264 遠足 ﹝石﹞ 2003 y(7IJ5H2*SPQLLQ( 台灣的拓碑 DIY ◎ 郭雙富示範．胡文青編著 199

EB013265 遠足 ﹝石﹞ 2003 y(7IJ5H2*SPQLTM( 台灣的鮪魚文化地圖 ◎ 張騰元．陳柔森編著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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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266 國家 ﹝石﹞ 2003 y(7IJ5H3*QKSPLQ( 石刻史話 ◎ 趙　超 200 

EB013267 國家 ﹝石﹞ 2003 y(7IJ5H3*QKSPPO( 石器史話 ◎ 李宗山 200 

EB013268 三民書局 ﹝石﹞ 1998 y(7IJ5H1*TMLQPP( 清代玉器之美 (精 ) ◎ 宋小君 490

EB013269 三民書局 ﹝石﹞ 1998 y(7IJ5H1*TMLQQM( 清代玉器之美 (平 ) ◎ 宋小君 390

EB013270 國家 ﹝石﹞ 2004 y(7IJ5H3*QKSTLM( 鑒識古玉 ◎ 王敬之 200 

EB013271 藝術家 ﹝石﹞ 2008 y(7IJ8G7*KNOTPN(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玉器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13272 藝術家 ﹝石﹞ 2009 y(7IJ8G6*PQPPOK( 明代玉器 ◎ 張廣文 380

EB013273 國家 ﹝石﹞ 2003 y(7IJ5H3*QKSQMM( 古玉史話 ◎ 盧兆蔭 200 

EB013274 藝術家 ﹝石﹞ 2005 y(7IJ8G7*OSRPRP( 玉文化探祕 ◎ 俞美霞 著 450

EB013275 遠足 ﹝石﹞ 2003 y(7IJ8G7*QNKKNM( 台灣的碑碣 ◎ 曾國棟 400

EB013276 國史館 ﹝石﹞ 1997 y(7IJ5H0*KTLSKT( 碑碣拓本典藏目錄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200

EB013277 國史館 ﹝石﹞ 1999 y(7IJ5H0*MNRPSK(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50週年慶碑碣拓本展覽專輯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 183

EB013278 台灣商務 ﹝石﹞ 1996 y(7IJ5H0*PLNOSQ( 中國岩畫 ◎ 蓋山林 著 550

EB013279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0 y(7IJ5H8*MRNPQQ( 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 (上 ) ◎ 馮先銘 編著 1200

EB013280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7 y(7IJ8G7*KNOQNM(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古代陶俑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13281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6 y(7IJ5H9*PNKLSR( 秦始皇兵馬俑 ◎ 張濤 著 480

EB013282 幼獅文化 ﹝磚瓦陶及雜器﹞ 2000 y(7IJ5H5*ROMRSM( 閩臺陶藝文化 ◎ 葉文程 220

EB013283 國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5 y(7IJ5H3*QKTOTK( 鑒識龍泉瓷 ◎ 李柏霖 200 

EB013284 國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5 y(7IJ5H3*QKTPKQ( 鑒識青花瓷 ◎ 吳戰壘 200 

EB013285 雄獅 ﹝磚瓦陶及雜器﹞ 1997 y(7IJ5H8*TSKPRK( 陶瓷鑑賞新知 ◎ 康嘯白 450

EB013286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9 y(7IJ5H8*MRNPMS( 明代陶瓷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13287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5 y(7IJ5H9*PKKTLN( 明宣德官窯蟋蟀罐 ◎ 劉新園 著 200

EB013288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2 y(7IJ8G7*TPRLRR( 清代陶瓷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13289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4 y(7IJ5H9*PKKQTM( 景德鎮古陶瓷 ◎ 藝術家 編 800

EB013290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3 y(7IJ8G7*TPRTLR( 傳世品 成化瓷 ◎ 蔡和璧 著 480

EB013291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9 y(7IJ5H8*MRNPLL( 漢唐陶瓷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13292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8 y(7IJ5H8*MRNKSP( 龍泉窯青瓷 ◎ 朱伯謙 主編 800

EB013293 石頭出版 ﹝磚瓦陶及雜器﹞ 1998 y(7IJ5H9*KSTMQP( 中國陶瓷史論文索引1900-1994 ◎ 謝明良編 900

EB013294 石頭出版 ﹝磚瓦陶及雜器﹞ 2008 y(7IJ8G6*QQKKOR( 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 ◎ 謝明良 1600

EB013295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8 y(7IJ8G6*PQPKML(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古代陶瓷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13296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9 y(7IJ8G6*PQPQQN( 故宮陶瓷館 ◎ 故宮博物院編 560

EB013297 國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3 y(7IJ5H3*QKSPSP( 陶瓷史話 ◎ 馬文寬等 200 

EB013298 國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6 y(7IJ5H3*QLKLRP( 簡帛典籍異文側探 ◎ 徐富昌 700 

EB013299 國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6 y(7IJ5H3*QLKLTT( 武威儀禮漢簡文字編 (平裝 ) ◎ 徐富昌 800 

EB013300 國家 ﹝磚瓦陶及雜器﹞ 2006 y(7IJ5H3*QLKMKP( 中國歷代創業皇帝 ◎ 何君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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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301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1 y(7IJ5H7*NTNMNO( 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 ◎ 涂宗流 劉祖信 600

EB013302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2 y(7IJ5H7*NTNSLO(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 李　零 280

EB013303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2 y(7IJ5H7*NTNTNR( 楚簡儒家性情說研究 ◎ 丁原植 520

EB013304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3 y(7IJ5H7*NTOOTL(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 ◎ 季旭昇等編 360

EB013305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4 y(7IJ5H7*NTPLKS( 戰國楚簡研究 ◎ 藤將之 監譯 240

EB013306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5 y(7IJ5H7*NTPKTM( 簡帛文獻概述 ◎ 駢宇騫 720

EB013307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5 y(7IJ5H7*NTPONQ(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 ◎ 季旭昇等編 460

EB013308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5 y(7IJ5H7*NTPOTS( 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研究 ◎ 福田哲之 著 佐藤將之等合譯 240

EB013309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6 y(7IJ5H7*NTPQRM( 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研究 ◎ 湯淺邦弘 著 藤將之等合譯 260

EB013310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6 y(7IJ5H7*NTPSKL( 上博楚簡思想研究 ◎ 峰 260

EB013311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7 y(7IJ5H7*NTPTKK(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 ◎ 季旭昇 主編 440

EB013312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8 y(7IJ5H7*NTQMOM( 《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 蘇建洲 460

EB013313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8 y(7IJ5H7*NTQNST( 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 ◎ K野裕一 著 佐藤將之 監譯 240

EB013314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3 y(7IJ5H7*NTOMPP( 從《郭店簡》探究其倫常觀念 ◎ 林素英 240

EB013315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1999 y(7IJ5H7*NTMKSO( 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 ◎ 駢宇騫 段書安 300

EB013316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2 y(7IJ5H7*NTNTNR(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 ◎ 季旭昇等編 400

EB013317 萬卷樓 ﹝磚瓦陶及雜器﹞ 2004 y(7IJ5H7*NTPKPO( 郭店楚簡綜覽 ◎ 劉祖信 龍永芳 240

EB013318 蘭臺 ﹝磚瓦陶及雜器﹞ 1999 y(7IJ5H9*LPOMMM( 初學錄 ◎ 李均明 1800

EB013319 蘭臺 ﹝磚瓦陶及雜器﹞ 2000 y(7IJ5H9*LPOMLP( 胡平生簡牘文物論集 ◎ 胡平生 1800

EB013320 蘭臺 ﹝磚瓦陶及雜器﹞ 2001 y(7IJ5H9*LPONNS( 雙玉蘭堂文集（上） ◎ 何雙全 1800

EB013321 蘭臺 ﹝磚瓦陶及雜器﹞ 2001 y(7IJ5H9*LPONOP( 雙玉蘭堂文集（下） ◎ 何雙全 1800

EB013322 雄獅 ﹝磚瓦陶及雜器﹞ 1997 y(7IJ5H0*KSRLMN( 小小鼻煙壼 --小中見大的藝術珍品 ◎ 黃麗穎 / 文‧萬華國 / 圖 350

EB013323 藝術家 ﹝磚瓦陶及雜器﹞ 1998 y(7IJ5H8*MRNKMN( 中國古玻璃 ◎ 韓韓 著 480

EB013324 三民書局 ﹝中國古物志﹞ 2005 y(7IJ5H1*TMRRRK( 孫機談文物 ◎ 孫機著 420

EB013325 台灣商務 ﹝中國古物志﹞ 1994 y(7IJ5H0*PKSNSN(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 黃石林 著 140

EB013326 佛光文化 ﹝中國古物志﹞ 1993 y(7IJ5H5*ONLRRS( 敦煌學 ◎ 鄭金德 180

EB013327 法鼓文化 ﹝中國古物志﹞ 1991 y(7IJ5H6*NNKNKS( 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 ◎ 120

EB013328 國家 ﹝中國古物志﹞ 2007 y(7IJ5H3*QLKPOK( 中國文物 ◎ 李　力 400 

EB013329 瑞昇 ﹝中國古物志﹞ 2005 y(7IJ5H5*MQPQPQ( 秦兵馬俑 ◎ 譚維四 250

EB013330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1999 y(7IJ5H8*MRNOSL( 漢代文物大展 ◎ 藝術家編印 800

EB013331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1999 y(7IJ5H8*MRNORO( 漢朝．漢族．漢文化 ◎ 熊傳薪 編 280

EB013332 萬卷樓 ﹝中國古物志﹞ 1993 y(7IJ5H7*NTKLLK( 古器物圖解 ◎ 李澤奉 等 660

EB013333 雄獅 ﹝中國古物志﹞ 2006 y(7IJ5H4*ROLKPM( 大觀――一生難遇的看 ◎ 雄獅美術 主編　 299

EB013334 國史館 ﹝中國古物志﹞ 1994 y(7IJ5H0*KOMQRM( 臺灣海撈文物 ◎ 簡榮聰 600

EB013335 文建會 ﹝中國古物志﹞ 1999 y(7IJ5H0*MONPRO( 臺灣考古 ◎ 臧振華 著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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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336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1999 y(7IJ5H0*MONPPK( 墾丁國家公園的史前文化 ◎ 李光周 著 160

EB013337 三民書局 ﹝中國古物志﹞ 1994 y(7IJ5H1*TLRLPN( 馬王堆傳奇 (平 ) ◎ 侯良著 460

EB013338 國家 ﹝中國古物志﹞ 2004 y(7IJ5H3*QKTLSQ( 陵寢史話 ◎ 李毓芳等 200 

EB013339 國家 ﹝中國古物志﹞ 2004 y(7IJ5H3*QKSTPK( 石窟寺史話 ◎ 常　青 200 

EB013340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2007 y(7IJ8G7*KNONTR( 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概要 ◎ 馬世長／丁明夷 600

EB013341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1998 y(7IJ5H8*MRNKKT( 龍門佛教造像 ◎ 張乃翥 著 600

EB013342 三民書局 ﹝中國古物志﹞ 1993 y(7IJ5H1*TLPONM( 列寧格勒十日記 (精 ) ◎ 潘重規 233

EB013343 三民書局 ﹝中國古物志﹞ 1993 y(7IJ5H1*TLPOOT( 列寧格勒十日記 (平 ) ◎ 潘重規 167

EB013344 萬卷樓 ﹝中國古物志﹞ 2000 y(7IJ5H7*NTMTQL( 絲路文化瑰寶—敦煌 ◎ 孫國璋 200

EB013345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1991 y(7IJ5H9*PKKKPK( 敦煌藝術圖典 ◎ 林保堯 編集 1200

EB013346 藝術家 ﹝中國古物志﹞ 2009 y(7IJ8G6*PQPMQR( 絲路文物藝術精華 ◎ 莊伯和、劉俐等 380

EB013347 台灣商務 ﹝中國古物志﹞ 2003 y(7IJ5H0*PLSLNT( 敦煌學百年史述要 ◎ 高國藩 著 350

EB013348 瑞昇 ﹝各國古物志﹞ 2005 y(7IJ5H5*MQPQOT( 曾侯乙墓 ◎ 袁仲一 280

EB013349 遠足 ﹝各國古物志﹞ 2007 y(7IJ8G6*RNLKLN( 台灣的古墓 ◎ 陳仕賢 400

EB013350 木馬 ﹝各國古物志﹞ 2004 y(7IJ8G7*ORPMTT( 城堡 ◎ 大衛 . 麥考利 200

EB013351 知書房 ﹝史前文物考古﹞ 2009 y(7IJ8G7*LPLRRN( 人面獸心的石器時代 (16K) ◎ 泰瑞、狄利 180

EB013352 三民書局 ﹝史前文物考古﹞ 2005 y(7IJ5H1*OMQLSL( 史前人類 ◎ Jean-JacquesHublin著；韋德福譯 250

EB013353 台灣商務 ﹝史前文物考古﹞ 1994 y(7IJ5H0*PKSNTK( 商周青銅文化 ◎ 李先登 著 140

EB013354 國史館 ﹝史前文物考古﹞ 1996 y(7IJ5H0*KRRNLP( 臺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 劉益昌 100

EB013355 雄獅 ﹝史前文物考古﹞ 1997 y(7IJ5H0*MKMSLQ( 台灣史前人 --圖繪台灣史前生活 ◎ 劉克竑 / 文‧邱千容、林致安 / 圖 350

EB013356 藝術家 ﹝史前文物考古﹞ 2000 y(7IJ5H8*MRNQLK( 甘肅彩陶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13357 三民書局 ﹝語言學總論﹞ 2006 y(7IJ5H1*OMTKNS( 語言學概論 (增訂新版 ) ◎ 謝國平 470

EB013358 台灣商務 ﹝語言學總論﹞ 1989 y(7IJ5H0*PKKKPT( 中華諺語志 ◎ 朱介凡 編著 3060

EB013359 台灣商務 ﹝語言學總論﹞ 1989 y(7IJ5H0*PKKKOM( 中華諺語志 ◎ 朱介凡 編著 3780

EB013360 昭明 ﹝語言學總論﹞ 2000 y(7IJ5H0*NNQNQS( 思維與語言 (昭明 ) ◎ 列夫 . 謝苗 220

EB013361 深思文化 ﹝語言學總論﹞ 2009 y(7IJ8G1*SOORNM( 如何學好外語：外語學習成功策略 ◎ 李盈瑩 350

EB013362 萬卷樓 ﹝語言學總論﹞ 2002 y(7IJ5H7*NTNTKQ( 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花師語教系 800

EB013363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73 三十年代文藝論 [平 ] ◎ 李牧 70

EB013364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80 中文文法與標點符號 [平 ] ◎ 甘居正 55

EB013365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87 文史趣談 [平 ] ◎ 楊仲揆 100

EB013366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88 使歐日記 [平 ] ◎ 曾紀澤 100

EB013367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88 現代學術名著選介 (國學叢論提要 )[平 ] ◎ 本公司 100

EB013368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89 y(7IJ5H1*QKKNSN( 弘毅齋藝文集 [精 ] ◎ 陳立夫 600

EB013369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89 翻譯的藝術 [平 ] ◎ 奚明遠 140

EB013370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0 古籍重要目錄書析論 [平 ] ◎ 田鳳台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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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371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0 疏離的文學 [平 ] ◎ 李牧 200

EB013372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1 古典的情趣 [平 ] ◎ 戚宜君 120

EB013373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TLP( 同舟共濟 [平 ] ◎ 王澄宇 150

EB013374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3 y(7IJ5H1*QKMNOT( 十二生肖 [精 ] ◎ 揚平世 280

EB013375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3 y(7IJ5H1*QKNKKL( 寂寞沙洲冷 [平 ] ◎ 鮑曉暉 170

EB013376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NTL( 什麼是中國人 [平 ] ◎ 陳致平 180

EB013377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LKR( 中國學術名著提要 [語言卷 ]一 [精 ] ◎ 周谷城總主編 680

EB013378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5 y(7IJ5H1*QKNSTQ( 婚姻交響曲 [平 ] ◎ 陳愛妮 200

EB013379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6 y(7IJ5H1*QKOQPR( 公文寫作與處理 [平 ] ◎ 楊淑華 90

EB013380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KSL( 天方夜譚 [精 ] ◎ 胡淑惠改寫 280

EB013381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OTTM( 古城末日記 [下 ][精 ] ◎ 愛德華波兒原著 ; 邱雅琳改寫 280

EB013382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OTSP( 古城末日記 [上 ][精 ] ◎ 愛德華波兒原著 ; 邱雅琳改寫 280

EB013383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KQR( 希臘羅馬神話 [精 ] ◎ 黃逸晴改寫 280

EB013384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LL( 亞瑟王傳奇 [精 ] ◎ 薛尼藍尼爾原著 ; 陳萱錦改寫 280

EB013385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NP( 孤星淚 [精 ] ◎ 維多．雨果原著 ; 徐欲芳改寫 280

EB013386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SK( 所羅門王寶藏 [下 ][精 ] ◎ 亨利．賴德赫加原著 ; 蘇佩君改寫 280

EB013387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RN( 所羅門王寶藏 [上 ][精 ] ◎ 亨利．賴德赫加原著 ; 蘇佩君改寫 280

EB013388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KO( 唐吉訶德 [精 ] ◎ 米蓋德賽萬提斯原著 ; 謝惠婷改寫 280

EB013389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KLM( 格列佛遊記 [精 ] ◎ 約拿單．史威福特原著 ; 胡淑惠改寫 280

EB013390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OTRS( 基督山恩仇記 [下 ][精 ] ◎ 亞歷山大．大仲馬原著 ; 何姮慧改寫 280

EB013391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OTQL( 基督山恩仇記 [上 ][精 ] ◎ 亞歷山大．大仲馬原著 ; 何姮慧改寫 280

EB013392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7 y(7IJ5H1*QKOSSQ( 細說水滸 [平 ] ◎ 梅漸濃 250

EB013393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9 y(7IJ5H1*QKPONM( 抒情與敘事 [平 ] ◎ 洪順隆 420

EB013394 黎明文化 ﹝語言學總論﹞ 1999 y(7IJ5H1*QKPOOT( 解讀八面人生－評高陽歷史小說 [平 ] ◎ 江少川主編 280

EB013395 正中書局 ﹝語言學總論﹞ 1995 y(7IJ5H0*TKTRQK( 簡明國語文法 ◎ 何容 55

EB013396 正中書局 ﹝語言學總論﹞ 1992 y(7IJ5H0*TKKNOR( 中國民間故事 (一 )(中國讀物 (七 )) ◎ 國編館 260

EB013397 正中書局 ﹝語言學總論﹞ 2008 y(7IJ5H0*TLRPPK( 迷你廣播劇教師手冊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60

EB013398 正中書局 ﹝語言學總論﹞ 2008 y(7IJ5H0*TLRQKO( 迷你廣播劇學生作業簿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70

EB013399 三民書局 ﹝語言學總論﹞ 1996 y(7IJ5H1*TLTKST( 喬姆斯基 (精 ) ◎ 韓林合 450

EB013400 三民書局 ﹝語言學總論﹞ 1996 y(7IJ5H1*TLTKTQ( 喬姆斯基 (平 ) ◎ 韓林合 380

EB013401 台灣商務 ﹝語言學總論﹞ 2001 y(7IJ5H0*PLQRTL( 在語詞的密林裡 -應用社會語言學 ◎ 陳 原 著 450

EB013402 台灣商務 ﹝語言學總論﹞ 2001 y(7IJ5H0*PLQSLO( 語言與社會生活 -社會語言學 ◎ 陳 原 著 420

EB013403 心理 ﹝語言學總論﹞ 2006 y(7IJ5H7*KMTOQL( 學習不落單 -語文教室裡的課程調整 ◎ 蔣明珊編著 500

EB013404 三民書局 ﹝語言學總論﹞ 2005 y(7IJ5H1*OOMLTS( 語言學辭典 (增訂版 ) ◎ 陳新雄、羅肇錦、竺家寧、孔仲溫、姚榮松、吳聖雄編著 480

EB013405 台灣商務 ﹝語言學總論﹞ 2001 y(7IJ5H0*PLQRSO( 語言與語言學論叢 ◎ 陳 原 著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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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406 萬卷樓 ﹝語言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QOO( 靈活的語言—王希杰語言隨筆集 ◎ 仇小屏 鐘玖英主編 320

EB013407 三民書局 ﹝比較語言學﹞ 1988 y(7IJ5H1*TKMLLL( 語言哲學 (平 ) ◎ 劉福增 200

EB013408 正中書局 ﹝比較語言學﹞ 1996 y(7IJ5H0*TLKOOP( 記號‧藝術‧情報 ◎ 勵忠發 210

EB013409 三民書局 ﹝比較語言學﹞ 2000 y(7IJ5H1*OKSRON( 語意學概要 ◎ 徐道鄰 130

EB013410 三民書局 ﹝比較語言學﹞ 1995 y(7IJ5H1*OMMMSM( 現代語義學 ◎ 何三本、王玲玲著 250

EB013411 網路與書 ﹝比較語言學﹞ 2002 y(7IJ5H3*KMQQOS( 詞典的兩個世界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13412 一鳴 ﹝漢語﹞ 2009 y(7IJ8G8*OKRKOQ( 不用錯同反義詞 ◎ 衛威 250

EB013413 一鳴 ﹝漢語﹞ 2009 y(7IJ8G8*OKRKMM( 不寫錯別字（修訂版）從分析、辨識到永遠不做「白字先生」！ ◎ 石雨祺 250

EB013414 一鳴 ﹝漢語﹞ 2008 y(7IJ8G8*OKRKLP( 不錯用成語 -表達更有力，文筆更動人 ◎ 石雨祺 250

EB013415 一鳴 ﹝漢語﹞ 2008 y(7IJ8G8*OKRKKS( 不寫錯別字－從分析、辨識到永遠不做「白字先生」！ ◎ 石雨祺 250

EB013416 三民書局 ﹝漢語﹞ 1970 y(7IJ5H1*OLMRQO( 實用書簡 (精 ) ◎ 姜超嶽 110

EB013417 三民書局 ﹝漢語﹞ 1984 y(7IJ5H1*OLMTSQ( 應用書簡 (精 ) ◎ 姜超嶽 110

EB013418 三民書局 ﹝漢語﹞ 1970 y(7IJ5H1*OLOMSR( 六甲之冬 (精 ) ◎ 沙岡著 110

EB013419 出色 ﹝漢語﹞ 2009 y(7IJ8G6*QRTPKQ( 寫作字句詞語寶典 ◎ 林慶昭 280

EB013420 出色 ﹝漢語﹞ 2009 y(7IJ8G6*QRTPMK( 寫作語文知識寶典 ◎ 林慶昭 280

EB013421 出色 ﹝漢語﹞ 2009 y(7IJ8G6*QRTORQ( 兩岸日常用語一點通－中文繁體簡體完全對照 ◎ 李剛 280

EB013422 出色 ﹝漢語﹞ 2009 y(7IJ8G6*QRTOOP( 中文好好學－成語篇 ◎ 王鼎 240

EB013423 出色 ﹝漢語﹞ 2009 y(7IJ8G6*QRTNKS( 寫作名句名言活用 ◎ 林慶昭 299

EB013424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MRS( 寫作參考美句活用 ◎ 林慶昭 280

EB013425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LPP( 出口成章＋下筆成文：「引經據典」超容易――2000
則經典傳世的詩詞文名句名言 ◎ 林慶昭

260

EB013426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MMN( 寫作名人名言大全 ◎ 林慶昭 280

EB013427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LTN( 考場作文滿分寶典――完全攻略版 ◎ 林慶昭 299

EB013428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KQN( 寫作辭彙語句寶典 ◎ 林慶昭 280

EB013429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KTO( 英文學不好，中文更要好 ◎ 林慶昭 260

EB013430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LKK( 考場作文一定強－白金紀念版 ◎ 林慶昭 270

EB013431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KSR( 作文拿高分【白金紀念版】 ◎ 林慶昭 260

EB013432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7*NPLNPR( 作文拿高分（舊版） ◎ 林慶昭 220

EB013433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KRK( 漢字詞語有意思【白金紀念版】 ◎ 林慶昭 240

EB013434 出色 ﹝漢語﹞ 2008 y(7IJ8G6*QRTKLS( 考前三十天作文總攻略 ◎ 林慶昭 280

EB013435 出色 ﹝漢語﹞ 2007 y(7IJ8G6*QRTKKL( 寫作箴言警句寶典 ◎ 林慶昭 280

EB013436 出色 ﹝漢語﹞ 2007 y(7IJ8G7*NPLTRP( 漢字詞語有意思（舊版） ◎ 林慶昭 220

EB013437 出色 ﹝漢語﹞ 2007 y(7IJ8G7*NPLTKQ( 考場作文一定強 ◎ 林慶昭 240

EB013438 台灣商務 ﹝漢語﹞ 2001 y(7IJ5H0*PLQTSM( 民俗文化中的語言奇趣 ◎ 沈錫倫 著 320

EB013439 台灣商務 ﹝漢語﹞ 1996 y(7IJ5H0*PLMSPO( 語言文字的避諱、禁忌與委婉表現 ◎ 沈錫倫 著 160

EB013440 台灣商務 ﹝漢語﹞ 1990 y(7IJ5H0*PKLNQK( 愛人‧同志 -大陸俗詞詮解 ◎ 王德春 著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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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441 法鼓文化 ﹝漢語﹞ 2002 y(7IJ5H5*TSMLRL( 實用西藏語文法 (上下冊 ) ◎ 1000

EB013442 雲龍 ﹝漢語﹞ 1993 y(7IJ5H9*KSQOQM( 中國語文趣話 ◎ 康家瓏 160

EB013443 國家 ﹝漢語﹞ 1999 y(7IJ5H3*QKQMTL( 常用成語八解辭典 (平裝 ) ◎ 劉鑑平 400 

EB013444 一鳴文化 ﹝漢語﹞ 2008 y(7IJ8G8*OKRKLP( 不錯用成語 -表達更有力，文筆更動人 ◎ 石雨祺 250

EB013445 一鳴文化 ﹝漢語﹞ 2009 y(7IJ8G8*OKRKMM( 不寫錯別字（修訂版）從分析、辨識到永遠不做「白字先生」！ ◎ 石雨祺 250

EB013446 黎明文化 ﹝漢語﹞ 1991 y(7IJ5H1*QKLLKQ( 說文解字注 [精 ] ◎ 漢‧許慎 ,清‧段玉裁 -注 ,民國‧魯實先 -正補 900

EB013447 正中書局 ﹝漢語﹞ 1992 y(7IJ5H0*TKQSTT( 先秦經子僻字解 ◎ 易雲凝 280

EB013448 正中書局 ﹝漢語﹞ 1998 y(7IJ5H0*TLLQLT( 說中國話 ◎ 國立編譯館主編 215

EB013449 正中書局 ﹝漢語﹞ 2001 y(7IJ5H0*TLNRNQ( 中國的風俗習慣 (一 )(第二版 ) ◎ 國立編譯館主編 275

EB013450 正中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0*TLRNPM( 新編成語365 ◎ 陳全友、任德君選編 350

EB013451 正中書局 ﹝漢語﹞ 2007 y(7IJ5H0*TLRRQP( 看報學中文 (附 CD2片 ) ◎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 / 許英英編 480

EB013452 正中書局 ﹝漢語﹞ 2007 y(7IJ5H0*TLRRRM( 閱讀週計畫：成語詞語攻略秘笈 ◎ 陳鐵君、陳文之 280

EB013453 正中書局 ﹝漢語﹞ 2007 y(7IJ5H0*TLRRST( 文字學概說 (二版 ) ◎ 林尹 300

EB013454 正中書局 ﹝漢語﹞ 2007 y(7IJ5H0*TLRRTQ( 訓詁學概要 (二版 ) ◎ 林尹 350

EB013455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OKQ( 迷你廣播劇〈教材〉附 mp3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60

EB013456 正中書局 ﹝漢語﹞ 1999 y(7IJ5H0*TKPQRK( 別字辨正 (平 ) ◎ 李植泉 135

EB013457 正中書局 ﹝漢語﹞ 2003 y(7IJ5H0*TLQMNM(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精 )(16開 ) ◎ 高樹藩 1850

EB013458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KQT( 閱讀週計畫：成語詞語辨正 (新修 ◎ 陳鐵君 320

EB013459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NKO( 圖解文學常識 ◎ 陳文之 350

EB013460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STP(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附 MP3版 )-1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580

EB013461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KL(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500

EB013462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LS(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附 MP3版 )-2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600

EB013463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MP(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780

EB013464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NM(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附 MP3版 )-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880

EB013465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OT(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780

EB013466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PQ(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附 MP3版 )-4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880

EB013467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QN(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680

EB013468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RK(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附 MP3版 )-5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780

EB013469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SNN(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1教師手冊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75

EB013470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SOK(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教師手冊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55

EB013471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SPR(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教師手冊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50

EB013472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SQO(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教師手冊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50

EB013473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SRL(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教師手冊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00

EB013474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SR(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1學生作業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10

EB013475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RTTO(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學生作業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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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476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KKR(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學生作業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10

EB013477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KLO(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學生作業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110

EB013478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KML(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學生作業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65

EB013479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B28DB*TLKKLT(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1冊教學 MP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250

EB013480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B28DB*TLKKMQ(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冊教學 MP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250

EB013481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B28DB*TLKKNN(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冊教學 MP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250

EB013482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B28DB*TLKKOK(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冊教學 MP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250

EB013483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B28DB*TLKKPR(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冊教學 MP3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250

EB013484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KSN( 國音學 新修訂第八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50

EB013485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NLL( 華語簡易通－入門篇（中日版）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390

EB013486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NMS( 華語簡易通－基礎篇（中日版）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520

EB013487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NNP( 華語簡易通－入門篇（中英版）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390

EB013488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NOM( 華語簡易通－基礎篇（中英版） ◎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 520

EB013489 台灣商務 ﹝漢語﹞ 1997 y(7IJ5H0*PLNOTN( 中國語言哲學史 ◎ 吳禮權 著 360

EB013490 三民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1*OOTMTQ( 華語文教學導論 ◎ 蔡雅薰、舒兆民、陳立芬、張孝裕、何淑貞、賴明德 -合著 390

EB013491 心理 ﹝漢語﹞ 2004 y(7IJ5H7*KMQOQK( 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 -在國語文教學與評量的應用 ◎ 鄭圓鈴著 500

EB013492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LPL( 新版實用多音字 ◎ 邱錫川 320

EB013493 正中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0*TLSMSL( 新版別字辨正 ◎ 李植泉 320

EB013494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LT( 華語語音學 ◎ 師大華語語音學編撰委員會 380

EB013495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NN( 華人社會與文化 ◎ 方麗娜 280

EB013496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OK( 華語教學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 何德華 220

EB013497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QMP( 華語文教學實務 ◎ 宋如瑜 180

EB013498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PR( 詞彙之旅 ◎ 竺家寧 260

EB013499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QO( 華語評量 ◎ 張郁雯 180

EB013500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RL( 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理之建構 ◎ 蔡雅薰 320

EB013501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SS( 華語文的教與學：理論與應用 ◎ 鄭昭明 240

EB013502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PTP( 對比分析與華語教學 ◎ 鍾榮富 260

EB013503 正中書局 ﹝漢語﹞ 2009 y(7IJ5H0*TLSQKL( 漢語語言學 ◎ 曹逢甫、李子瑄 360

EB013504 萬卷樓 ﹝漢語﹞ 2006 y(7IJ5H7*NTPPMS( 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 ◎ 周策縱 240

EB013505 三民書局 ﹝漢語﹞ 1996 y(7IJ5H1*TLSTQT( 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啟蒙 (精 ) ◎ 張玉法主編；周光慶、劉瑋著 380

EB013506 三民書局 ﹝漢語﹞ 1996 y(7IJ5H1*TLSTRQ( 漢語與中國新文化啟蒙 (平 ) ◎ 張玉法主編；周光慶、劉瑋著 310

EB013507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1*OMRKNO( 中國訓詁學 ◎ 周何著 170

EB013508 三民書局 ﹝漢語﹞ 1990 y(7IJ5H1*TKNNKT( 訓詁通論 (精 ) ◎ 吳孟復 244

EB013509 三民書局 ﹝漢語﹞ 1990 y(7IJ5H1*TKNNLQ( 訓詁通論 (平 ) ◎ 吳孟復 178

EB013510 台灣商務 ﹝漢語﹞ 1965 y(7IJ5H0*PLNLRM( 中國訓詁學史 ◎ 胡樸安 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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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511 健行 ﹝漢語﹞ 2003 y(7IJ8G7*RPNMPK( 流行語大搜查 （原：有緣千里來相會） ◎ 姜龍昭 200

EB013512 三民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1*OKSKPR( 中國字例 ◎ 高鴻縉 600

EB013513 三民書局 ﹝漢語﹞ 2004 y(7IJ5H1*ONTSNT( 中國文字學 ◎ 潘重規 210

EB013514 三民書局 ﹝漢語﹞ 1992 y(7IJ5H1*TLOKLP( 中文排列方式析論 (精 ) ◎ 司琦著 211

EB013515 台灣商務 ﹝漢語﹞ 1990 y(7IJ5H0*PKLNNT( 字裏乾坤 ◎ 曹先擢 著 120

EB013516 台灣商務 ﹝漢語﹞ 1991 y(7IJ5H0*PKMRNM( 中國文字結構說彙 ◎ 許逸之 著 360

EB013517 台灣商務 ﹝漢語﹞ 1995 y(7IJ5H0*PLLROL( 古文諧聲字根 ◎ 許進雄 著 800

EB013518 台灣商務 ﹝漢語﹞ 1993 y(7IJ5H0*PKRQTK( 漢字發展史話 ◎ 董 琨 著 140

EB013519 台灣商務 ﹝漢語﹞ 2002 y(7IJ5H0*PLRQNR( 語文應用漫談 ◎ 韓敬禮 編 200

EB013520 台灣商務 ﹝漢語﹞ 2006 y(7IJ5H0*PKPNMK( 中國文字學史 ◎ 胡樸安 著 279

EB013521 幼獅文化 ﹝漢語﹞ 2009 y(7IJ5H5*RORMSM( 管家琪說漢字故事 ◎ 管家琪 250

EB013522 國家 ﹝漢語﹞ 2000 y(7IJ5H3*QKQQSK( 字詞語趣味多 ◎ 司馬特 200 

EB013523 國家 ﹝漢語﹞ 2009 y(7IJ5H3*QLLOQM( 字字珠璣 ◎ 瓦歷斯．諾幹 250 

EB013524 萬卷樓 ﹝漢語﹞ 2004 y(7IJ5H7*NTLKQN( 怎樣學習《說文解字》 ◎ 章季濤 200

EB013525 萬卷樓 ﹝漢語﹞ 1995 y(7IJ5H7*NTLMTM( 文字學概要 ◎ 裘鍚圭 500

EB013526 萬卷樓 ﹝漢語﹞ 1998 y(7IJ5H7*NTLTNN( 文字學簡編—基礎篇 ◎ 許錟輝 300

EB013527 蘭臺 ﹝漢語﹞ 2002 y(7IJ5H9*LPOTSR( 文字優化論 ◎ 郭致平 720

EB013528 左岸 ﹝漢語﹞ 2008 y(7IJ8G6*RMNLNL( 認字歸宗 -漢字的起源與演化 ◎ 鬱乃堯 250

EB013529 萬卷樓 ﹝漢語﹞ 2002 y(7IJ5H7*NTNTTT( 說文解字．圈點段注 ◎ 許　慎 600

EB013530 台灣商務 ﹝漢語﹞ 2004 y(7IJ5H0*PLTLON( 中國文字淺談 ◎ 蔣世德 220

EB013531 黎明文化 ﹝漢語﹞ 2004 y(7IJ5H1*QKQRON( 說文正補‧轉注釋義 [精 ] ◎ 魯實先 480

EB013532 三民書局 ﹝漢語﹞ 2003 y(7IJ5H1*ONTNOL( 象形文字 ◎ 陳冠學編著 160

EB013533 台灣商務 ﹝漢語﹞ 1966 y(7IJ5H0*PLLMSO( 六書辨正 ◎ 弓英德 著 200

EB013534 台灣商務 ﹝漢語﹞ 1965 y(7IJ5H0*PLLSLT( 字例略說 ◎ 呂思勉 著 140

EB013535 黎明文化 ﹝漢語﹞ 2004 y(7IJ5H1*QKQRNQ( 假借 ?原 [精 ] ◎ 魯實先 460

EB013536 三民書局 ﹝漢語﹞ 1994 y(7IJ5H1*TLQKQO( 文字聲韻論叢 (精 ) ◎ 陳新雄 344

EB013537 三民書局 ﹝漢語﹞ 1994 y(7IJ5H1*TLQKRL( 文字聲韻論叢 (平 ) ◎ 陳新雄 278

EB013538 台灣商務 ﹝漢語﹞ 1980 y(7IJ5H0*PKQKQS( 錯別字辨正 ◎ 左秀靈 編 140

EB013539 台灣商務 ﹝漢語﹞ 1982 y(7IJ5H0*PKPMQT( 報章常見的錯別字 ◎ 齊騁 著 200

EB013540 萬卷樓 ﹝漢語﹞ 2002 y(7IJ5H7*NTNSKR( 帖體字學研究 ◎ 王昌煥 460

EB013541 一鳴文化 ﹝漢語﹞ 2008 y(7IJ8G8*OKRKKS( 不寫錯別字 -從分析、辨識到永遠不做「白字先生」! ◎ 石雨祺 250

EB013542 萬卷樓 ﹝漢語﹞ 1993 y(7IJ5H7*NTKLST( 古文字學初階 ◎ 李學勤 120

EB013543 台灣商務 ﹝漢語﹞ 1993 y(7IJ5H0*PKQQPP( 鋼筆楷書繁簡對照字帖 ◎ 丁永康 編寫 100

EB013544 台灣商務 ﹝漢語﹞ 1996 y(7IJ5H0*PLMTKS( 實用繁簡體字手冊 ◎ 何紅年 責編 100

EB013545 三民書局 ﹝漢語﹞ 2002 y(7IJ5H1*ONQPNL( 學典 ◎ 本局學典編輯委員會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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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546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8G8*LLNPKN( 精解國語辭典 (聖經紙本 ) ◎ 陳佳君 -總審訂；張孝裕 -注音審訂主編 520

EB013547 三民書局 ﹝漢語﹞ 2009 y(7IJ8G8*LLNPNO( 精解國語辭典 (道林紙本 )(二版 ) ◎ 陳佳君 -總審訂；張孝裕 -注音審訂主編 480

EB013548 小魯文化 ﹝漢語﹞ 2008 y(7IJ5H5*RKTKLN( 新編東方國語辭典 ◎ 東方編輯小組 / 季旭昇教授審定 790

EB013549 小魯文化 ﹝漢語﹞ 2006 y(7IJ5H5*RKSLRR( 標準國字小學生辭典（革新版） ◎ 東方編輯小組 / 周鳳五教授審定 380

EB013550 小魯文化 ﹝漢語﹞ 1977 y(7IJ5H5*RKMOST( 東方國語辭典 (修訂版 ) ◎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著 200

EB013551 小魯文化 ﹝漢語﹞ 2009 y(7IJ5H5*RKTOMQ( 東方國語小辭典 ◎ 東方編輯小組 / 周鳳五教授審定 240

EB013552 台灣商務 ﹝漢語﹞ 2004 y(7IJ5H0*PLSORO( 王雲五小字彙 ◎ 王雲五 著 150

EB013553 台灣商務 ﹝漢語﹞ 1957 y(7IJ5H0*PLNRNS( 辭源 (增修 ) ◎ 本館編審會 編纂 1600

EB013554 台灣商務 ﹝漢語﹞ 1959 y(7IJ5H0*PKOKPR( 國音字典 ◎ 汪 怡 主編 280

EB013555 東方出版 ﹝漢語﹞ 2009 y(7IJ5H5*RKTOMQ( 東方國語小辭典 ◎ 東方編輯小組 / 周鳳五教授審定 240

EB013556 東方出版 ﹝漢語﹞ 2008 y(7IJ5H5*RKTKLN( 新編東方國語辭典 ◎ 東方編輯小組 / 季旭昇教授審定 790

EB013557 東方出版 ﹝漢語﹞ 1977 y(7IJ5H5*RKMOST( 東方國語辭典 (修訂版 ) ◎ 200

EB013558 台灣商務 ﹝漢語﹞ 1994 y(7IJ5H0*PKTQQN( 中國古代字典詞典 ◎ 張明華 著 140

EB013559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8G8*LLNPMR( 常用成語典 ◎ 弘雅圖書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330

EB013560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OPRPP( 成語典 (增訂版 ) ◎ 三民書局成語典編纂委員會 450

EB013561 小魯文化 ﹝漢語﹞ 2006 y(7IJ5H5*RKSLKS( 成語故事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13562 台灣商務 ﹝漢語﹞ 1997 y(7IJ5H0*PLNSMK( 常用成語詞典 ◎ 尹振海 修訂 240

EB013563 台灣商務 ﹝漢語﹞ 1999 y(7IJ5H0*PLPTKT( 實用成語辭典 ◎ 左秀靈 編著 450

EB013564 台灣商務 ﹝漢語﹞ 1991 y(7IJ5H0*PKNTLN( 中國成語故事一百篇 ◎ 楊立義 選譯 200

EB013565 台灣商務 ﹝漢語﹞ 1992 y(7IJ5H0*PKPKNK( 成語熟語詞典 ◎ 劉葉秋 編 420

EB013566 東方出版 ﹝漢語﹞ 2006 y(7IJ5H5*RKSLKS( 成語故事 ◎ 東方編輯小組 350

EB013567 萬卷樓 ﹝漢語﹞ 2004 y(7IJ5H7*NTORPK( 寫作名句辭典 (附評量測驗 ) ◎ 宋裕等編著 400

EB013568 黎明文化 ﹝漢語﹞ 2000 y(7IJ5H1*QKPRNT( 顛覆國文 (成語字典的錯誤 )[平 ] ◎ 左秀靈 200

EB013569 黎明文化 ﹝漢語﹞ 2004 y(7IJ5H1*QKQRSL( 智慧圖像四十則 [平 ] ◎ 陳敬介編著，李鴻傑繪圖 200

EB013570 三民書局 ﹝漢語﹞ 1985 y(7IJ5H1*OKSONT( 大辭典 (精印本 ) ◎ 4000

EB013571 三民書局 ﹝漢語﹞ 2000 y(7IJ5H1*OKSOPN( 新辭典 (精印本 ) ◎ 本局新辭典編輯委員會 1400

EB013572 台灣商務 ﹝漢語﹞ 2004 y(7IJ5H0*PLSOQR( 王雲五綜合詞典 ◎ 王雲五 著 250

EB013573 台灣商務 ﹝漢語﹞ 2007 y(7IJ5H0*PMMOPR( 王雲五綜合詞典 增訂本 ◎ 王雲五 著 1500

EB013574 台灣商務 ﹝漢語﹞ 1989 y(7IJ5H0*PKQPTO( 辭源 (大陸版 )(修訂本 ) ◎ 吳澤炎 編纂 2500

EB013575 台灣商務 ﹝漢語﹞ 1989 y(7IJ5H0*PKQPTO( 辭源 (大陸版 )(修訂本 ) ◎ 吳澤炎 編纂 2800

EB013576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MQRRS( 聲韻學 ◎ 林燾、耿振生 -著 340

EB013577 三民書局 ﹝漢語﹞ 1994 y(7IJ5H1*TKPOMQ( 文學與音律 (精 ) ◎ 謝雲飛 178

EB013578 三民書局 ﹝漢語﹞ 1994 y(7IJ5H1*TKPONN( 文學與音律 (平 ) ◎ 謝雲飛 122

EB013579 三民書局 ﹝漢語﹞ 1981 y(7IJ5H1*TKPOQO( 中國聲韻學 (精 ) ◎ 潘重規、陳紹棠著 267

EB013580 三民書局 ﹝漢語﹞ 1995 y(7IJ5H1*TKPORL( 中國聲韻學 (平 ) ◎ 潘重規、陳紹棠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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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581 三民書局 ﹝漢語﹞ 1993 y(7IJ5H1*TLPMMR( 入聲字箋論 (精 ) ◎ 陳慧劍 267

EB013582 三民書局 ﹝漢語﹞ 1995 y(7IJ5H1*TLPMNO( 入聲字箋論 (平 ) ◎ 陳慧劍 200

EB013583 心理 ﹝漢語﹞ 2007 y(7IJ8G1*TLKSNN( 電腦化華語發音測驗與教學（附光碟） ◎ 張小芬、古
鴻炎著；著作財產權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1000

EB013584 萬卷樓 ﹝漢語﹞ 1993 y(7IJ5H7*NTKRNS( 古音之旅 ◎ 竺家寧 200

EB013585 台灣商務 ﹝漢語﹞ 1965 y(7IJ5H0*PLQPOS( 中國音韻學史 ◎ 張世祿 著 400

EB013586 三民書局 ﹝漢語﹞ 1996 y(7IJ5H1*TLRSOT( 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 (精 ) ◎ 周祖謨 800

EB013587 台灣商務 ﹝漢語﹞ 1990 y(7IJ5H0*PKKROP( 切口與方言 ◎ 張光宇 著 250

EB013588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OKRMT( 國音及說話 (修訂版 ) ◎ 張正男 200

EB013589 台灣商務 ﹝漢語﹞ 2010 y(7IJ5H0*PMOOSM( 國音學講義 ◎ 易作霖 編撰 200

EB013590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NSTOS( 國音及語言運用 (修訂三版 ) ◎ 吳金娥等 470

EB013591 三民書局 ﹝漢語﹞ 1999 y(7IJ5H1*TMMQPM( 河洛閩南語縱橫談 (精 ) ◎ 吳在野 310

EB013592 三民書局 ﹝漢語﹞ 1998 y(7IJ5H1*TMMQQT( 河洛閩南語縱橫談 (平 ) ◎ 吳在野 240

EB013593 國史館 ﹝漢語﹞ 1992 y(7IJ5H0*KKRKRR( 臺灣語典、雅言 (合輯 ) (精 ) ◎ 連橫 264

EB013594 心理 ﹝漢語﹞ 2001 y(7IJ5H7*KMOQMQ( 臺灣閩南語概論 ◎ 國立編譯館主編；林慶勳著 290

EB013595 蘭臺 ﹝漢語﹞ 2007 y(7IJ8G7*QMQPMN( 台灣後山客家的 ◎ 呂嵩雁 450

EB013596 台灣商務 ﹝漢語﹞ 1993 y(7IJ5H0*PKQSKS( 漢語現象論叢 ◎ 啟 功 著 180

EB013597 台灣商務 ﹝漢語﹞ 1998 y(7IJ5H0*PLOQKP( 中文文法理論 ◎ 許逸之 著 250

EB013598 台灣商務 ﹝漢語﹞ 1959 y(7IJ5H0*PLKRQS( 詞詮 ◎ 楊樹達 編纂 300

EB013599 萬卷樓 ﹝漢語﹞ 2008 y(7IJ5H7*NTQMLL( 國文文法 ◎ 蔡宗陽 500

EB013600 台灣商務 ﹝漢語﹞ 2005 y(7IJ5H0*PLTOTP( 現代漢語語法新探 ◎ 何永清 300

EB013601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LRPTM( 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 ◎ 蔡謀芳 222

EB013602 三民書局 ﹝漢語﹞ 1996 y(7IJ5H1*OMOKSS( 階梯作文1 ◎ 邱燮友 -等合撰 225

EB013603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MTTQK( 階梯作文2 ◎ 邱燮友等合撰 275

EB013604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1*ONPOPT( 修辭學 (增訂三版 ) ◎ 黃慶萱 800

EB013605 三民書局 ﹝漢語﹞ 2003 y(7IJ5H1*ONSSOT( 國家考試作文滿分範例 ◎ 曾霽虹 160

EB013606 三民書局 ﹝漢語﹞ 2007 y(7IJ5H1*OORNKS( 神探作文－讓作文變有趣的六章策略 ◎ 林黛嫚、許榮哲 -著 180

EB013607 三民書局 ﹝漢語﹞ 1991 y(7IJ5H1*TLNOKR( 修辭散步 (精 ) ◎ 張春榮 289

EB013608 三民書局 ﹝漢語﹞ 2000 y(7IJ5H1*TLNOLO( 修辭散步 (平 ) ◎ 張春榮 200

EB013609 三民書局 ﹝漢語﹞ 1996 y(7IJ5H1*TLSTLO( 修辭行旅 (精 ) ◎ 張春榮 290

EB013610 三民書局 ﹝漢語﹞ 1996 y(7IJ5H1*TLSTML( 修辭行旅 (平 ) ◎ 張春榮 220

EB013611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TMSOSR( 修辭散步 (增訂二版 ) ◎ 張春榮 200

EB013612 小兵 ﹝漢語﹞ 2006 y(7IJ8G7*LKRLML( 華麗的寫作鋼管秀 (上 ) ◎ 陳肇宜 220

EB013613 小兵 ﹝漢語﹞ 2006 y(7IJ8G7*LKRLNS( 華麗的寫作鋼管秀 (下 ) ◎ 陳肇宜 220

EB013614 台灣商務 ﹝漢語﹞ 1991 y(7IJ5H0*PKNTOO( 妙語傳神 -語用修辭技巧 ◎ 王德春 著 90

EB013615 台灣商務 ﹝漢語﹞ 2000 y(7IJ5H0*PLQOTO( 修辭漫談 ◎ 何永清 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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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616 台灣商務 ﹝漢語﹞ 1995 y(7IJ5H0*PLLPLM( 中國修辭哲學史 ◎ 吳禮權 著 330

EB013617 台灣商務 ﹝漢語﹞ 1998 y(7IJ5H0*PLOQLM( 中國現代修辭學通論 ◎ 吳禮權 著 400

EB013618 台灣商務 ﹝漢語﹞ 1969 y(7IJ5H0*PLKTOM( 字句鍛鍊法 ◎ 黃永武 著 200

EB013619 台灣商務 ﹝漢語﹞ 1967 y(7IJ5H0*PLLKMO( 從作文原則談作文方法 -實用修辭學 ◎ 蔣建文 著 220

EB013620 台灣商務 ﹝漢語﹞ 1968 y(7IJ5H0*PLOKKL( 文體論 ◎ 薛鳳昌 著 140

EB013621 幼獅文化 ﹝漢語﹞ 2003 y(7IJ5H5*ROOMNQ( 管家琪教作文――如何閱讀 ◎ 管家琪 240

EB013622 幼獅文化 ﹝漢語﹞ 2003 y(7IJ5H5*ROOMON( 管家琪教作文――如何構思 ◎ 管家琪 260

EB013623 幼獅文化 ﹝漢語﹞ 2003 y(7IJ5H5*ROOMPK( 管家琪教作文――如何剪裁 ◎ 管家琪 260

EB013624 幼獅文化 ﹝漢語﹞ 2003 y(7IJ5H5*ROOMQR( 管家琪教作文――如何表達 ◎ 管家琪 220

EB013625 國家 ﹝漢語﹞ 1996 y(7IJ5H3*QKOTKR( 作文評語舉例 ◎ 王進祥 180 

EB013626 國家 ﹝漢語﹞ 2004 y(7IJ5H3*QKSRSN( 實用修辭學 (增訂本 ) ◎ 黃麗貞 600 

EB013627 萬卷樓 ﹝漢語﹞ 1998 y(7IJ5H7*NTLTQO( 文章章法論 ◎ 仇小屏 440

EB013628 萬卷樓 ﹝漢語﹞ 2001 y(7IJ5H7*NTNMOL( 章法學新裁 ◎ 陳滿銘 500

EB013629 萬卷樓 ﹝漢語﹞ 2002 y(7IJ5H7*NTNTSM( 章法學論粹 ◎ 陳滿銘 440

EB013630 萬卷樓 ﹝漢語﹞ 2003 y(7IJ5H7*NTOOOQ( 章法學綜論 ◎ 陳滿銘 500

EB013631 萬卷樓 ﹝漢語﹞ 2003 y(7IJ5H7*NTOPSN( 辭章學導論 ◎ 鄭頤壽 600

EB013632 萬卷樓 ﹝漢語﹞ 2004 y(7IJ5H7*NTOQSM( 辭章學新論 ◎ 鄭頤壽 640

EB013633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MRQ( 篇章結構學 ◎ 陳滿銘 400

EB013634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MOP( 篇章結構類型論 (增修版 ) ◎ 仇小屏 460

EB013635 萬卷樓 ﹝漢語﹞ 2006 y(7IJ5H7*NTPRRL( 意象學廣論 ◎ 陳滿銘 300

EB013636 萬卷樓 ﹝漢語﹞ 1994 y(7IJ5H7*NTLLPP( 怎樣修改作文 ◎ 程漢傑 160

EB013637 萬卷樓 ﹝漢語﹞ 2002 y(7IJ5H7*NTOKMQ( 作文新饗宴 ◎ 張春榮 360

EB013638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NKQ( 含英咀華―作文學習 DIY ◎ 范曉雯 240

EB013639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OKP( 感官的獨奏與越界 ◎ 陳嘉英 400

EB013640 萬卷樓 ﹝漢語﹞ 2007 y(7IJ5H7*NTPTMO( 章法結構原理與教學 ◎ 陳滿銘 360

EB013641 萬卷樓 ﹝漢語﹞ 2008 y(7IJ5H7*NTQMRN( 作文即時通：從立意取材到錦字繡句 ◎ 陳嘉英 440

EB013642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NMK( 辭章意象形成論 ◎ 陳佳君 380

EB013643 萬卷樓 ﹝漢語﹞ 2006 y(7IJ5H7*NTPRQO( 篇章意象論：以古典詩詞為考察範圍 ◎ 仇小屏 460

EB013644 心理 ﹝漢語﹞ 2005 y(7IJ5H7*KMSOLT( 創意作文新秘笈 -觀察學習 +心智繪圖 ◎ 常雅珍著 350

EB013645 萬卷樓 ﹝漢語﹞ 2007 y(7IJ5H7*NTPSTO( 新式寫作教學導論 ◎ 陳滿銘 主編 420

EB013646 萬卷樓 ﹝漢語﹞ 2007 y(7IJ5H7*NTQKSM( 新編作文教學指導 ◎ 陳滿銘 400

EB013647 萬卷樓 ﹝漢語﹞ 2006 y(7IJ5H7*NTPRLT( 章法論叢 [第一輯 ] ◎ 辭章章法學會籌備會 420

EB013648 萬卷樓 ﹝漢語﹞ 2008 y(7IJ5H7*NTQMMS( 章法論叢 [第二輯 ] ◎ 辭章章法學會籌備會 420

EB013649 萬卷樓 ﹝漢語﹞ 2009 y(7IJ5H7*NTQPSR( 章法論叢（第三輯） ◎ 中華章法學會 580

EB013650 三民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1*TMTNLQ( 實用中文講義 (上 ) ◎ 張高評 -主編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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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651 三民書局 ﹝漢語﹞ 1995 y(7IJ5H1*TLRQQP( 標點符號研究 (精 ) ◎ 楊遠 -編 270

EB013652 三民書局 ﹝漢語﹞ 2003 y(7IJ5H1*TLRQRM( 標點符號研究 (平 ) ◎ 楊遠 -編 200

EB013653 三民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1*TMTKOK( 標點符號研究 (修訂二版 ) ◎ 楊遠 -編著、倪台瑛 -修訂 180

EB013654 三民書局 ﹝漢語﹞ 1994 y(7IJ5H1*OLLQPL( 最新公文程式講話 ◎ 陳鵠著 100

EB013655 三民書局 ﹝漢語﹞ 1994 y(7IJ5H1*OLLQSM( 工程應用文 ◎ 張永康 222

EB013656 三民書局 ﹝漢語﹞ 2008 y(7IJ5H1*TMRSSQ( 應用文 (修訂五版 ) ◎ 黃俊郎編著 390

EB013657 台灣商務 ﹝漢語﹞ 1979 y(7IJ5H0*PLRKOK( 最新應用文彙編 (二次修訂本 ) ◎ 呂新昌 編著 280

EB013658 國家 ﹝漢語﹞ 2008 y(7IJ5H3*QLLKRN( 最實用的應用文 ◎ 方祖榮 ,黃麗貞 600 

EB013659 萬卷樓 ﹝漢語﹞ 2002 y(7IJ5H7*NTOKNN( 實用應用文 ◎ 王昌煥等編著 400

EB013660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NRP( 應用文 ◎ 蔡信發 600

EB013661 萬卷樓 ﹝漢語﹞ 2006 y(7IJ5H7*NTPRMQ( 現代應用文與論文寫作綱要 ◎ 黃連忠 180

EB013662 三民書局 ﹝漢語﹞ 1997 y(7IJ5H1*OMKKMS( 應用文教材 ◎ 黃俊郎 190

EB013663 黎明文化 ﹝漢語﹞ 2000 y(7IJ5H1*QKPRMM( 顛覆國文 (國文課本 . 古文觀止的錯誤 )[平 ] ◎ 左秀靈 200

EB013664 三民書局 ﹝漢語﹞ 1989 y(7IJ5H1*OKKNQP( 中文易學 (看圖識字 )課本第一冊 ◎ 文復會中文易學研究小組主編 200

EB013665 三民書局 ﹝漢語﹞ 1989 y(7IJ5H1*OKKNRM( 中文易學 (看圖識字 )課本第二冊 ◎ 文復會中文易學研究小組主編 222

EB013666 三民書局 ﹝漢語﹞ 1989 y(7IJ5H1*OKKNST( 中文易學 (看圖識字 )課本第三冊 ◎ 文復會中文易學研究小組主編 200

EB013667 三民書局 ﹝漢語﹞ 1989 y(7IJ5H1*OKKNTQ( 中文易學 (看圖識字 )課本第四冊 ◎ 文復會中文易學研究小組主編 167

EB013668 三民書局 ﹝漢語﹞ 1982 y(7IJ5H1*OKSOKS( 常用字歌訣 ◎ 鮑雨林 67

EB013669 三民書局 ﹝漢語﹞ 1992 y(7IJ5H1*OLSOOP( 新譯三字經 (精 ) ◎ 黃沛榮注譯 170

EB013670 三民書局 ﹝漢語﹞ 1997 y(7IJ5H1*OMQSNT( 新譯幼學瓊林 (精 ) ◎ 馬自毅注譯；陳滿銘校閱 350

EB013671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1*OMQSOQ( 新譯幼學瓊林 (平 )(二版 ) ◎ 馬自毅 -注譯、陳滿銘 -校閱 260

EB013672 三民書局 ﹝漢語﹞ 2002 y(7IJ5H1*ONQQPO( 新譯增廣賢文‧千字文 (精 ) ◎ 馬自毅注譯；李清筠校閱 250

EB013673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1*ONQQQL( 新譯增廣賢文‧千字文 (二版 ) ◎ 馬自毅 -注譯、李清筠 -校閱 200

EB013674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1*ONSTQM( 新譯百家姓 (平 ) ◎ 馬自毅；顧宏義注譯 380

EB013675 三民書局 ﹝漢語﹞ 2005 y(7IJ5H1*ONSTRT( 新譯百家姓 (精 ) ◎ 馬自毅；顧宏義注譯 460

EB013676 三民書局 ﹝漢語﹞ 2006 y(7IJ5H1*OOKMKK( 新譯三字經 (平 ) ◎ 黃沛榮注譯 170

EB013677 網路與書 ﹝漢語﹞ 2009 y(7IJ8G6*SOLOLP( 錢文忠解讀《三字經》上、下冊（不分售） ◎ 錢文忠 499

EB013678 台灣商務 ﹝漢語﹞ 2008 y(7IJ5H0*PMNKLK( 增廣昔時賢文新解 ◎ 何永清 160

EB013679 萬卷樓 ﹝漢語﹞ 1996 y(7IJ5H7*NTLOSN( 歷代啟蒙教材初探 ◎ 林文寶 250

EB013680 萬卷樓 ﹝漢語﹞ 1999 y(7IJ5H7*NTMOTR( 高中國文古典文選 ◎ 林聆慈 等 360

EB013681 萬卷樓 ﹝漢語﹞ 2005 y(7IJ5H7*NTPNNR( 凝視古典美學―高中古文鑑賞篇 ◎ 陳嘉英 320

EB013682 智庫文化 ﹝漢語﹞ 2007 y(7IJ8G7*MQOSNL( 中國經典語輕鬆讀（中英雙書） ◎ 360

EB013683 智庫文化 ﹝漢語﹞ 2007 y(7IJ8G7*MQOSOS( 易經輕鬆讀（中英雙書） ◎ 360

EB013684 九歌 ﹝漢語﹞ 1998 y(7IJ5H5*QKPNSO( 累積人生經驗開創人文空間 ◎ 李瑞騰編 180

EB013685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2010 y(7IJ5H0*PMOOMK(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 日語―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 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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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686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2010 y(7IJ5H0*PMOOQS( 外語導遊 韓語‧阿拉伯語―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 編 150

EB013687 亞太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7*SKTPNR( 基礎日語文法 II(附 CD) ◎ 米元茂 400

EB013688 亞太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7*SKTOTK( 基礎日語文法 I (附 CD) ◎ 米元茂 400

EB013689 法鼓文化 ﹝東方語言﹞ 1996 y(7IJ5H9*TKKQNS( 梵語初階 ◎ 360

EB013690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QNPO( 專攻聽解！分類解析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3級 1997
年 ~2006年 (16K+1MP3)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420

EB013691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QMPP( 分類題型練習 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32K+1MP3） ◎ 西
隈俊哉／相場康子／ ?本勝信／伊東克洋

280

EB013692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QMQM( 征服全民英檢！中級閱讀 &模擬解析（20K） ◎ Chang Ya-tzu 250

EB013693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QMTN( 分類題型練習 日本語能力測驗1級（32k+1MP3） ◎ 西
隈俊哉／相場康子／ ?本勝信／伊東克洋

280

EB013694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MOL( 商用日文書信範例（50K軟皮精裝） ◎ 橋本友紀 250

EB013695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OSNL( 用日文捧飯碗：職場日文 (50K+1MP3) ◎ 黃美智 249

EB013696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ORMP( 分類題型練習 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16k+1CD） ◎ 西
隈俊哉／相場康子／ ?本勝信／伊東克洋

320

EB013697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OPST( 分類題型練習 日本語能力測驗1級 (16K+1CD) ◎ 西
隈俊哉／相場康子／ ?本勝信／伊東克洋

320

EB013698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OMMK( 日文超級新鮮字 ----字典裡沒有的單字（50K+1MP3） ◎ 神藏康雄 269

EB013699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OPM( 日英中單字一本搞定 (25K＋1MP3) ◎ 葉平亭 &鄭家文 299

EB013700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PSM( 用日文捧飯碗 :職場日文 (25K+1CD) ◎ 蔡美智 &古田島純 299

EB013701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MPO( 日文超級新鮮字－字典裡沒有的單字（25K+CD） ◎ 神藏康雄 299

EB013702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OOS( 商用日文書信範例（25K） ◎ 橋本友紀 250

EB013703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LL( 日本語能力測驗2004年試題解析2級（20K+1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69

EB013704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KO( 日本語能力測驗2004年試題解析3級（20K+1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49

EB013705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TR( 速攻日文敬語 -五大類型表現法（32K） ◎ 鈴木昭夫 280

EB013706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RQM(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1級2005年 ~2006年
（16K+2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80

EB013707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RRT(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2級2005年 ~2006年
（16K+2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80

EB013708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TSO( 日本語能力測驗2004年試題解析1級（32K+1MP3）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349

EB013709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TTL( 日本語能力測驗2004年試題解析4級（32K+1MP3）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49

EB013710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RTN(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4級2005年 ~2006年
（16K+1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支援協會

250

EB013711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RSQ(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3級2005年 ~2006年
（16K+1CD） ◎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50

EB013712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KOP( 速攻日文敬語 ---五大類型表現法 (20K) ◎ 鈴木昭夫 320

EB013713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KSRL( 日本語能力測驗2004年試題解析1級 (20K+1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399

EB013714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KRRM( 日本語能力測驗2004年試題解析4級 (20K+1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299

EB013715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OQQ(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4級2000年 ~2004年 (16K+3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 獨立行政法人

350

EB013716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OPT(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3級2000年 ~2004年 (16K+3CD)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 獨立行政法人

380

EB013717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OOM(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2級2000年 ~2004年 (16K+5CD) 
◎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 獨立行政法人

450

EB013718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NLM( 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1級2000年 ~2004年 (16K+5CD) 
◎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 國際交流基金

480

EB013719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NON( 日本語能力測驗1級字彙 (50K) ◎ 齊藤時雄 220

EB013720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MMK( 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字彙 (50K) ◎ 齊藤時雄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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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721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LQT( 日本民間故事選 (25K+3CD) ◎ 西山敏夫、宮 紀雄、平方久直 630

EB013722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LPM( 日本語能力測驗3級4級字彙隨身書 (50K) ◎ 齊藤時雄 220

EB013723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TLLO( 日本語能力測驗1級字彙 (32K) ◎ 齊藤時雄 250

EB013724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STPR( 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字彙 (32K) ◎ 齊藤時雄 380

EB013725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SRRN( 日本語能力測驗3級4級字彙 (32K) ◎ 齊藤時雄 250

EB013726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5*SPSQPK( 自我介紹日本語 (25K軟皮精裝 ) ◎ 佐藤娜娜 230

EB013727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SNKS( 電玩日語通 (25K) ◎ 池 裕介、李宜容 160

EB013728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RTON( 旅行人日本語隨身書 (50K軟皮精裝 +3CD) ◎ 佐藤娜娜 660

EB013729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RTNQ( 旅行人日本語隨身書 (50K軟皮精裝 ) ◎ 佐藤娜娜 330

EB013730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QSRS( 讀日本文化說日語隨身書 (50K+2CD) ◎ 木下真彩子 500

EB013731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QSQL( 讀日本文化說日語隨身書 (50K) ◎ 木下真彩子 250

EB013732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QQPQ( 常用日本語會話 (32K+4CD) ◎ 李多．久美子等 700

EB013733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QPOK( 旅遊日語自由行隨身書 (50K精裝 +2CD) ◎ 葉平亭 450

EB013734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5*SPQPNN( 旅遊日語自由行隨身書 (50K書精裝 ) ◎ 葉平亭 250

EB013735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QNOM( 讀日本文化說日語 (25K) ◎ 木下真彩子 300

EB013736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QNKO( 日會話練習30天上手 (25K+2CD) ◎ 木下真彩子 510

EB013737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QKLO( 日語生活字彙 聽說上手 (32K+Mebook) ◎ 黃月良 620

EB013738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QKOP( 情境日語會話通 (32K+Mebook) ◎ 木下真彩子 660

EB013739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QKML( 日語生活字彙 聽說上手 (32K) ◎ 黃月良 250

EB013740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PSLT( 旅行人日本語 (32K+Mebook) ◎ 佐藤娜娜 820

EB013741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PNOP( 自我介紹日本語 (32K+Mebook電子書 ) ◎ 佐藤娜娜 530

EB013742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PNQT( 常用日本語會話 (32K+Mebook電子書 ) ◎ 李多．久美子等 1000

EB013743 寂天文化 ﹝東方語言﹞ 2004 y(7IJ5H5*SPPNNS( 自我介紹日本語 (32K) ◎ 佐藤娜娜 180

EB013744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QOMM( Japan自由行日語手冊（25K+1MP3） ◎ Yi Pingting 280

EB013745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QKPR( 征服！ 2級日本語能力測驗文法解析（25K+1MP3） ◎ Cheng Tong She 450

EB013746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TOO( 生活日語會話通（25K+1MP3） ◎ Matsumoto Mika 299

EB013747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TQS( 征服！ 1級日本語能力測驗文法解析（25K+1MP3） ◎ Cheng Tong She 450

EB013748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TPL( 生活日語字彙通（25K+1MP3） ◎ Huang Yue 299

EB013749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RTL( 超強日會話練習書 (25K+1MP3) ◎ Kinoshita Masako 299

EB013750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QRS( 餐飲日語實務手冊（20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Huang Yuko 320

EB013751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PKK( 生活 ?旅行 ?社交日語 in Taiwan（25K+互動光碟―含 MP3朗讀） ◎ Sato Kaya 299

EB013752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OOT( 旅遊日語趴趴走（25K+1MP3） ◎ SATO NANA 330

EB013753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MTQ( 用日文說中國成語（50K+1MP3） ◎ Yu Meixiang 260

EB013754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LTR( 戰勝日語自動詞他動詞（25K+1MP3） ◎ Cosmos Culture 399

EB013755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LNP( 台客日語通 (25K+1MP3) ◎ Kinoshita hita-masako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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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756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KSL( 用日文秀自己 (50K+互動光碟 ) ◎ Sato Nana 280

EB013757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PKQR( 超完備情境日語慣用表現（32K+1MP3） ◎ Miharu Akimoto 449

EB013758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OTPO(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字彙 (合訂本 )（25K+2MP3） ◎ Gong Li 599

EB013759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OSPP( 生活日語會話一次搞定（25K+1 MP3） ◎ Kumiko 349

EB013760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9 y(7IJ8G1*SOORLS( Japan自由行日語手冊（50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Yi Pingting 329

EB013761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OOSK( 我的 in日語：最夯日文口語短句（32K+2MP3） ◎ Lee Seong 399

EB013762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OOTR( 日語慣用句型全書（50K軟皮精裝 +5MP3） ◎ Chang Botao 750

EB013763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OKPN(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3、4級字彙（32K+互
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Gong Li

599

EB013764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OKRR( 享受美食學日語 （32K） ◎ Wen Zhang 220

EB013765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OKQK( 飯店日語實務手冊（20K+1MP3） ◎ Matsumoto Mika, Yi Pingting 299

EB013766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TLT( 超強日會話練習書 (32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 kinoshita 399

EB013767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QSL( 生活日語字彙通（50K+互動光碟 ) ◎ Huang Yue 399

EB013768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OSN(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字彙 (合訂本 )(50k+4MP3) ◎ GongLi 599

EB013769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OTK( 超完備情境日語慣用表現 (16K平裝 +1MP3) ◎ Miharu Akimoto&Tikako Aruga 469

EB013770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POO( 最好看的日本民間故事【彩圖中日對照】（50K+2MP3） ◎ Nishiy Hideo 399

EB013771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NPN( Japan自由行日語手冊 (50K+1MP3) ◎ Yi Pingting 269

EB013772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NQK( 台客日語通：在台灣的日語情境會話表現 (50K+互動
學習光碟 -含 MP3朗讀 ) ◎ Kinoshita-masako

399

EB013773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MLQ( Japan在地日語：日本文化即時通（50K+互動學習
光碟 -含 MP3朗讀） ◎ Kinoshita Masako

399

EB013774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LPP( 旅遊日語趴趴走（50K軟皮精裝 +互動學習光碟 -含 MP3朗讀） ◎ Sato Nana 499

EB013775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KOT( 日語慣用句型全書（32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Chang Botao 960

EB013776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KKL( 生活日語單字一次搞定（32K+互動學習光碟 -含 MP3朗讀） ◎ Ye Pingting 480

EB013777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NKLS( 生活日語會話一次搞定（32K+互動學習光碟 -含 MP3朗讀） ◎ Kumiko 580

EB013778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MSQS( 用日文說中國成語（32K軟皮精裝 +1MP3） ◎ Yu Meixisng 280

EB013779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MSRP( 用日文秀自己（32K+1MP3） ◎ Sato Nana 250

EB013780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MRNS( 生活 旅行 社交日語 in Taiwan（50K+1MP3） ◎ Sato kaya 250

EB013781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MQKS( 超強日會話練習書（50K+1MP3） ◎ Kinoshita Masako 269

EB013782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8 y(7IJ8G1*SOMPTM( 享受美食學日語（20K） ◎ Wen Zhang 249

EB013783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NLS( 飯店日語實務手冊（32K+1MP3） ◎ Matsumoto Mika / Yi Pingting 249

EB013784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MSS( Japan自由行日語手冊（32K+1MP3） ◎ Yi Pingting 269

EB013785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NMP( 餐飲日語實務手冊（32K+MP3） ◎ Huang Yuko 249

EB013786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MLT( 超完備情境日語慣用表現（16K硬皮精裝 +1MP3） ◎ Miharu Akimoto / Tikako Aruga 499

EB013787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LPS( 台客日語通：在台灣的日語情境會話表現（32K+1MP3） ◎ Kinoshita-masako 249

EB013788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RN(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3、4級字彙（50K+3MP3） ◎ Gong Li 499

EB013789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PT(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字彙Ｉ（50K+2MP3） ◎ Gong Li 429

EB013790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QQ(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2級字彙 II（50K+2MP3） ◎ Gong Li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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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791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MKOM( 征服！日本語能力測驗1級字彙（50K+3MP3） ◎ Gong Li 499

EB013792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TLP( 生活日語會話一次搞定（25K軟皮精裝 +1MP3） ◎ Kumiko 390

EB013793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TKS( 生活日語單字一次搞定（25K+1MP3） ◎ Ye Pingting 320

EB013794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RKK( 生活日語會話通（50K+1MP3） ◎ Matsumoto Mika 299

EB013795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RLR( 生活日語字彙通（32K+1MP3） ◎ Huang Yue 299

EB013796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ORM( 用日文說中國成語（25K+MP3） ◎ Yu Meixiang 290

EB013797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OQP( 旅遊日語趴趴走（32K+MP3） ◎ Sato Nana 280

EB013798 語言工場 ﹝東方語言﹞ 2007 y(7IJ8G1*SOLNPT( 用日文秀自己（25K+1MP3） ◎ Sato Nana 280

EB013799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1994 y(7IJ5H0*PLKOMN( 日語趣談 ◎ 港館編輯部 選輯 120

EB013800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1*OONTKO( 平成16年度日本語能力試驗1級問題與解答 ◎ 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220

EB013801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1*OONTLL( 平成16年度日本語能力試驗2級問題與解答 ◎ 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220

EB013802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1*OONTNP( 平成16年度日本語能力試驗4級問題與解答 ◎ 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220

EB013803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9 y(7IJ5H1*OKPQMT( 初級日語習字帖 ◎ 本局編輯部編 70

EB013804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1*OOMOLT(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 )4級檢單 ◎ 本局編輯部 140

EB013805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1*OOMPKL(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 )3級檢單 ◎ 本局編輯部 140

EB013806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1*OONSTS(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 )2級檢單 ◎ 本局編輯部 320

EB013807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1*OOOSKM(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 )1級檢單 ◎ 本局編輯部 270

EB013808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ROOP( 新基準日語五十音習字帖 ◎ 本局編輯部 120

EB013809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8 y(7IJ5H1*OPKSST( 簡單日語五十音的王道 (附 CD) ◎ 三民日語編輯小組 -編著 190

EB013810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1993 y(7IJ5H0*PKQRQL( 袖珍日漢詞典 ◎ 陳 岩 編 270

EB013811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1995 y(7IJ5H0*PLLLMN( 日語成語慣用語詞典 ◎ 徐昌木 編著 300

EB013812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8 y(7IJ5H1*OMTKKR( 突破日語發音 ◎ 楊清發編著 100

EB013813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8 y(7IJ5H1*OPKQMT( 別找了，日語發音這本最好用！ (附 CD) ◎ 三民
日語編輯小組 -編著；今泉江利子 -審閱

320

EB013814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3 y(7IJ5H1*OLLOPN( 現代日文法 ◎ 卜鍾元 133

EB013815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0 y(7IJ5H1*OLLORR( 簡明日本文法 ◎ 王世雄 133

EB013816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3 y(7IJ5H1*OLLPLO( 日本語法精解 (平 ) ◎ 洪炎秋 378

EB013817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0 y(7IJ5H1*OLLPRQ( 現代實用日本語文法 ◎ 張庸吾 311

EB013818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KOTL(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4級文法一把抓 (二版 ) ◎ 楊惠菁；蘇阿亮 250

EB013819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KPKR(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2級文法一把抓 (二版 ) ◎ 永石繪美、本局編輯部 -編著 280

EB013820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KSLL(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1級文法一把抓 (二版 ) ◎ 永石繪美；本局編輯部 -編著 260

EB013821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KSNP( 日語能力檢定系列3級文法一把抓 (二版 ) ◎ 溫雅珺、蘇阿亮 -編著 260

EB013822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1994 y(7IJ5H0*PKSPSL( 現代日語語法 ◎ 余均灼 編著 220

EB013823 台灣商務 ﹝東方語言﹞ 1995 y(7IJ5H0*PLKRPL( 自修日語 (二 )-現代日語語法 ◎ 莊以淳 編著 200

EB013824 國家 ﹝東方語言﹞ 1995 y(7IJ5H3*QKNTNL( 最新精編日文文法 ◎ 謝銘仁 200 

EB013825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PLQS( 口訣式日語動詞 ◎ 李宜蓉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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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826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3 y(7IJ5H1*OLLPML( 初階日語讀本 ◎ 渡邊柳子著 100

EB013827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86 y(7IJ5H1*OLLPNS( 現代高級日語讀本 ◎ 柯劉蘭編 67

EB013828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6 y(7IJ5H1*OMMSQM( 初級日語 (附 CD3片 ) ◎ 藤井志津枝、鄭婷婷、宿谷睦夫編著 500

EB013829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3 y(7IJ5H1*OMPPLL( 中級日語Ⅰ (附 CD3片 ) ◎ 藤井志津枝、鄭婷婷、宿谷睦夫 -編著 500

EB013830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3 y(7IJ5H1*OMQNLK( 中級日語Ⅱ (附 CD3片 ) ◎ 藤井志津枝、鄭婷婷、宿谷睦夫編著 500

EB013831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QNQN( 日本語大好 ?－我愛日本語Ⅰ (附 CD) ◎ e日本語教育研究所 -編著 390

EB013832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7 y(7IJ5H1*OOSNQR( 日本語大好 ?－我愛日本語Ⅱ (附 CD) ◎ e日本語教育研究所 -編著 360

EB013833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8 y(7IJ5H1*OOTRMM( 日本語大好 ?一我愛日本語Ⅲ (附 CD) ◎ e日本語教育研究所 -編著 390

EB013834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8 y(7IJ5H1*OPKTSS( 日本語大好 ?一我愛日本語Ⅳ (附 CD) ◎ e日本語教育研究所 390

EB013835 國家 ﹝東方語言﹞ 1995 y(7IJ5H3*QKNTPP( 最新精編日語讀本 (初 ) ◎ 謝銘仁 200 

EB013836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1 y(7IJ5H1*OLLPQT( 現代日語會話 ◎ 丁顏梅 178

EB013837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4 y(7IJ5H1*OMLLTN( 中；日；英語慣用語句―日常會話實用手冊 ◎ 章陸著 222

EB013838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2005 y(7IJ5H1*OMTKOP( 商用日語會話Ⅰ ◎ 楊清發編著 230

EB013839 三民書局 ﹝東方語言﹞ 1999 y(7IJ5H1*ONKLLT( 商用日語會話Ⅱ ◎ 楊清發編著 220

EB013840 台灣商務 ﹝印歐語系﹞ 1992 y(7IJ5H0*PKOMRT( 袖珍法漢詞典 ◎ 法漢詞典編寫組編 270

EB013841 台灣商務 ﹝印歐語系﹞ 1996 y(7IJ5H0*PLMMRO( 法語一日一題 (Francais 365) ◎ 徐世熙 編著 360

EB013842 台灣商務 ﹝印歐語系﹞ 1992 y(7IJ5H0*PKORRO( 袖珍西漢詞典 ◎ 李 多 編 270

EB013843 三民書局 ﹝印歐語系﹞ 2006 y(7IJ5H1*ONRLQN( 實用西班牙語彙 ◎ 曾茂川編著 600

EB01384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B27IA*QPLRKO( 指定科目英文考科百分百全真模擬試題 (含解析
本 )Simulation Tests for CEE ◎ 王隆興 -編著

163

EB01384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B98FE*TNQMPP( 青春記事簿（共八冊含 CD） ◎ 2072

EB01384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KK( 大喜說故事系列16冊 (附 CD) ◎ 2720

EB01384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SKOR( Vocabulary 4001~7000―進階必考3000單字
書 ◎ 丁雍嫻、邢雯桂、盧思嘉、應惠蕙 -編著

325

EB01384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NLTP( 關鍵片語800隨身讀 ◎ 本局編輯部 110

EB01384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RQLM( All in Reading book one(全方位英文閱讀 ) ◎ 余光雄 300

EB01385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TKMT( You Can Write!寫作導引 (全新改版 ) ◎ 李文玲 -編著 150

EB01385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TSLO(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附解析及 CD) ◎ Barbara Kuo-編著 350

EB01385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KOQT( 精選片語500隨身讀 ◎ 三民書局編輯部英文科彙整 75

EB013853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6*PRTLPS( 三分鐘流利英語會話 ◎ 李錫敏 299

EB013854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6*PRTLOL( 一次學會同義　反義　相似詞（附 MP3） ◎ 樊志虹 250

EB013855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5*KSTSLS( 飯店英語 (附 MP3) ◎ 蔡文宜 320

EB013856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6*PRTKRN( 重點式英語關鍵句 ◎ 松崎博 160

EB013857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6*PRTKQQ( 遊學英語會話書 ◎ 陳佩雲譯 160

EB013858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6*PRTKSK( 休閒運動英語附 MP3 ◎ 樊志虹 320

EB013859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6*RTMNTR( 紐約逍遙遊（附 MP3） ◎ 李錫敏 290

EB013860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6*PRTKKO( 背包客筆記書（附 MP3） ◎ 樊志虹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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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861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6*RTMNSK( 遊學任我行18k(附 MP3) ◎ 蔡文宜 290

EB013862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MMT( 簡單易學 -英語攻略24規則（25K） ◎ 岩田 一男 149

EB013863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MLM( 長話短說 -英語短語妙用手冊（25K+2CD） ◎ 吉成 雄一郎 199

EB013864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MNQ( 美語特教班 -會話特訓（25K+4CD） ◎ 廉谷 明子 199

EB013865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MKP( 全方位英語 -從 Good Morning開始（25K+4CD） ◎ 楊鑫南 / 陳正記 199

EB013866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TT( 流利英語頂呱呱 -Easy & Smart英語學習法（25K+2CD） ◎ 草野 進 199

EB013867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RP( 流利英語頂呱呱 -EASY & Smart英語學習法（25K） ◎ 草野 進 149

EB013868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SM( 這樣玩英語 -休閒運動學英語（25K+4CD） ◎ IAN OADES 199

EB013869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QS( 這樣玩英語 -休閒運動學英語（25K） ◎ IAN OADES 149

EB013870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PL( 英語聽、說、讀 -Hit英語學習法（25K+2CD） ◎ 增井 由紀美 199

EB013871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OO( 英文法訣竅 -問答式簡易英語速成（25K） ◎ 長澤壽夫 149

EB013872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NR( 英語口才技巧 -實用社交英語（25K） ◎ 吉野 富士雄 149

EB013873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LN( 多益聽力一點通 -聽力大攻略（16K+CD） ◎ 小池直己 199

EB013874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MK( 多益文法一點通 -文法大攻略（16K+CD） ◎ 小池直己 199

EB013875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LKQ( 多益單字一點通 -單字大攻略（16K+CD） ◎ 小池直己 199

EB013876 大堯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6*RTMKTK( 多益會話一點通 -會話大攻略（16K+CD） ◎ 小池直己 199

EB013877 亞太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8*PLKNTP( 新聞英語 ◎ 張覺明 300

EB013878 亞太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8G7*SKTKOT( 新聞英語精粹選讀 ◎ William Thissen / Timothy Berge 300

EB013879 知書房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6*NOOKRR( 煩得要命的英文字 (16k) ◎ 泰瑞．狄利（ Terry Deary） 280

EB01388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QSM(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各學科關鍵英單 Grade 
1 (菊8K+1MP3) ◎ Michael A. Putlack

350

EB01388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PM( 征服全民英檢！中高級字彙 &模擬練習（20K + 1CD） ◎ K. Mitchell 300

EB01388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RQ( 英語閱讀技巧攻略 1【修訂三版】 (20K+1MP3) ◎ 
Gregory John Bahlmann&Dennis Le Boeuf&Liming Jing

380

EB01388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SN( 英語閱讀技巧攻略 3【修訂二版】 （20K+1MP3） ◎ Tina Gionis 380

EB01388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QNR( 英語閱讀技巧攻略 2【修訂二版】（20K+1MP3） ◎ 
Gregory John Bahlmann &Dinnis Le Boeuf&Liming Jing

380

EB01388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QT( 英文商務書信範例＆應用 （16K精裝） ◎ Michelle Witte 550

EB01388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QQS( 專攻聽解！分類解析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1級 1997年 ~2006
年 -修訂版 (16K+1MP3) ◎ 彭誼芝 /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

480

EB01388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QMK( Look! 英文標示 &招牌――從日常生活標示學
英文（32K+1MP3） ◎ Geos Corporation

299

EB01388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SO( 旅遊英語自由行（25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鄭仰霖 599

EB01388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SR( Enjoy Your Stay-English for the Hotel Industry(菊8開
彩色 +CD) ◎ Robert Majure&Jess Martin

360

EB01389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QP( Enjoy Your Stay 專業旅館英語 (菊8開彩色 +CD) ◎ Robert Majure&Jess Martin 380

EB01389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NMN( Good Job!職場英文王 (16K+1MP3) ◎ Michelle Witte 450

EB01389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LR( 新聞英語關鍵字：簡明辭典 (20K)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380

EB01389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MO( 美國之音政治社會新聞英語聽力訓練 (20K + 
1MP3 不分售 )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340

EB01389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SQ( 快熟高中學測考古題英單（50K） ◎ ping ling chang 199

EB01389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OS(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閱讀 &模擬解析（25K） ◎ Juno Lin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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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89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PQ( 專攻聽解！分類解析日本語能力測驗考古題2級 
1997年 ~2006年 (16K+1MP3) ◎ 彭誼芝

450

EB01389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NL( 美國之音――財經新聞英語聽力訓練 (32K+3MP3) ◎ Judy Majewski 320

EB01389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RL( 你用「對」英文了嗎？正確使用英文 A到 Z（20K） ◎ 景黎明 / 白潔 480

EB01389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SS( 大考英單7000隨身背1：Level 1-3（64K）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150

EB01390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TP( 大考英單7000隨身背2：Level 4-6（64K）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150

EB01390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OT( 英單不要再「混」了！幫你搞懂高中英語近義詞（32K+3MP3） ◎ 嚴沂臻 320

EB01390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TO( 深度閱讀：英語文選集（25K彩圖 +1CD） ◎ 白楊 220

EB01390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KK( Reading Moments: A Collection of Famous English 
Writings（25K彩圖 +1CD） ◎ Young White

200

EB01390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KL( 擁抱英語文選 (25K彩圖版 +1CD) ◎ Michaeline Wu 250

EB01390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LS( Reading Inspiration：A Collection of Famous Writings (25K彩圖版 +1CD) ◎ Michaeline Wu 200

EB01390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RQ( 美國之音娛樂休閒新聞英語聽力訓練：育樂、生活、旅遊篇 (20K + 1MP3 不分售 ) ◎ 李盈瑩
340

EB01390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SN( 考前衝刺30天！日本語能力測驗3級 ?4級文法（50K） ◎ 王俐雅 249

EB01390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NT( 科技英文閱讀＆練習 (16K) ◎ Joanne Juett Ph. D 350

EB01390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OQ( English for Specializ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6K) ◎ JoAnne juett Ph. D 325

EB01391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LN(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字彙 &模擬練習1（25K+1MP3） ◎ Vicky Huang 269

EB01391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MK(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字彙 &模擬練習2（25K+1MP3） ◎ Vicky Huang 269

EB01391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SM( 彩圖實境旅遊英語（32K+1MP3） ◎ P. Walsh 380

EB01391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TT( 愛上英語名句名言（25K） ◎ Marcia Cheng 300

EB01391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KQ( Build Up 狄克生片語 (完全解析版 ) (32K+1MP3) ◎ Matt Coler 449

EB01391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PM( 美國之音科技新聞英語聽力訓練：科技醫療生態篇（20K＋1MP3） ◎ Dennis le boeuf 340

EB01391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MM( 英語閱讀技巧攻略 3【修訂二版】 (20K彩色 ) ◎ Tian Gionis 300

EB01391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LO( 征服全民英檢！中級寫作 &模擬練習（25K） ◎ Sophie Sun 250

EB01391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PN( 征服全民英檢！中級字彙 &模擬練習 1（20K+1MP3） 
◎ Winne Huang Christian Anderson

360

EB01391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QK( 征服全民英檢！中級字彙 &模擬練習 2（20K+1MP3） 
◎ Winnie Huang Christian Anderson

360

EB01392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LP( 英語閱讀技巧攻略 1【增訂三版】 (20K彩色 ) ◎ 
Gregory John Bahlmann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300

EB01392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NTKM( May I Help You?餐飲旅館英文（菊8開 +1CD） ◎ Robert Majure 320

EB01392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PRT( 英文商務書信範例＆應用 (16K彩色 +雙色 ) ◎ Michelle Witte 450

EB01392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NPR(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文版 +1MP3) ◎ L. Frank Baum 200

EB01392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NQO( 綠野仙蹤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漢版 +1MP3) ◎ L. Frank Baum 250

EB01392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ORK( Look! 英文標示 &招牌――從日常生活標示學
英文（20K+1MP3） ◎ Geos Corporation

350

EB01392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PLR( 快熟高中學測考古題英單（20K） ◎ Ping Lin Chang 220

EB01392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LPT( Look! 英文標示 &招牌――從日常生活標示學英文（20K） ◎ Geos Corporation 250

EB01392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NLT(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文版 +1MP3) ◎ Kenneth Grahame 200

EB01392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NMQ( 柳林風聲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漢版 +1MP3) ◎ Kenneth Grahame 250

EB01393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LK(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閱讀 &模擬解析（20K） ◎ Juno Lin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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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93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RM( 英單不要再「混」了！幫你搞懂高中英語近義詞（20K+1MP3） ◎ 嚴沂臻 380

EB01393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TRS( NEW TOEIC 聽力完全攻破 INTENSIVE（16k彩
圖 +CD ◎ 李寶英、金真璟、金學仁、李美英

680

EB01393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TQL( 美國之音――財經新聞英語聽力訓練 (20K + 1MP3) ◎ 李盈瑩 360

EB01393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LOM( 英單不要再「混」了！幫你搞懂高中英語近義詞 (20K) ◎ 嚴沂臻 280

EB01393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6*QNRMQL( Grammar Plus: 聽說讀寫全方位進化（菊8K+1CD） ◎ Madalena Cruz-Ferreira Niu Jian 380

EB01393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KNQ( 英文寫作高分班 Just Write It!（32K） ◎ 黃瑜汎、孫雅玲 300

EB01393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RSR( 傳奇．亞瑟王與圓桌武士 (25K彩圖英漢版 +1MP3) ◎ Mary Macgregor 250

EB01393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SLR( 誦讀英語經典短文 1（50K+1 MP3） ◎ Michaeline Wu 249

EB01393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SMO( 誦讀英語經典短文 2（50K+1MP3） ◎ Michaeline Wu 249

EB01394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ROT( 日英中單字一本搞定 (50K＋4MP3) ◎ 葉平亭 &鄭家文 269

EB01394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RQN( 小氣財神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漢版 +1MP3) ◎ Charles Dickens 250

EB01394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NLM( 小婦人 (彩圖經典改寫文學25K+1MP3) ◎ Louisa May Alcott 250

EB01394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PTQ( 玩味‧伊索寓言【英漢版】(25K+1MP3) ◎ Aesop 260

EB01394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OQQ( 綺想．格林童話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漢版 +1MP3) ◎ Brothers Grimm 260

EB01394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PQP( 夢想．安徒生童話中英對照 (25K原著刪節彩圖版 +1MP3) ◎ Hans C. Andersen 250

EB01394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NMT( 彼得潘 (25K原著刪節彩圖英漢版 +MP3) ◎ J. M. BARRIE 250

EB01394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SLK( 品味莎士比亞英文名作選 (2) (25K彩圖經典改寫文學 +1MP3) ◎ E. Nesbit 280

EB01394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TP( 科技日語單字王－－口譯、科技人好幫手 (日英中對照 )(32K) ◎ 村上律子 350

EB01394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LOP( 突破商用英文：Reading & Listening（20K+CD) ◎ Tim Ferry 390

EB01395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SS( 商用英文文法進階班（菊8開 +1CD） ◎ Paul Emmerson 450

EB01395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SO( 美國之音新聞英語聽力訓練 (32K +4MP3) ◎ Limimg Jing 349

EB01395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RL( NEW TOEIC 閱讀完全攻破 INTENSIVE（16K+CD） ◎ 金智淵、崔伊鈴、李恩奎 720

EB01395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RN( NEW TOEIC 閱讀完全攻破 BASIC (16K讀本＋
解析本 ) ◎ 金智淵、李寶英、李聖龍

590

EB01395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STQ( 用英文 Show簡報 ?專業英文簡報實用技巧 (32K+1MP3) ◎ lan Mckinnon 380

EB01395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MQ(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字彙 &模擬練習1（20K+1MP3） ◎ Vicky Huang 299

EB01395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NN( 征服全民英檢！初級字彙 &模擬練習2（20K+1MP3） ◎ Vicky Huang 299

EB01395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SK( 商用英文文法基礎班 (菊8K+CD) ◎ Paul Emmerson 350

EB01395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TR( 考前衝刺30天！日本語能力測驗3級 ?4級文法 ◎ 王俐雅 299

EB01395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RP( NEW TOEIC聽力完全攻破 BASIC(不分售 )（16K書
＋解析本＋ MP3） ◎ 金秀賢、李聖熙、金妙熹

620

EB01396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SKN( 品味莎士比亞英文名作選 (1) (25K彩圖經典改寫文學 +1MP3) ◎ E. Nesbit 280

EB01396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TT( 秘密花園 (25K彩圖經典文學改寫英漢對照 +1CD) ◎ FrancesH. Burnett 230

EB01396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LM( 海蒂 -阿爾卑斯山的小女孩 (25K彩圖經典文學英漢對照+1CD) ◎ Johanna Spyri 230

EB01396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NQ( 英文寫作高分班 Just Write It!（16K） ◎ 黃瑜汎、孫雅玲 350

EB01396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OOP( Build Up 狄克生片語 ( 25k+2CD ) ◎ Matt Coler 399

EB01396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MK( 彩圖 KK音標一學就會 (32K+1MP3) ◎ 李盈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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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396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KS( 戰勝新聞英語字彙 -政治財金外交篇 (50K+1MP3) ◎ 黃瑜汎 499

EB01396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LP( 戰勝新聞英文字彙 -社會健康娛樂篇 (50K+1MP3) ◎ 黃瑜汎 499

EB01396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MRS( 誦讀英語經典短文1(25K+1CD) ◎ Michaeline Wu 299

EB01396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MSP( 誦讀英語經典短文2(25K+1CD) ◎ Michaeline Wu 299

EB01397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SO( 邂逅希臘神話：英文讀本 【1】 (彩圖 25K+ 1MP3) ◎ James Baldwin 250

EB01397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TL( 邂逅希臘神話：英文讀本 【2】 (25K彩圖 + 1MP3) ◎ James Baldwin 250

EB01397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RR( Build Up 狄克生片語 ◎ Matt Coler 250

EB01397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MKT( 超好用手繪英語動詞（32K+1MP3） ◎ Dennis Le Boeuf / Amanda Chen 349

EB01397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LRT( 電話英語說對了沒？－基礎會話篇（32K+1MP3） ◎ Alex Rath Ph. D. 249

EB01397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LO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愛麗絲夢遊仙境（25K彩
圖英漢對照 +MP3） ◎ Lewis Carroll / Norman Fung

250

EB01397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SL( 學英文要有字彙－由閱讀過程學習字彙（32K+1MP3） ◎ Robert Tolmasoff 339

EB01397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KPQ( 用英文介紹台灣（20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Paul O'Hagan 390

EB01397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QR( 每天10分鐘搞定美語會話（50K+1MP3） ◎ 江瑞仁 299

EB01397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RO( 學英文要有字彙 --由閱讀過程學習字彙 (32K) ◎ Robert Tolmasoff 220

EB01398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RSN( 美國之音新聞英語聽力訓練（20K+1MP3） ◎ 鄭家文 360

EB01398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ROP( 用英文 Show簡報－專業英文簡報實用技巧（20K+1CD） ◎ Ian McKinnon 420

EB01398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RLO( 英文諺語隨翻隨用（25K） ◎ Neal Lee 220

EB01398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KT(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4（25K+1MP3） ◎ Guhua Wu 250

EB01398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LQ(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5（25K+1MP3） ◎ Guhua Wu 250

EB01398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MN(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6（25K+1MP3） ◎ Guhua Wu 250

EB01398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SP( 彩圖ＫＫ音標一學就會（20K+CD） ◎ 李盈瑩 250

EB01398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ONL( 用英文 SHOW簡報－專業英文簡報實用技巧（20K） ◎ Ian Andrew Mckinnon 320

EB01398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ORT(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1(25K+1MP3) ◎ Guhua Wu 250

EB01398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OSQ(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2(25K+1MP3) ◎ Guhua Wu 250

EB01399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OTN(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3(25K+1MP3) ◎ Guhua Wu 250

EB01399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QO( 電話英語說對了沒？情境會話篇（彩圖書 +1CD） ◎ Alex Rath Ph. D 269

EB01399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NO( 求職英文 Step by Step（32K）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360

EB01399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TRR( 學英文要有字彙 -由閱讀過程學習字彙（20K+2CD） ◎ Robert Tolmasoff 399

EB01399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TMM( 讀鬼故事學英語（20K+2CD） ◎ Paul O'Hagan 390

EB01399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MR( 美國經典短篇小說選讀【中英對照】（25K） ◎ Washington Irving 250

EB01399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MQ( 征服！學測英單7000（64K軟皮精裝） ◎ Carter Yen 269

EB01399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TQK( 學英文要有字彙 -由閱讀過程學習字彙（20K） ◎ Robert Tolmasoff 280

EB01399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KN( 電話英語說對了沒？ -基礎會話篇（20K+1CD） ◎ Alex Rath Ph. D 269

EB01399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TO( 超好用手繪英語動詞（20K+2CD） ◎ Dennis Le Boeuf / Amanad Chen 449

EB01400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SR( 讀奇聞怪事學英語（20K+2CD平裝） ◎ Paul O'Hagan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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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00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QN( 超好用手繪英語動詞（20K） ◎ Dennis Le Boeuf 299

EB01400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LQ( 英文文法全書（20K精裝典藏版）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850

EB01400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KT( 每天10分鐘搞定美語會話（25K+2CD） ◎ 江瑞仁 369

EB01400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QL( 讀鬼故事學英語（20K平裝） ◎ Paul O'Hagan 250

EB01400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SS( 戰勝新聞英語字彙 -政治財金外交篇（25K+3CD） ◎ 黃瑜汎 520

EB01400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RNL( 英單片語 So Easy！（25K+4CD） ◎ Matt Coler 549

EB01400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PQ( 讀奇聞怪事學英語（20K平裝） ◎ Paul O'Hagan 250

EB01400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TP( 戰勝新聞英語字彙 -社會健康娛樂篇（25K） ◎ 黃瑜汎 350

EB01400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KL( 戰勝新聞英語字彙：社會健康娛樂篇（25K+3CD） ◎ 黃瑜汎 550

EB01401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MQ( 大人小孩的英文歌謠 Level 3（20K+1CD） ◎ 呂珮榮 249

EB01401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QO( 戰勝新聞英語字彙 -政治財金外交篇（25K） ◎ 黃瑜汎 320

EB01401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LT( 超簡單手繪旅遊英語（32K+1MP3） ◎ Iris Chang 269

EB01401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TR( 大人小孩的英文歌謠 Level 1（20K+1CD） ◎ 呂珮榮 249

EB01401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ONO( 英語表情達意 讀與說（50K+1MP3） ◎ LiLi Crum 380

EB01401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NN( 大人小孩的英文歌謠 Level 2（20K+1CD） ◎ 呂珮榮 249

EB01401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KM( 超簡單手繪旅遊英語（32K） ◎ Iris Chang 169

EB01401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7*LNSKQO( 多益致勝大全 聽力篇（菊8K+2CD） ◎ Milada Broukal / Bruce Rogers 420

EB01401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7*LNSNNK( 多益致勝大全 閱讀篇（菊8K） ◎ Milada Broukal / Bruce Rogers 330

EB01401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OMR( 英語表情達意 讀與說（50K） ◎ LiLi Crum 280

EB01402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MNQ( 英單片語 So Easy!（25k） ◎ Matt Coler 350

EB01402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MTS( 用英文介紹台灣 (32K+1MP3) ◎ Paul O'Hagan 299

EB01402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KO( 旅遊英語自由行 (50K+2MP3) ◎ 鄭仰霖 499

EB01402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TNM( 理性與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25K+1CD) ◎ Jane Austen 250

EB01402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TOT( 威尼斯商人 (25K+1CD) ◎ W. Shakespeare 230

EB01402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KNS( 紅字 (The Scarlet Letter)(25K+1CD) ◎ Nathaniel Hawthorne 250

EB01402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STP( 羅賓漢 (25K+1CD) ◎ Brain J. sTUART 230

EB01402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LSP( 讀聖經故事學英語 :新約篇 (25K+2CD) ◎ Logan Marshall 360

EB01402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SSS( 英語表情達意 讀與說 (25K+1CD) ◎ LiLi Amanda Crum 450

EB01402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RMR( 長腿叔叔 (25K+1CD) ◎ Jean Webster 230

EB01403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RQP(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歐 . 亨利短篇小說 (25K+1CD) ◎ O'Henry 250

EB01403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RST(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4(16K+2CD) ◎ Guhua Wu 300

EB01403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RTQ(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5(16K+2CD) ◎ Guhua Wu 300

EB01403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SKM(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6(16K+2CD) ◎ Guhua Wu 300

EB01403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PTS(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1(16K+2CD) ◎ Guhua Wu 300

EB01403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QKO(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2(16K+2CD) ◎ Guhua Wu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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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03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QLL( 英語聽力口語表達 Step by Step3(16K+2CD) ◎ Guhua Wu 300

EB01403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PSL( 聖經故事 (I)(25K+1CD) ◎ 230

EB01403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PNQ( From Text to Talk:Ancient Inventions (25K) ◎ Paul O'Hagan 200

EB01403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ONR( From Text to Talk:Strange Happenings From Around the(25K) ◎ Paul O'Hagan 200

EB01404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OPL( 讀名人小傳學英文 (20K+2CD) ◎ Paul O'Hagan 390

EB01404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PPK( Exploring the Ancient World in English(20K) ◎ Tina Gionis 240

EB01404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MTL( 誦讀英文伊索寓言 (25K+2CD) ◎ V. S. Vernon Jones 340

EB01404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OKQ( Smiley Grammar Book 3--World Talk(20K) ◎ Dennis Jame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30

EB01404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OOO( 用英文介紹台灣 (20K+2CD) ◎ Paul O'Lagan 390

EB01404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SNL( 隱形人 (25K+1CD) ◎ Herbert George Wells 250

EB01404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QL( 讀聖經故事學英語 :舊約篇 (25K+3CD) ◎ Logan Marshall 500

EB01404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MNT( From Text to Talk:Famous People (25K) ◎ Paul O'Hagan 200

EB01404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MSO( 誦讀英文伊索寓言 (25K) ◎ V. S. Vernon Jones 160

EB01404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NTK( 超簡單手繪旅遊英語 (20K+2CD) ◎ lris Chang 349

EB01405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MQK( Smiley Grammar Book 2---World Talk (20K) ◎ Dennis Jame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30

EB01405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PO( 讀聖經故事學英語 :舊約篇 (25K) ◎ Logan Marshall 250

EB01405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RS( 讀聖經故事學英語 :新約篇 (25K) ◎ Logan Marshall 180

EB01405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MMM( 讀名人小傳學英文 (20K平裝 ) ◎ Paul O'Hagan 250

EB01405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TKT( 超簡單手繪旅遊英語 (20K) ◎ 橋本友紀 / 池火田裕介 199

EB01405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TSP( 你真的懂美式英語嗎？ (32K) ◎ Willam C. Harvey,M. S. 380

EB01405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KQM( 用英文介紹台灣 (20K) ◎ Paul O'Hagan 250

EB01405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KRT( From Text to Talk:Taiwan in Simple English(25K) ◎ Paul O'Hagan 200

EB01405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KOS( Smiley Grammar Book 1-World Talk(20K)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50

EB01405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QMQ( 旅遊英語自由行 (50K+5CD) ◎ 鄭仰霖 800

EB01406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RMP( 旅遊英語自由行 (50K) ◎ 鄭仰霖 300

EB01406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LQQS( 先知 (25K) ◎ 紀伯侖 200

EB01406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QLT( 英文契約書 (32K軟皮精裝 ) ◎ 日野修男 / 出澤秀二 / 竹原隆信 / 杉浦幸彥 / 水谷孝三 700

EB01406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LLQN( 仲夏夜之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25K WS002 ◎ Charles and Mary Lamb 120

EB01406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ORN( 小時候的英語詩 (2)(25K+2CD)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480

EB01406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NMT( 讀森林王子學英語 (逐字解析讀本 -25K+1CD) ◎ Joseph Rudyard Kipling 470

EB01406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NKP( 旅遊英語自由行 ◎ 鄭仰霖 380

EB01406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NPK( 小時候的英語詩 (1)(25K+2CD) ◎ Dennis Le Boeuf,景黎明 480

EB01406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MOO( 叢林故事 ◎ Joseph R. Kipling(吉卜林 ) 250

EB01406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MPL( 黛絲 . 米勒 ◎ Henry James(亨利 . 詹姆斯 ) 200

EB01407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MRP( 小王子 (25K硬皮精裝彩色版 +Mebook) ◎ 聖．艾修伯里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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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07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LSN( 商用英文書信快速上手 (20K硬皮精裝 ) ◎ 范紅 550

EB01407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LTK( 新聞英語突破閱讀 (20K+1CD) ◎ Tim Ferry 630

EB01407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MLN( 飲食生活英語 (25K+3CD) ◎ 李佩琳、Iain Findlay Melville 680

EB01407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LOP( 尬盤球，飆英語 (25K+2CD) ◎ 尹裕 550

EB01407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KKS( 多益聽力新題型模擬試題 (16K+2CD) ◎ Andrew E. Bennett 350

EB01407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KPN( 讀快樂王子學英文 (32K+2CD) ◎ 王爾德 450

EB01407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KRR( 多益閱讀新題型模擬試題 (16K) ◎ Andrew E. Bennett 250

EB01407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KLP( 實用面試英語 (32K+3CD) ◎ 劉愛英、李芳琴、常亮 700

EB01407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KOQ( 讀快樂王子學英文 (32K) ◎ 王爾德 200

EB01408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KTQS( Anne of Green Gables(清秀佳人 )(25K) 01CC007 ◎ 露西．蒙歌瑪麗 220

EB01408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SNO( 英語連音說得溜 (25K軟皮精裝 +1CD)書與 CD不分售 ◎ Lisa Vogt 299

EB01408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SPS( 新聞英語字彙4000(20K+4CD) ◎ 小林敏彥 800

EB01408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TTP( 福爾摩斯 (25K+1CD) ◎ Louise Benette,David Hwang 250

EB01408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RSK( 商用英文書信成功策略 (32K) ◎ Sheryl Lindsell-Roberts 560

EB01408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SMR( 實用英文商業財經用語 (32K) ◎ 劉柏登 350

EB01408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TMQ( 賣火柴的小女孩 (25K+1CD) ◎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 230

EB01408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TRL( 龍龍與忠狗 (25K+1CD) ◎ David Desmond O'Flaherty 230

EB01408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QQR( 自我介紹日本語 (25K軟皮精裝 +2CD) ◎ 佐藤娜娜 480

EB01408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QRO( 新聞英語字彙3000(20K+4CD) ◎ 小林敏彥 800

EB01409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SQON( VOA新聞英語聽力入門 (20K+2CD)書與 CD不分售 ◎ 小林敏彥 460

EB01409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PRP( 快樂王子 (英漢對照 )(20K) ◎ 王爾德 230

EB01409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QLM( 英語文選菁華 (25K軟皮精裝 +2CD) ◎ 白楊 550

EB01409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QKP( 英語文選菁華 (25K軟皮精裝 ) ◎ 白楊 300

EB01409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PNR( 中英文易犯錯誤比一比隨身書 (50K) ◎ 江瑞仁 180

EB01409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OPM( 小王子 (25K+2CD) ◎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250

EB01409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OQT( 孤星血淚 (25K+1CD) ◎ Louise Benette,David Hwang 250

EB01409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MTM( 實用英文商業財經用語 (20K) ◎ 劉柏登 380

EB01409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OML( 祕密花園 (25K+1CD) ◎ Frances Hesmon O'Flaherty 230

EB01409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MOR( 清秀佳人 (25K+1CD) ◎ Brian J. Stuart 230

EB01410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MNK( 聖誕故事 (25K+1CD) ◎ O. Henry /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230

EB01410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LRT( 妙改中國民間故事學英文 (50K+2CD) ◎ Lisa L. Diaz 430

EB01410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MSP( 初級英文文法圖解練習英文版 (16K) ◎ Alex Rath Ph. D. 480

EB01410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TLM( 新聞英語突破閱讀 (20K) ◎ Tim Ferry 480

EB01410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KQN( 老人與海 (25K+1CD) ◎ Ernest Hemingway 250

EB01410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TTS( 小氣財神 (25K+1CD) ◎ Christmas Carol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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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10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KKL( 歌劇魅影 (25K+1CD) ◎ Gaston Leroux 250

EB01410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KSR( 奧瑟羅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0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KTO( 哈姆雷特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0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LMO( 商務英文書信範例2500(32K+1CD-Rom) ◎ John Woods 690

EB01411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KRK( 日本民間故事選 (25K) ◎ 西山敏夫 等 330

EB01411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QNT( English Slang From A to Z(20K) ◎ Lili Amanda Crum 380

EB01411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TMT( 英文文法聖經 (20K硬皮精裝 ) ◎ Michael Strumpf / Auriel Douglas 750

EB01411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SKMP( 讀世界名言學英語合訂本 (25K軟皮精裝 ) ◎ 陳榮吉 400

EB01411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RSN( 小美人魚 (25K+1CD) ◎ Louise Benette,David Hwang 230

EB01411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SKQ( 人面巨石 (25K+1CD) ◎ Nathaniel Hawthorne 230

EB01411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SLN( 第十二夜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1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SMK( 羅密歐與茱麗葉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1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QOQ( 一報還一報隨身書 (50K書 +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1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QPN( 連環錯隨身書 (50K書 +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2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PKT( 英文文法全書活用練習 (25K)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450

EB01412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PMN( 幼教美語父母教師手冊 (20K+4CD) ◎ 渡邊道子 等 880

EB01412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PQL( 飯店廚房英語 (32K+2CD) ◎ Robert Majure 600

EB01412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PPO( 飯店廚房英語 (32K) ◎ Robert Majure 350

EB01412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PSP( Short Stories by O. Henry(25K) ◎ O. henry 200

EB01412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OQM( 終成眷屬隨身書 (50K書 +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2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OSQ( 馴悍記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2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NMP( 飯店客房英語 (32K+2CD) ◎ Robert Majure 600

EB01412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OPP( 節慶英語英文版Western Holidays and Festivals(20K) ◎ Andrew Chien 280

EB01412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NLS( 飯店客房英語 (32K) ◎ Robert Majure 350

EB01413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KSK(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 (25K) ◎ 歐 . 亨利 280

EB01413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MTP( 李爾王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3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NKL( 馬克白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3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LST( 餐飲英語 (32K+2CD) ◎ Robert Majure 680

EB01413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LTQ( 皆大歡喜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3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MKM( 威尼斯商人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20

EB01413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QK(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 (25K+1CD) ◎ Lev Nikolaevich Tolstoy 230

EB01413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TL( 歌劇故事 (25K+1CD) ◎ Louise Benette, David Hwang 250

EB01413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LRM( 餐飲英語 (32K) ◎ Robert Majure 430

EB01413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LMR( 把玩英文雙關語隨身書 (50K+3CD) ◎ 豐田一男 580

EB01414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MM( 伊索寓言 (25K+1CD) ◎ Aeso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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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14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NTR( 飯店廚房英語 (20K+2CD) ◎ Robert Majure 630

EB01414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NT( 飯店前檯英語 (32K+2CD) ◎ Robert Majure 700

EB01414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LP( 美女與野獸 (25K+1CD) ◎ Beaumont M. 230

EB01414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KS( 飯店前檯英語 (32K) ◎ Robert Majure 450

EB01414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SMN( 初級英檢字彙考前速記版隨身書 (50K) ◎ 羅竹君 230

EB01414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RTN( 冬天的故事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00

EB01414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SKT( 無事生非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00

EB01414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QSR( 暴風雨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00

EB01414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QTO( The Wizard of oZ(25K綠野仙蹤英文版 ) ◎ Lyman Frank Baum 160

EB01415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RKK( 仲夏夜之夢隨身書 (50K+Mebook) ◎ Charles and Mary Lamb 400

EB01415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RQM( 英文文法聖經 (20K) ◎ Michael Strumpf 690

EB01415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QRK( 你的英文又錯了 !(修訂新版 )20K硬皮精裝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700

EB01415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QQN( 飯店客房英語 (20K+2CD) ◎ Robert Majure 630

EB01415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0*OKONNN( 老人與海 (25K) 01CR06 ◎ 海明威 200

EB01415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ONO( 把玩英文雙關語 (25K) ◎ 豐田一男 320

EB01415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PQO( 餐飲英語 (20K+2CD) ◎ Robert Majure 730

EB01415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PRL( 英文文法全書活用練習 (20K)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480

EB01415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PMQ( TOEIC多益頻出字彙1200(18K+2CD) ◎ 白野伊津夫等 600

EB01415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PPR( TOEIC多益基礎字彙1200(18K+2CD) ◎ 白野伊津夫等 600

EB01416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NSK( 飯店廚房英語 (20K) ◎ Robert Majure 380

EB01416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PKM( 用英語自我介紹 (增訂版 )隨身書 (50K+2CD) ◎ 松山正男 / Charles Browen合 430

EB01416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ORM( 英文文法全書 (32K) ◎ Dennis Le Beouf / 景黎明 780

EB01416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OTQ( 用英語自我介紹 (增訂版 )隨身書50K ◎ 松山正男 / Charles Browne合 180

EB01416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NNTQ( 托福測驗完全攻略3000語 (20K+1CD-ROM) ◎ 木村哲也 880

EB01416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OMR( 情境美語500句 (2)隨身書 (50K+Mebook)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580

EB01416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OOL( 法律英文讀寫實務 (32K) ◎ 何主宇 680

EB01416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OKN( TOEIC多益必修字彙1200(18K書 +2CD) ◎ 白野伊津夫 / Lisa A. Stefan 600

EB01416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NQMO( Homestay遊學英語 (25K+2CD) ◎ 小林則子 580

EB01416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LMK( 綠野仙蹤 (25K) ◎ Lyman Frank Baum 230

EB01417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MRO( 飯店客房英語 (20K) ◎ Robert Majure 380

EB01417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LOO( 飯店前檯英語 (20K+2CD) ◎ Robert Majure 730

EB01417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LRP( 我如何學會九種語言隨身書 (50K) ◎ 斯蒂夫．考夫曼 180

EB01417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KNS( 用英語自我介紹 (增訂版 ) ◎ 松山正男 &Charles Browne 220

EB01417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QSK( 英文文法全書 (20K)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780

EB01417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TLS( 餐飲英語 (20K) ◎ Robert Majure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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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17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QRN( 飯店前檯英語 (20K) ◎ Robert Majure 480

EB01417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SRL( 英文文法聖經32K(軟皮精裝 ) ◎ Michael Strumpf 等 690

EB01417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SSS( 你的英文又錯了 !(32K增訂版 )-英語正誤辨析 A TO Z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600

EB01417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ROL( 我如何學會九種語言 (25K) ◎ 斯蒂夫．考夫曼 200

EB01418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RPS( Peter Pan(25K) ◎ J. M. Barrie 200

EB01418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PNQ( 法律英文讀寫實務 (20K) ◎ 何主宇 780

EB01418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QQQ( 讀短詩學英語 (32K+Mebook電子書 ) ◎ 葉弦 530

EB01418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RLK( 錢伯斯關鍵字英英學習詞典 (32K) ◎ Sandra Anderson等 280

EB01418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OQS( 實用面試英語 (32K+Mebook) ◎ 劉愛英等 900

EB01418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OPL( 實用面試英語 (32K) ◎ 劉愛英等 400

EB01418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NML( 世說貿語 :貿易與英文 (32K+1CD) ◎ 林永樂 530

EB01418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OKQ( The Call of the Wild(25K) ◎ 傑克．倫敦 150

EB01418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NLO( 世說貿語 :貿易與英文 (32K) ◎ 林永樂 380

EB01418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NSN( TOEIC Skills:Focus on Phrases(20K+2CD) ◎ Andrew E. Bennett 460

EB01419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MRR( 彼得潘 (25K) ◎ J. M. Barrie 280

EB01419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KLR( 商用英文書信快速上手 (20K) ◎ 范紅 主編 520

EB01419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KPP( 你的英文又錯了 !(修訂新版 )20K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650

EB014193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NROR( 英文文法聖經 (18K)-新版 ◎ Michael Strumpf 690

EB014194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5*SPMTPP( 多益測驗完全攻略3000(1)(16K書 +1CD) 01TE005 ◎ Susan Anderton等 480

EB014195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5*SPMROK( 如何進行英語會議 (25K) 01CE009 ◎ 陳景蔚 300

EB014196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5*SPLTTQ( 用英語祝賀與慰問 (25K) 01EW001 ◎ 白楊 220

EB014197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5*SPKSPM( 安徒生童話集 (25K) ◎ 漢斯．安徒生 250

EB014198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0*OKOSKR( 茵夢湖 (25K) 01CR03 ◎ 施篤姆 120

EB014199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0*OKONOK( 伊索寓言 (25K) 01CR13 ◎ 伊索 200

EB014200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0*OKOOQN( 小王子 (25K) 01CR04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160

EB014201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0*OKORSO( 清秀佳人 (25K) 01CR08 ◎ 露西．蒙歌瑪麗 290

EB014202 寂天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NPKL( 動物農莊 (25K) 01CR022 ◎ George Orwell 200

EB014203 深思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KPM( 海外留學準備 FAQ(25K) ◎ Alex Rath Ph. D. 320

EB014204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OSK( Heinemann圖解初級英文文法 ◎ Digby Beaumont 280

EB014205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RLS( 中級英檢文法解析 (20K平裝 ) ◎ Chen Xi Lin 350

EB014206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PLRPM( 心裡想什麼，用英語說出來（20K+2CD） ◎ Samantha Gamoran 449

EB014207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8*NPLRTK( 心裡想什麼，用英語說出來（32K+1MP3） ◎ Samantha Gamoran 399

EB014208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LT( 只要懂不要說的英語 (25K+1CD) ◎ Sterling Johnson 230

EB014209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TP( 只要懂不要說的英語（50K+MP3） ◎ Sterling Johnson 199

EB014210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QOSPO( 必背英單7000神奇速記 :用字首字根輕鬆記憶英文單字 ◎ Edward Vince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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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211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OK( 必背英單7000神奇速記 :用字首字根輕鬆記憶英文單字 (50K) ◎ Edward Vince 250

EB014212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MQ( 改變人生的英語名言 :勵志名言500句 (25K) ◎ Frank Chen 280

EB014213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PLRKR( 改變人生的英語名言：勵志名言500句（50K） ◎ Frank Chen 220

EB014214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RKL( 初級英檢文法解析 ◎ Bao Guo Hong 250

EB014215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QOSNK( 英語成語故事 (25K) ◎ Ann Hudson 280

EB014216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RL( 英語成語故事 (50K) ◎ Ann Hudson 230

EB014217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QOSOR( 英語與詞彙故事 (25K) ◎ Lin Pei Fang 250

EB014218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QO( 英語與詞彙故事 (50K) ◎ Lin Pei Fang 220

EB014219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QOSLQ( 常用英語正誤辨析 (20K) ◎ Nigel D. Turton 680

EB014220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MQOSSP( 常用英語正誤辨析 (32K) ◎ Nigel D. Turton 580

EB014221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PLRLO( 帶著英語去旅行：彩圖旅遊英語（20k） ◎ Peggy Walsh 299

EB014222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PLRML( 帶著英語去旅行：彩圖旅遊英語（20K+2CD） ◎ Peggy Walsh 499

EB014223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PLRRQ( 帶著英語去旅行：彩圖旅遊英語（32K） ◎ Peggy Walsh 280

EB014224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8*NPLRQT( 帶著英語去旅行：彩圖旅遊英語（32K+1MP3） ◎ Peggy Walsh 399

EB014225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8*NPLRSN( 彩圖情境生活英語（32K+1MP3） ◎ Reuven Knight 399

EB014226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NKSQNN( 啟發心靈的英語名言 :經典名言500句 (25K) ◎ Frank Chen 280

EB014227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PST( 慣用英語口語800(25K) ◎ Patrick Colton 280

EB014228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PTQ( 慣用英語口語800(25K+3CD) ◎ Patrick Colton 580

EB014229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MQOSQL( 慣用英語口語800(50K) ◎ Patrick Colton 230

EB014230 善本書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MQOSRS( 慣用英語口語800(50K+MP3) ◎ Patrick Colton 480

EB014231 瑞昇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5*MQQSSM( 帶孩子用英語遊世界 ◎ Anne Akamasu&鈴木 kaoru 280

EB014232 瑞昇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5*MQRMOR( 雙音軌聽單字哇 !超好記 (附 mp3CD) ◎ 赤井田拓彌 280

EB01423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QKQ( 搞定初中級英檢字彙片語（50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齤 399

EB01423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QPL( 勝出！我的求職英語最出色（20K） ◎ Dennis Le Boeuf 390

EB01423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TK( 愛在英詩中：16至20世紀經典英詩賞析（50k） ◎ Richard Lee 250

EB01423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TL( 中級英檢寫作教戰手冊（增修版） ◎ 孫雅玲 300

EB01423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ML( 開口讀英文文法 Reading and Listening 1（32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50

EB01423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NS( 開口讀英文文法 Reading and Listening 2（32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50

EB01423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OP( 開口讀英文文法 Reading and Listening 3（32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50

EB01424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PLO( 彩圖實境英語：生活會話 All My Life（32K+1MP3） ◎ R. Knight 299

EB01424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NRS( 初級英檢寫作教戰手冊【增修版】（16K） ◎ 黃瑜汎 320

EB01424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RR( 超好學 KK音標與字母拼讀法（20K+互動學習光碟） ◎ 呂珮榮 299

EB01424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PN( 黑神駒【彩圖中英對照】（25K+1MP3） ◎ Anne Sewell 250

EB01424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QK( 閱讀伊索寓言【彩圖中英對照】（20K+1MP3） ◎ Aesop 250

EB01424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LP( 快熟初級英檢字彙（32K+1MP3） ◎ Maggie Lo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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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24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NTM( 飯店英語實務手冊（20K+1MP3） ◎ New Otani 380

EB01424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OKS( 遇見格林童話【中英對照】（25K+1MP3） ◎ Wihelm&Jacob Grimm 280

EB01424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MRT( 高中英單7000魔術記憶：從字首字根記憶英文單字（50K） ◎ Edward Vince 250

EB01424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QN( 國中學測英單隨身背（50K+互動光碟―含 MP3朗讀） ◎ Bai Yang 299

EB01425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RK( The Easy Guide to Avoiding Errors in English(20K) ◎ Dennis James Le Boeuf / Liming Jing 550

EB01425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MP( 彩圖實境英語：生活會話 All My Life（20K+1MP3） ◎ R. Knight 299

EB01425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LNM( 初學者一定要會的英文單字（25K+1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Zoe Teng 380

EB01425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QO( 當英語遇上人類大發明（20K+1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P. O Hagan 349

EB01425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OK( Let's Sing and Play! Teaching with Fairy Tales(16K+1MP3) ◎ R. Tamminga 350

EB01425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TK( 吃吃喝喝學英文（50K+3MP3） ◎ Pei-Lin Lee 349

EB01425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MQ( 必背初中級英檢單字片語（32K+2MP3） ◎ Yoshimura Taksyoshi 299

EB01425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LT( 英語會議 Handbook（32K+1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J Wey Chen Ph D 350

EB01425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NR( 會議英語表達無礙（25K+1MP3） ◎ Osugi Ayako 480

EB01425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TRP( Hello！電話英語（32K+1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Alex Rath Ph. D 399

EB01426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QKKM( 當英語遇上不思議事件（20K+1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P. O Hagan 349

EB01426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NS( 搞定初中級英檢字彙片語（25K+1MP3） ◎ M. Coler 380

EB01426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ML( 英語情感表達20堂課（25K+1CD） ◎ L. A Crum 280

EB01426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KR( 當英語遇見大人物（20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Paul O'Hagan 390

EB01426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SO( 美國人的英語，很嗆！英語與文化的深度學習（32K） ◎ W. C. Harvey 350

EB01426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SOP( 遇見伊索寓言【中英對照】（25K+1MP3） ◎ Aesop 280

EB01426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RRR( 邂逅英美經典散文【中英對照】（25K+1MP3） ◎ Frank Chen 269

EB01426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OR( 穿越時空愛英語：用英文探訪世界古文明（20K+互
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T. Gionis

299

EB01426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PO( Bon Voyage! 旅遊英語 Handbook (50K+2MP3) ◎ Polly Davis 449

EB01426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NK( 25堂功能式英語會話（20K+1MP3） ◎ Samanths Gamoran 380

EB01427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TM( 全英語授課 Handbook（20K+1MP3） ◎ Alex Rath 399

EB01427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PTN( 淺酌英語小品【選粹】(50K+1MP3) ◎ AMANDA LEE 269

EB01427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KT( 愛在英詩中：16至20世紀經典英詩賞析（25k） ◎ Richard Lee 260

EB01427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LQ( 征服國中基測！初級英文文法 &練習 1（32K） ◎ F. Chaze 200

EB01427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QMN( 征服國中基測！初級英文文法 &練習 2（32K） ◎ F. Chaze 200

EB01427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OTO( 唱吧！英文歌謠：聽歌謠說故事 (50K軟皮精裝 +2MP3) ◎ Gloria Lu 429

EB01427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PMO( 征服國中基測！初級英文文法 &閱讀 1（32K） ◎ M. J. Landrieu 250

EB01427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PNL( 征服國中基測！初級英文文法 &閱讀 2（32K） ◎ L. lritz 250

EB01427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OSR( 英文語法搞清楚：糾正你的文法與字彙（32K） ◎ N. D. Turton 499

EB01427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OPQ( 超強英單字練習書――透過豐富練習題打好英單基礎（20K+1MP3） ◎ R. Tolmasoff
399

EB01428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OQN( 觀光英語 Let's Go! (32K+2 MP3) ◎ Kiwi Cheng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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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28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ONM( 英文超短語隨背隨用（25K+1MP3） ◎ May Lee 330

EB01428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MR( 高中英單7000魔術記憶：從字首字根記憶英文單字（25K） ◎ Edward Vince 280

EB01428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PS( 超強商用英文書信範例（20K+1CD-Rom） ◎ J. Woods 580

EB01428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LSK( 千萬別用錯英文單字（25K+1MP3） ◎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350

EB01428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KN( 用聽寫法你也能學好英語（25K） ◎ Zhong Dao Long 280

EB01428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MNO( 英文契約：撰寫與閱讀（18K） ◎ Nobuo Hino 530

EB01428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KRO( 超好用英語表達常用句（25K+互動光碟―含 MP3朗讀） ◎ David Jiang 299

EB01428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KTS( 初級英文文法 Fun輕鬆：圖說與練習（橫16K） ◎ Diby Beaumont 280

EB01428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LLL( 黑神駒【彩圖中英對照】（20K+1MP3） ◎ Anna Sewell 250

EB01429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KON( Golf！小白球的英語世界（50K+1MP3） ◎ C. Borowski 249

EB01429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PLKO( 十堂英語創意教案：用童話帶動英語教學 (16K+1MP3) ◎ 唐睿謙 380

EB01429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SRT( 閱讀新約聖經故事【彩圖中英對照】（20K+1MP3） ◎ LoganMarshall 249

EB01429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SQM( 閱讀舊約聖經故事【彩圖中英對照】（20K+1MP3） ◎ Logan Marshall 280

EB01429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MSM( 征服 TOEIC 高分字彙 (20k+1mp3) ◎ S. Anderton 499

EB01429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MRP( 生活英會話隨背隨用 (50K軟精 +MP3) ◎ ShunjiYamaguchi 369

EB01429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SOS( 快熟中級英檢字彙（50k+1MP3） ◎ Maggie LO 269

EB01429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NKP( Bon Voyage! 旅遊英語 Handbook (25K+1MP3) ◎ Polly Davis 499

EB01429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8G1*SOORKL( Oh! Holiday英美節慶英語 （25K+MP3） ◎ Andrew Chien 269

EB01429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PKN( 開口讀英文文法 Reading and Listening 1（20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80

EB01430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PLK( 開口讀英文文法 Reading and Listening 2（20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80

EB01430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PMR( 開口讀英文文法 Reading and Listening 3（20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80

EB01430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ONP(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亞洲之旅 (32K+1MP3) ◎ Tina Gionis 329

EB01430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OOM(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美澳之旅 (32K+1MP3) ◎ Tina Gionis 329

EB01430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OMS(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歐非之旅 (32K+1MP3) ◎ Tina Gionis 329

EB01430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LQT( Bon Voyage！旅遊英語 Handbook ◎ Polly Davis 380

EB01430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TT( 你的英文夠 in嗎？最夯的英文俚語用法（32K+2MP3） ◎ L. A Crum 399

EB01430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OO( Welcome! 飯店英語 Handbook (50K+2MP3) ◎ Wesley Maury 449

EB01430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NR( Welcome! 餐飲廚房英語 Handbook （50k+2MP3） ◎ Polly Davis 449

EB01430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PL( Well Done!全方位會議英語 Handbook (50K+2MP3) ◎ Ange McChria 399

EB01431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QS( 美國人的英語，很嗆！英語與文化的深度學習（20K） ◎ W. C Harvey 380

EB01431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KQ( 英語對話 Free Talk（50K+2MP3） ◎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350

EB01431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MLN( 新‧中國民間故事【中英對照】（25K+1MP3） ◎ L. L. Diaz 250

EB01431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LML( The Easy Guide to Avoiding Errors in English(32K軟皮
精裝 ) ◎ Dennis James Le Boeuf／ Liming Jing

499

EB01431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LKR( 遇見世界童話故事【中英對照】（50k+1MP3） ◎ LoMu-Jen 269

EB01431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TL( 邂逅英美經典散文【中英對照】（32k+互動學
習光碟―含 MP3朗讀） ◎ Frank Chen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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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31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OQ( 必背初中級英檢單字片語（50K+2MP3） ◎ Yoshimura Taksyoshi 299

EB01431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KS( TOEIC多益致勝入門英單（32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31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LP( TOEIC多益致勝基礎英單（32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31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MM( TOEIC多益致勝頻出英單（32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32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KNT( TOEIC多益致勝必修英單（32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32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OK( 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and 
Usage（20K） ◎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680

EB01432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TPR( 英文語法搞清楚：糾正你的文法與字彙（20K） ◎ N. D. Turton 499

EB01432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SST( 千萬別用錯英文單字（50K+1 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320

EB01432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SQP( 新聞英語核心3000字彙（50K+2MP3） ◎ Toshihiko Kobayashi 350

EB01432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SRM( 新聞英語核心4000字彙（50K+2MP3） ◎ Toshihiko Kobayashi 350

EB01432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NP( 用英語哈啦個夠 (50k軟皮精裝 + MP3) ◎ L. Lizards 269

EB01432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ON( 必背初級英檢字彙 (50K + 1MP3) ◎ Nullarbor 269

EB01432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PK( 快熟中級英檢字彙 (32+1MP3) ◎ Maggie LO 299

EB01432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TS( 英文超短語隨背隨用 (32K+互動光碟 ) ◎ May Lee 399

EB01433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MS( 商用英文書信 Step by Step (20k) ◎ S. Lindsell-Roberts 500

EB01433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QR( 商務英語會話 Handbook (25K+1MP3) ◎ Peng Ling 399

EB01433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PT( 淺酌英語經典散文 (25K+ 1MP3) ◎ Bai Yang 269

EB01433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KO( 遇見伊索寓言【中英對照】 （32K+ 互動光碟） ◎ Aecop 350

EB01433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RQQ( 與塔羅有約：鄔斯賓斯基透視你的深層意識 (25K) ◎ P. D. Ouspensky 199

EB01433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QRO( 戰勝日語自動詞他動詞 (50k + 2MP3) ◎ Cosmos Culture 399

EB01433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LN( 法律英文 :撰寫與閱讀 (32K軟皮精裝 ) ◎ zhuyu he 499

EB01433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KQ( Golf! 小白球的英語世界（25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C. Borowski 349

EB01433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PL( 全英語授課 Handbook(32K+2MP3) ◎ Alex. Rath PH. D 399

EB01433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PNR( 征服 TOEFL！高分字彙 (32K+1MP3+1CD-Rom) ◎ Tetsuya Kimura 480

EB01434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OQT( 生活英語了沒 ?(25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99

EB01434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ORQ( 教你讀懂新聞英語（32K+1MP3） ◎ T. Ferry 399

EB01434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OLO( 手繪兒童生活英語 :用英語過一天 2(菊8K1CD) ◎ 方雅虹 269

EB01434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MTM( 唱吧！英文歌謠：聽歌謠說故事 (25K軟皮精裝 +1MP3) ◎ Gloria Lu 499

EB01434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OQ( 英語變話無窮 -英文雙關語 A~Z(25K+1MP3) ◎ Kazuo Toyoda 299

EB01434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NT( 旅行浮世繪：用英文探訪世界（32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 T. Gionis 469

EB01434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NMM( 王爾德童話故事集（20K彩圖 +1MP3） ◎ Oscar Wilde 269

EB01434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OKR( 手繪兒童生活英語：用英語過一天 1 (菊8K+1CD) ◎ 方雅虹 269

EB01434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LSQ( Go吧！旅遊英語（50K+互動學習光碟 -含 MP3朗讀） ◎ Lisa Chou 299

EB01434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MMN( 中高級英檢分類字彙（32K+1MP3） ◎ Katharine Mitchell 349

EB01435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LTN( 中文超短句 英文怎麼說？（50K+2MP3） ◎ Tina Gionis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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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35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LQM( 遊學英語不用怕（50K+1MP3） ◎ Noriko Kobayashi 300

EB01435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NQ( Welcome！飯店英語 Handbook (25K附彩色圖解學習 +1MP3) ◎ Wesley Maury 499

EB01435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LM( Welcome！餐飲廚房英語 Handbook（25K附彩色圖解 +1MP3） ◎ Polly Davis 499

EB01435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LKK( Well Done！全方位會議英語 Handbook（25K+1MP3） ◎ Ange McChria 450

EB01435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KP( Welcome！餐飲廚房英語 Handbook（25K附彩色圖解） ◎ Polly Davis 320

EB01435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KTO( Well Done！全方位會議英語 Handbook（25K） ◎ Ange McChria 280

EB01435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KNM( 用英文秀自己（50K+1MP3） ◎ Masao Matsuyama / Charles Browne 249

EB01435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KMP( 快熟初級英檢字彙（50K+1MP3） ◎ Maggie Lo 269

EB01435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NKSR( 淺酌英語小品【選粹】（32K+互動學習光碟－含 MP3朗讀） ◎ Amanda Lee 399

EB01436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TMT( Welcome! 飯店英語 Handbook (25K附彩色圖解學習 ) ◎ Wesley Maury 320

EB01436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SMK( 必背初中級英檢單字片語（32K軟皮精裝 +2MP3） ◎ Yoshimura Taksyoshi 380

EB01436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OQM( 觀光英語 Let's Go！（20K彩色圖解版 +3CD） ◎ Kiwi Cheng 549

EB01436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SLN( 你的英文夠 in嗎？最夯的英文俚話用法（20K+1MP3） ◎ L. A. Crum 399

EB01436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RTK( 超好用英語表達常用句（50K+1MP3） ◎ David Jiang 249

EB01436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SPL( 中英語法了不了：中英語法錯誤趣談（25K） ◎ Randolph Chiang 200

EB01436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PN( 當英語邂逅美食【聚會節慶美食篇】－看彩圖學餐飲英語最輕鬆！（32K+1MP3）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349

EB01436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RR( 當英語邂逅美食【餐飲職場應用篇】－看彩圖學餐飲英語最輕鬆！（32K+1MP3）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349

EB01436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NT( 當英語邂逅美語【購物享用美食篇】－看彩圖學餐飲英語最輕鬆！（32K+1MP3）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349

EB01436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OQ( 當英語邂逅美食【聚會節慶美食篇】－看彩圖學餐飲英語最輕鬆！（32K）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249

EB01437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QK( 當英語邂逅美食【餐飲職場應用篇】－看彩圖學餐飲英語最輕鬆！（32K）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249

EB01437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MM( 當英語邂逅美食【購物享用美食篇】－看彩圖學餐飲英語最輕鬆！（32K）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249

EB01437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TL( The Easy Guide to Avoiding Errors in English（20K精
裝） ◎ Dennis Jamds Le Boeuf / Liming Jing

599

EB01437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OPP( 觀光英語 Let's Go！（20K彩色圖解版） ◎ Kiwi Cheng 380

EB01437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RML( 國中學測英單隨身背（64K+1MP3） ◎ Bai Yang 220

EB01437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QLP( 超強英單字練習書－透過豐富練習題打好英單基礎（32K+2MP3） ◎ R. Tolmasoff 399

EB01437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RS( 英文契約：撰寫與閱讀（20K硬皮精裝） ◎ Nobuo Hino 580

EB01437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NK( 情境英會話隨背隨用（25K+1MP3） ◎ Shunji Yamaguchi 369

EB01437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PO( Oh, Holidays！英美節慶英語（50K+2MP3） ◎ Andrew Chien 269

EB01437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QL( 遇見伊索寓言【中英對照】（50K+1MP3） ◎ Aesop 250

EB01438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MPOR( 英語面試一本通（50K+1MP3） ◎ Linn Aiying 299

EB01438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NN(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亞洲之旅（20K彩圖） ◎ Tina Gionis 250

EB01438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OK(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美澳之旅（20K彩圖） ◎ Tina Gionis 250

EB01438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TP( 征服 TOEIC！高分字彙（32K+1MP3） ◎ S. Anderton / Shinichiro Nakamura 469

EB01438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NPQ( 法律英文：撰寫與閱讀（20K精裝） ◎ Zhuyu He 599

EB01438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RL(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歐非之旅（20K+1CD彩圖） ◎ Tina Gionis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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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38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NNM( 新聞英語核心3000字彙（50K軟皮精裝 +2MP3） ◎ Toshihiko Kobayashi 369

EB01438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NOT( 新聞英語核心4000字彙（50K軟皮精裝 +2MP3） ◎ Toshihiko Tobayashi 369

EB01438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NQN( 生活英會話隨背隨用（25K+1MP3） ◎ Shunji Yamaguchi 369

EB01438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MKM(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歐非之旅（20K彩圖） ◎ Tina Gionis 250

EB01439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RM( 必背初級英檢字彙（32K軟皮精裝 +1MP3） ◎ Nullarbor 299

EB01439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QP( 英語變話無窮 -英文雙關語 A~Z（50K+2MP3） ◎ Kazuo Toyoda 280

EB01439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TQ( Shakespeare's Four Comedies: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s You Like It, Twelfth Night（25K+1MP3） ◎ Charles and Mary Lamb

299

EB01439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ST(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Macbeth（25K+1MP3） ◎ Charles and Mary Lamb

299

EB01439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LOL( 遇見格林童話【中英對照】（50K+2MP3） ◎ Wihelm / Jacob Grimm 280

EB01439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TPN( 中文超短句英文怎麼說（25K+3CD） ◎ Tina Gionis 449

EB01439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KNP( 生活英語了沒？（50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69

EB01439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KSK( 用英語哈啦個夠（25K+1MP3） ◎ L. Lizards 299

EB01439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TM( 英文超短語隨背隨用（50K軟皮精裝 +2MP3） ◎ May Lee 299

EB01439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NK( 名人這麼說：雋永英語名言（50K） ◎ 馬西亞 280

EB01440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SP( 當英語遇上數字（50K+1MP3） ◎ Paul Snowden 250

EB01440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TNT( 中文超短句 英文怎麼說？（25K） ◎ Tina Gionis 299

EB01440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MN( 中級英檢閱讀模擬練習解析（32K） ◎ 張雅姿 280

EB01440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PO( TOEIC多益致勝必修英單（20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40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OR( TOEIC多益致勝頻出英單（20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40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SRS( 用英文秀自己（25K+1MP3） ◎ Masao Matsuyama 280

EB01440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NM( 淺酌英語經典散文（25K+1MP3）(軟精裝 ) ◎ Bai Yang 299

EB01440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OK( 當英語邂逅美食【餐飲職場應用篇】-20K+1CD ◎ Pei-Lin LEE 369

EB01440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RPP( 國中學測英單隨身背（32K+1MP3） ◎ Bai Yang 249

EB01440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RMO( 商務英語會話 Handbook（32K+1MP3） ◎ Peng Ling 380

EB01441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LS( 朗誦韻文學英語1：強化你的音韻與語感（50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50

EB01441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MP( 朗誦韻文學英語2：強化你的音韻與語感（50K+1MP3）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250

EB01441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OT( TOEIC多益致勝入門英單（20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41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QRK( TOEIC多益致勝基礎英單（20K+1MP3） ◎ L. A. Stefani 280

EB01441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OKN( 中高級英檢閱讀模練習解析 ◎ Scott Ivan Cook 300

EB01441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MS( 當英語邂逅美食【聚會節慶美食篇】（20K+1CD） ◎ PEI-LIN LEE 369

EB01441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PPR( 當英語邂逅美食【餐飲職場應用篇】-看彩圖
學餐飲英語最輕鬆 -20k ◎ pei-lin lee

250

EB01441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OOL( 超好用英語表達常用句（32K+MP3） ◎ David Jiang 280

EB01441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OPS( 會議英語表達無礙（20K） ◎ Osugi Ayako 380

EB01441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OLK( 征服 TOFEL！高分字彙（20K+1CD+CD-Rom） ◎ Tetsuya Kimura 480

EB01442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NSR(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亞洲之旅（20K+1CD） ◎ Tina Gionis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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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42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MNRK( 寄英文明信片給你：我的美澳之旅（20K+1CD） ◎ Tina Gionis 369

EB01442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MON( 當英語邂逅美食【購物享用美食篇】(20K+1CD)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369

EB01442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RN( 英語面試一本通（32K+1MP3） ◎ Linn Aiying 380

EB01442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LL( 當英語邂逅美食【聚會節慶美食篇】-看彩圖學餐飲
英語最輕鬆 !20k ◎ Pei-Lin Lee / Iain Findlay Melville

250

EB01442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OM( 遊學英語不用怕 (25K+1MP3) ◎ Noriko Kobayashi 380

EB01442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NP( Basic 商務旅行英語 (50K+1MP3) ◎ Osmu Takeuchi 250

EB01442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NQQ( Hello！電話英語（25K+2MP3） ◎ Alex Rath 380

EB01442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LSM( 當英語邂逅美食【購物享用美食篇】-看彩圖學餐飲
英語最輕鬆 !-20K ◎ Pei-Lin Lee / lain Findiay Melville

250

EB01442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KQT( 初學者一定要會的英文單字 (32K+2MP3) ◎ Zoe Teng 320

EB01443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KRQ( 英語會議 Handbook(50K+1MP3) ◎ Prof. J. Wey Chen,Ph. D 320

EB01443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KSN( 旅遊英語趴趴走 (50K+1MP3) ◎ William Lido 250

EB01443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LKTK( 職場英語演講一本通 (50K+2MP3) ◎ Satoshi lshii 320

EB01443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TMP( 國際貿易英文WTO Speak(20K) ◎ Ling Yong Le 290

EB01443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TLS( 英語對話 Free Talk(25K+4CD) ◎ Dennis Le Boeuf / Liming Jing 380

EB01443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SNN( 生活英會話隨背隨用 (50K+1MP3) ◎ Sasic Expressions for Everyday 320

EB01443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SOK( 情境英會話隨背隨用 (50K+2MP3) ◎ Shunji Yamaguchi 350

EB01443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QRN( 初學者一定要會的英文單字 (20K+3CD) ◎ Zoe Teng 430

EB01443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QSK( 飯店英語實務手冊 (50K) ◎ New Otani 250

EB01443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QQQ( 初學者一定要會的英文單字 (20K) ◎ Zoe Teng 250

EB01444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PQR( 必背初中級英檢單字片語 (20K) ◎ Yoshimura Taksyoshi 280

EB01444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OQS( Basic商務旅遊英語 (25K+2CD) ◎ OSMU TAKEUCHI 280

EB01444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SOKPKP( 英語會議 Handbook(32K) ◎ Prof. J. Wey Chen,Ph. D 230

EB01444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NQT( 兒童美語教師與父母溝通手冊 (25K+4CD) ◎ Watanabe Michiko 450

EB01444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NNS( 超好學 KK音標語字母拼讀法 (25K+2CD) ◎ 呂珮榮 250

EB01444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NRQ( 兒童美語教師與父母溝通手冊 (25K) ◎ Watanabe Michiko 250

EB01444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NPM( 旅遊英語趴趴走 (25K+2CD) ◎ William Lido 280

EB01444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NSN( 職場英語演講一本通 (25K) ◎ Satoshi lshii 250

EB01444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OR( 超好學生活英語 (25K+2CD) ◎ William Lido 290

EB01444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KT( TOEIC多益致勝入門英單 (50K) ◎ L. A. Stefani 199

EB01445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NK( TOEIC多益致勝必修英單 (50K) ◎ L. A. Stefani 199

EB01445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LQ( TOEIC多益致勝基礎英單 (50K) ◎ L. A. Stefani 199

EB01445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1*SOKLMN( TOEIC多益致勝頻出英單 (50K) ◎ L. A. Stefani 199

EB01445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SSQ( 必背英單7000(2)(64開平裝 ) ◎ 顏語櫻 150

EB01445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TMN( 超好背常用分類英單片語 (50K) ◎ Jchun Longhao 199

EB01445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SMO( 先知 (25K軟皮精裝 ) ◎ Kahlil Gibran(紀伯侖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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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45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TROT( 超好學 KK音標與字母拼讀法 (20K+2CD) ◎ 呂珮榮 250

EB01445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RM( 中級英檢字彙模擬練習2(25K+5CD) ◎ 吳音凝 680

EB01445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6*TQNKKL( 初級英檢分類字彙1500(20K) ◎ 許良順 280

EB01445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QP( 中級英檢字彙模擬練習1(25K+5CD) ◎ 吳音凝 680

EB01446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ST( 中級英檢字彙模擬練習 (1)(25K+1CD) ◎ 吳音凝 280

EB01446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TQ( 中級英檢字彙模擬練習2(25K+1CD) ◎ 吳音凝 280

EB01446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PS( Intermediate English Grammar:A Reference and Practice Book2 ◎ Alex Rath Ph. D. 250

EB01446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NO( 看笑話學英語3(25K+Mebook) ◎ 朱家雄 450

EB01446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TK(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A Reference and Practice Book (1) ◎ Alex Rath Ph. D. 260

EB01446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KN(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A Reference and Practice Book 2 ◎ Alex Rath Ph. D. 220

EB01446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NLQOL( Intermediate English Grammer:A Reference and Practice Book1 ◎ Alex Rath Ph. D. 280

EB01446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LO( 中級英文文法應用練習1(16K) ◎ Alex Rath Ph. D. 280

EB01446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ML( 中級英文文法應用練習2(16K) ◎ Alex Rath Ph. D. 250

EB01446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PM( 初級英文文法圖解練習1(16K) ◎ Alex Rath 230

EB01447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QT( 初級英文文法圖解練習2(16K) ◎ Alex Rath 200

EB01447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OPOQ( 動物農莊 (軟皮精裝 ) 02WL007 ◎ George Orwell 99

EB01447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NS( 中級英檢字彙模擬練習1(20K+1CD) ◎ 吳音凝 330

EB01447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OP( 中級英檢字彙模擬練習2(20K+1CD) ◎ 吳音凝 330

EB01447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LOPKR( 英語文選閱讀測驗2(25K英文版 ) ◎ Michaeline Wu 150

EB01447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OLOK( 長腿叔叔 (軟皮精裝 ) 02WL001 ◎ 琴 . 韋伯斯特 99

EB01447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7*OSQOSQ( 常用英文諺語 A-Z隨身書 (50K) ◎ 李瑋 250

EB01447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7*OSQOTN( 簡明新聞英語詞典 (32K) ◎ 王智鈞 300

EB01447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7*OSQPMN( 英語文選閱讀測驗1(25K英文版 ) ◎ Michaeline Wu 150

EB01447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5*SPOLPR( 老人與海 (軟皮精裝 ) 02WL002 ◎ 海明威 99

EB01448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7*OSQOPP( 英語文選閱讀測驗2(25K) ◎ 巫孟芳 250

EB01448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7*OSQOOS( 英語文選閱讀測驗1(25K) ◎ 巫孟芳 250

EB01448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7*OSQOKK( 簡明新聞英語詞典 (20K) ◎ 王智鈞 350

EB01448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8G7*OSQNRK( 初級英文文法圖解練習 (25K) ◎ Alex Rath 480

EB01448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8G7*OSQNLS( 中級英檢寫作教戰手冊 (25K) ◎ 孫雅玲 250

EB01448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8G7*OSQMPR( 初級英檢寫作教戰手冊 (25K) ◎ 黃瑜汎 260

EB01448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TOQ( 初級英文文法圖解練習 (16K) ◎ Alex Rath 480

EB01448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8G7*OSQMMQ( 歐亨利短篇小說精選 (25K軟皮精裝 ) ◎ 歐．亨利 120

EB01448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NQN( 英文命名 DIY-女子篇隨身書 (50K) ◎ Bruce Lansky等 200

EB01448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NPQ( 英文命名 DIY-男子篇隨身書 (50K) ◎ Bruce Lansky等 220

EB01449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OOS( 電話英語一講就通隨身書 (50K+4CD) ◎ Alex Rath PH. D.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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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49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RONL( 電話英語一講就通隨身書 (50K) ◎ Alex Rath PH. D. 300

EB01449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SPQOST( 綠野仙蹤 (25K軟皮精裝 ) ◎ Lyman Frank Baum 120

EB01449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NNP( 化身博士 (25K軟皮精裝 ) ◎ 羅勃特 . 路易士 . 史帝生 99

EB01449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NPT( 電話英語一講就通 (25K書 +4CD) ◎ Alex Rath Ph. D. 720

EB01449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LTT( 彼得潘 (25K軟皮精裝 ) ◎ J. M. Barrie 120

EB01449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QMLM( 湖濱散記 (25K軟皮精裝 ) ◎ Henry David Thoreau 120

EB01449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ONNL( 茵夢湖 (25K軟皮精裝 ) ◎ 施篤姆 120

EB01449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NTK( 叢林故事 (25K軟皮精裝 ) ◎ 拉迪亞德．吉卜林 120

EB01449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PRO( 誦讀鵝媽媽歌謠學英語2(25K+2CD)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480

EB01450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PLM( 誦讀鵝媽媽歌謠學英語1(25K+2CD) ◎ DENNIS Le Boeuf / 景黎明 480

EB01450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PMSO( 莎士比亞故事集 (25K軟皮精裝 ) ◎ Charles and Mary Lamb 320

EB01450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OSTS( 長腿叔叔續集：親愛的敵人 (軟皮精裝 ) ◎ 琴 . 韋伯斯特 120

EB01450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OSSL( 清秀佳人 (軟皮精裝 ) ◎ 露西．蒙歌瑪利 120

EB01450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OQSN( 湯姆歷險記 (軟皮精裝 ) ◎ 馬克 . 吐溫 120

EB01450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5*SPOQTK( 愛麗絲夢遊仙境 (軟皮精裝 ) ◎ 路易士 . 卡洛爾 99

EB01450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OPNT( 野性的呼喚 (25K軟皮精裝 ) 02WL006 ◎ 傑克．倫敦 99

EB01450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OOQL( 小氣財神 (軟皮精裝 ) ◎ 查理斯 . 狄更生 99

EB01450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ONMO( 伊索寓言 (軟皮精裝 ) ◎ 伊索 99

EB01450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NTOP( 小王子 (英文版隨身書精裝本 )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99

EB01451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NTPM( 小王子 (英文版隨身書精裝本 )書 +2CD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299

EB01451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NTML( 小王子 (中文版隨身書精裝本 )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99

EB01451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5*SPNTNS( 小王子 (中文版隨身書精裝本 )書 +2CD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299

EB01451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0*OKOMQP( 用英語表情達意 ◎ 施心怡 200

EB01451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0*OKOKSL( 讓英文改邪歸正 ◎ 包國紅等 180

EB014515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SSR( 隨心所欲說英語 (1書加4卡 ) ◎ 施心怡 700

EB014516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RTP( 小王子 (中文版有聲書 )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699

EB014517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RMQ( 隨心所欲說英語 ◎ 施心怡 200

EB014518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QST( 自由自在說英語 (1書加4卡 ) ◎ 施心怡 700

EB014519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QKN( 大膽開口說英語 (1書加4卡 ) ◎ 施心怡 680

EB014520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PSK( 小王子私密日記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149

EB014521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PTR( 小王子飛翔紀事 ◎ 安東尼．聖艾修伯里 300

EB014522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OQR( 最新美國生活慣用語 ◎ Martin H. Manser 380

EB014523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8*MKMOMT( 自由自在說英語 ◎ 施心怡 200

EB014524 語言工場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8G1*SOOLNS( A Comprehensive Practice Book of English Grammar 
and Usage (20K) ◎ Dennis Le Boeuf／ Liming Jing

399

EB014525 總合科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MLNSPM( TOEIC TEST 多益測驗990分奪取 ◎ 總合科技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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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526 總合科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MLNSOP( IBM Vis Voice口說互動 GEPT全民英檢 -初級 ◎ 總合科技 466

EB014527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3 y(7IJ5H0*TKSPNO( 冥寥子遊 ◎ (明 )屠隆著 / 林語堂 85

EB014528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3 y(7IJ5H0*TKSPOL( 不亦快哉 (中英對照 ) ◎ 林語堂譯 105

EB014529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TKSQLT( 東坡詩文選 (中英對照 ) ◎ (宋 )蘇東坡 110

EB014530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3 y(7IJ5H0*TKSORN( 記舊曆除夕 ◎ 林語堂 110

EB014531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TKTPNL( 孔子的智慧 (中英對照 ) ◎ 林語堂 420

EB014532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0*TLNTNO( 常用英文考試單字 ◎ 黃意章 300

EB014533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NTPS( 外電新聞的常用語 ◎ 王曉寒 280

EB014534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OKSP( 隨時引用智慧英諺900(1) ◎ 陳世琪 320

EB014535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OKTM( 隨時引用智慧英諺900(2) ◎ 陳世琪 320

EB014536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OLKS( 隨時引用智慧英諺900(3) ◎ 陳世琪 320

EB014537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OSQN( Hello! I'm New Her這樣遊學才酷 ◎ 朱文章 169

EB014538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PKLN( 這樣飆歌才酷 Greatest Songs of ◎ 朱文章 169

EB014539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0*TLPMMS( 這樣ㄍㄚˋ球才酷 ◎ 朱文章 &Vicki Johnson 169

EB014540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0*TLPOQO( 這樣迷電影才酷 The Movies That ◎ 朱文章 169

EB014541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0*TLSMMT( 林語堂中英對照 -東坡詩文選 ◎ 林語堂 240

EB014542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0*TLSMPK( 林語堂中英對照 -幽夢影 ◎ 林語堂 220

EB014543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MQR( 林語堂中英對照 -孔子的智慧 (上 ) ◎ 林語堂 350

EB014544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MRO( 林語堂中英對照 -孔子的智慧 (下 ) ◎ 林語堂 320

EB014545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MTS( 林語堂中英對照 -不亦快哉 ◎ 林語堂 240

EB014546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NPT( 林語堂中英對照 -西湖七月半 ◎ 林語堂 260

EB014547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NQQ( 林語堂中英對照 -揚州瘦馬 ◎ 林語堂 260

EB014548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NRN( 林語堂中英對照 -板橋家書 ◎ 林語堂 / 黎明 220

EB014549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OOL( 林語堂中英對照 -老子的智慧 (上 ) ◎ 林語堂 / 黎明 520

EB014550 正中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0*TLSOPS( 林語堂中英對照 -老子的智慧 (下 ) ◎ 林語堂 / 黎明 520

EB014551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5*QKSTRM( 含英吐華――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集 ◎ 余光中 280

EB014552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2 y(7IJ5H0*PKOTMR( 英國英語與美國英語 ◎ 侯維瑞 編著 220

EB014553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0*PLSMSN( 英文閱讀與英漢翻譯指南 ◎ 陳生保 著 420

EB014554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0*PLKRSM( 人體英語趣說 (THE HUMAN BODY) ◎ 黃建華 著 180

EB014555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3*QKTTNN( 英文翻譯練習典範 ◎ 張達聰 300.00

EB014556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3*QKTTOK( 英文翻譯練習典範精解 ◎ 張達聰 250.00

EB014557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3*QLKTOQ( 英文翻譯基礎入門 (修訂版 ) ◎ 王武榮 250.00

EB014558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3*QKSLPS( 英文翻譯練習典範暨精解 ◎ 張達聰 500.00

EB01455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LQPS( 從語音的觀點談英語詞彙教與學 ◎ 莫建清 280

EB014560 心理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1*TLKKOS( 英語教育學 ◎ 廖曉青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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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561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NKS( 新編簡明英文縮略語 ◎ 劉　萱 300.00

EB014562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5*QKROSR( 聽其言也 --美語錄第二集 ◎ 喬志高 240

EB014563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5*QKQNSL( 言猶在耳 --美語錄第一集 ◎ 喬志高 230

EB01456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ROM( 活用美語修辭－老美的說話藝術 ◎ 枝川公一著；羅慧娟譯 210

EB01456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PLTK( VOCABULARY 4000必考4000單字書 (上 / 下 ) ◎ 丁
雍嫻、邢雯桂、盧思嘉、應惠蕙 -編著

510

EB01456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SOLM( Vocabulary 7000隨身讀 ◎ 三民書局編輯部 250

EB01456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TTKR( Vocabulary 2001~4000―實用必備2000單字書 (附 MP3
光碟 ) ◎ 丁雍嫻；邢雯桂；盧思嘉；應惠蕙編著

263

EB01456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TTLO( Vocabulary 2000―基礎入門2000單字書 (附 MP3光
碟 ) ◎ 丁雍嫻；邢雯桂；盧思嘉；應惠蕙編著

300

EB01456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ONK( Vocabulary 2000 隨身讀 ◎ 本局編輯部 200

EB01457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OMMM( Vocabulary 2001~4000 隨身讀 ◎ 本局編輯部 188

EB01457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QTSL( Vocabulary 1000 隨身讀 ◎ 本局編輯部 199

EB01457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RLNL( Vocabulary 4001~7000 隨身讀 ◎ 本局編輯部 240

EB014573 網路與書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MRLLKO( 字母餐 ◎ Matt McCabe、朱衣 280

EB014574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0*PLQORK( 細說英語粗話 American English Vulgarisms ◎ Michael Berna. 著 350

EB014575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PKSRRM( 英語一日一詞 ◎ 王彤福 編著 160

EB014576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0*PLLSRL( 日用品英語趣說 (Articles of daily use) ◎ 黃建華 著 200

EB014577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6 y(7IJ5H0*PLNMPR( 動植物英語趣說 (ANIMALS AND PLANTS) ◎ 黃建華 著 200

EB014578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6 y(7IJ5H0*PLNMQO( 飲食英語趣說 (EATING AND DRINKING) ◎ 黃建華 著 200

EB014579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3*QLLKQQ( 英文單字用法舉例 ◎ 耿秉鈞 300.00

EB014580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6 y(7IJ5H3*QKONST( 英文單字活用法 ◎ 王武榮 160.00

EB014581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MLQ( 新編簡明英文詞語搭配法 ◎ 萬　平 250.00

EB014582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NMM( 新編簡明英文新詞語 ◎ 王　燕 300.00

EB01458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SQMR( Vocabulary 4001~7000 Exercise Book－進階必考3000單
字實戰題本 ◎ 丁雍嫻；邢雯桂；盧思嘉；應惠蕙編著

100

EB01458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MRPSO( 美國日常語辭典 ◎ 莊信正、楊榮華 -主編 580

EB01458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NQSN( Key Idioms&Phrases 800關鍵片語800(修訂二版 ) ◎ 郭慧敏 200

EB01458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TTKQ( Select Idioms & Phrases 500 精選片語500 ◎ 劉紅英 -編著 250

EB014587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0*PLSQTQ( 原來如此學英文 ◎ 朱文章 著 250

EB014588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PKSRPS( 英語一日一成語 ◎ 何兆熊 著 200

EB014589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89 y(7IJ5H0*PKMMLN( 英語妙趣 (The Cream of Catch Idioms) ◎ 莊以淳 編譯 70

EB014590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0*PLKRLN( 美國常用成語及片語 ◎ 劉光煒 編著 440

EB014591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6 y(7IJ5H0*PLMMTS( 妙語連珠―常見常聽到的英美口語1000句 ◎ 羅 斯 編著 280

EB014592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NKN( 活用英文片語 ◎ 王武榮 250.00

EB014593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MMN( 新編簡明英文慣用語 ◎ 孫　喬 250.00

EB01459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OSTQ( 英語同義字辨析 ◎ 田中實著；三民書局編輯部譯 180

EB014595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3*QKNLTL( 最新英語用法辭典 ◎ 胡士敏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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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59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MPRKM( 三民新知英漢辭典 ◎ 陳長房、宋美華 -主編 1000

EB01459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MSMTL( 三民皇冠英漢辭典 (革新版 ) ◎ 謝國平 -主編；張寶燕 -編譯 350

EB01459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LRL( 三民全球英漢辭典 ◎ 莊信正、楊榮華 -主編 1000

EB01459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LSS( 三民英漢大辭典 ◎ 林耀福 -等編；徐萍飛 -等譯 1500

EB01460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LPKP( 三民袖珍英漢辭典 ◎ 謝國平、張寶燕 -主編 300

EB01460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NNMP( 三民簡明英漢辭典 (全新修訂版 ) ◎ 宋美華、陳長房 -主編 270

EB01460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KSR( 三民基礎英漢辭典 (精 ) ◎ 宋美華 -主編 650

EB01460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NROKS( 三民實用英漢辭典 ◎ 莫建清主編 670

EB01460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RONT( 最新簡明英漢辭典 ◎ 陸以正 -主編 460

EB01460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PLP( 三民進階英漢辭典 (San Min`s Luminou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 宋美華 -主編

1200

EB01460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TSML( 三民精解英漢辭典 (新編升級版 ) ◎ 莫建清 -主編 540

EB014607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0*PMLKTM( 現代漢英詞典 ◎ 王雲五 原校訂 王學哲 編 650

EB014608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PLKPOQ( 袖珍漢英詞典 :Chinese-English Pocket Dic. ◎ 吳景榮 編 370

EB01460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TMLL( 英文成語典故 Tell Me Why ◎ 李佳琪編著 320

EB01461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KSMSQ( 英文諺語格言100句 ◎ 毛齊武編著 270

EB014611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MKT( 新編簡明英文俚俗語 ◎ 鍾　玲 250.00

EB01461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MLLRT( 三民廣解英漢辭典 ◎ 謝國平、張寶燕、周見賢 -主編 1400

EB01461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1*OMMKOQ( 三民新英漢辭典 (增訂完美版 ) ◎ 何萬順 -主編 900

EB014614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NOQ( 新編簡明漢英時事用語 ◎ 楊全紅 350.00

EB01461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B08EB*LKTNQM( 英語發音 (附 CD2片 ) ◎ 黃正興 -編著 300

EB014616 幼獅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5*NKMOON( 最新 K. K. 音標發音 ◎ 孫明珠 150

EB01461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KMTO( 英文文法 (橘色 ) ◎ 蘇玉如 250

EB01461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KKLNQ( 簡明現代英文法 (上 ) ◎ 謝國平編著 200

EB01461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KKOOK( 英文不難 (一 )(English is not difficult) ◎ 齊玉編 220

EB01462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KKPOT( 簡明現代英文法 (下 ) ◎ 謝國平編著 220

EB01462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LTNLM( 簡明初級英文法 (上 ) (附解答 ) ◎ 謝國平編著 190

EB01462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LTNMT( 簡明初級英文法 (下 ) (附解答 ) ◎ 謝國平編著 190

EB01462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MMNON( 英文不難 (二 )(English is not difficult) ◎ 齊玉編 250

EB01462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8 y(7IJ5H1*OMRMTO( 英文自然學習法一 ◎ 大西泰斗、PaulC. McVay著；蔡宏瑜譯 160

EB01462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MRNKK( 英文自然學習法二 ◎ 大西泰斗、PaulC. McVay著；胡淑玲譯 190

EB01462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8 y(7IJ5H1*OMRTQQ( 英文自然學習法三 ◎ 大西泰斗、PaulC. McVay著；張慧敏譯 170

EB01462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MTMKP( MAD茉莉的文法冒險 ◎ 大石健、MiguelRiva；Micoud著；本局編輯部譯 190

EB01462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MTMON( 動態英語文法 ◎ 阿部一著；張慧敏譯 220

EB01462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NKMTO( 英文文法 (綠色：解答分開 ) ◎ 蘇玉如 250

EB01463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LNNS( 英文文法應用解析 ◎ 蘇玉如、應惠蕙編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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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63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KLNM( 基礎英文法與句型 ◎ 林麗慧編著 250

EB01463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NOMN( 實用英文文法 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 ◎ 馬
洵、劉紅英、郭立穎 -編著、龔慧懿 -編審

280

EB01463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SMTT(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基礎文法寶典 1 ◎ J. B. Alter-編著 180

EB01463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LKMM(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基礎文法寶典 2 ◎ J. B. Alter-編著 180

EB01463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LKNT(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基礎文法寶典 3 ◎ J. B. Alter-編著 180

EB01463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LKOQ(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基礎文法寶典 4 ◎ J. B. Alter-編著 180

EB01463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LKPN(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基礎文法寶典 5 ◎ J. B. Alter-編著 180

EB014638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1 y(7IJ5H0*PKNSLO( 英語情態表達法 English Modality ◎ 王逢鑫 著 130

EB014639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3*QLLKPT( 英文詞語用法彙編 ◎ 耿秉鈞 600.00

EB014640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1 y(7IJ5H3*QKKLQT( 最新初級英文法 ◎ 王武榮 200.00

EB014641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1 y(7IJ5H3*QKKNON( 簡明初級英文法 ◎ 王武榮 180.00

EB014642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LMO( 新編簡明英文文法 ◎ 廉運傑 250.00

EB01464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1*OKKLLM( 簡明現代英文法練習 (上 ) ◎ 謝國平編著 60

EB01464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KKPNM( 簡明現代英文法練習 (下 ) ◎ 謝國平編著 70

EB01464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SQP( 自然學習英語動詞－基礎篇 ◎ "大西泰斗，PaulC. McVay著；何月華譯 " 220

EB01464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MQM( 自然學習英語動詞―進階篇 ◎ 大西泰斗，PaulC. McVay著；林韓菁譯 200

EB01464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NLOK( Dr. English Phrasal Verbs 動詞片語大師 ◎ Christopher Barnard 400

EB014648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1 y(7IJ5H0*PKNSML( 活用英語動詞 English Verbs ◎ 王逢鑫 著 160

EB014649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0*PLNRLO( 英語一日一介詞 ◎ 曹冬梅 編著 260

EB01465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MRK( 透析商業英語的語法與語感 ◎ 長野格著；林山譯 160

EB01465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MRKT( Key Sentence Structures 100 關鍵句型100 ◎ 郭慧敏 150

EB01465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LKKS( 句型通 Master of Sentence Patterns ◎ 段雲禮 250

EB014653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8 y(7IJ5H0*PLOROM( 英語一日一題 ◎ 陳 朴 編著 360

EB014654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PKTRPP( 英語陷阱 -難句句式精解 ◎ 盧思源 編著 200

EB014655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0*PKSRQP( 英語一日一句 ◎ 戴煒棟 編著 180

EB01465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1*OKQMLN( 新聞英文寫作 ◎ 朱耀龍 233

EB01465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MLRP( 英文寫作練習Ⅰ (附 CD)(普及版 ) ◎ 黃素月、曾瑾玲編著 363

EB01465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MMKP( 英文寫作練習Ⅱ (附 CD)(普及版 ) ◎ 黃素月、曾瑾玲 -編著 388

EB01465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MONO( 英文寫作練習Ⅲ (附 CD) ◎ 黃素月等五人 380

EB01466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NQTL( 掌握英文寫作格式 ◎ "世井常三著，林秀如譯 " 190

EB01466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NTRO( 英文寫作練習Ⅳ (附 CD) ◎ 黃素月、曾瑾玲編著 300

EB01466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1*OPLNON( 英文作文示範 Join the Writing Club! ◎ 劉雲湘 250

EB014663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3*QKQQMS( 模範英文作文範典 ◎ 張達聰 800.00

EB014664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KOO( 英文作文範典 (上 ) ◎ 張達聰 450.00

EB014665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KPL( 英文作文範典 (下 ) ◎ 張達聰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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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666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4 y(7IJ5H3*QKNMKR( 英文作文基本技巧 ◎ 王武榮 180.00

EB014667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LON( 英文作文妙招１００ ◎ 林喜美 200.00

EB014668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LNQ( 英文作文入門 ◎ 王武榮 200.00

EB014669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LLR( 新編簡明英文作文 ◎ 王正元 250.00

EB01467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NNRK( 社交英文書信 ◎ Janusz Buda、長野 格、城戶保男 -著；羅慧娟 -譯 190

EB014671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6 y(7IJ5H3*QKOORL( 英文書信技巧與標準範例 ◎ 張康樂 180.00

EB014672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3*QLKOST( 英文履歷寫作與求職面談技巧 ◎ 郭曼麗 500.00

EB014673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4*OOQLKK( 跟李伯伯學英文2：Good Fate(有聲書 ) ◎ 李家同 280

EB014674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4*OOQLLR( 世界名人開講‧中英對照 ◎ 王壽來 260

EB014675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9 y(7IJ5H4*OOQLNL( 跟李伯伯學英文1：Page 21(有聲書 ) ◎ 李家同 280

EB014676 九歌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4*OOPLMR( 美語錄 (三 ) 自言自語 (原名：總而言之 ) ◎ 喬志高 240

EB01467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LLONT( 工業英文 ◎ 許廷珪 120

EB01467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LLOOQ( 看笑話學英文 ◎ 任永溫譯 200

EB01467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1*OMLSKN( TheDoubleTenDayParade(雙十節遊行 ) ◎ ArleneLangPeterW. HaStorf著 110

EB01468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1*OMPRQO( 實用商業美語Ⅱ―實況模擬 (附 CD2片 ) ◎ 杉田敏著；張錦源校譯 350

EB01468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1*OMPRRL( 實用商業美語Ⅲ―實況模擬 (附 CD2片 ) ◎ 杉田敏著；張錦源校譯 350

EB01468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1*OMPSKL( 實用商業美語Ⅰ―實況模擬 (附 CD2片 ) ◎ 杉田敏著；張錦源校譯 350

EB01468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8 y(7IJ5H1*OMSTPQ( 英文選 (上 )(附 CD2片 ) ◎ 黃正興 347

EB01468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MTNMS( 英文選 (下 )(附 CD2片 ) ◎ 黃正興 365

EB01468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MTSRS( 蠶寶寶的祕密：巴斯德的故事 (附 CD) ◎ PatThomSon-著；DavidKEarnEy-繪；林平 -譯 190

EB01468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MTSSP( 爆炸性的發現：諾貝爾的故事 (附 CD) ◎ RoyAppS-著；NickMountain-繪；賴美芳 -譯 190

EB01468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MTSTM( 神祕元素：居禮夫人的故事 (附 CD) ◎ PamRobSon-著；BizHull-繪；洪瑞霞 -譯 190

EB01468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MTTKS( 命運的彗星：哈雷的故事 (附 CD) ◎ AndrEwDonkin-著；GillianHunt-繪；葉舒白 190

EB01468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MTTLP( 光的顏色：牛頓的故事 (附 CD) ◎ MErEdithHoopEr-著；DavidKEarnEy-繪 190

EB01469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MTTMM( 宇宙教授：愛因斯坦的故事 (附 CD) ◎ AndrEwDonkin-著；GillianHunt-繪；錢怡君 190

EB01469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KN( 加里波爵士與噴火龍哈諾 (附 CD1片 ) ◎ MarjorieNewman著；ChristopherMas 190

EB01469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LK( 米奇鼠風波 (附 CD1片 ) ◎ PatMoon著；PeterKavanagh繪；賴美芳譯 190

EB01469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MR( 小豬戴假髮 (附 CD1片 ) ◎ AlanMacDonald著；PaulHess繪；施純宜譯 230

EB01469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NO( 安娜生日探險記 (附 CD1片 ) ◎ AllanFrewinJones著；JudyBrown繪；本 190

EB01469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OL( 李恩妙扮裝 (附 CD1片 ) ◎ AlanMacDonald著；Sally-AnneLambe 140

EB01469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PS( 李恩剪髮記 (附 CD1片 ) ◎ AlanMacDonald著；Sally-AnneLambe 140

EB01469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QP( 莫伯利蹺家記 (附 CD1片 ) ◎ SallyGrindley著；TaniaHurt-Newto 140

EB01469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KRM( 莫伯利當家 (附 CD1片 ) ◎ SallyGrindley著；TaniaHurt-Newto 140

EB01469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LKM( 小鴨奇奇和鬥牛犬 (附 CD1片 ) ◎ JosephineCroser著 CarolMcLeanCar 220

EB01470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LNN( 足球隊的祕密武器 (附 CD1片 ) ◎ NicciCrowther著；TonyBlundell繪；刊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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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70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LOK( 大話湯姆 (附 CD1片 ) ◎ AnneForsyth著；ValBiro繪；刊欣媒體營造工作 190

EB01470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LPR( 望遠天際：伽利略的故事 (附 CD) ◎ KEnnEthIrEland-著；PEtErBull-繪；柯美玲 190

EB01470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KLQO( 電燈的發明：愛迪生的故事 (附 CD) ◎ AnnMoorE-著；MikEAdamS-繪；洪瑞霞 -譯 190

EB01470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ONK( 航空英語與趣譚 ◎ 舟津良行著；黃怡筠譯 160

EB01470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TNP( 老外會怎麼說？ ◎ 各務行雅著；鄭維欣譯 130

EB01470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MNTR( 進階英文上 (附 CD2片 ) ◎ 鄧慧君 310

EB01470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MOKN( 進階英文下 (附 CD2片 ) ◎ 鄧慧君 250

EB01470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MOLK( 新英文選 (上 )(附 CD2片 ) ◎ 黃正興編著 360

EB01470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MOMR( 新英文選 (下 )(附 CD2片 ) ◎ 黃正興編著 380

EB01471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1*ONMQQN( 我家中樂透 (附 CD1片 ) ◎ ShooRayner著／繪；刊欣媒體營造工作室譯 260

EB01471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1*ONMQRK( 國王的試吃官 (附 CD1片 ) ◎ DamonBarnard著／繪；刊欣媒體營造工作室譯 260

EB01471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1*ONMQSR( 喬琪與電腦蟲 (附 CD1片 ) ◎ JuliaJarman著；DamonBurnard繪；刊欣媒 250

EB01471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MSPO( 高中 All in Reading I(附 CD1片 ) ◎ 余光雄 200

EB01471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MSQL( 高中 All in Reading II(附 CD2片 ) ◎ 余光雄 330

EB01471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1*ONNMMQ( 優游英文 (WanderingEnglish) ◎ 齊玉編 290

EB01471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1*ONNMRL( 同步口譯教你聽英語 ◎ 齋藤 ST子著；劉明綱譯 160

EB01471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NOLR( 鈕扣奧斯卡 (附 CD1片 ) ◎ EszterNagy著／繪；張憶萍譯 190

EB01471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NOMO( 怪獸的魔法書 (附 CD1片 ) ◎ StanislavMarijanovic著／繪；張憶萍譯 220

EB01471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KMP( 失去斑紋的老虎 (附 CD1片 ) ◎ AnthonyPaul著；MichaelForeman繪；柯 190

EB01472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LR( 來自遠方的大喜 (附 CD1片 )1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MO( 大喜愚弄噴火龍 (附 CD1片 )2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NL( 大喜智取巨人 (附 CD1片 )3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OS( 大喜與強盜 (附 CD1片 )4 ◎ AnnaFienberg、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PP( 大喜妙計嚇鬼 (附 CD1片 )5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QM( 前進白虎嶺 (附 CD1片 )6 ◎ AnnaFienberg、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RT( 大喜與精靈 (附 CD1片 )7 ◎ AnnaFienberg、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SQ( 大喜與被擄走的小孩 (附 CD1片 )8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LTN( 大喜巧鬥巫婆 (附 CD1片 )9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2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MKT( 大喜妙懲壞地主 (附 CD1片 )10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王秋瑩譯
170

EB01473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NTL( 波波唸翻天系列 (9冊 ) ◎ 1660

EB01473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KR( 波波的復活節 (附 CD1片 )1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本局編輯部譯 190

EB01473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LO( 波波的西部冒險記 (附 CD1片 )2 ◎ JustineKorman
著；LucindaMcQuee繪；本局編輯部譯

180

EB01473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ML( 波波上課記 (附 CD1片 )3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本局編輯部譯 190

EB01473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NS( 我愛你，波波！ (附 CD1片 )4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本局編輯部譯 190

EB01473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OP( 波波的下雪天 (附 CD1片 )5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本局編輯部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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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73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PM( 波波郊遊去 (附 CD1片 )6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柯美玲譯 180

EB01473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OQT( 波波打球記 (附 CD1片 )7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本局編輯部譯 180

EB01473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SST( 英語大考驗 ◎ 小倉弘著；三民書局編輯部譯 130

EB01473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PLRQ( Reading Comprehension(Basic)－英閱任我行 ◎ MatthewMcGinniss著；何信彰譯 125

EB01474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PMLN( 丹尼的自畫像 (附 CD1片 ) ◎ MikeDickinson著／繪；何信彰譯 210

EB01474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PMMK( 鱷魚巴索 (附 CD1片 ) ◎ JoanStrimson著；ValeriaPetrone繪； 210

EB01474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PMNR( 龍龍查理快醒來 (附 CD1片 ) ◎ BrendaSmith著；KlaasVerplancke繪； 210

EB01474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PPMR( Reading Comprehension(Intermediated)－英閱任
我行 ◎ MatthewMcGinniss著；何信彰譯

200

EB01474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PRTO( 聖誕快樂，波波！ (附 CD1片 )8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何信彰譯 180

EB01474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PSKK( 波波的萬聖夜 (附 CD1片 )9 ◎ JustineKorman著；LucindaMcQuee繪；何信彰譯 190

EB01474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QLTR( Reading Comprehension(Advanced)－英閱任我行 ◎ MatthewMcGinniss著；何信彰譯 200

EB01474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MLK( 大喜與奇妙鐘 (附 CD1片 )12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柯美玲譯
170

EB01474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MMR( 大喜與算命仙 (附 CD1片 )16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柯美玲譯
170

EB01474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QMNO( 大喜與寶鞋 (附 CD1片 )15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柯美玲譯
170

EB01475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MOL( 大喜與魔笛 (附 CD1片 )14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柯美玲譯
170

EB01475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MPS( 大喜勇退惡魔 (附 CD1片 )11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柯美玲譯
170

EB01475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MQP( 大喜與大臭蟲 (附 CD1片 )13 ◎ AnnaFienberg、

BarbaraFienberg著；KimGamble繪；柯美玲譯
170

EB01475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PPP( David's First Party―大維的驚奇 (附 CD1片 )1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5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PQM( Amy's Show-and-Tell―秀寶貝，說故事 (附 CD1片 )2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5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PRT( Jason's Big Secret―杰生的大秘密 (附 CD1片 )3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5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PSQ( Jack's First Crush―傑克的戀愛初體驗 (附 CD1片 )4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5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PTN( The New Boy from LA―誰是他爸爸？ (附 CD1片 )5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5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QKT( David the Rebel―叛逆大維打工記 (附 CD1片 )6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5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QLQ( The New Teacher is an Alien―外星老師來上課 (附 CD1
片 )7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6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QQMN( School's Out―耶！放假了！ (附 CD1片 )8 ◎ 
ColeenReddy著；倪靖、郜欣、王平繪；蘇秋華譯

259

EB01476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KTP( 英語喜怒哀樂開口說 ◎ 大內博、大內著；何信彰 -譯 210

EB01476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OPN( 英語聽 &說―初級篇 (精 )(附 CD1片 ) ◎ 白野伊津夫；LisaA. Stefani著沈薇譯 250

EB01476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OQK( 英語聽 &說―入門篇 (精 )(附 CD1片 ) ◎ 白野伊津夫；LisaA. Stefani著沈薇譯 210

EB01476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NS( The Zombies Go To the Zoo―小殭屍逛動物園 (附 CD1
片 ) ◎ ColeenReddy著；李超美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6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OP( The Yawning Yeti―雪人打呵欠 (附CD1片 ) ◎ ColeenReddy著；朱成梁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6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PM( An eXtraOrdinary Day―不尋常的一天 (附 CD1
片 ) ◎ ColeenReddy著；安宏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6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QT( The Werewolf―我的朋友是狼人 (附CD1片 ) ◎ ColeenReddy著；周旭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6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RQ( The Vain Vampire―愛照鏡子的吸血鬼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陳巽如、賀鵬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6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SN( The Ugly Ducklings―新醜小鴨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陳澤新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PTK( The Timid Tiger―膽小虎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劉玉海繪；薛慧儀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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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77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KQ( The Snake's Skin―小蛇莎莉的新衣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陳澤新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LN( The Rebel Rabbit―離家出走！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馮馭、蔡宏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MK( The Quirky Queen―怪怪女王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王祖民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NR( Pete the Parasite―蟲蟲找新家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胡苨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OO( Oliver the Otter―水獺大偵探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衛欣、王鶯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PL( The Nodding Noodles―會點頭的麵條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武建華、張維采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QS( The Magic Mirror―會魔法的鏡子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沈苑苑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RP( The Little White Lie―愈滾愈大的小謊話 (附 CD1
片 ) ◎ ColeenReddy著；王平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7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SM( The King Who Knew Kung Fu―會功夫的國王 (附 CD1
片 ) ◎ ColeenReddy著；安宏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QTT( The Jelly Doughnut That Lost Its Jelly―失去果醬的果醬甜甜
圈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倪靖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KP( The Ice Sculpture Competition―意外的冰雕比賽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沈斌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LM( Hank the Hero―英雄漢克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安宏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MT( The Grumpy Goblin―壞脾氣的小妖精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鄭凱軍、羅小紅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ON( The Elephant and the Runaway Egg―大象與會跑的蛋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徐鐵牛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PK( Dragon or Dragonfly―飛龍？蜻蜓！ (附 CD1
片 ) ◎ ColeenReddy著；胡苨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QR( Cool Charlie―酷查理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張春英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RO( The Brain―大頭比利 (附 CD1片 ) ◎ ColeenReddy著；曹武亦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RRSL( Adam the Angry Ant―生氣的小螞蟻 (附 CD1
片 ) ◎ ColeenReddy著；費嘉繪；薛慧儀譯

180

EB01478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SOKP( Cloze Test―克漏字與文意選填 ◎ 劉美皇編著 150

EB01479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SPMS( 英語聽 &說－中級篇 (精 )(附 CD2片 ) ◎ 白野伊津夫；LisaA. Stefani著沈薇譯 290

EB01479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5H1*ONSPTR( 英語聽 &說－高級篇 (精 )(附 CD2片 ) ◎ 白野伊
津夫；LisaA. Stefani著何信彰；鄭惠雯譯

320

EB01479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MQQ( Tabitha Meets An Elephant-貝貝與小潔的相遇 (附 CD1片 ) ◎ Marc Ponomareff 180

EB01479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MRN( Tabitha and the Laughing Hyenas-小老鼠貝貝與土狼 (附CD1片 ) ◎ Marc Ponomareff 180

EB01479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MSK( Tabitha and the Python-小老鼠貝貝與大蟒蛇 (附 CD1片 ) ◎ Marc Ponomareff 180

EB01479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MTR( Tabitha and the Crocodile-小老鼠貝貝與鱷魚 (附 CD1片 ) ◎ Marc Ponomareff 180

EB01479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NKN( Tabitha Escapes from the Lions-小老鼠貝貝逃生記 (附 CD1片 ) ◎ Marc Ponomareff 180

EB01479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NLK( A Party for Tabitha-小老鼠貝貝的驚喜派對 (附 CD1片 ) ◎ Marc Ponomareff 180

EB01479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NMR( The Land of the Immortals-仙人之谷 1 ◎ Jonathan Augustine 230

EB01479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NNO( Bedtime Wishes-睡前願望 2 ◎ Jonathan Augustine 230

EB01480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NPS( Diane`s Diary-黛安的日記 ◎ Ronald Brown 280

EB01480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MQKK( Speedy`s Race 小快的比賽 2 ◎ Jill McDougall 180

EB01480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NM( Speedy the Greedy Turtle 貪吃的烏龜小快 1 ◎ Jill McDougall 180

EB01480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OT( Speedy Goes to School 小快上學去 3 ◎ Jill McDougall 180

EB01480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PQ( Where Is Speedy? 小快在哪裡 ? 6 ◎ Jill McDougall 180

EB01480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QN( Speedy the TV Star 電視明星小快 4 ◎ Jill McDougall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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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80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RK( What`s Wrong, Speedy? 怎麼啦 , 小快 ? 5 ◎ Jill McDougall 180

EB01480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SR( The Blue Marlin Festival―藍馬林魚節 5 ◎ Christian Beamish-著 200

EB01480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MTO( Homecoming―歸來 4 ◎ Christian Beamish-著 200

EB01480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NKK( The Apology―保羅的道歉 3 ◎ Christian Beamish-著 200

EB01481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NLR( Paulo Joins the Fleet―第一次捕魚 2 ◎ Christian Beamish-著 200

EB01481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ONNMO( Crazy Joaquim―瘋子喬昆 1 ◎ Christian Beamish-著 200

EB01481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QOTN( 給愛兒的二十封信 -Letters to My Son(修訂二版 ) ◎ 簡宛 180

EB01481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SLML( 完全閱讀導引 Intermediate Reading 2 ◎ 李文玲 175

EB01481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SMOO( HEAD START I ◎ 車蓓群 -主編 480

EB01481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TSRQ( Advanced Reading 1:精選閱讀 ◎ 王郁惠、鄭翔嬬 -編著 200

EB01481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KMRS( HEAD STARTⅡ ◎ 車蓓群 -主編；李雪佛 -編著 490

EB014817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0*PMKTST( 征服英語新聞 ◎ 王曉寒 420

EB014818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0*PLSOLM( 看新聞學英文 ◎ 王曉寒 著 250

EB014819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0*PMNNKK( 看棒球學英文 ◎ 王曉寒 朱淑青 120

EB014820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69 y(7IJ5H0*PKRNNL( 新聞英語閱讀指導 ◎ 李林原 編著 640

EB014821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59 y(7IJ5H0*PLKRNR( 現代英文選評註 ◎ 夏濟安 評註 480

EB014822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8 y(7IJ5H0*PLONKS( 大自然英語趣說 ◎ 黃建華 著 200

EB014823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0*PLRNTM( 運動英語 (SPORTS ENGLISH) ◎ 戴四維 著 250

EB014824 幼獅文化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5*ROPQMM( 看漫畫學英語―甜不辣英文教室 ◎ 陳妍君 (桑曄 ) 180

EB014825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3*QKQQPT( 如何閱讀英文報紙 ◎ 王武榮 220.00

EB014826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LMT( 精編英文閱讀測驗 ◎ 梁榮容 180.00

EB014827 國家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3*QKTNNT( 新編簡明國貿英語 ◎ 馬玉鳳 250.00

EB014828 藝術家 ﹝日耳曼語族﹞ 2003 y(7IJ8G7*TPRQTQ( 圖說印度藝術 ◎ 劉其偉等 著 360

EB014829 野人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8G8*LPNNTO( 英語求生100天 :手斧男孩中英名句選 ◎ 蓋瑞 ˙伯森 100

EB01483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8 y(7IJ5H1*OMRMSR( 自然英語會話 ◎ 大西泰斗、PaulC. McVay著；張慧敏譯 160

EB01483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1999 y(7IJ5H1*ONKMLS( 輕鬆高爾夫英語 ◎ MarshaKrakower著；太田秀明繪；劉明綱譯 170

EB01483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0 y(7IJ5H1*ONMMRO( 從身旁事物開始學習的生活英語 ◎ 古藤晃著；本局編輯部譯 160

EB01483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2 y(7IJ5H1*ONOQNQ( That's it!就是這句話！ (附 CD1片 ) ◎ 宮川幸久、DianeNagatomo著；劉明綱譯 210

EB01483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1 y(7IJ5H1*ONOSRM( 打開話匣子－ SmallTalk一下！ ◎ "L. J. Link，NozawaAi-著；何信彰 -譯 " 240

EB014835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3 y(7IJ5H3*QKMLOT( 旅行英語會話 ◎ 林振華 160.00

EB014836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5 y(7IJ5H3*QKOLRO( 常用英語會話 ◎ 余宏道 180.00

EB014837 國家 ﹝日耳曼語族﹞ 1997 y(7IJ5H3*QKPNMO( 觀光飯店英語會話 ◎ 王威廉 200.00

EB01483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4 y(7IJ5H1*ONLNLO( 高中英文聽力測驗1(附 CD2片 ) ◎ AngeSabinPeter 250

EB01483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LNML( 高中英文聽力測驗2(附 CD3片 ) ◎ AngeSabinPeter 275

EB014840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LQRN( 高中英文聽力測驗3(附 CD3片 ) ◎ AngeSabinPeter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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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841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LQSK( 高中英文聽力測驗4(附 CD3片 ) ◎ AngeSabinPeter 275

EB014842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NQLP( 高中英文聽力測驗5(附 CD3片 ) ◎ AngeSabinPeter 275

EB014843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5 y(7IJ5H1*ONNQMM( 高中英文聽力測驗6(附 CD3片 ) ◎ AngeSabinPeter 300

EB014844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NPNMT( Vocabulary 4000 Exercise Book－必考4000單字實戰
題本 ◎ 丁雍嫻，邢雯桂，盧思嘉，應惠蕙編著

140

EB014845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NOTM( Cloze Test & Discourse Structure 大考三題型：克
漏字 &文意選填 &篇章結構 ◎ 簡薰育

150

EB014846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6 y(7IJ5H1*OONQOP( Enjoy Reading 悅讀50(附翻譯解析 ) ◎ 王隆興 138

EB014847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5H1*OORSPS( 全民英檢聽力測驗 SO EASY(初級篇 )(含解答
本 ) ◎ 本局編輯部 -彙整；車蓓群 -審定

200

EB014848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OSTMN( 實用英文文法實戰題本 (含解析本 ) ◎ 馬洵、劉紅英 -編著 225

EB014849 三民書局 ﹝日耳曼語族﹞ 2008 y(7IJ5H1*OPKMOR( 全民英檢聽力測驗 So Easy(中級篇 )(含解答本 ) ◎ 李普生 -編著 200

EB014850 總合科技 ﹝日耳曼語族﹞ 2007 y(7IJ8G8*MLNSNS( TOEIC TEST 多益測驗600分奪取 ◎ 總合科技 780

EB014851 台灣商務 ﹝日耳曼語族﹞ 1993 y(7IJ5H0*PKQRPO( 袖珍德漢詞典 ◎ 余匡復 編 270

EB014852 台灣商務 ﹝美‧非洲
諸語言﹞ 2010 y(7IJ5H0*PMOONR(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 法語―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 編 160

EB014853 台灣商務 ﹝美‧非洲
諸語言﹞ 2009 y(7IJ5H0*PMOOOO(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 英語―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 編 150

EB014854 台灣商務 ﹝美‧非洲
諸語言﹞ 2010 y(7IJ5H0*PMOOLN(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 德語―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 編 160

EB014855 台灣商務 ﹝美‧非洲
諸語言﹞ 2010 y(7IJ5H0*PMOOPL(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 西班牙語―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編 160

EB014856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OLPQLL( 165. 談文學 (平 ) ◎ 鄭騫等 70

EB014857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75 y(7IJ5H1*TKPTSN( 文學新論 (精 ) ◎ 李辰冬 267

EB014858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76 y(7IJ5H1*TKQLSS( 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 (精 ) ◎ 古添洪、陳慧樺編著 267

EB014859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1*TKQMQN( 現代散文欣賞 (精 ) ◎ 鄭明娳 200

EB014860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4 y(7IJ5H1*TKSROS( 記號詩學 (精 ) ◎ 古添洪 330

EB014861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6 W(01GA0A*KKKKSP( 現代文學典藏 (盒裝5冊 ) ◎ 齘 ? 1500

EB014862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74 y(7IJ5H0*PKKSLN( 長白山上 ◎ 王生善 著 27

EB014863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4 y(7IJ5H0*PLSSRK( 小白鴿 ,快一點 ◎ 阿里 . 阿克巴爾 著 200

EB014864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0*PKMRMP( 楚辭新論 ◎ 張正體 著 153

EB014865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85 y(7IJ5H0*PKNRLP( 文學的趣味 ◎ 褚柏思 編撰 153

EB014866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65 y(7IJ5H0*PKMMPL( 中國駢文史 ◎ 劉麟生 著 90

EB014867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0*PLTOQO( 小莫鬧床記 ◎ 樂塔 . 奧爾森著 瑪莉亞 . 強生繪 120

EB014868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0*PLTOPR( 小莫求診記 ◎ 樂塔 . 奧爾森著 瑪莉亞 . 強生繪 120

EB014869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0*PLTONN( 小莫驚魂記 ◎ 樂塔 . 奧爾森著 瑪莉亞 . 強生繪 120

EB014870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0*PLTOOK( 小莫看家記 ◎ 樂塔 . 奧爾森著 瑪莉亞 . 強生繪 120

EB014871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PPPT( 文苑佳話 ◎ 蕭 乾 主編 90

EB014872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QSM( 蕭乾選集 (一 ) 第一卷 / 小說 ◎ 蕭 乾 著 288

EB014873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QTT( 蕭乾選集 (二 ) 第二卷 / 報告文學 ◎ 蕭 乾 著 243

EB014874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RKP( 蕭乾選集 (三 ) 第三卷 / 散文 ◎ 蕭 乾 著 198

EB014875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SMS( 蕭乾選集 (五 ) 第六卷 / 書信 ◎ 蕭 乾 著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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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876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SLL( 蕭乾選集 (四 ) 第四卷 / 文論 第五卷 / 雜文 ◎ 蕭 乾 著 324

EB014877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1989 y(7IJ5H0*PKKOSQ( 李清照與朱淑真評傳 ◎ 繆香珍 著 117

EB014878 知書房 ﹝文學總論﹞ 2000 y(7IJ5H0*NNQNSM( 苦悶的象微 (昭明 ) ◎ 齀 ? 220

EB014879 知書房 ﹝文學總論﹞ 2009 y(7IJ8G6*NOOKNT( 文學地圖 ◎ 馬爾坎．布萊德貝裏 750

EB014880 昭明 ﹝文學總論﹞ 2000 y(7IJ5H0*NNQOTS( 文學地圖 (昭明 ) ◎ Malcolm 1500

EB014881 昭明 ﹝文學總論﹞ 2005 y(7IJ8G7*QOKTKL( 文學地圖 -新版 (昭明 ) ◎ Malcolm Bradbury 750

EB01488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KOON( 山河歲月 ◎ 胡蘭成 240

EB01488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MTSK( 懺情書 ◎ 鹿橋 160

EB01488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LNNO( 人子 ◎ 鹿橋 180

EB01488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MTSK( 尹縣長 ◎ 陳若曦 180

EB01488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KRP( 緹縈 ◎ 高陽 260

EB01488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KSM( 王昭君 ◎ 高陽 180

EB01488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KTT( 大將曹彬 ◎ 高陽 160

EB01488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KP( 花魁 ◎ 高陽 140

EB01489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MT( 草莽英雄 (兩冊 ) ◎ 高陽 360

EB014891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NQ( 劉三秀 ◎ 高陽 160

EB01489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ON( 清官冊 ◎ 高陽 140

EB014893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PK( 清朝的皇帝 (三冊 ) ◎ 高陽 1050

EB014894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QR( 恩怨江湖 ◎ 高陽 140

EB014895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RO( 李鴻章 ◎ 高陽 180

EB01489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SL( 狀元娘子 ◎ 高陽 240

EB01489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TS( 假官真做 ◎ 高陽 140

EB01489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KO( 翁同龢傳 ◎ 高陽 280

EB01489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LL( 徐老虎與白寡婦 ◎ 高陽 280

EB01490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NP( 小鳳仙 ◎ 高陽 280

EB014901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OM( 八大胡同 ◎ 高陽 160

EB01490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PT( 粉墨春秋 ◎ 高陽 420

EB014903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QQ( 桐花鳳 ◎ 高陽 250

EB014904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RN( 避情港 ◎ 高陽 250

EB014905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MTR( 再生香 ◎ 高陽 160

EB01490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NKN( 醉蓬萊 ◎ 高陽 160

EB01490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NLK( 玉壘浮雲 ◎ 高陽 150

EB01490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NMR( 高陽雜文 ◎ 高陽 150

EB01490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LLQR( 大故事 ◎ 高陽 150

EB01491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KOTNT( 預言者之歌 ◎ 諾斯特達拉姆士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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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91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LNL( 閒遊記饞 ◎ 張建雄 160

EB01491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KPKLL( 饞話連篇 ◎ 張建雄 160

EB014913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KPKSK( 一元五角車票官司 ◎ 尤英夫 160

EB014914 遠景 ﹝文學總論﹞ 1996 y(7IJ5H3*TKOTLP( 縱筆 ◎ 張文達 160

EB014915 遠景 ﹝文學總論﹞ 1996 y(7IJ5H3*TKOTMM( 洋相 ◎ 蕭芳芳 160

EB01491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PLRM( 饞遊偶拾 ◎ 張建雄 160

EB01491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6 y(7IJ5H3*TKPLTQ( 陸鏗看兩岸 ◎ 陸鏗 280

EB01491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RRN( 天仇 ◎ 鄭文輝 240

EB014919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QRL( 閒情悠悠 ◎ 林明昌 280

EB01492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6 y(7IJ5H3*TKPMKM( 宰相劉羅鍋 ◎ 胡學亮 280

EB014921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PMSS( 把水留給我 ◎ 盧嵐 240

EB01492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PNQN( 行止 ˙行止 ◎ 駱友梅 240

EB01492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QTTP( 淚與屈辱 ◎ 九 ? 240

EB01492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RKKS( 十年浩劫 ◎ 九 ? 240

EB01492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RLSN( 林行止作品集 ◎ 沈登恩 240

EB01492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PQRR( 香港情懷 ◎ 文灼非 320

EB014927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QQTS( 事實與偏見 ◎ 黎智英 240

EB01492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QRKO( 我退休我失敗了 ◎ 黎智英 240

EB014929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QRLL( 我的理想是隻糯米雞 ◎ 黎智英 240

EB014930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5HF7D9*KQTSSO( 斷訊官司 ◎ 尤英夫 240

EB01493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LOS( 饞遊四海 (一 ) ◎ 張建雄 160

EB01493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LPP( 饞遊四海 (二 ) ◎ 張建雄 160

EB014933 遠景 ﹝文學總論﹞ 1999 y(7IJ5H3*TKQKTO( 另類家書 ◎ 張建雄 160

EB01493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QRO( 說不盡的張愛玲 ◎ 陳子善 240

EB01493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2 y(7IJ5H3*TKRKPN( 饞遊四海 (三 ) ◎ 張建雄 160

EB01493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KPKOM( 六四前後 (上 ) ◎ 丁望 240

EB01493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KPKPT( 六四前後 (下 ) ◎ 丁望 240

EB01493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KPKQQ( 初夜權 ◎ 丁望 240

EB01493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PRLO( 方術紀異 (上 ) ◎ 王亭之 280

EB01494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PRML( 方術紀異 (下 ) ◎ 王亭之 280

EB01494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RSK( 酒逢知己 ◎ 楊本禮 240

EB01494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PSKQ( 朱鎔基跨世紀挑戰 ◎ 任慧文 320

EB01494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RMS( 戰難和亦不易 ◎ 胡蘭成 280

EB01494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RTR( 大宅門 (上 ) ◎ 郭寶昌 280

EB01494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SKN( 大宅門 (下 ) ◎ 郭寶昌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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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946 遠景 ﹝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TKRKNT( 張愛玲與胡蘭成 ◎ 王一心 240

EB01494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3 y(7IJ5H3*TKLOLT( 亞細亞的孤兒 ◎ 吳濁流 250

EB01494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3*TKKNTT( 寒夜三部曲 -寒夜 ◎ 李喬 320

EB01494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KOKP( 寒夜三部曲 -荒村 ◎ 李喬 320

EB01495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KOLM( 寒夜三部曲 -孤燈 ◎ 李喬 320

EB01495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PRM( 台灣人三部曲―沉淪 ◎ 鍾肇政 320

EB01495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PST( 台灣人三部曲―滄溟行 ◎ 鍾肇政 320

EB01495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PTQ( 台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 ◎ 鍾肇政 320

EB014954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MTTR( 藍彩霞的春天 ◎ 李喬 180

EB014955 遠景 ﹝文學總論﹞ 1993 y(7IJ5H3*TKKKLQ( 波茨坦科長 ◎ 吳濁流 240

EB01495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PNM( 一桿秤仔 ◎ 賴和 240

EB01495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HI9F7*NTKLPO( +&!} 一群失業的人 ◎ 楊守愚 240

EB01495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NTKLPM( +,!. 豚 ◎ 張深切 240

EB01495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PQN( 薄命 ◎ 楊華 240

EB01496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PRK( 牛車 ◎ 呂赫若 240

EB014961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PSR( 送報伕 ◎ 楊逵 240

EB01496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PTO(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 龍瑛宗 240

EB014963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QKK( 閹雞 ◎ 張文環 240

EB014964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QLR( 亂都之戀 ◎ 楊雲萍 240

EB014965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QMO( 廣闊的海 ◎ 水蔭萍 240

EB01496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QNL( 森林的彼方 ◎ 董祐峰 240

EB01496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LQOS( 望鄉 ◎ 張冬芳 240

EB01496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3*TKQQSL( 大地之母 ◎ 李喬 390

EB01496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3*TORMOK( 殺生 ◎ 何光明 200

EB014970 遠景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ORNL( 紅塵 ◎ 龍瑛宗 240

EB01497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6 y(7IJ5H3*TKRRKL( 後山地圖 ◎ 何英傑 280

EB01497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POL( 濁流三部曲―濁流 ◎ 鍾肇政 320

EB01497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PQP( 濁流三部曲―江山萬里 ◎ 鍾肇政 320

EB01497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PQP( 濁流三部曲―流雲 ◎ 鍾肇政 320

EB01497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QLT( 台灣人三部曲 (三冊 ) ◎ 鍾肇政 800

EB014976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QKM( 濁流三部曲 (三冊 ) ◎ 鍾肇政 800

EB014977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5H3*TKRRSR( 有影 ◎ 陳燁 280

EB01497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5H3*TKRRRK( 玫瑰船長 ◎ 陳燁 280

EB014979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5H3*TKSPRT( 挖記憶的礦 ◎ 賴舒亞 250

EB014980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5H3*TKSPTN( 風大我愈欲行 ◎ 蔡文傑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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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498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8G0*LLNQKK( 竹雞與阿秋―2007打狗文學獎長篇小說 ◎ 350

EB01498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8G0*LMMRMP( 0. 3公分的孤單―高雄青年文選新詩集 ◎ 230

EB01498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7 y(7IJ8G0*LMMRLS( 昨天紀念日―高雄青年文選散文小說集 ◎ 250

EB01498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5H3*TKSQNK( 一位行者的詩遊記 ◎ 林金郎 260

EB01498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8G0*LONMPQ( 記憶的容顏―高雄紅毛港攝影集1(附紅毛港之歌 CD) ◎ 700

EB014986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5H3*TKSQSP( 記憶之都 ◎ 郭漢辰 290

EB014987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8G0*LPPOPR( 和大山大海說話 ◎ 郭漢辰 250

EB01498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8G0*LRMLTP( 放手，我想飛 ◎ 高雄市圖 260

EB014989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8G0*LRMMKL( 淚水後的彩虹 ◎ 高雄市圖 290

EB014990 遠景 ﹝文學總論﹞ 2009 y(7IJ5H3*TKSRKS( 異鄉人 ◎ 柯品文 280

EB01499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9 y(7IJ5H3*TKSRNT( 好神 ◎ 謝文賢 280

EB01499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9 y(7IJ5H3*TKSRTL( 福爾摩沙惡靈王 ◎ 林哲璋 350

EB01499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9 y(7IJ5H3*TKSSKR( 懸浮 ◎ 馮青 350

EB01499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8 y(7IJ5H3*TKSQLQ( 忘了，曾經去流浪 ◎ 路寒袖 350

EB01499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9 y(7IJ5H3*TKSRLP( 何時，愛戀到天涯 ◎ 路寒袖 380

EB014996 遠景 ﹝文學總論﹞ 1996 y(7IJ5H3*TKPKTR( 王船山哲學 ◎ 曾昭旭 380

EB014997 遠景 ﹝文學總論﹞ 1989 y(7IJ5H3*TKKNNR( 末代皇帝 ◎ 溥儀 320

EB014998 遠景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3*TKLKQS( 當代大陸作家風貌 ◎ 潘耀明 480

EB014999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KS( 初見曙光 ◎ 七等生 240

EB015000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LP( 我愛黑眼珠 ◎ 七等生 240

EB015001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MM( 僵局 ◎ 七等生 240

EB015002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NT( 離城記 ◎ 七等生 240

EB01500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0 y(7IJ5H3*TKQMPO( 沙河悲歌 ◎ 七等生 240

EB015004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OQ( 城之迷 ◎ 七等生 240

EB01500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PN( 銀波翅膀 ◎ 七等生 240

EB015006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QK( 重回沙河 ◎ 七等生 240

EB015007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RR( 譚郎的書信 ◎ 七等生 240

EB01500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QNSO( 一紙相思 ◎ 七等生 240

EB015009 遠景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3*TKRKTL( 玫瑰玫瑰我愛你 ◎ 陳鋼 390

EB015010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QSS( 明月流霞―樂蒂 (附梁山伯與祝英台 VCD) ◎ 熊啟萍 390

EB015011 遠景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RNKP( 生活的藝術 ◎ 林語堂 350

EB015012 遠景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LONN( 賴柏英 ◎ 林語堂 120

EB015013 遠景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TKRNMT( 紅牡丹 ◎ 林語堂 350

EB015014 遠景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LNOL( 朱門 ◎ 林語堂 180

EB015015 遠景 ﹝文學總論﹞ 2000 y(7IJ5H3*TKRRMP( 風聲鶴唳 ◎ 林語堂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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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016 遠景 ﹝文學總論﹞ 2006 y(7IJ5H3*TKRRLS( 武則天傳 ◎ 林語堂 200

EB015017 遠景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RMSM( 京華煙雲 (上 ) ◎ 林語堂 390

EB015018 遠景 ﹝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TKRMTT( 京華煙雲 (下 ) ◎ 林語堂 290

EB015019 遠景 ﹝文學總論﹞ 1993 y(7IJ5H3*TKMNNL( 蘇東坡傳 ◎ 林語堂 220

EB015020 蘭臺 ﹝文學總論﹞ 2008 y(7IJ8G7*QMQQQK( 語言接觸現象 ◎ 游建興 450

EB015021 蘭臺 ﹝文學總論﹞ 2007 y(7IJ8G8*NQLMLS( 台灣文學與語言論集 ◎ 陳添壽 蔡泰山 350

EB015022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PLP( 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 (國文 )重排版 ◎ 葉楚傖 210

EB015023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SQR( 先秦文學選 (國文精選叢書 )重排本 ◎ 葉楚傖 250

EB015024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SQR( 先秦文學選 (國文精選叢書 )重排本 ◎ 葉楚傖 250

EB015025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0*TKOQTR( 兩漢散文選 (重排本 ) ◎ 葉楚傖 330

EB015026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RKQ(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國文叢書 ) ◎ 葉楚傖 405

EB015027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OSP(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國文精選 )重排 ◎ 金公亮 390

EB015028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OSP(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國文精選 )重排 ◎ 金公亮 390

EB015029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TKPROS( 歷代名人短 ?(重排本 ) ◎ 曹鴶雛 435

EB015030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KRM( 雅舍小品 (第一集 ) ◎ 梁實秋 155

EB015031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KST( 雅舍小品 (第二集 ) ◎ 梁實秋 140

EB015032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ORS( 學術論文規範 (增訂本 ) ◎ 宋楚瑜 155

EB015033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0*TKTRPN( 唐詩故事 ◎ 陸家驥 155

EB015034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5 y(7IJ5H0*TKTRPN( 唐詩故事 ◎ 陸家驥 155

EB015035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NKTQ( 雅舍小品 (第三集 ) ◎ 梁實秋 180

EB015036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TKQTQR( 中國韻文通論 (國學萃編 ) ◎ 傅隸樸 260

EB015037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86 y(7IJ5H0*TKNLKM( 雅舍小品 (第四集 ) ◎ 梁實秋 175

EB015038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89 y(7IJ5H0*TKLKOR( 雅舍小品 (合訂本 )(精 ) ◎ 梁實秋 500

EB015039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TKRMMN( 文學論 (增訂本 ) ◎ 王志健 245

EB015040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0 y(7IJ5H0*TKMSNT( 文心雕龍綜合研究 ◎ 彭慶環 110

EB015041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9 y(7IJ5H0*TKNOTM( 韓昌黎文彙評 ◎ 葉百豐 220

EB015042 正中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TKQTLM( 文學的迷思 (大學知識叢書 ) ◎ 張漢良 98

EB015043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8 y(7IJ5H1*TKPTQT( 文學原理 (精 ) ◎ 趙滋蕃 560

EB015044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TKPTRQ( 文學原理 (平 ) ◎ 趙滋蕃 490

EB015045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6 y(7IJ5H1*TKSRSQ( 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 (精 ) ◎ 張漢良 322

EB015046 台灣商務 ﹝文學總論﹞ 2005 y(7IJ5H0*PLTQTN( 媒介的後果 :文學終結點上的批判理論 ◎ 金惠敏 250

EB015047 九歌 ﹝文學總論﹞ 1999 y(7IJ5H5*QKPTTP( 結網與詩風――余光中壽慶論文集 ◎ 蘇其康主編 240

EB015048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7 y(7IJ5H1*OLOKRM( 文學與藝術 (平 ) ◎ 趙滋蕃 70

EB015049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OMKQKS( 現代文明的隱者 ◎ 周陽山 167

EB015050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OMKSKQ( 遠山一抹 ◎ 思果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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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051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78 y(7IJ5H1*TKQLQO(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 (精 ) ◎ 王潤華 156

EB015052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7 y(7IJ5H1*TKQLRL(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 (平 ) ◎ 王潤華 100

EB015053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9 y(7IJ5H1*TKRTMP( 不拿耳朵當眼睛 (精 ) ◎ 王讚源 300

EB015054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9 y(7IJ5H1*TKRTNM( 不拿耳朵當眼睛 (平 ) ◎ 王讚源 233

EB015055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1*TLNTMQ( 解讀現代‧後現代―文化空間與生活空間的思索 (精 ) ◎ 葉維廉 467

EB015056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9 y(7IJ5H1*TLNTNN( 解讀現代‧後現代―文化空間與生活空間的思索 (平 ) ◎ 葉維廉 390

EB015057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POPQ( 文學與歷史―胡秋原選集第一卷 (精 ) ◎ 胡秋原 378

EB015058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POQN( 文學與歷史―胡秋原選集第一卷 (平 ) ◎ 胡秋原 311

EB015059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RPMS( 秩序的探索―當代文學論述的省察 (精 ) ◎ 周慶華 278

EB015060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RPNP( 秩序的探索―當代文學論述的省察 (平 ) ◎ 周慶華 211

EB015061 國家 ﹝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QKPNNL( 靈感 ·情感 ·文學 ◎ 余　我 200.00

EB015062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5 y(7IJ5H1*TKSRQM( 中美文學因緣 (精 ) ◎ 鄭樹森編 233

EB015063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85 y(7IJ5H1*TKSRRT( 中美文學因緣 (平 ) ◎ 鄭樹森編 167

EB015064 雄獅 ﹝文學總論﹞ 2001 y(7IJ5H4*ROKMRR( 性崇拜與文學藝術 ◎ 劉其偉 360

EB015065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OMLNSO( 文學與藝術八論―互文‧對位‧文化詮釋 (精 ) ◎ 劉紀蕙 344

EB015066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OMLNTL( 文學與藝術八論―互文‧對位‧文化詮釋 (平 ) ◎ 劉紀蕙 267

EB015067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77 y(7IJ5H1*TKQKMR( 文學欣賞的靈魂 (精 ) ◎ 劉述先 233

EB015068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92 y(7IJ5H1*TKQKNO( 文學欣賞的靈魂 (平 ) ◎ 劉述先 167

EB015069 三民書局 ﹝文學總論﹞ 1978 y(7IJ5H1*OLORTT( 筆之會 (平 ) ◎ 彭歌著 70

EB015070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0 y(7IJ5H1*TKQKKN( 分析文學 (精 ) ◎ 陳啟佑 156

EB015071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90 y(7IJ5H1*TKQKOL( 小說創作論 (精 ) ◎ 羅盤著 311

EB015072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7 y(7IJ5H1*TKQLKM( 鏡花水月 (精 ) ◎ 陳國球 222

EB015073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5 y(7IJ5H1*TKQQSN( 寫作是藝術 (精 ) ◎ 張秀亞 189

EB015074 深思文化 ﹝寫作‧翻
譯‧演講﹞ 2008 y(7IJ8G1*SOOOPT( TOP研究的必修課：學術基礎研究理論 ◎ Jonathan Grix 350

EB015075 深思文化 ﹝寫作‧翻
譯‧演講﹞ 2007 y(7IJ8G1*SOMLLK( 上台報告不用怕 -成功的演說技巧 ◎ John van Emden & Lucinda Becker 250

EB015076 正中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99 y(7IJ5H0*TLMQNK( 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 ◎ 朱浤源 400

EB015077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8 y(7IJ5H1*OLPKKK( 綠窗寄語 (精 ) ◎ 謝冰瑩 110

EB015078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8 y(7IJ5H1*OLPKLR( 綠窗寄語 (平 ) ◎ 謝冰瑩 70

EB015079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2007 y(7IJ5H1*OORNOQ( 文字編織 -讓寫作變容易的六章策略 ◎ 廖玉蕙 280

EB015080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1 y(7IJ5H1*TKRQMS( 給青年朋友的信 (上 )(精 ) ◎ 謝冰瑩 244

EB015081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6 y(7IJ5H1*TKRQNP( 給青年朋友的信 (上 )(平 ) ◎ 謝冰瑩 178

EB015082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6 y(7IJ5H1*TKRQPT( 給青年朋友的信 (下 )(平 ) ◎ 謝冰瑩 156

EB015083 幼獅文化 ﹝寫作‧翻
譯‧演講﹞ 2009 y(7IJ5H5*RORNMT( 從此，愛上寫作 ◎ 溫小平 250

EB015084 萬卷樓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7*NTKMPR( 寫作方法一百例 ◎ 劉勵操 400

EB015085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68 y(7IJ5H0*PKQMKO( 論文及公文作法 ◎ 蔣勵材 編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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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086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2007 y(7IJ5H1*OOSRPQ( 大學寫作進階課程 -研究報告寫作指引 ◎ 高光惠、楊果霖、蔡忠霖 -合著 280

EB015087 心理 ﹝寫作‧翻
譯‧演講﹞ 2005 y(7IJ5H7*KMSMKO( 論文寫作手冊（增訂三版）　 ◎ 張慶勳著 400

EB015088 心理 ﹝寫作‧翻
譯‧演講﹞ 2007 y(7IJ8G1*TLKRKN( 論文就是要這樣寫 ◎ 張芳全著 250

EB015089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2007 y(7IJ5H0*PMLNRP( 如何撰寫學術論文；以「政治學方法論」為考察中心 ◎ 呂秋文 260

EB015090 萬卷樓 ﹝寫作‧翻
譯‧演講﹞ 1996 y(7IJ5H7*NTLPOO( 學術論文寫作指引 ◎ 林慶彰 440

EB015091 萬卷樓 ﹝寫作‧翻
譯‧演講﹞ 2005 y(7IJ5H7*NTORQR( 讀書報告寫作指引 (第二版 ) ◎ 林慶彰 340

EB015092 藝軒圖書 ﹝寫作‧翻
譯‧演講﹞ 1999 y(7IJ5H6*LQPPLL( 如何撰寫及發表科學論文 ◎ 丘志威 350

EB015093 藝軒圖書 ﹝寫作‧翻
譯‧演講﹞ 2009 y(7IJ5H6*LQTPMQ( 科學家與作家美麗的邂逅 -撰寫及發表研究論文 ◎ 朱廣邦 180

EB015094 藝軒圖書 ﹝寫作‧翻
譯‧演講﹞ 2003 y(7IJ5H6*LQRNLR( 科學論文寫作第四版 ◎ 傅祖慧 400

EB015095 藝軒圖書 ﹝寫作‧翻
譯‧演講﹞ 1994 y(7IJ5H6*LQNNQO( 科學論文寫作與發表 ◎ 潘震澤 170

EB015096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2006 y(7IJ5H1*OONSON( 翻譯學 (二版 ) ◎ 金莉華 310

EB015097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9 y(7IJ5H1*TKPOSS( 翻譯新語 (精 ) ◎ 黃文範 244

EB015098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89 y(7IJ5H1*TKPOTP( 翻譯新語 (平 ) ◎ 黃文範 178

EB015099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1*TLPMKN( 翻譯散論 (精 ) ◎ 張振玉 233

EB015100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1*TLPMLK( 翻譯散論 (平 ) ◎ 張振玉 167

EB015101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1*TLPMOL( 翻譯偶語 (精 ) ◎ 黃文範 267

EB015102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1*TLPMPS( 翻譯偶語 (平 ) ◎ 黃文範 200

EB015103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2000 y(7IJ5H0*PLQQRS( 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 ◎ 沈蘇儒 著 280

EB015104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95 y(7IJ5H0*PLLRKN( 口譯的理論與實踐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 周兆祥 著 120

EB015105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95 y(7IJ5H0*PLLQTR( 翻譯實務 (Translating in Practice) ◎ 周兆祥 著 140

EB015106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90 y(7IJ5H0*PKLROM( 翻譯精要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 陳定安 編著 170

EB015107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95 y(7IJ5H0*PLKQKR( 日漢翻譯藝術 ◎ 陸松齡 編著 160

EB015108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0*PKQSRR( 翻譯工作者手冊 ◎ 劉靖之 主編 320

EB015109 國家 ﹝寫作‧翻
譯‧演講﹞ 1996 y(7IJ5H3*QKOOSS( 翻譯之原理與技巧 (平 ) ◎ 張達聰 500.00

EB015110 九歌 ﹝寫作‧翻
譯‧演講﹞ 2001 y(7IJ5H5*QKSMRT( 語言與翻譯 ◎ 黃國彬 200

EB015111 三民書局 ﹝寫作‧翻
譯‧演講﹞ 2008 y(7IJ5H1*OOTNRL( 齊向譯道行 ◎ 金聖華 160

EB015112 台灣商務 ﹝寫作‧翻
譯‧演講﹞ 1993 y(7IJ5H0*PKQSQK( 翻譯新論集 -香港翻譯學會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 劉靖之 主編 342

EB015113 大塊 ﹝寫作‧翻
譯‧演講﹞ 9305 y(7IJ8G7*QKKOSQ( 乞丐國王的時光指環 ◎ 班．伊齊 250

EB015114 國家 ﹝寫作‧翻
譯‧演講﹞ 2004 y(7IJ5H3*QKSQSO( 增進你的演講能力 ◎ 劉秋岳 200.00

EB015115 智庫文化 ﹝寫作‧翻
譯‧演講﹞ 2005 y(7IJ8G7*SSKTPQ( 如何成為溝通大師 -HOW TO BE A GREAT COMMUNICATOR ◎ 300

EB015116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9 y(7IJ5H4*OOQMLQ( 台灣觀點：書話東西文學地圖 ◎ 李奭學 270

EB015117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8 y(7IJ5H4*OOPKRN( 台灣觀點：書話中國與世界小說 ◎ 李奭學 250

EB015118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6 y(7IJ5H4*OONRNO( 文學的複音變奏 ◎ 李有成 240

EB015119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4 y(7IJ5H4*OOLRRS( 台灣文學的回顧 ◎ 葉石濤 210

EB015120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4 y(7IJ5H4*OOLQOS( 雙單行道――影響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人物 ◎ 趙毅衡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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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121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7 y(7IJ5H1*OLOKQP( 文學與藝術 (精 ) ◎ 趙滋蕃 110

EB015122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71 y(7IJ5H1*OLPMKS( 現代文學的播種者 (精 ) ◎ 吳詠九 110

EB015123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1 y(7IJ5H1*OLRSRP( 海天集 ◎ 莊信正 133

EB015124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5 y(7IJ5H1*OMLOKR( 不老的詩心 ◎ 夏鐵肩 233

EB015125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0 y(7IJ5H1*TKKSOL( 大陸文藝論衡 (精 ) ◎ 周玉山 200

EB015126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0 y(7IJ5H1*TKLKQK( 大陸當代文學掃描 (精 ) ◎ 葉樨英 -著 256

EB015127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1 y(7IJ5H1*TKPRQL( 中國文學論叢 (精 ) ◎ 錢穆著 280

EB015128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7 y(7IJ5H1*TKQLMQ( 文學因緣 (精 ) ◎ 鄭樹森 222

EB015129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7 y(7IJ5H1*TKQLNN( 文學因緣 (平 ) ◎ 鄭樹森 156

EB015130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5 y(7IJ5H1*TKQLOK( 解構批評論集 (精 ) ◎ 廖炳惠 333

EB015131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5 y(7IJ5H1*TKQLPR( 解構批評論集 (平 ) ◎ 廖炳惠 290

EB015132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7 y(7IJ5H1*TKQNMO( 詩學析論 (精 ) ◎ 張春榮 267

EB015133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8 y(7IJ5H1*TKSQMP( 歷史傳釋與美學 (精 ) ◎ 葉維廉 267

EB015134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2 y(7IJ5H1*TKSQNM( 歷史傳釋與美學 (平 ) ◎ 葉維廉 200

EB015135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4 y(7IJ5H1*TKSRMO( 現象學與文學批評 (精 ) ◎ 鄭樹森編 233

EB015136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8 y(7IJ5H1*TKSRPP( 記號詩學 (平 ) ◎ 古添洪 260

EB015137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6 y(7IJ5H1*TMKKNK( 大陸「新寫實小說」(平 ) ◎ 唐翼明 150

EB015138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4 y(7IJ5H1*TMRSOS( 現象學與文學批評 (平 ) ◎ 鄭樹森 200

EB015139 萬卷樓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4 y(7IJ5H7*NTOTQP( 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 (1950-2004) ◎ 陳大為 260

EB015140 正中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3 y(7IJ5H0*TKSKRR( 文學理論 ◎ 簡政珍 380

EB015141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4 y(7IJ5H1*OMKPLQ( 嚴肅的遊戲―當代文藝訪談錄 ◎ 楊錦郁 144

EB015142 萬卷樓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1 y(7IJ5H7*NTNOPQ( 主題學理論與實踐 ◎ 陳鵬翔 300

EB015143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1 y(7IJ5H1*OLSNPN( 帶詩蹺課去―詩學初步 ◎ 徐望雲 144

EB015144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7 y(7IJ5H1*TMSQSP( 詩美學 (二版 ) ◎ 李元洛 530

EB015145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7 y(7IJ5H1*TMSRTL( 比較詩學 (二版 ) ◎ 葉維廉 170

EB015146 台灣商務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3 y(7IJ5H0*PLRRKP( 詩論 -文學的貴族 ◎ 左海倫 著 250

EB015147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0 y(7IJ5H1*TKKPLN( 詩美學 (平 ) ◎ 李元洛 611

EB015148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0 y(7IJ5H1*TKKPKQ( 詩美學 (精 ) ◎ 李元洛 678

EB015149 台灣商務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63 y(7IJ5H0*PLRQMK( 詩與真 ◎ 梁宗岱 著 200

EB015150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6 y(7IJ5H4*OONLKT( 一首詩的誕生（新版） ◎ 白靈 220

EB015151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1 y(7IJ5H5*QKRSTK( 蕭蕭教你寫詩、為你解詩 ◎ 蕭蕭 210

EB015152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3 y(7IJ5H1*OLNTNS( 迦陵談詩 (二 )(平 ) ◎ 葉嘉瑩 70

EB015153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4 y(7IJ5H1*OMKRPM( 煙火與噴泉 ◎ 白靈著 167

EB015154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5 y(7IJ5H1*OOKRPK( 我為詩狂 ◎ 董平 150

EB015155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0 y(7IJ5H1*TKRLNK( 燈下燈 (平 ) ◎ 蕭蕭著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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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156 網路與書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2 y(7IJ5H3*KMQQLR( 詩戀 Pi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15157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5 y(7IJ5H1*TKSLTT( 戲劇編寫法 (平 ) ◎ 方寸著 190

EB015158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78 y(7IJ5H1*TKQMRK( 現代散文欣賞 (平 ) ◎ 鄭明娳 144

EB015159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6 y(7IJ5H1*OKSLNM( 文學欣賞 ◎ 謝冰瑩、左松超著 67

EB015160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8 y(7IJ5H1*OLOSLM( 現代小說論 (平 ) ◎ 周伯乃 70

EB015161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79 y(7IJ5H1*OLPMLP( 現代文學的播種者 (平 ) ◎ 吳詠九 70

EB015162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0 y(7IJ5H1*TKQKPS( 小說創作論 (平 ) ◎ 羅盤著 244

EB015163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89 y(7IJ5H1*TKSSMN( 小說‧歷史‧心理‧人物 (精 ) ◎ 周英雄 267

EB015164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3 y(7IJ5H1*TKSSNK( 小說‧歷史‧心理‧人物 (平 ) ◎ 周英雄 200

EB015165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5 y(7IJ5H1*TLROSL( 老舍小說新論 (精 ) ◎ 王潤華 278

EB015166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5 y(7IJ5H1*TLRSSR( 小說結構 (精 ) ◎ 方祖燊 730

EB015167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5 y(7IJ5H1*TLRSTO( 小說結構 (平 ) ◎ 方祖燊 650

EB015168 三民書局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7 y(7IJ5H1*OMPSMP( 現代小說 ◎ 楊昌年 420

EB015169 幼獅文化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9 y(7IJ5H5*ROKTLR( 少年小說創作坊：李潼答客問 ◎ 賴西安 220

EB015170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1 y(7IJ5H5*QKSKOK( 現代小說啟事 ◎ 張素貞 260

EB015171 九歌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9 y(7IJ5H5*QKPTRL( 保真領航看小說 ◎ 保真 190

EB015172 台灣商務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8 y(7IJ5H0*PMNNNL( 跟著古典小說吃大餐 ◎ 夏恩‧布蘭德 220

EB015173 幼獅文化 ﹝文藝創作
及批評﹞ 2009 y(7IJ5H5*RORORN( 說書人的異想世界：細讀經典少年小說 ◎ 張子樟 250

EB015174 國家 ﹝文藝創作
及批評﹞ 1999 y(7IJ5H3*QKPQPM( 世界文學名著要覽 ◎ 潘壽康 600.00

EB015175 三民書局 ﹝世界文學總集﹞ 1989 y(7IJ5H1*TKQKQP( 借鏡與類比 (精 ) ◎ 何冠驥 256

EB015176 好 FUN ﹝世界文學總集﹞ 2007 y(7IJ8G6*TLMMTK( 世界經典名劇重溫 ◎ 方雁 180

EB015177 好 FUN ﹝世界文學總集﹞ 2007 y(7IJ8G6*TLMMQT( 鬼故事之鬼話怪談 ◎ 華克 180

EB015178 好 FUN ﹝世界文學總集﹞ 2007 y(7IJ8G6*TLMMML( 世界經典電影重溫 ◎ 方雁 169

EB015179 左岸 ﹝世界文學總集﹞ 2002 y(7IJ8G7*SPOKSR( 情慾花園 ◎ 呂健忠 300

EB015180 九歌 ﹝世界文學總集﹞ 2005 y(7IJ5H4*OOMRTT( 世界情詩名作100首 (增訂新版） ◎ 陳黎、張芬齡◎編譯 250

EB015181 九歌 ﹝世界文學總集﹞ 1992 y(7IJ5H4*OOMPKS( 致羞怯的情人――四百年英語情詩名作選 (中英對照 ) ◎ 莎士比亞　等 300

EB015182 九歌 ﹝世界文學總集﹞ 2005 y(7IJ5H4*OOMQOP( 友誼，是最好的禮物――名人友情小語 (中英對照 ) ◎ 珍奧斯汀、艾略特等 190

EB015183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88 y(7IJ5H0*PKKPSP( 名人演說一百篇 (100 FAMOUS SPEECHES) ◎ 石幼珊 譯 280

EB015184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97 y(7IJ5H0*PLNQLP( 外國名著風景描寫一百段 ◎ 張合珍 選譯 320

EB015185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99 y(7IJ5H0*PLPQOK( 外國名著愛情描寫一百段 ◎ 張信威 主編 380

EB015186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97 y(7IJ5H0*PLNQNT( 外國名著行為描寫一百段 ◎ 郭 麗 選譯 300

EB015187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88 y(7IJ5H0*PKKPRS( 世界著名寓言一百篇 ◎ 陳德運 譯 180

EB015188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88 y(7IJ5H0*PLMMSL( 名人書信一百封 100 World's Great Letters ◎ 黃繼忠 譯 280

EB015189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95 y(7IJ5H0*PLMKTK( 外國幽默小品一百篇 (100 Humorous Stories ◎ 蔣自新 編譯 280

EB015190 台灣商務 ﹝世界文學總集﹞ 1997 y(7IJ5H0*PLNQOQ( 外國名著心理描寫一百段 ◎ 蔡國華 選譯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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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191 國家 ﹝世界文學總集﹞ 1997 y(7IJ5H3*QKPMRK( 世界笑話 ◎ 江永琦 180.00

EB015192 國家 ﹝世界文學總集﹞ 1999 y(7IJ5H3*QKQOTT( 風流笑話 ◎ 李常傳 200.00

EB015193 大塊 ﹝世界文學總集﹞ 2006 y(7IJ8G7*KPTLNK( 最後一匹人頭馬是怎麼死的 ◎ 娜丁‧葛蒂瑪 320

EB015194 三民書局 ﹝各種文學﹞ 1977 y(7IJ5H1*TKQMKL( 從比較神話到文學 (精 ) ◎ 古添洪、陳慧樺主編 300

EB015195 佛光文化 ﹝各種文學﹞ 1993 y(7IJ5H5*ONLRLQ( 中國佛教文學 ◎ 加地哲定著 . 劉衛星譯 180

EB015196 九歌 ﹝各種文學﹞ 1998 y(7IJ5H5*QKPLRT( 閱讀的喜悅 ◎ 張子樟 200

EB015197 三民書局 ﹝各種文學﹞ 1996 y(7IJ5H1*OKNSRS( 韓莉的感冒 ◎ 本局編輯部編譯 110

EB015198 三民書局 ﹝各種文學﹞ 1996 y(7IJ5H1*OKNTRR( 莫力的大災難 ◎ 本局編輯部編譯 110

EB015199 三民書局 ﹝各種文學﹞ 1996 y(7IJ5H1*OKOKKO( 史康波的披薩 ◎ 本局編輯部編譯 110

EB015200 三民書局 ﹝各種文學﹞ 1996 y(7IJ5H1*OKOKRN( 妙莉的大逃亡 ◎ 本局編輯部編譯 110

EB015201 三民書局 ﹝各種文學﹞ 1996 y(7IJ5H1*OLKNKM( 貝索的紅睡襪 ◎ 本局編輯部編譯 110

EB015202 心理 ﹝各種文學﹞ 2000 y(7IJ5H7*KMOKRR( 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 ◎ 林敏宜著 350

EB015203 心理 ﹝各種文學﹞ 2005 y(7IJ5H7*KMSLSL( 幼兒文學（第二版） ◎ 鄭瑞菁著 450

EB015204 心理 ﹝各種文學﹞ 2009 y(7IJ8G1*TLMPOR( 兒童文學 -理論與應用 ◎ Carol Lynch-Brown、Carl M. Tomlinson著；林文 ?、施沛妤譯 450

EB015205 台灣商務 ﹝各種文學﹞ 1999 y(7IJ5H0*PLPTQL( 世界童話精選一百段 ◎ 石幼珊 編譯 450

EB015206 幼獅文化 ﹝各種文學﹞ 2000 y(7IJ5H5*ROKQMR( 青春記憶的書寫：少兒文學賞析 ◎ 張子樟 280

EB015207 幼獅文化 ﹝各種文學﹞ 2005 y(7IJ5H5*ROPQLP( 親子共遊童話世界 ◎ 管家琪 220

EB015208 雄獅 ﹝各種文學﹞ 2000 y(7IJ5H4*ROKKSQ( 繪本創作 DIY ◎ 周世宗‧鄧美雲 420

EB015209 雄獅 ﹝各種文學﹞ 2004 y(7IJ5H4*ROKROL( 繪本玩家 DIY ◎ 周世宗‧鄧美雲 420

EB015210 幼獅文化 ﹝各種文學﹞ 2000 y(7IJ5H5*ROMMSR( 擺盪在感性與理性之間論述選集 (1988-1998) ◎ 劉鳳芯 360

EB015211 萬卷樓 ﹝各種文學﹞ 2005 y(7IJ5H7*NTPLNT( 兒童文學的遊戲性－台灣兒童文學初旅 ◎ 黃秋芳 420

EB015212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2000 y(7IJ5H1*TKQKRM( 借鏡與類比 (平 ) ◎ 何冠驥 189

EB015213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1985 y(7IJ5H1*TKQLTP( 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 (平 ) ◎ 古添洪、陳慧樺編著 200

EB015214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1993 y(7IJ5H1*TKQMLS( 從比較神話到文學 (平 ) ◎ 古添洪、陳慧樺主編 233

EB015215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1983 y(7IJ5H1*TKSQOT( 比較詩學 (精 ) ◎ 葉維廉 222

EB015216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1983 y(7IJ5H1*TKSQQN( 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 (精 ) ◎ 周英雄 290

EB015217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1992 y(7IJ5H1*TKSQRK( 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 (平 ) ◎ 周英雄 222

EB015218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2004 y(7IJ5H1*TMRPQP( 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 (平 ) ◎ 張漢良 260

EB015219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2005 y(7IJ5H1*TMRTKT( 中國文學縱橫論 (增訂二版 ) ◎ 黃維樑 200

EB015220 黎明文化 ﹝比較文學﹞ 2007 y(7IJ5H1*QKRQQP( 比較文學概論 [平 ] ◎ 220

EB015221 三民書局 ﹝比較文學﹞ 2004 y(7IJ5H1*TMRPPS( 主題學研究論文集 ◎ 陳鵬翔主編 290

EB01522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6 y(7IJ5H1*OLOMPQ( 文學欣賞的新途徑 (平 ) ◎ 李辰冬 70

EB01522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OMKQSO( 新譯文心雕龍 (25K) ◎ 羅立乾 -注譯；李振興 -校閱 300

EB01522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OMPOTS( 王禎和的小說世界 ◎ 高全之 150

EB01522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1*OMRQSN( 文心雕龍析論 ◎ 王忠林 560



 - 436 -

．
︹
中
國
文
學
總
論
︺
．

EB01522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ONKOOR( 新譯文心雕龍 (精 ) ◎ 羅立乾 -注譯；李振興 -校閱 560

EB01522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5H1*ONKOPO( 新譯文心雕龍 (二版 ) ◎ 羅立乾 -注譯；李振興 -校閱 480

EB01522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1*ONNNNM( 中國文學概論 ◎ 黃麗貞 530

EB01522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1*TMRSPP( 中國文學概論 (二版 ) ◎ 尹雪曼 370

EB015230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6 y(7IJ5H0*PLOPPL( 涵芬樓文談 ◎ 吳曾祺 著 180

EB015231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0*PLSPOM( 中國文學通論 ◎ 兒島獻吉郎 著 800

EB015232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9 y(7IJ5H0*PLQKRO( 文心雕龍本義 ◎ 劉 勰 原著 1500

EB01523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0*PKORNQ( 精選原著西遊記 ◎ 吳承恩 原著 90

EB015234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5 y(7IJ5H0*PKLQQR( 中國文學史概要 ◎ 胡懷琛 編 162

EB015235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82 y(7IJ5H0*PKLLKK( 易傳道德的形上學 ◎ 范良光 著 90

EB015236 佛光文化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5*ONRNPK(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 釋永祥 200

EB015237 雲龍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8G7*TNSLPM( 絕代風華 ◎ 楊樹增等 280

EB015238 雲龍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8G7*TNSKTL( 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 ◎ 徐楓 380

EB015239 雲龍 ﹝中國文學總論﹞ 1999 y(7IJ5H9*QQNNPT( (額 )解讀宋元話本 ◎ 歐陽代發 220

EB015240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0 y(7IJ5H3*QKQRMR( <<文心雕龍 >>樞紐論研究 ◎ 黃端陽 250.00

EB015241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3*QKTQON( 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的現代性與 ◎ 傅　謹 500.00

EB015242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3*QKTTRL( 溫州南戲論稿 ◎ 胡雪岡 400.00

EB015243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3*QLKONO( 洛地戲曲論集 ◎ 洛　地 600.00

EB015244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3*QLKSKT( 白樸．鄭光祖評傳 ◎ 吳乾浩 500.00

EB015245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5H3*QLLKLL( 泉南戲史鉤沉 ◎ 莊長江 900.00

EB015246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5H3*QLLLST( 元代藝術與元代戲曲 ◎ 譚志湘 600.00

EB015247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9 y(7IJ5H3*QLLSPL( 明清戲曲考論 ◎ 劉致中 600.00

EB015248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0 y(7IJ5H7*NTMQSS( 雕心成文—《文心雕龍》淺說 ◎ 張勉之 張曉丹 200

EB015249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NSS( 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學」研究 ◎ 劉渼著 640

EB015250 蘭臺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8G7*QMQQPN( 孔雀東南飛箋證 ◎ 雷家驥 320

EB015251 黎明文化 ﹝中國文學總論﹞ 1984 中國文學史 [平 ] ◎ 丁平 120

EB015252 黎明文化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LOP( 文心雕龍 [平 ] ◎ 王更生 340

EB015253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PLN(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 ◎ 顏崑陽 235

EB015254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TKM( 文學現象 ◎ 林耀德 460

EB015255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0*TKSSQM( 文心雕龍的風格學 ◎ 詹 ? 155

EB015256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0*TKTRLP( 中國文學的精神世界 ◎ 葉太平 430

EB015257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0*TLRPRO( 中國文學史演義增訂版一 ◎ 錢念孫 180

EB015258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0*TLRPSL( 中國文學史演義增訂版二 ◎ 錢念孫 220

EB015259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0*TLRPTS( 中國文學史演義增訂版三 ◎ 錢念孫 200

EB015260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0*TLRSMQ( 趣談文學史 ◎ 李淑雲 姚瓊儀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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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261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9 y(7IJ5H0*TLSLLN( 中國文學史演義 [壹 ]先秦 -五版 ◎ 錢念孫 180

EB015262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9 y(7IJ5H0*TLSLMK( 中國文學史演義 [貳 ]唐宋 -五版 ◎ 錢念孫 220

EB015263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9 y(7IJ5H0*TLSLNR( 中國文學史演義 [參 ]元明清 -五版 ◎ 錢念孫 200

EB015264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7*NTLLNL( 國文教學論叢 ◎ 陳滿銘 400

EB015265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7*NTLRKO( 國文教學論叢‧續編 ◎ 陳滿銘 480

EB01526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QRP( 第二屆國文科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 張高評 主編 400

EB015267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MOT( 王伯厚及其玉海藝文部研究 ◎ 陳仕華 著 198

EB015268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5H4*OOPOKK( 舉杯向天笑 ◎ 余光中 320

EB015269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5H4*OOPONL( 詩歌天保 ◎ 蘇其康 編 360

EB015270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4*OONSKM( 莊子的蝴蝶起飛後：文學再定位 ◎ 黃國彬 220

EB015271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4*OOMTMS( 從徐霞客到梵谷（重排新版） ◎ 余光中 290

EB015272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4*OOLNQP( 書話台灣－－ 1991~2003文學印象 ◎ 李奭學 300

EB015273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5*QKPQON( 藍墨水的下游 ◎ 余光中 230

EB015274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5*QKPNLP( 評論二十家（精） ◎ 李瑞騰 / 編 450

EB015275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5*QKPNMM( 評論二十家 ◎ 李瑞騰 / 編 370

EB015276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5*QKNLPL( 文學的出路 ◎ 李瑞騰 160

EB01527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OLRSMK( 臺灣文學風貌 ◎ 李瑞騰 133

EB01527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1*OLTMNR( 文學關懷 ◎ 李瑞騰 200

EB01527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1*OLTPST( 愛廬談文學 ◎ 黃永武 222

EB01528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1*OLTSLR( 書鄉長短調 ◎ 黃碧端 189

EB01528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1*OMKNLS( 迎向眾聲―八○年代臺灣文化情境觀察 (改博士學歷 ) ◎ 向陽著 200

EB01528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OMKSNR( 文學札記 ◎ 黃國彬 189

EB01528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6 y(7IJ5H1*OMOLQN( 古典到現代 ◎ 張健著 170

EB01528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ONRMPP( 私閱讀 ◎ 蘇偉貞 140

EB01528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ONSKSP( 文學的現代記憶 ◎ 張新穎 150

EB01528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ONSLNT( 現代人物與思潮 ◎ 周質平 240

EB01528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1*ONTQNL( 浮世星空新故鄉－臺灣文學傳播議題析論 ◎ 向陽著 150

EB01528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1*OOLROK( 讀書與生活 ◎ 琦君著 170

EB01528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1*OOQPQL( 文字結巢 ◎ 陳義芝 210

EB01529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8 y(7IJ5H1*OPKONS( 中國文學講話 (增訂二版 ) ◎ 王更生 250

EB01529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0 y(7IJ5H1*TKLKRR( 大陸當代文學掃描 (平 ) ◎ 葉樨英 -著 189

EB01529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KPRRS( 中國文學論叢 (平 ) ◎ 錢穆 200

EB01529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75 y(7IJ5H1*TKPTTK( 文學新論 (平 ) ◎ 李辰冬 200

EB01529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78 y(7IJ5H1*TKQRKQ( 讀書與生活 (精 ) ◎ 琦君著 200

EB01529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78 y(7IJ5H1*TKQRLN( 讀書與生活 (平 ) ◎ 琦君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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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29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0 y(7IJ5H1*TKRKKK( 現實的探索 (精 ) ◎ 陳銘磻編 167

EB01529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0 y(7IJ5H1*TKRKLR( 現實的探索 (平 ) ◎ 陳銘磻編 111

EB01529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MTM( 文化的春天 (精 ) ◎ 王保雲 211

EB01529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NKS( 文化的春天 (平 ) ◎ 王保雲 144

EB01530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POO( 古典今論 (精 ) ◎ 唐翼明 256

EB01530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PPL( 古典今論 (平 ) ◎ 唐翼明 189

EB01530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RQQ( 文學徘徊 (精 ) ◎ 周玉山 322

EB01530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NRRN( 文學徘徊 (平 ) ◎ 周玉山 256

EB01530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NK( 晚學齋文集 (精 ) ◎ 黃錦鋐 311

EB01530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NOR( 晚學齋文集 (平 ) ◎ 黃錦鋐 244

EB01530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ONT( 古代文學精華 (精 ) ◎ 郭丹著 233

EB01530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OOQ( 古代文學精華 (平 ) ◎ 郭丹著 167

EB01530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OPN( 從現象到表現―葉維廉早期文集 (精 ) ◎ 葉維廉 511

EB01530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OQK( 從現象到表現―葉維廉早期文集 (平 ) ◎ 葉維廉 444

EB01531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POP( 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 (精 ) ◎ 王宏志 356

EB01531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1*TLQPPM( 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 (平 ) ◎ 王宏志 289

EB01531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NTT( 學林尋幽―見南山居論學集 (平 ) ◎ 黃慶萱 244

EB01531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OLM( 考證與反思―從《周官》到魯迅 (平 ) ◎ 陳勝長 190

EB01531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OMT( 學林尋幽―見南山居論學集 (精 ) ◎ 黃慶萱 311

EB01531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OPK( 考證與反思―從《周官》到魯迅 (精 ) ◎ 陳勝長 260

EB01531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QST( 大陸新時期文學 (19771989)―理論與批評 (精 ) ◎ 唐翼明 240

EB01531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RQTQ( 大陸新時期文學 (19771989)―理論與批評 (平 ) ◎ 唐翼明 180

EB01531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TLTNLR( 臺灣的社會與文學 ◎ 龔鵬程編 400

EB01531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6 y(7IJ5H1*TLTQSN( 文學圖繪 (平 ) ◎ 周慶華 200

EB01532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6 y(7IJ5H1*TLTRTT( 文學圖繪 (精 ) ◎ 周慶華 270

EB01532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TMLKSM( 還原民間―文學的省思 (精 ) ◎ 陳思和 290

EB01532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TMLKTT( 還原民間―文學的省思 (平 ) ◎ 陳思和 220

EB01532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9 y(7IJ5H1*TMMOTM( 與君細論文 (精 ) ◎ 黃慶萱 370

EB01532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9 y(7IJ5H1*TMMPKS( 與君細論文 (平 ) ◎ 黃慶萱 300

EB01532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9 y(7IJ5H1*TMNKOS( 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 (平 ) ◎ 張堂錡 300

EB01532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1 y(7IJ5H1*TMPKNP( 人文透鏡 (精 ) ◎ 簡宗梧 240

EB01532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1*TMPKOM( 人文透鏡 (平 ) ◎ 簡宗梧 170

EB01532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1*TMSNKM( 中國文學論叢 ◎ 錢穆 220

EB015329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0*PLONLP( 形式、心理、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 ◎ 陳炳良 著 300

EB015330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0*PLOKPQ( 宋代詩文縱談 ◎ 黃啟方 著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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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331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QOR( 國文教學論文集 ◎ 輔英國文組 400

EB015332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7*NTNRSO( 論學談言見摯情―洪順隆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 ◎ 編委會 540

EB015333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7*NTOKKM(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元培國文組 編 300

EB015334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7*NTOKRL( 風格縱橫談 ◎ 顏瑞芳 溫光華 240

EB015335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0 y(7IJ5H7*NTMQPR( 中國古典詩文 (一 )鑒賞篇 ◎ 陳友冰 300

EB01533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0 y(7IJ5H7*NTNLOM( 中國古典詩文 (二 )比較篇 ◎ 陳友冰 400

EB015337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7*NTOLRK( 中國古典詩文 (三 )現地考論 ◎ 陳友冰 320

EB015338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1 y(7IJ5H7*NTNPSQ( 台灣文學 ◎ 林文寶等 400

EB015339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7*NTOMMO(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 傅庚生 200

EB015340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PKNK( 講座 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 ◎ 許俊雅 主編 600

EB015341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7*NTQLLM( 中國歷代文學總集述評 ◎ 林慶彰 主編 580

EB015342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9 y(7IJ5H7*NTQPMP( 晚學齋詩文論集 ◎ 黃錦鋐 300

EB015343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7*NTOLSR( 國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 親民工商國文組 320

EB015344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7*NTOPKR( 生命的書寫－第二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 480

EB015345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PKSP( 自然的書寫－第三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 400

EB01534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7*NTPOMT( 國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 親民技術學院國文組 300

EB015347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7*NTPTRT( 文思與創意：大學國文教學論集 ◎ 嘉義大學中文系 260

EB01534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1*TKPSRR( 中國文學鑑賞舉隅 (平 ) ◎ 黃慶萱、許家鸞著 222

EB01534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79 y(7IJ5H1*OKSKTP( 增訂本中國文學史 (精 ) ◎ 胡雲翼編著；江應龍校訂 256

EB01535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9 y(7IJ5H1*OKSLKL( 增訂本中國文學史 (平 ) ◎ 胡雲翼編著；江應龍校訂 189

EB01535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1*OOLQTQ( 詩詞曲疊句欣賞研究 ◎ 裴普賢 170

EB01535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3 y(7IJ5H1*TKQNSQ( 當代臺灣作家論 (精 ) ◎ 何欣著 222

EB01535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RNR( 中國的詩詞曲賦 ◎ 劉耕路 著 140

EB015354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7*NTLROM( 中國古代文學史1—先秦 ~魏晉南北朝 ◎ 馬積高等編 440

EB015355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7*NTLRPT( 中國古代文學史2—隋唐五代 ◎ 馬積高等編 320

EB01535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7*NTLRQQ( 中國古代文學史3—宋遼金元 ◎ 馬積高等編 360

EB015357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7*NTLRRN( 中國古代文學史4—明清 ◎ 馬積高等編 480

EB015358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7*NTOLPQ( 中國文學史初稿 (增訂版 )(精裝 ) ◎ 王忠林等 600

EB015359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0 y(7IJ5H7*NTNMKN( 佯狂任自然—竹林七賢 ◎ 魯金波 劉耕路 200

EB01536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1*TMRRQN( 中國文學史研究 ◎ 梁容若 230

EB01536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4 y(7IJ5H1*TKPRSP( 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精 ) ◎ 傅錫壬 244

EB01536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84 y(7IJ5H1*TKPRTM( 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平 ) ◎ 傅錫壬 189

EB01536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73 y(7IJ5H0*PLQLLL( 明代文學 ◎ 錢基博 著 120

EB015364 蘭臺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9*LPOQSK( 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 ◎ 謝崇耀 440

EB01536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0 y(7IJ5H1*TKKSPS( 大陸文藝論衡 (平 ) ◎ 周玉山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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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36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0 y(7IJ5H1*TKQOLQ( 大陸文藝新探 (平 ) ◎ 周玉山 144

EB01536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1*TMPOTN( 大陸文學與歷史 ◎ 周玉山 170

EB015368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1999 y(7IJ5H7*NTMKTL( 臺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 ◎ 羅宗濤 張雙英 600

EB015369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QTT( 越界跨國文學解讀 ◎ 王潤華 480

EB015370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QKSRPM( 詩歌史話 ◎ 陶文鵬 200.00

EB015371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TLK( 仰看明月詩當枕―論中國古典詩 ◎ 張娣明 380

EB015372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SPT( 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三國時代戰爭詩研究 ◎ 張娣明 420

EB015373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7*NTOOMM( 六朝詩歌中之佛教風貌研究 ◎ 王延蕙 280

EB01537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1*OOMQTN( 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 ◎ 侯迺慧 260

EB01537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1*TMSRLP( 唐詩欣賞與創作入門 ◎ 許正中 150

EB01537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2 y(7IJ5H7*NTOKPR( 長恨歌的接受與評論－以宋人為主 ◎ 陳金現 400

EB015377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3*QLKOPS( 黃庭堅與江西詩派論集 ◎ 黃啟方 700.00

EB015378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PKQL( 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 ◎ 張高評 400

EB015379 九歌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4*OOMTLL( 一首詩的誘惑 ◎ 白靈 230

EB01538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1*ONSLOQ( 臺灣現代詩筆記 ◎ 張默著 240

EB01538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1*OOLSRK( 現代詩散論 ◎ 白萩著 120

EB01538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1*TMSNNN( 現代詩學 ◎ 蕭蕭 340

EB01538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0*PMKMRT( 詩中天地寬 ◎ 向明 300

EB015384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9 y(7IJ5H7*NTQOSS( 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 ◎ 陳大為 320

EB015385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7*NTPPLL( 細讀新詩的掌紋 ◎ 李翠瑛 240

EB01538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7*NTOPTK( 臺灣前行代詩家論－第六屆現代詩學研討會論文集 ◎ 彰師大國文系 360

EB01538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TSP( 漢賦史論 (精 ) ◎ 簡宗梧 244

EB01538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1*TLOTTM( 漢賦史論 (平 ) ◎ 簡宗梧 178

EB015389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5 y(7IJ5H0*PKQMSK( 中國韻文史 ◎ 王鶴儀 編譯 234

EB015390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5 y(7IJ5H7*NTPLMM( 唐宋賦學新探 ◎ 詹杭倫等 500

EB015391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OTPS( 北宋初、中期辭賦研究 ◎ 劉　培 300

EB015392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7*NTPKLQ( 北宋詠物賦研究 ◎ 林天祥 460

EB01539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84 y(7IJ5H0*PLRKPR( 宋代女詞人評述 ◎ 任日鎬 著 250

EB01539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1*ONSRQO( 雨墨齋談曲 ◎ 羅麗容 150

EB015395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5 y(7IJ5H0*PLMTPN( 中國近世戲曲史 ◎ 王古魯 譯 450

EB015396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4 y(7IJ5H0*PLKQLO( 宋元戲曲史 ◎ 王國維 著 180

EB015397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0*PKTTMM( 宋元南戲考論 ◎ 俞為民 著 500

EB015398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71 y(7IJ5H0*PLKPSO( 明清戲曲史 ◎ 盧 前 著 140

EB015399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0*PKSTMP( 中國分類戲曲學史綱 ◎ 謝柏梁 著 600

EB015400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QKSRQT( 戲曲史話 ◎ 王衛民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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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401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QKSSNR( 散文史話 ◎ 鄭永曉 200.00

EB015402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7*NTPTOS( 北宋文賦綜論 ◎ 顧柔利 400

EB01540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2007 y(7IJ5H1*TMTLKL( 現代散文欣賞 (二版 ) ◎ 鄭明娳 150

EB01540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MSPL( 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 (精 ) ◎ 張子樟 222

EB01540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論﹞ 1991 y(7IJ5H1*TLMSQS( 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 (平 ) ◎ 張子樟 156

EB015406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0*PLKTKO( 中國言情小說史 ◎ 吳禮權 著 400

EB015407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OTM( 中國筆記小說史 ◎ 吳禮權 著 300

EB015408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93 y(7IJ5H0*PKRRMK( 中國古代的小說 ◎ 張國風 著 140

EB015409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5 y(7IJ5H0*PLPRRK( 中國小說史 ◎ 郭箴一 著 350

EB015410 國家 ﹝中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QKSRRQ( 小說史話 ◎ 吳家榮等 200.00

EB015411 黎明文化 ﹝中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QKORMP( 明清小說 [平 ] ◎ 徐志平 ,黃錦珠 290

EB015412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1968 y(7IJ5H0*PLNNSR( 晚清小說史 ◎ 阿 英 編 250

EB015413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0*PMKNSP( 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 ◎ 樊洛平 著 490

EB015414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77 y(7IJ5H1*OKROOT( 詩經欣賞與研究 (一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311

EB015415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2 y(7IJ5H1*OKROQN( 詩經欣賞與研究 (二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289

EB01541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79 y(7IJ5H1*OKROSR( 詩經欣賞與研究 (三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444

EB01541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4 y(7IJ5H1*OKRPKK( 詩經欣賞與研究 (四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300

EB01541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7 y(7IJ5H1*OKRPMO(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一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511

EB015419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7 y(7IJ5H1*OKRPQM(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三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444

EB015420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7 y(7IJ5H1*OKRPSQ(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四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522

EB015421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70 y(7IJ5H1*OLMTKK( 中國歷代故事詩 (一 )(精 ) ◎ 邱燮友 110

EB015422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1*OLNTML( 迦陵談詩 (二 )(精 ) ◎ 葉嘉瑩 110

EB015423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1 y(7IJ5H1*TKPPQN( 陶淵明評論 (精 ) ◎ 李辰冬 233

EB015424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5 y(7IJ5H1*TKPSKS( 迦陵談詩二集 (精 ) ◎ 葉嘉瑩 200

EB015425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7 y(7IJ5H1*TMKPKO( 北朝民歌 (精 ) ◎ 譚潤生 340

EB015426 台灣商務 ﹝中國詩論﹞ 1965 y(7IJ5H0*PLLLSP( 中國詩學通論 ◎ 范 況 著 300

EB015427 雲龍 ﹝中國詩論﹞ 2004 y(7IJ8G7*QOKOSM( 透視古詩的軼事傳奇 ◎ 李喬 200

EB015428 雲龍 ﹝中國詩論﹞ 2004 y(7IJ8G7*QOKLSP( 詩詞入門 ◎ 夏傳才 480

EB015429 雲龍 ﹝中國詩論﹞ 2002 y(7IJ8G7*TNSLLO( 世紀末閱讀宮體詩之帝王詩人 ◎ 陳大道 380

EB015430 萬卷樓 ﹝中國詩論﹞ 1999 y(7IJ5H7*NTMLSN( 詩歌鑒賞入門 ◎ 魏 飴 240

EB015431 萬卷樓 ﹝中國詩論﹞ 1999 y(7IJ5H7*NTMMRP( 詩詞新論 (增修版 ) ◎ 陳滿銘 320

EB015432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2 y(7IJ5H7*NTOLQN( 第六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 ◎ 彰師大國文系 編 340

EB015433 正中書局 ﹝中國詩論﹞ 1993 y(7IJ5H0*TKSKNT( 新詩批評 ◎ 孟樊 385

EB015434 正中書局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0*TLNQNR( 唐詩清賞 (上 ) ◎ 陳友冰 . 田素謙 195

EB015435 正中書局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0*TLNQNR( 唐詩清賞 (上 ) ◎ 陳友冰 . 田素謙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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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436 正中書局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0*TLNQOO( 唐詩清賞 (下 ) ◎ 陳友冰 . 田素謙 195

EB015437 正中書局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0*TLNQOO( 唐詩清賞 (下 ) ◎ 陳友冰 . 田素謙 195

EB01543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1*TLQQLN( 禪境與詩情 (精 ) ◎ 李杏 ?-著 244

EB015439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1*TLQQMK( 禪境與詩情 (平 ) ◎ 李杏 ?-著 178

EB015440 萬卷樓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7*NTLLLR( 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 ◎ 童慶炳 180

EB015441 九歌 ﹝中國詩論﹞ 2004 y(7IJ5H4*OOLQPP( 一首詩的玩法 ◎ 白靈 260

EB015442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2 y(7IJ5H7*NTOKSS( 詩從何處來 ◎ 仇小屏 280

EB015443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1 y(7IJ5H1*TKRORP( 孤寂中的迴響 (平 ) ◎ 洛夫著 111

EB015444 九歌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5*QKKMMS( 詩林散步 ◎ 黃永武 160

EB015445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6 y(7IJ5H1*OMOMMO( 山水與古典 ◎ 林文月 200

EB01544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8 y(7IJ5H1*OMTLPL( 詩與情 ◎ 黃永武 190

EB01544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3 y(7IJ5H1*TKKSMR( 情趣詩話 (精 ) ◎ 楊光治 267

EB01544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0 y(7IJ5H1*TKKSNO( 情趣詩話 (平 ) ◎ 楊光治 200

EB015449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9 y(7IJ5H1*TKPSLP( 迦陵談詩二集 (平 ) ◎ 葉嘉瑩 160

EB015450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1*TKPSMM( 品詩吟詩 (精 ) ◎ 邱燮友 239

EB015451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1*TKPSNT( 品詩吟詩 (平 ) ◎ 邱燮友 172

EB015452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1*TKPSOQ( 談詩錄 (精 ) ◎ 方祖燊 222

EB015453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1*TKPSPN( 談詩錄 (平 ) ◎ 方祖燊 156

EB015454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7 y(7IJ5H1*TKQNNL( 詩學析論 (平 ) ◎ 張春榮 200

EB015455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5 y(7IJ5H1*TLQPRQ( 詩情畫意―明代題畫詩的詩畫對應內涵 (平 ) ◎ 鄭文惠 340

EB01545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1*TLQQNR( 詩與禪 (精 ) ◎ 孫昌武 278

EB01545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1*TLQQOO( 詩與禪 (平 ) ◎ 孫昌武 211

EB015458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2 y(7IJ5H7*NTNSQT( 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 ◎ 林淑貞 300

EB015459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2 y(7IJ5H7*NTOKLT(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研究 ◎ 方滿錦 400

EB015460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3 y(7IJ5H1*ONRSSK( 新譯詩品讀本 (精 ) ◎ 程章燦，成林注譯；黃志民，鄺采芸校閱 190

EB015461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8 y(7IJ5H1*ONRSTR( 新譯詩品讀本 (二版 ) ◎ 成林、程章燦 -注譯、黃志民、鄺采芸 -校閱 160

EB015462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0 y(7IJ5H1*TKKROM( 鍾嶸詩歌美學 (精 ) ◎ 羅立乾 244

EB015463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0 y(7IJ5H1*TKKRPT( 鍾嶸詩歌美學 (平 ) ◎ 羅立乾 178

EB015464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7 y(7IJ5H1*TMKPLL( 北朝民歌 (平 ) ◎ 譚潤生 270

EB015465 台灣商務 ﹝中國詩論﹞ 1997 y(7IJ5H0*PLOMQL( 由山水到宮體 -南朝的唯美詩風 ◎ 王力堅 著 250

EB01546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1*TKKMKT( 司空圖新論 (精 ) ◎ 王潤華 289

EB01546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9 y(7IJ5H1*TKKMLQ( 司空圖新論 (平 ) ◎ 王潤華 222

EB01546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0 y(7IJ5H1*TKPPTO( 杜甫作品繫年 (平 ) ◎ 李辰冬 167

EB015469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3 y(7IJ5H1*TLORMP( 唐畫詩中看 (精 ) ◎ 王伯敏 400

EB015470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3 y(7IJ5H1*TLORNM( 唐畫詩中看 (平 ) ◎ 王伯敏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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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471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7 y(7IJ5H1*TMLOKM( 唐代詩歌與禪學 (精 ) ◎ 蕭麗華 220

EB015472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7 y(7IJ5H1*TMLOLT( 唐代詩歌與禪學 (平 ) ◎ 蕭麗華 150

EB015473 國家 ﹝中國詩論﹞ 1998 y(7IJ5H3*QKPRLN( 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研究 ◎ 蕭麗華 500.00

EB015474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5 y(7IJ5H1*TLQPQT( 詩情畫意―明代題畫詩的詩畫對應內涵 (精 ) ◎ 鄭文惠 400

EB015475 台灣商務 ﹝中國詩論﹞ 1973 y(7IJ5H0*PLMKRQ( 近代詩選介 ◎ 李 猷 著 280

EB01547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5 y(7IJ5H1*OLNTOP( 現代詩的欣賞 (一 )(精 ) ◎ 周伯乃 110

EB01547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3 y(7IJ5H1*OLNTPM( 現代詩的欣賞 (一 )(平 ) ◎ 周伯乃 70

EB01547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0 y(7IJ5H1*OLNTRQ( 現代詩的欣賞 (二 )(平 ) ◎ 周伯乃 70

EB015479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3 y(7IJ5H1*OLOTNP( 詩心 (平 ) ◎ 黃永武 70

EB015480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72 y(7IJ5H1*OLPNML( 現代詩散論 (精 ) ◎ 白萩著 110

EB015481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3 y(7IJ5H1*OLPNNS( 現代詩散論 (平 ) ◎ 白萩著 70

EB015482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5 y(7IJ5H1*OMLTKM( 新詩補給站 ◎ 渡也著 170

EB015483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8 y(7IJ5H1*OMRMRK( 魚川讀詩 ◎ 梅新著 120

EB015484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3 y(7IJ5H1*ONSLLP( 詩來詩往 ◎ 向明著 160

EB015485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3 y(7IJ5H1*TKQNKK( 現代詩學 (精 ) ◎ 蕭蕭著 420

EB01548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8 y(7IJ5H1*TKQNOS( 橫看成嶺側成峰 (精 ) ◎ 文曉村 311

EB01548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8 y(7IJ5H1*TKQNPP( 橫看成嶺側成峰 (平 ) ◎ 文曉村 244

EB01548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81 y(7IJ5H1*TKRPLM( 無塵的鏡子 (平 ) ◎ 張默著 111

EB015489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2 y(7IJ5H1*TLOLOP( 詩人之燈―詩的欣賞與評論 (精 ) ◎ 羅青著 289

EB015490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1*TLQMTN( 洛夫與中國現代詩 (精 ) ◎ 費勇著 278

EB015491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4 y(7IJ5H1*TLQNKT( 洛夫與中國現代詩 (平 ) ◎ 費勇著 211

EB015492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7*NTNRMM( 台灣現代散文詩新論 ◎ 陳巍仁 280

EB015493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7 y(7IJ5H7*NTPTPP( 柳園詩話 ◎ 楊君潛 400

EB015494 國史館 ﹝中國詩論﹞ 1992 y(7IJ5H0*KKTNSP( 瑞桃齋詩話 ◎ 吳德功 210

EB015495 健行 ﹝中國詩論﹞ 2004 y(7IJ8G7*RPNPKM( 偷聽三千年前的情話－－中國古典詩賞析 (原 :言外意．景中情 ) ◎ 黃國彬 190

EB015496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1998 y(7IJ5H1*OMSSLT( 新詩論 ◎ 許世旭 190

EB015497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1*ONNTMT( 拒絕與再造―兩岸現代漢詩論評 ◎ 沈奇著 180

EB015498 三民書局 ﹝中國詩論﹞ 2005 y(7IJ5H1*TMRROT( 迦陵談詩 (二版 ) ◎ 葉嘉瑩 220

EB015499 台灣商務 ﹝中國詩論﹞ 2006 y(7IJ5H0*PMKLRK( 雪白梅香費評章 ◎ 文曉村 著 300

EB015500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7*NTNLRN( 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 ◎ 陳大為 280

EB015501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1 y(7IJ5H7*NTNLPT( 亞細亞的象形詩維 ◎ 陳大為 240

EB015502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2 y(7IJ5H7*NTNTMK( 朦朧、清明與流動－論台灣現代女性詩作中的女性主體 ◎ 李癸雲 320

EB015503 萬卷樓 ﹝中國詩論﹞ 2003 y(7IJ5H7*NTONSP( 童山詩論卷 ◎ 邱燮友 360

EB015504 萬卷樓 ﹝辭賦論﹞ 2002 y(7IJ5H7*NTNRPN( 六朝賦論之創作理論與審美理論 ◎ 李翠瑛 320

EB015505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78 y(7IJ5H1*TKPQQM( 清真詞研究 (精 ) ◎ 王支洪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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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506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86 y(7IJ5H1*TKPQSQ( 苕華詞與人間詞話述評 (精 ) ◎ 王宗樂 144

EB015507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96 y(7IJ5H1*TLTRKQ( 優游詞曲天地 (平 ) ◎ 王熙元 260

EB015508 萬卷樓 ﹝詞論‧詞話﹞ 2002 y(7IJ5H7*NTOLLS( 宋人擇調之翹楚―浣溪沙詞調研究 ◎ 林鐘勇 420

EB015509 心理 ﹝詞論‧詞話﹞ 1999 y(7IJ5H7*KMNNLP( 幼兒數學新論 -教材教法 (第二版 ) ◎ 周淑惠著 350

EB015510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86 y(7IJ5H1*TKPQTN( 苕華詞與人間詞話述評 (平 ) ◎ 王宗樂 89

EB015511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96 y(7IJ5H1*TLTRQS( 優游詞曲天地 (精 ) ◎ 王熙元 330

EB015512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91 y(7IJ5H1*TKPPRK( 陶淵明評論 (平 ) ◎ 李辰冬 167

EB015513 台灣商務 ﹝詞論‧詞話﹞ 1993 y(7IJ5H0*PKQQQM( 唐宋詞集序跋匯編 ◎ 金啟華 編 360

EB015514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2006 y(7IJ5H1*OMOQOO( 清詞選講 ◎ 葉嘉瑩 180

EB015515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94 y(7IJ5H1*OMKNSR( 新譯人間詞話 (精 ) ◎ 馬自毅 -注譯；高桂惠 -校閱 290

EB015516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2007 y(7IJ5H1*ONLPNQ( 新譯人間詞話 (三版 ) ◎ 馬自毅 -注譯、高桂惠 -校閱 220

EB015517 三民書局 ﹝詞論‧詞話﹞ 1997 y(7IJ5H1*OMPNPL( 迦陵談詞 ◎ 葉嘉瑩 180

EB015518 台灣商務 ﹝中國戲曲論﹞ 1986 y(7IJ5H0*PKPRSS( 舞臺上的歷史人物 ◎ 李�鋆 著 162

EB015519 台灣商務 ﹝中國戲曲論﹞ 1993 y(7IJ5H0*PKSKMO( 中國古代戲曲 ◎ 周傳家 著 140

EB015520 台灣商務 ﹝中國戲曲論﹞ 1972 y(7IJ5H0*PLLRTQ( 南劇六十種曲研究 ◎ 黃麗貞 著 280

EB015521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5 y(7IJ5H3*QKTSPS( 戲曲十論 ◎ 孫崇濤 450.00

EB015522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6 y(7IJ5H3*QLKMPK( 從原創到改編 ◎ 沈惠如 700.00

EB015523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6 y(7IJ5H3*QLKMQR( 戲曲散論 ◎ 趙山林 450.00

EB015524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6 y(7IJ5H3*QLKNKO( 戲曲文化中的性別研究與原型 ◎ 李祥林 500.00

EB015525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6 y(7IJ5H3*QLKOMR( 陳多戲曲美學論 ◎ 陳　多 600.00

EB015526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6 y(7IJ5H3*QLKPMQ( 中國古典戲曲論稿 ◎ 朱偉明 500.00

EB015527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6 y(7IJ5H3*QLKPLT(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神 ◎ 郭英德 500.00

EB015528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7 y(7IJ5H3*QLKRTN( 賞今鑑古集 ◎ 安　葵 800.00

EB015529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8 y(7IJ5H3*QLKTSO( 從祭賽到戲曲 ◎ 卜　鍵 600.00

EB015530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9 y(7IJ5H3*QLLSRP( 從傳統到現代―戲曲本質論集 ◎ 劉彥君 700.00

EB015531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9 y(7IJ5H3*QLLSQS( 戲曲批評概念史考論﹝增訂本﹞ ◎ 李惠綿 900.00

EB015532 正中書局 ﹝中國戲曲論﹞ 1991 y(7IJ5H0*TKPPNN( 戲曲要籍解題 ◎ 李惠綿 90

EB015533 正中書局 ﹝中國戲曲論﹞ 1993 y(7IJ5H0*TKSMMK( 靈谿詞說 ◎ 葉嘉瑩 345

EB015534 國家 ﹝中國戲曲論﹞ 2002 y(7IJ5H3*QKSKNP( 瓊筳醉客關漢卿 ◎ 黃麗貞 300.00

EB015535 萬卷樓 ﹝中國散文
新文學﹞ 1999 y(7IJ5H7*NTMMKQ( 散文鑒賞入門 ◎ 魏　飴 240

EB015536 萬卷樓 ﹝中國散文
新文學﹞ 1999 y(7IJ5H7*NTMOQQ( 餘霞散成綺—古代散文創作 ◎ 馬自力 200

EB015537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
新文學﹞ 1999 y(7IJ5H1*OMTNKO( 現代散文 ◎ 鄭明娳 420

EB015538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
新文學﹞ 1988 y(7IJ5H1*TKQMOT( 現代散文新風貌 (修訂新版 )(精 ) ◎ 楊昌年 270

EB015539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
新文學﹞ 1998 y(7IJ5H1*TMLRSP( 現代散文新風貌 (修訂新版 )(平 ) ◎ 楊昌年 200

EB015540 萬卷樓 ﹝中國散文
新文學﹞ 2001 y(7IJ5H7*NTNLQQ( 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 ◎ 鍾怡雯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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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541 三民書局 ﹝中國雜文學論﹞ 1986 y(7IJ5H1*TKPRMN( 四說論叢 (精 ) ◎ 羅盤著 311

EB015542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86 y(7IJ5H1*TKPRNK( 四說論叢 (平 ) ◎ 羅盤著 244

EB015543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83 y(7IJ5H1*TKSRKK( 中國小說比較研究 (精 ) ◎ 侯健著 211

EB015544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2 y(7IJ5H1*TLOOLL( 魯迅小說新論 (精 ) ◎ 王潤華 278

EB015545 萬卷樓 ﹝中國小說論﹞ 1999 y(7IJ5H7*NTMLTK( 小說鑒賞入門 ◎ 魏　飴 240

EB015546 正中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5 y(7IJ5H0*TKTRTL( 中國傳奇小說史話 ◎ 陳文新 370

EB015547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84 y(7IJ5H1*TKQKST( 情愛與文學 (精 ) ◎ 周伯乃 200

EB015548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84 y(7IJ5H1*TKQKTQ( 情愛與文學 (平 ) ◎ 周伯乃 144

EB015549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1995 y(7IJ5H0*PLKORS( 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中國小說研究 ◎ 何滿子 著 180

EB015550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2005 y(7IJ5H0*PMKKPR( 古典小說篇章結構修辭史 ◎ 吳禮權 著 360

EB015551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1992 y(7IJ5H0*PKPLMM( 我看鴛鴦蝴蝶派 ◎ 魏紹昌 著 240

EB015552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8 y(7IJ5H1*OMRMLS( 從張愛玲到林懷民 ◎ 高全之 190

EB015553 九歌 ﹝中國小說論﹞ 2001 y(7IJ5H5*QKRQKT( 人生有情淚沾臆――唐代小說的美麗與哀愁 ◎ 廖玉蕙 250

EB015554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1966 y(7IJ5H0*PKTKSN( 唐代小說研究 ◎ 劉開榮 著 200

EB015555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1996 y(7IJ5H0*PLNOOS( 愛情與夢幻－唐朝傳奇中的悲劇意識 ◎ 劉燕萍 著 220

EB015556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1997 y(7IJ5H0*PLNTRO( 清代四大才學小說 ◎ 王瓊玲 著 480

EB015557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1993 y(7IJ5H0*PKRNMO( 晚清四大小說家 ◎ 魏紹昌 著 180

EB015558 九歌 ﹝中國小說論﹞ 2001 y(7IJ5H5*QKSMOS( 情色世紀末 ◎ 劉亮雅 220

EB015559 九歌 ﹝中國小說論﹞ 1998 y(7IJ5H5*QKPQKP( 霧漸漸散的時候 ◎ 齊邦媛 320

EB015560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4 y(7IJ5H1*OMKPSP( 從現代到當代 ◎ 鄭樹森 156

EB015561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86 y(7IJ5H1*TKQMSR( 細讀現代小說 (精 ) ◎ 張素貞 340

EB015562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6 y(7IJ5H1*TKQMTO( 細讀現代小說 (平 ) ◎ 張素貞 270

EB015563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80 y(7IJ5H1*TKRLLQ( 泥土的香味 (平 ) ◎ 彭瑞金 167

EB015564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2 y(7IJ5H1*TLNSST( 大陸新時期小說論 (精 ) ◎ 張放著 256

EB015565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2 y(7IJ5H1*TLNSTQ( 大陸新時期小說論 (平 ) ◎ 張放著 189

EB015566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2 y(7IJ5H1*TLOOMS( 魯迅小說新論 (平 ) ◎ 王潤華 211

EB015567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3 y(7IJ5H1*TLOSSQ( 續讀現代小說 (精 ) ◎ 張素貞 267

EB015568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3 y(7IJ5H1*TLOSTN( 續讀現代小說 (平 ) ◎ 張素貞 200

EB015569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5 y(7IJ5H1*TLROTS( 老舍小說新論 (平 ) ◎ 王潤華 211

EB015570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1996 y(7IJ5H1*TMKKMN( 大陸「新寫實小說」(精 ) ◎ 唐翼明 220

EB015571 三民書局 ﹝中國小說論﹞ 2005 y(7IJ5H1*TMRSRT( 中國小說比較研究 (平 ) ◎ 侯健著 170

EB015572 台灣商務 ﹝中國小說論﹞ 2006 y(7IJ5H0*PMKQTT( 古典小說論稿―神話、心理、怪誕 ◎ 劉燕萍 著 420

EB015573 萬卷樓 ﹝中國小說論﹞ 2001 y(7IJ5H7*NTNROQ( 從留學生到移民－台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 (1960-1999) ◎ 蔡雅薰 380

EB015574 萬卷樓 ﹝中國小說論﹞ 2005 y(7IJ5H7*NTPLSO( 近代白話書現象研究 ◎ 羅秀美 340

EB01557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94 y(7IJ5H1*OKSLMP( 中國文學欣賞 ◎ 糜文開、裴普賢著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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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57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2001 y(7IJ5H1*ONPNPK( 文學的聲音 ◎ 孫康宜 220

EB01557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2000 y(7IJ5H1*TKNNOR( 歌鼓湘靈―楚詩詞藝術欣賞 (精 ) ◎ 李元洛 400

EB01557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2000 y(7IJ5H1*TKNNPO( 歌鼓湘靈―楚詩詞藝術欣賞 (平 ) ◎ 李元洛 350

EB01557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8 y(7IJ5H1*TKPSSO( 中國文學縱橫論 (精 ) ◎ 黃維樑 256

EB01558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8 y(7IJ5H1*TKPSTL( 中國文學縱橫論 (平 ) ◎ 黃維樑 189

EB01558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0 y(7IJ5H1*TKQKLK( 分析文學 (平 ) ◎ 陳啟佑 100

EB01558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5 y(7IJ5H1*TKRSKM( 康莊有待 (精 ) ◎ 向陽著 200

EB01558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5 y(7IJ5H1*TKRSLT( 康莊有待 (平 ) ◎ 向陽著 144

EB015584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2005 y(7IJ5H0*TLRKTN( 天地之女－－二十世紀華文女作家 ◎ 張雪媃 260

EB01558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7 y(7IJ5H1*TKQLLT( 鏡花水月 (平 ) ◎ 陳國球 156

EB015586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5 y(7IJ5H0*PLMLMK( 中國古典文學評介 ◎ 余 我 著 240

EB015587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66 y(7IJ5H0*PLMNQQ( 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 羅根澤 編著 200

EB015588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66 y(7IJ5H0*PLMNRN( 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 ◎ 羅根澤 編著 250

EB015589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66 y(7IJ5H0*PLMQKL( 隋唐文學批評史 ◎ 羅根澤 編著 260

EB015590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69 y(7IJ5H0*PLMQNM(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 ◎ 羅根澤 編著 140

EB01559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9 y(7IJ5H1*TKKNMM( 三十年代作家論續集 (精 ) ◎ 姜穆著 256

EB01559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9 y(7IJ5H1*TKKNNT( 三十年代作家論續集 (平 ) ◎ 姜穆著 189

EB01559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3 y(7IJ5H1*TKQMMP( 現代文學評論 (精 ) ◎ 亞菁著 189

EB01559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3 y(7IJ5H1*TKQMNM( 現代文學評論 (平 ) ◎ 亞菁著 133

EB01559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86 y(7IJ5H1*TKQNRT( 三十年代作家論 (平 ) ◎ 姜穆著 278

EB01559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
批評史﹞ 1999 y(7IJ5H1*TKQNTN( 當代臺灣作家論 (平 ) ◎ 何欣著 167

EB015597 一覽文化 ﹝中國文學總集﹞ 2007 y(7IJ8G8*LQPTSO( 愛情是什麼 ? ◎ 230

EB01559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8 Y(7B27IA*QPLOLO( 語文表達及應用 ((上 )(下 )合訂本 ) ◎ 林保淳 -等 編著 350

EB01559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NM( 新譯古文辭類纂 (一 )(精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 -注譯 690

EB01560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OT( 新譯古文辭類纂 (一 )(平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610

EB015601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PQ( 新譯古文辭類纂 (二 )(精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 -注譯 630

EB015602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QN( 新譯古文辭類纂 (二 )(平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550

EB01560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RK( 新譯古文辭類纂 (三 )(精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 -注譯 660

EB015604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SR( 新譯古文辭類纂 (三 )(平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580

EB015605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OTTO( 新譯古文辭類纂 (四 )(精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 -注譯 610

EB015606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PKKR( 新譯古文辭類纂 (四 )(平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530

EB01560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PKLO( 新譯古文辭類纂 (五 )(精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580

EB01560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PKML( 新譯古文辭類纂 (五 )(平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500

EB01560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PKNS( 新譯古文辭類纂 (六 )(精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 -注譯 580

EB01561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1*OOPKOP( 新譯古文辭類纂 (六 )(平 ) ◎ 黃鈞；彭丙成；葉幼明；劉上生；饒東原注譯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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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611 佛光文化 ﹝中國文學總集﹞ 1993 y(7IJ5H5*ONPPPO( 水晶的光芒 (上 )～第一 . 二屆佛光文學得獎作品 ◎ 王靜蓉 . 葛婉章 . 仲南萍等著 200

EB015612 雲龍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8G7*QOKSLT( 文學名篇選讀．兩漢三國六朝卷 ◎ 夏傳才 320

EB015613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集﹞ 2005 y(7IJ5H7*NTPOPK( 我曾想要一個海：古典文學星空 ◎ 許俊雅 340

EB015614 黎明文化 ﹝中國文學總集﹞ 2001 y(7IJ5H1*QKPRSO( 採拾鴻篇 [平 ] ◎ 編譯部 360

EB015615 黎明文化 ﹝中國文學總集﹞ 昭明文選 [精 ] ◎ 張葆全 3200

EB015616 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0*TLQLKM( 繁花盛景 --台灣當代文學新選 ◎ 廖玉蕙等主編 420

EB015617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7 y(7IJ5H1*OMPPSK( 新譯昭明文選 (一 )(平 )(二版 ) ◎ 周啟成 -等注譯 530

EB015618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8 y(7IJ5H1*OMPQKN( 新譯昭明文選 (二 )(平 )(二版 ) ◎ 周啟成 -等注譯 530

EB01561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1997 y(7IJ5H1*OMPQMR( 新譯昭明文選 (三 )(平 ) ◎ 崔富章、朱宏達、周啟
成、張金泉、水渭松、伍方南注譯；劉正浩、

500

EB015620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1997 y(7IJ5H1*OMPQOL( 新譯昭明文選 (四 )(平 ) ◎ 崔富章、朱宏達、周啟
成、張金泉、水渭松、伍方南注譯；劉正浩、

500

EB015621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集﹞ 1965 y(7IJ5H0*PMKKTP( 漢魏六朝文 ◎ 臧勵龢 選註 350

EB015622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集﹞ 1971 y(7IJ5H0*PMKNOR( 三蘇文 ◎ 葉玉麟 選註 140

EB015623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9 y(7IJ5H4*OOQNOQ(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3 ◎ 張曉風 / 編 380

EB015624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9 y(7IJ5H4*OOQNPN(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4 ◎ 張曉風 / 編 380

EB015625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9 y(7IJ5H4*OOQNM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1 ◎ 張曉風 / 編 380

EB015626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9 y(7IJ5H4*OOQNNT(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2 ◎ 張曉風 / 編 380

EB015627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QMR(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詩卷1（精） ◎ 白靈 / 編 480

EB015628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QNO(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詩卷1 ◎ 白靈 / 編 380

EB015629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QOL(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詩卷2（精） ◎ 白靈 / 編 480

EB015630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QPS(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詩卷2 ◎ 白靈 / 編 380

EB015631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OK(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小說卷1（精） ◎ 馬森 / 編 550

EB015632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PR(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小說卷1 ◎ 馬森 / 編 450

EB015633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QO(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小說卷2（精） ◎ 馬森 / 編 550

EB015634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RL(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小說卷2 ◎ 馬森 / 編 450

EB015635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SS(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小說卷3（精） ◎ 馬森 / 編 550

EB015636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T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小說卷3 ◎ 馬森 / 編 450

EB015637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SKL(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戲劇卷1（精） ◎ 胡耀恆 / 編 390

EB015638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SLS(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戲劇卷1 ◎ 胡耀恆 / 編 290

EB015639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QQ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1（精） ◎ 張曉風 / 編 460

EB015640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QST(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2（精） ◎ 張曉風 / 編 460

EB015641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K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3（精） ◎ 張曉風 / 編 460

EB015642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RMQ(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散文卷4（精） ◎ 張曉風 / 編 460

EB015643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SM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評論卷1（精） ◎ 李瑞騰 / 編 680

EB015644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SN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評論卷1 ◎ 李瑞騰 / 編 580

EB015645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SOT(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評論卷2（精） ◎ 李瑞騰 / 編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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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646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3 y(7IJ5H4*OOKSPQ(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評論卷2 ◎ 李瑞騰 / 編 580

EB015647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SS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詩卷1（精） ◎ 張默 / 編 580

EB015648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ST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詩卷1 ◎ 張默 / 編 480

EB015649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KS(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詩卷2（精） ◎ 張默 / 編 580

EB015650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L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詩卷2 ◎ 張默 / 編 480

EB015651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M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1（精） ◎ 張曉風 / 編 580

EB015652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NT(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1 ◎ 張曉風 / 編 480

EB015653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OQ(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2（精） ◎ 張曉風 / 編 580

EB015654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PN(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2 ◎ 張曉風 / 編 480

EB015655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QK(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3（精） ◎ 張曉風 / 編 580

EB015656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RR(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3 ◎ 張曉風 / 編 480

EB015657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SO(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4（精） ◎ 張曉風 / 編 580

EB015658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NTTL(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散文卷4 ◎ 張曉風 / 編 480

EB015659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KO(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1（精） ◎ 齊邦媛 / 編 580

EB015660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LL(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1 ◎ 齊邦媛 / 編 480

EB015661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MS(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2（精） ◎ 齊邦媛 / 編 580

EB015662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N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2 ◎ 齊邦媛 / 編 480

EB015663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O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3（精） ◎ 齊邦媛 / 編 580

EB015664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PT(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3 ◎ 齊邦媛 / 編 480

EB015665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QQ(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4（精） ◎ 齊邦媛 / 編 580

EB015666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RN(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4 ◎ 齊邦媛 / 編 480

EB015667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SK(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5（精） ◎ 齊邦媛 / 編 580

EB015668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KTR(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小說卷5 ◎ 齊邦媛 / 編 480

EB015669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KN(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戲劇卷1（精） ◎ 黃美序 / 編 580

EB015670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LK(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戲劇卷1 ◎ 黃美序 / 編 480

EB015671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MR(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戲劇卷2（精） ◎ 黃美序 / 編 580

EB015672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NO(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戲劇卷2 ◎ 黃美序 / 編 480

EB015673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OL(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評論卷1（精） ◎ 黃美序 / 編 580

EB015674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PS(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評論卷1 ◎ 黃美序 / 編 480

EB015675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QP(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評論卷2 ◎ 黃美序 / 編 480

EB015676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89 y(7IJ5H5*QKOLRM(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評論卷2（精） ◎ 黃美序 / 編 580

EB015677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8 y(7IJ5H4*OOPQKS( 捨不得移開眼睛――梁實秋文學獎第21屆得獎作品 ◎ 劉水歌、陳 ?青 等 260

EB015678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7 y(7IJ5H4*OOOORM( 髒話記事簿——梁實秋文學獎第20屆得獎作品集 ◎ 辛金順、侯紀萍等 260

EB015679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4*OONRMR( 喜歡生命――宗教文學獎得獎作品精選 ◎ 宗教文學獎編輯委員會 總企劃 360

EB015680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4*OONKRT( 風流――東華創作所文集 II ◎ 郭強生編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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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681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1998 y(7IJ5H5*QKPQLM( 與永恆對壘――余光中七十壽慶詩文集 ◎ 鍾玲編 200

EB015682 九歌 ﹝中國文學總集﹞ 2009 y(7IJ5H4*OOQOKR( 在紙上飛行——梁實秋文學獎第22屆得獎作品 ◎ 許裕全、馮傑、李雲顥 等 260

EB015683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總集﹞ 2005 y(7IJ5H1*OONQKR( 台灣現代文選 (修訂二版 ) ◎ 向陽；林黛嫚；蕭蕭 -編著 320

EB015684 台灣商務 ﹝中國文學總集﹞ 2006 y(7IJ5H0*PMLLRR( 銅鏡 ◎ 李小玲、山玲 280

EB015685 黎明文化 ﹝中國文學總集﹞ 2004 y(7IJ5H1*QKQSOM( 亞洲的綠 [平 ] ◎ 王潤華／陳祖彥主編 360

EB015686 萬卷樓 ﹝中國文學總集﹞ 2007 y(7IJ5H7*NTPROK( 歷代女子名作選讀 ◎ 張仁青 倪雅萍 編 340

EB015687 正中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1 中國的詩、詞、曲 (三冊套書 ) ◎ 499

EB015688 九歌 ﹝中國詩總集﹞ 2000 y(7IJ5H5*QKQTSP( 相思千里――中國古典情詩 ◎ 李瑞騰 200

EB01568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1 y(7IJ5H1*OLSLOS( 新譯千家詩 (精 ) ◎ 邱燮友、劉正浩注譯 322

EB01569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1*OOLQKN( 新譯千家詩 (平 ) ◎ 邱燮友、劉正浩注譯 280

EB015691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1*OOLQRM( 中國歷代故事詩 ◎ 邱燮友 290

EB015692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1*OOMQOS( 新譯古詩源 (上 / 下 )(精 ) ◎ 馮保善 -注譯 800

EB015693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1*OOMQPP( 新譯古詩源 (上 / 下 )(平 ) ◎ 馮保善注譯 700

EB015694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1*OOQLTQ( 古典詩歌選讀 ◎ 王文顏、侯雅文、顏天佑 -編著 340

EB015695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1*TLQKPR( 詩詞吟唱與賞析 (錄影帶 ) ◎ 陳新雄 500

EB015696 出色 ﹝中國詩總集﹞ 2009 y(7IJ8G6*QRTOTK( 詩詞名句的人生感悟 ◎ 歐陽策 250

EB015697 出色 ﹝中國詩總集﹞ 2009 y(7IJ8G6*QRTOLO( 中文好好學 ◎ 王鼎 260

EB015698 出色 ﹝中國詩總集﹞ 2009 y(7IJ8G6*QRTOML( 中文好好學－詩詞篇 ◎ 王鼎 240

EB015699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0*PLTSQK( 古典新詮 -中國古典詩詞賞析文集 ◎ 王力堅 390

EB015700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68 y(7IJ5H0*PMMNTQ( 詩曆 (POD) ◎ 伍稼青 編 250

EB015701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0*PMLRKM( 綵筆紅顏 ◎ 吳東權 300

EB015702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0 y(7IJ5H0*PLQSPM( 中國文學古典精華 -詩詞散曲選 ◎ 香港中大編委會編纂 450

EB015703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96 y(7IJ5H0*PLMPMQ( 十八家詩鈔 ◎ 曾國藩 纂 520

EB015704 雲龍 ﹝中國詩總集﹞ 2000 y(7IJ5H9*KSQKNP( 詩經語言藝術 ◎ 夏傳才 160

EB015705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PKM( 中復堂選集 ◎ 姚瑩 180

EB015706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PNN( 內自訟齋文選、蠡測彙鈔 ◎ 周凱，鄧傳安 110

EB015707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MTMOQ( 北郭園詩鈔、潛園餘草簡編 ◎ 鄭用鍚，林占梅 210

EB015708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PLT( 半崧集簡編、陶村詩稿 ◎ 章甫，陳肇興 180

EB015709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7 臺灣生熟番紀事 ◎ 黃逢昶 110

EB015710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85 臺灣詩文存 ◎ 侯暢 100

EB015711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50 臺灣詩乘39年度（下冊） ◎ 連橫 200

EB015712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50 臺灣詩乘39年度（上冊） ◎ 連橫 200

EB015713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75 臺灣詩乘64年度 ◎ 連橫 200

EB015714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2 y(7IJ5H0*KKRKLP( 臺灣詩乘雅堂叢刊之三 ◎ 連橫 250

EB015715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71 臺灣詩錄（下） ◎ 陳漢光 100

戴維、方坦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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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716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71 臺灣詩錄（上） ◎ 陳漢光 100

EB015717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71 臺灣詩錄（中） ◎ 陳漢光 100

EB015718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79 臺灣詩錄及拾遺 ◎ 林文龍 100

EB015719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2 y(7IJ5H0*KKRKOQ( 臺灣詩薈（下） (精 ) ◎ 連橫 261

EB015720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2 y(7IJ5H0*KKRKNT( 臺灣詩薈（上） (精 ) ◎ 連橫 261

EB015721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TQ( 赤崁集 ; 使署閒集 ; 臺灣雜詠合刻 ◎ 諸家 215

EB015722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3 東村紀事外四種 ◎ 宋征輿等 110

EB015723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53 注校海音詩全卷 ◎ (清 )劉家謀 200

EB015724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7 知還書屋詩鈔 ◎ 楊廷理 380

EB015725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MTMPN( 後蘇龕合集 ◎ 施士洁 280

EB015726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KN( 島噫詩 ◎ 盧若騰 85

EB015727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PMQ( 海南雜著、臺灣關係文獻集零 ◎ 蔡廷蘭等著 200

EB015728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0*KLTTQO( 寄鶴齋古文集 ◎ 洪繻 260

EB015729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0*KLTTPR( 寄鶴齋詩集 ◎ 洪繻 360

EB015730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0*KLTTSS( 寄鶴齋詩話 ◎ 洪繻 170

EB015731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0*KLTTRL( 寄鶴齋駢文集 ◎ 洪繻 170

EB015732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崇相集選集、朱舜水文集 ◎ 董應舉，朱舜水 190

EB015733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MR( 張蒼水詩文集 ◎ 張煌言 230

EB015734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7 清經世文編選錄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20

EB015735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2 y(7IJ5H0*KKQTSS( 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 (精 ) ◎ 臺灣省文獻會委員會 261

EB015736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2 y(7IJ5H0*KKQTRL( 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 (精 ) ◎ 臺灣省文獻會委員會 261

EB015737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QP( 陳清端公文選 ; 陳清端公年譜 ◎ 諸家 220

EB015738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ST( 斯未信齋文集、斯未信齋雜鈔 ◎ 徐宗幹 210

EB015739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87 雅堂叢刊詩稿 ◎ 連橫 300

EB015740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OL( 黃漳浦文選 ◎ 黃道周 295

EB015741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PPR( 滄海遺民賸稿、臺陽詩話 ◎ 王松 140

EB015742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7 y(7IJ5H0*KTNNQK( 臺灣生熟番紀事 (精裝 ) ◎ 黃逢昶 160

EB015743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7 臺灣詩鈔 ◎ 諸家 360

EB015744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RM( 閩海贈言、陳第年譜 ◎ 沈有容，金雲銘 210

EB015745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MTMRR( 魂南記、哀臺灣箋釋 ◎ 諸家 140

EB015746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0 劍花詩研究 ◎ 朱學瓊 300

EB015747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MTMQK( 窺園留草 ◎ 許南英 180

EB015748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POK( 嶺雲海日樓詩鈔 ◎ 丘逢甲 265

EB015749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LK( 鮚埼亭集選輯 ◎ 全祖望 205

EB015750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NNONO( 藏山閣選集 ◎ 錢秉鐙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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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751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KMTLNK( 櫟社沿革志略、無悶草堂詩存 ◎ 傅錫祺，林朝崧 240

EB015752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7 觀海集 ◎ 劉家謀 120

EB015753 國家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3*QLKRSQ( 千家詩詳析 ◎ 黃文吉 250.00

EB015754 善本書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8G8*NKSQSS( 淺酌唐詩三百首（20K） ◎ 蘅塘退士 350

EB015755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84 張大千詩文集 [平 ] ◎ 樂恕人 200

EB015756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86 松城詩文選集 [平 ] ◎ 牟甲銖 95

EB015757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87 王維詩研究 [平 ] ◎ 柳晟俊 150

EB015758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87 王維詩研究 [精 ] ◎ 柳晟俊 190

EB015759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88 鬘華仙館詩抄 [平 ] ◎ 曾廣姍 100

EB015760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89 y(7IJ5H1*QKKKLR( 方東美演講集 [精 ] ◎ 方東美 260

EB015761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QKLTOQ( 歷代詩話論作家 [平 ] ◎ 320

EB015762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QKLTPN( 歷代詩話論作家 [平 ] ◎ 320

EB015763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QKMSQS( 歷代詩話論作家 [平 ] ◎ 250

EB015764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QKMSRP( 歷代詩話論作家 [平 ] ◎ 250

EB015765 正中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6 y(7IJ5H0*TLKPSM( 宋代絕句賞析 ◎ 陳友冰 . 楊福生 290

EB015766 正中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1 y(7IJ5H0*TLNQMK( 中國的詩 ◎ 林政華 295

EB015767 正中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0*TLRNSN( 新編古詩365 ◎ 金曉光 350

EB015768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OKRQMN( 詩經評註讀本 (上 ) ◎ 裴普賢編著 350

EB01576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OKRQOR( 詩經評註讀本 (下 ) ◎ 裴普賢 -編著 450

EB01577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1*ONLKTN( 新譯詩經讀本 (上 / 下 )(精 ) ◎ 滕志賢注譯；葉國良校閱 700

EB015771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1*ONLLKT( 新譯詩經讀本 (上 / 下 )(平 )(二版 ) ◎ 滕志賢 -注譯、葉國良 -校閱 600

EB015772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1 y(7IJ5H1*TKPQOS(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 (精 ) ◎ 裴普賢 189

EB015773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1 y(7IJ5H1*TKPQPP(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 (平 ) ◎ 裴普賢 133

EB015774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1*OOLQLK( 詩經正詁 (修訂二版 ) ◎ 余培林 650

EB015775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71 y(7IJ5H0*PKNSQT( 詩經今註今譯 ◎ 馬持盈 註譯 550

EB015776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9 y(7IJ5H0*PMOMOQ( 詩經今註今譯 (新版 ) ◎ 馬持盈 註譯 王雲五 主編 580

EB015777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1996 y(7IJ5H7*NTLPQS( 詩經集註 ◎ 朱熹 集註 120

EB015778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72 y(7IJ5H0*PKTKQT( 韓詩外傳今註今譯 ◎ 賴炎元 註譯 360

EB01577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5 y(7IJ5H1*OKROPQ( 詩經欣賞與研究 (一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267

EB01578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9 y(7IJ5H1*OKROTO( 詩經欣賞與研究 (三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389

EB015781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8 y(7IJ5H1*OKRPLR( 詩經欣賞與研究 (四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244

EB015782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1 y(7IJ5H1*OKRPNL(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一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444

EB015783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7 y(7IJ5H1*OKRPOS(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二 )(精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478

EB015784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1 y(7IJ5H1*OKRPPP(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二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411

EB015785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1 y(7IJ5H1*OKRPRT(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三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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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786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1 y(7IJ5H1*OKRPTN( 詩經欣賞與研究 (改編版 )(四 )(平 ) ◎ 糜文開、裴普賢著 456

EB015787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88 y(7IJ5H1*OLQLRP( 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 (平 ) ◎ 裴普賢 70

EB015788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1 y(7IJ5H1*TKPPLS( 詩經研讀指導 (平 ) ◎ 裴普賢 222

EB01578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1 y(7IJ5H1*TMPONL( 詩經的世界 (精 ) ◎ 白川靜著；杜正勝譯 310

EB01579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1 y(7IJ5H1*TMPOOS( 詩經的世界 (平 ) ◎ 白川靜 -著；杜正勝 -譯 270

EB015791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74 y(7IJ5H0*PLMNLL( 詩經中的經濟植物 ◎ 耿 � 著 100

EB015792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95 y(7IJ5H0*PLKRTT( 詩經雜俎 ◎ 蘇雪林 著 380

EB015793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7*NTKPRS( 詩經研究史概要 ◎ 夏傳才 300

EB015794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7*NTMPKN( 詩經名著評介 ◎ 趙制陽 600

EB015795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88 y(7IJ5H0*PKNSOP( 古詩十九首彙說賞析與研究 ◎ 張清鐘 著 200

EB015796 九歌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4*OOOLLN( 中英對照讀唐詩宋詞（增訂新版） ◎ 施穎洲 230

EB015797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1*OMRMNM( 好詩共欣賞―陶淵明、杜甫、李商隱三家詩講錄 ◎ 葉嘉瑩 150

EB015798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1*OMTLRP( 新譯唐人絕句選 (精 ) ◎ 卞孝萱、朱崇才注譯；齊益壽校閱 350

EB01579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1*OMTLSM( 新譯唐人絕句選 (平 ) ◎ 卞孝萱、朱崇才 -注譯；齊益壽 -校閱 280

EB01580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1*ONKMMP( 新譯唐詩三百首 (精 ) ◎ 邱燮友 -注譯 330

EB015801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1*ONKMNM( 新譯唐詩三百首 (平 )(二版 ) ◎ 邱燮友 -注譯 260

EB015802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0 y(7IJ5H1*TKKPMK( 唐宋詩詞選―詩選之部 (精 ) ◎ 巴壺天編 356

EB015803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1*TKKPNR( 唐宋詩詞選―詩選之部 (平 ) ◎ 巴壺天編 290

EB015804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1*TLMTLM( 唐宋詩詞選―詞選之部 (精 ) ◎ 巴壺天編 356

EB015805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1*TLMTMT( 唐宋詩詞選―詞選之部 (平 ) ◎ 巴壺天編 289

EB015806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76 y(7IJ5H1*TLPNKM( 唐詩朗誦 (附 CD) ◎ 邱燮友採編 490

EB015807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4 y(7IJ5H1*TMRQRL( 唐代絕句析賞 (修訂二版 ) ◎ 許正中編著 310

EB015808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4 y(7IJ5H1*TMRQTP( 唐代古詩析賞 (修訂二版 ) ◎ 許正中 280

EB01580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4 y(7IJ5H1*TMRRMP( 唐代律詩析賞 (修訂二版 ) ◎ 許正中編著 290

EB015810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89 y(7IJ5H0*PKKMNN( 唐詩一百首 -100 Tang Poems ◎ 張廷琛 選譯 200

EB015811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0*PMMLPK( 唐詩七律故事瑣談 ◎ 陸家驥 250

EB015812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4 y(7IJ5H0*PLSROK( 唐詩七絕故事瑣談 ◎ 陸家驥 著 300

EB015813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90 y(7IJ5H0*PKMLSN( 新千家詩 ◎ 熊柏畦 選注 250

EB015814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87 y(7IJ5H0*PKQPRK( 全唐詩尋幽探微 (附墨人絕律詩集 ) ◎ 墨 人 著 153

EB015815 國家 ﹝中國詩總集﹞ 1998 y(7IJ5H3*QKPSON( 唐詩三百首評注 ◎ 朱益明 300.00

EB015816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1*QKQPQT( 唐詩三百首鑑賞 [精 ]下卷 ◎ 黃永武 ,張高評 440

EB015817 黎明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1*QKQPPM( 唐詩三百首鑑賞 [精 ]上卷 ◎ 黃永武 ,張高評 440

EB015818 九歌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4*OONRST( 新詩三百首1917-1985（增訂版）上 ◎ 張默、蕭蕭主編 450

EB015819 九歌 ﹝中國詩總集﹞ 1995 y(7IJ5H4*OONRTQ( 新詩三百首1917-1985（增訂版）下 ◎ 張默、蕭蕭主編 450

EB01582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76 y(7IJ5H1*TKQTMS( 大地之歌 (精 ) ◎ 大地詩社編 300



 - 453 - 

．
︹
中
國
詩
總
集
︺
．

EB015821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76 y(7IJ5H1*TKQTNP( 大地之歌 (平 ) ◎ 大地詩社編 233

EB015822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9 y(7IJ5H7*NTQOPR( 花開並蒂 ◎ 周策縱等 400

EB015823 九歌 ﹝中國詩總集﹞ 2008 y(7IJ5H4*OOOTKS( 新詩30家 (精 ) ◎ 白靈 / 編 460

EB015824 九歌 ﹝中國詩總集﹞ 2008 y(7IJ5H4*OOOTLP( 新詩30家 ◎ 白靈 / 編 360

EB015825 九歌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4*OOMLPR( 桂冠與蛇杖——北醫詩人選 ◎ 湯銘哲編 220

EB015826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1*OOMROR( 台灣現代文選新詩卷 ◎ 向陽 -編著 310

EB015827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0 y(7IJ5H0*PLQSQT( 棣華詩集 ◎ 徐柏容 著 300

EB015828 幼獅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5*ROOPRL( 讓詩飛揚起來 ◎ 顏艾琳 270

EB015829 幼獅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5*ROOQQN( 小詩森林：現代小詩選1 ◎ 陳幸蕙編著 220

EB015830 幼獅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5*ROQLTN( 小詩星河－－現代小詩選2 ◎ 陳幸蕙編著 250

EB015831 幼獅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5*ROQQON( 風櫃上的演奏會 ◎ 余欣娟、林菁菁、陳沛淇編著 200

EB015832 幼獅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5*ROQQPK( 走入歷史的身影 ◎ 余欣娟、林菁菁、陳沛淇編著 200

EB015833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2 y(7IJ5H7*NTOLOT( 千年之門 ◎ 白靈 主編 200

EB015834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7*NTONMN( 網川漱玉—網路古典詩詞雅集週年紀念詩集 ◎ 楊維仁等 240

EB015835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3 y(7IJ5H7*NTOONT( 世紀新詩選讀 ◎ 仇小屏 360

EB015836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4 y(7IJ5H7*NTOSTR( 震來虩虩 ◎ 唐捐等 200

EB015837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6 y(7IJ5H7*NTPQQP( 停雲詩友選集 ◎ 汪中等 160

EB015838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7*NTPSQN( 天籟新聲 ◎ 楊維仁 主編 180

EB015839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7*NTPSNM( 在世界的裂縫 ◎ 洪淑苓 主編 140

EB015840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7*NTQKPL( 網雅吟選 ◎ 管理團 隊 280

EB015841 萬卷樓 ﹝中國詩總集﹞ 2007 y(7IJ5H7*NTQKQS( 網雅吟懷 ◎ 李德儒 等 240

EB015842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3 y(7IJ5H1*OLMTNL( 中國歷代故事詩 (二 )(平 ) ◎ 邱燮友 70

EB015843 國家 ﹝中國詩總集﹞ 2005 y(7IJ5H3*QKTQKP( 詠梅詩選 ◎ 陳　香 400.00

EB015844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0*PKSQPT( 中國少數民族英雄史詩 ◎ 潛明茲 著 140

EB015845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1*TLQNRS( 在天願作比翼鳥―歷代文人愛情詩詞曲三百首 (精 ) ◎ 李元洛輯注 400

EB015846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1*TLQNSP( 在天願作比翼鳥―歷代文人愛情詩詞曲三百首 (平 ) ◎ 李元洛輯注 333

EB015847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1*TLQRQR( 千葉紅芙蓉―歷代民間愛情詩詞曲三百首 (精 ) ◎ 李元洛輯注 378

EB015848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4 y(7IJ5H1*TLQRRO( 千葉紅芙蓉―歷代民間愛情詩詞曲三百首 (平 ) ◎ 李元洛輯注 311

EB015849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1*TMMQLO( 禪思與禪詩―吟詠在禪詩的密林裡 (精 ) ◎ 楊惠南 210

EB015850 三民書局 ﹝中國詩總集﹞ 1999 y(7IJ5H1*TMMQML( 禪思與禪詩―吟詠在禪詩的密林裡 (平 ) ◎ 楊惠南 140

EB015851 台灣商務 ﹝中國詩總集﹞ 2001 y(7IJ5H0*PLRNMN( 替詩詞剝層皮 ◎ 周正舉 選編 300

EB015852 國家 ﹝中國詩總集﹞ 1998 y(7IJ5H3*QKPORS( 趣味詩共賞 ◎ 余　我 200.00

EB015853 國史館 ﹝中國詩總集﹞ 1992 y(7IJ5H0*KKRKLP( 臺灣詩乘 (精 ) ◎ 連橫 261

EB015854 九歌 ﹝中國詩總集﹞ 1998 y(7IJ5H5*QKPNNT( 新詩二十家（精） ◎ 白靈 / 編 310

EB015855 九歌 ﹝中國詩總集﹞ 1998 y(7IJ5H5*QKPNOQ( 新詩二十家 ◎ 白靈 / 編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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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856 智庫文化 ﹝中國詩總集﹞ 2001 y(7IJ5H0*OSONPT( SONY 新力王國 ◎ 360

EB015857 正中書局 ﹝辭賦總集﹞ 1993 y(7IJ5H0*TKRTLT( 九歌今讀 ◎ 許逸之 75

EB015858 三民書局 ﹝辭賦總集﹞ 2005 y(7IJ5H1*OKRNSS( 新譯楚辭讀本 (精 ) ◎ 傅錫壬 -注譯 178

EB015859 三民書局 ﹝辭賦總集﹞ 2005 y(7IJ5H1*OKRNTP( 新譯楚辭讀本 (三版 ) ◎ 傅錫壬 -注譯 210

EB015860 三民書局 ﹝辭賦總集﹞ 1992 y(7IJ5H1*TKPPOT( 離騷九歌九章淺釋 (精 ) ◎ 繆天華 278

EB015861 三民書局 ﹝辭賦總集﹞ 1992 y(7IJ5H1*TKPPPQ( 離騷九歌九章淺釋 (平 ) ◎ 繆天華 211

EB015862 台灣商務 ﹝辭賦總集﹞ 2007 y(7IJ5H0*PMLTMO( 楚辭九章集釋 ◎ 王家歆 撰 320

EB015863 台灣商務 ﹝辭賦總集﹞ 1968 y(7IJ5H0*PLQLPT( 楚辭概論 ◎ 游天恩 著 220

EB015864 三民書局 ﹝辭賦總集﹞ 1994 y(7IJ5H1*TLQMRT( 楚辭綜論 (精 ) ◎ 徐志嘯 322

EB015865 三民書局 ﹝辭賦總集﹞ 1994 y(7IJ5H1*TLQMSQ( 楚辭綜論 (平 ) ◎ 徐志嘯 256

EB015866 萬卷樓 ﹝辭賦總集﹞ 1994 y(7IJ5H7*NTLMPO( 楚辭探奇 ◎ 鄭在瀛 320

EB015867 三民書局 ﹝詞總集﹞ 1996 y(7IJ5H1*TLTRLN( 月華清 (平 ) ◎ 樸月著 320

EB015868 三民書局 ﹝詞總集﹞ 1996 y(7IJ5H1*TLTRRP( 月華清 (精 ) ◎ 樸月著 390

EB015869 正中書局 ﹝詞總集﹞ 2001 y(7IJ5H0*TLNQLN( 中國的詞 ◎ 陳弘治 , 周昭明 王克武 205

EB015870 正中書局 ﹝詞總集﹞ 2001 y(7IJ5H0*TLNQTT( 宋詞清賞 (上 ) ◎ 陳友冰 . 王德壽 165

EB015871 正中書局 ﹝詞總集﹞ 2001 y(7IJ5H0*TLNQTT( 宋詞清賞 (上 ) ◎ 陳友冰 . 王德壽 165

EB015872 正中書局 ﹝詞總集﹞ 2001 y(7IJ5H0*TLNQSM( 宋詞清賞 (下 ) ◎ 陳友冰 . 王德壽 220

EB015873 正中書局 ﹝詞總集﹞ 2001 y(7IJ5H0*TLNQSM( 宋詞清賞 (下 ) ◎ 陳友冰 . 王德壽 220

EB015874 三民書局 ﹝詞總集﹞ 2003 y(7IJ5H1*OMRLQO( 新譯花間集 (精 ) ◎ 朱恒夫 -注譯；耿湘沅 -校閱 570

EB015875 三民書局 ﹝詞總集﹞ 2007 y(7IJ5H1*OORSMR( 新譯花間集 (平 )(二版 ) ◎ 朱恒夫 -注譯；耿湘沅 -校閱 510

EB015876 三民書局 ﹝詞總集﹞ 1993 y(7IJ5H1*TLNQNQ( 唐宋詞吟唱 (附 CD) ◎ 邱燮友採編 490

EB015877 台灣商務 ﹝詞總集﹞ 1965 y(7IJ5H0*PMKOTL( 唐五代詞選 ◎ 成肇麔 選輯 110

EB015878 台灣商務 ﹝詞總集﹞ 1991 y(7IJ5H0*PKNTMK( 唐宋詞一百首 100 Tang and Song Ci Poems ◎ 許淵沖 選譯 180

EB015879 萬卷樓 ﹝詞總集﹞ 2000 y(7IJ5H7*NTMPQP( 詞林散步 ◎ 陳滿銘 400

EB015880 三民書局 ﹝詞總集﹞ 2004 y(7IJ5H1*OKROKL( 新譯宋詞三百首 (精 ) ◎ 汪中注譯 330

EB015881 三民書局 ﹝詞總集﹞ 2005 y(7IJ5H1*OKROLS( 新譯宋詞三百首 (二版 ) ◎ 汪中 -注譯 260

EB015882 三民書局 ﹝詞總集﹞ 1996 y(7IJ5H1*TLTRMK( 梅花引 (平 ) ◎ 樸月著 300

EB015883 三民書局 ﹝詞總集﹞ 1996 y(7IJ5H1*TLTRSM( 梅花引 (精 ) ◎ 樸月著 370

EB015884 國家 ﹝詞總集﹞ 2003 y(7IJ5H3*QKSNQN( 宋詞三百首 ◎ 陳文豹等 280.00

EB015885 三民書局 ﹝中國戲曲總集﹞ 2003 y(7IJ5H1*OMKRNS( 新譯元曲三百首 (精 ) ◎ 賴橋本、林玫儀注譯 660

EB015886 台灣商務 ﹝中國戲曲總集﹞ 2000 y(7IJ5H0*PLQSOP( 中國文學古典精華 -戲劇選 . 小說選 ◎ 香港中大編委會編纂 300

EB015887 國家 ﹝中國戲曲總集﹞ 1994 y(7IJ5H3*QKNPNP( 中國古典戲劇選注 ◎ 曾永義 700.00

EB015888 正中書局 ﹝中國戲曲總集﹞ 2001 y(7IJ5H0*TLNQKQ( 中國的曲 ◎ 黃麗貞 王克武 230

EB015889 三民書局 ﹝中國戲曲總集﹞ 2005 y(7IJ5H1*OOKPQT( 新譯元曲三百首 (二版 ) ◎ 賴橋本、林玫儀注譯 380

EB015890 國家 ﹝中國戲曲總集﹞ 2005 y(7IJ5H3*QKTQQR( 元曲三百首 ◎ 王育龍等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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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891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總集﹞ 2009 y(7IJ5H1*OKRONM( 新譯古文觀止 (上 / 下 )(二版 ) ◎ 謝冰瑩 -等 注譯 310

EB015892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總集﹞ 2007 y(7IJ5H1*OLTSMO( 新譯古文觀止 (二版 ) ◎ 謝冰瑩 -等 注譯 310

EB015893 台灣商務 ﹝中國散文總集﹞ 1964 y(7IJ5H0*PKNRNT( 晚明小品選注 ◎ 朱劍心 選注 240

EB015894 台灣商務 ﹝中國散文總集﹞ 2000 y(7IJ5H0*PLQSNS( 中國文學古典精華 -文選 ◎ 香港中大編委會編纂 450

EB015895 萬卷樓 ﹝中國散文總集﹞ 1998 y(7IJ5H7*NTLRMS( 歷代散文選 ◎ 李國英等編 520

EB015896 黎明文化 ﹝中國散文總集﹞ 1992 y(7IJ5H1*QKMMRL( 古文觀止 [平 ]下 ◎ 高明 375

EB015897 黎明文化 ﹝中國散文總集﹞ 1992 y(7IJ5H1*QKMMQO( 古文觀止 [平 ]上 ◎ 高明 325

EB015898 黎明文化 ﹝中國散文總集﹞ 1992 y(7IJ5H1*QKMMOK( 古文觀止 [精 ]下 ◎ 高明 425

EB015899 黎明文化 ﹝中國散文總集﹞ 1992 y(7IJ5H1*QKMMNN( 古文觀止 [精 ]上 ◎ 高明 375

EB015900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總集﹞ 2009 Y(7B08EB*LKTTMS( 新譯古文觀止綜合評鑑 ◎ 林士敦、林慧雯、姚艾娟、徐弘縉、張椿汸編著 250

EB015901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總集﹞ 1998 y(7IJ5H1*OMRTNP( 新譯明散文選 (精 ) ◎ 周明初注譯；黃志民校閱 460

EB015902 三民書局 ﹝中國散文總集﹞ 2004 y(7IJ5H1*OMRTOM( 新譯明散文選 (平 ) ◎ 周明初 -注譯；黃志民 -校閱 390

EB015903 三民書局 ﹝中國國文課本﹞ 2006 y(7IJ5H1*OOKRTS( 大學國文選 ◎ 黃志民 -編著 200

EB015904 三民書局 ﹝中國國文課本﹞ 2006 y(7IJ5H1*OOMQMO( 新編國文選 (修訂版 ) ◎ 王基倫等 400

EB015905 三民書局 ﹝中國國文課本﹞ 2006 y(7IJ5H1*OONNNL( 文學與人生—文學心靈的生命地圖 ◎ 林秀蓉 等 -編著 260

EB015906 國史館 ﹝中國語體
文總集﹞ 1956 y(7IJ5H2*KKQSSR( 廣臺灣詩乘 ◎ 彭國棟 200

EB015907 國史館 ﹝中國各地藝文﹞ 1978 y(7IJ5H9*QLQLMQ( 陶村詩稿 ◎ (清 )陳肇興 250

EB015908 幼獅文化 ﹝中國各地藝文﹞ 2000 y(7IJ5H5*ROMLKM( 台灣，嘰咕嘰咕 ◎ 賴芳伶 120

EB015909 三民書局 ﹝中國文學別集﹞ 1988 y(7IJ5H1*OLQNQQ( 童山詩集 (精 ) ◎ 邱燮友 110

EB015910 亞太 ﹝漢及三國別集﹞ 2000 y(7IJ5H8*PLKPQM( 書法藝術與鑑賞 ◎ 邱振中 350

EB015911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別集﹞ 1996 y(7IJ5H1*OMNSQT( 新譯賈長沙集 (精 ) ◎ 林家驪注譯；陳滿銘校閱 200

EB015912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別集﹞ 1996 y(7IJ5H1*OMNSRQ( 新譯賈長沙集 (平 ) ◎ 林家驪注譯；陳滿銘校閱 140

EB015913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別集﹞ 2001 y(7IJ5H1*ONNONL( 新譯阮籍詩文集 (精 ) ◎ 林家驪注譯；簡宗梧、李清筠校閱 320

EB015914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別集﹞ 2001 y(7IJ5H1*ONNNOT( 新譯阮籍詩文集 (平 ) ◎ 林家驪 -注譯；簡宗梧、李清筠 -校閱 250

EB015915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別集﹞ 2003 y(7IJ5H1*ONRTRM( 新譯曹子建集 (精 ) ◎ 曹海東注譯；蕭麗華校閱 500

EB015916 三民書局 ﹝漢及三國別集﹞ 2003 y(7IJ5H1*ONRTST( 新譯曹子建集 (平 ) ◎ 曹海東注譯；蕭麗華校閱 420

EB015917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1986 y(7IJ5H1*TKQPKS( 增訂江皋集 (精 ) ◎ 吳俊升 222

EB015918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1986 y(7IJ5H1*TKQQKR( 李韶歌詞集 (精 ) ◎ 李韶著 111

EB015919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1998 y(7IJ5H1*OMRTLL( 新譯嵇中散集 (精 ) ◎ 崔富章注譯；莊耀郎校閱 350

EB015920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1998 y(7IJ5H1*OMRTMS( 新譯嵇中散集 (平 ) ◎ 崔富章 -注譯；莊耀郎 -校閱 280

EB015921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2006 y(7IJ5H1*OOPKPM( 新譯陸機詩文集 (精 ) ◎ 王德華 -注譯 440

EB015922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2006 y(7IJ5H1*OOPKSN( 新譯陸機詩文集 (平 ) ◎ 王德華 -注譯 360

EB015923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2002 y(7IJ5H1*ONPKRR( 新譯陶淵明集 (精 ) ◎ 溫洪隆注譯；齊益壽校閱 320

EB015924 三民書局 ﹝晉及南北
朝別集﹞ 2008 y(7IJ5H1*ONPKSO( 新譯陶淵明集 (二版 ) ◎ 溫洪隆 -注譯、齊益壽 -校閱 280

EB015925 台灣商務 ﹝晉及南北
朝別集﹞ 1969 y(7IJ5H0*PLMTOQ( 陶淵明 ◎ 梁啟超 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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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926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1977 y(7IJ5H1*TKPPSR( 杜甫作品繫年 (精 ) ◎ 李辰冬 233

EB015927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別集﹞ 1967 y(7IJ5H0*PKOKOK( 李白詩 ◎ 傅東華 選註 90

EB015928 黎明文化 ﹝唐及五代別集﹞ 2000 y(7IJ5H1*QKPQOR( 唐代樂府詩 [平 ] ◎ 譚潤生 ,吳宏一 , 270

EB015929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2003 y(7IJ5H1*ONQTKQ( 新譯駱賓王文集 (精 ) ◎ 黃清泉注譯；陳全得校閱 500

EB015930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2003 y(7IJ5H1*ONQTLN( 新譯駱賓王文集 (平 ) ◎ 黃清泉 -注譯；陳全得 -校閱 400

EB015931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2006 y(7IJ5H1*OONNOS( 新譯柳宗元文選 (精 ) ◎ 卞孝萱、朱崇才 -注譯 380

EB015932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2006 y(7IJ5H1*OONNPP( 新譯柳宗元文選 (平 ) ◎ 卞孝萱、朱崇才 -注譯 310

EB015933 黎明文化 ﹝唐及五代別集﹞ 1992 y(7IJ5H1*QKKTSR( 古文正聲 [平 ] ◎ 胡楚生 160

EB015934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1999 y(7IJ5H1*OMTQSR( 新譯昌黎先生文集 (精 ) ◎ 周啟成、周維德注譯；陳滿銘、黃俊郎校閱 740

EB015935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1999 y(7IJ5H1*OMTQTO( 新譯昌黎先生文集 (平 ) ◎ 周啟成、周維德 -注譯；陳滿銘、黃俊郎 -校閱 620

EB015936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2002 y(7IJ5H1*ONOTOK( 新譯杜牧詩文集 (上 / 下 )(精 ) ◎ 張松輝注譯；陳全得校閱 950

EB015937 三民書局 ﹝唐及五代別集﹞ 2002 y(7IJ5H1*ONOTQO( 新譯杜牧詩文集 (上 / 下 )(平 ) ◎ 張松輝 -注譯；陳全得 -校閱 750

EB015938 台灣商務 ﹝唐及五代別集﹞ 1964 y(7IJ5H0*PLQLRN( 白居易詩 ◎ 傅東華 選註 180

EB015939 黎明文化 ﹝宋及遼金
元別集﹞ 1999 y(7IJ5H1*QKMLMR( 新校正切宋本廣韻 [精 ] ◎ 林尹 500

EB015940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1997 y(7IJ5H1*OMQTOP( 新譯范文正公選集 (平 ) ◎ 沈松勤、王興華注譯；葉國良校閱 260

EB015941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0 y(7IJ5H1*ONLKPP( 新譯王安石文集 (精 ) ◎ 沈松勤注譯；王基倫校閱 300

EB015942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0 y(7IJ5H1*ONLKQM( 新譯王安石文集 (平 ) ◎ 沈松勤 -注譯；王基倫 -校閱 230

EB015943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6 y(7IJ5H1*OONNQM( 新譯蘇洵文選 (精 ) ◎ 羅立剛 -注譯 480

EB015944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6 y(7IJ5H1*OONNRT( 新譯蘇洵文選 (平 ) ◎ 羅立剛 -注譯 400

EB015945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8 y(7IJ5H1*OOSMQS( 新譯蘇軾文選 (平 ) ◎ 滕志賢 -注譯 280

EB015946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8 y(7IJ5H1*OOSPMR( 新譯蘇轍文選 ◎ 朱剛 -注譯 390

EB015947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8 y(7IJ5H1*OOSPOL( 新譯曾鞏文選 ◎ 高克勤 -注譯 260

EB015948 萬卷樓 ﹝宋及遼金
元別集﹞ 1994 y(7IJ5H7*NTLLTN( 蘇軾論稿 ◎ 王水照 380

EB015949 萬卷樓 ﹝宋及遼金
元別集﹞ 1993 y(7IJ5H7*NTKLRM( 蘇軾選集 ◎ 王水照 400

EB015950 萬卷樓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7 y(7IJ5H7*NTQLON( 蘇轍史論散文研究 ◎ 吳叔樺 340

EB015951 三民書局 ﹝宋及遼金
元別集﹞ 2008 y(7IJ5H1*OOQKRN( 新譯李清照集 ◎ 姜漢椿、姜漢森 -注譯 190

EB015952 台灣商務 ﹝宋及遼金
元別集﹞ 1992 y(7IJ5H0*PKOMTN( 李清照詩詞文存 ◎ 曹樹銘 校釋 150

EB015953 國家 ﹝明代別集﹞ 2005 y(7IJ5H3*QKTRNP( 湯顯祖新論 ◎ 鄒元江 600.00

EB015954 三民書局 ﹝明代別集﹞ 2009 y(7IJ5H1*OPLNNQ( 新譯歸有光文選 ◎ 鄔國平 -注譯 430

EB015955 三民書局 ﹝清代別集﹞ 1998 y(7IJ5H1*OMSKOS( 新譯薑齋文集 (精 ) ◎ 平慧善注譯；周鳳五校閱 370

EB015956 三民書局 ﹝清代別集﹞ 1998 y(7IJ5H1*OMSKPP( 新譯薑齋文集 (平 ) ◎ 平慧善 -注譯；周鳳五 -校閱 300

EB015957 三民書局 ﹝清代別集﹞ 2000 y(7IJ5H1*ONLLPO( 新譯顧亭林文集 (精 ) ◎ 劉九洲注譯；黃俊郎校閱 430

EB015958 三民書局 ﹝清代別集﹞ 2000 y(7IJ5H1*ONLLQL( 新譯顧亭林文集 (平 ) ◎ 劉九洲注譯；黃俊郎校閱 360

EB015959 國家 ﹝清代別集﹞ 1995 y(7IJ5H3*QKOMLL( 李漁研究 ◎ 黃麗貞 350.00

EB015960 萬卷樓 ﹝清代別集﹞ 2002 y(7IJ5H7*NTOMKK( 殘霞與心焚的夜燈如舊－一代儒俠黃宗羲的「文道合一」論 ◎ 陳旻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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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961 天培 ﹝清代別集﹞ 2008 y(7IJ8G7*RPTQTQ( 現在，你可以離開了 ◎ 范達拉．薇達 (Vendela Vida ) 250

EB015962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79 y(7IJ5H1*TKQPMM( 孟武自選文集 (精 ) ◎ 薩孟武 211

EB015963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7 y(7IJ5H1*TKRMOQ( 吳煦斌小說集 (精 ) ◎ 吳煦斌 222

EB015964 法鼓文化 ﹝現代別集﹞ 2008 y(7IJ5H5*TSONQQ( 人間此處是桃源 --林子青詩文集 ◎ 380

EB015965 雲龍 ﹝現代別集﹞ 1996 y(7IJ5H9*QQNKKR( 走過世紀末 -范炯文集 ◎ 王剛、范炯 300

EB015966 正中書局 ﹝現代別集﹞ 2002 y(7IJ5H0*TLOQST( 野草 ◎ 魯迅 99

EB015967 正中書局 ﹝現代別集﹞ 2002 y(7IJ5H0*TLPLSL( M湖書簡 ◎ 羅智成 280

EB015968 正中書局 ﹝現代別集﹞ 2003 y(7IJ5H0*TLPONN( 諾恩吉雅 --我的蒙古文化筆記 ◎ 席慕蓉 280

EB015969 正中書局 ﹝現代別集﹞ 2003 y(7IJ5H0*TLQLLT( 飲冰室文集精選 ◎ 梁啟超 230

EB015970 正中書局 ﹝現代別集﹞ 2004 y(7IJ5H0*TLQSRO( 我之舞 ◎ 史鐵生 260

EB015971 國史館 ﹝現代別集﹞ 1992 y(7IJ5H0*KKTNRS( 瑞桃齋文稿 ◎ 吳德功 220

EB015972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OM( 魯迅 ◎ 范銘如 -主編、范銘如 -編著 180

EB015973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PT( 徐志摩 ◎ 范銘如 -主編、洪淑苓 -編著 250

EB015974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QQ( 梁啟超 ◎ 范銘如 -主編、廖卓成 -編著 180

EB015975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1994 y(7IJ5H0*PLKOSP( 魯迅著作選 ◎ 黃繼持 編 280

EB015976 國史館 ﹝現代別集﹞ 1992 y(7IJ5H0*KKRKPN( 雅堂文集 (精 ) ◎ 連橫 261

EB015977 國史館 ﹝現代別集﹞ 1992 y(7IJ5H0*KKRKSO( 雅堂先生外集、臺灣詩薈雜文鈔 (合輯 ) (精 ) ◎ 連橫 263

EB015978 國史館 ﹝現代別集﹞ 1992 y(7IJ5H0*KKRKKS( 雅堂先生餘集 (精 ) ◎ 連橫 261

EB015979 國家 ﹝現代別集﹞ 2000 y(7IJ5H3*QKQRLK( 徐志摩散文小說選 ◎ 林文慧 200.00

EB015980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KO( 郁達夫 ◎ 范銘如 -主編、蔡振念 -編著 190

EB015981 國史館 ﹝現代別集﹞ 2001 y(7IJ5H9*SRQROM( 賴和先生紀念專輯 -賴和手稿影像集（1-5） ◎ 林瑞明 4500

EB015982 天培 ﹝現代別集﹞ 2008 y(7IJ8G7*RPTRQO( 張系國大器小說：行書 ◎ 張系國 200

EB015983 九歌 ﹝現代別集﹞ 2007 y(7IJ5H4*OONSPR( 飄著細雪的下午 ◎ 趙民德 260

EB015984 九歌 ﹝現代別集﹞ 2002 y(7IJ5H4*OOKKNK( 雅舍的春華秋實——梁實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李瑞騰 / 編 240

EB015985 九歌 ﹝現代別集﹞ 1999 y(7IJ5H5*QKQMKQ( 張道藩先生文集 ◎ 張道藩 500

EB015986 健行 ﹝現代別集﹞ 1999 y(7IJ5H9*QSKRKR( 諾言樹 ◎ 王克難 170

EB015987 九歌 ﹝現代別集﹞ 1996 y(7IJ5H5*QKONRK( 雅舍小說和詩 ◎ 梁實秋．陳子善編 160

EB015988 九歌 ﹝現代別集﹞ 1994 y(7IJ5H5*QKNMRO( 璀璨的五采筆 ◎ 黃維樑 390

EB015989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78 y(7IJ5H1*OLPLQL( 生命的光輝 (精 ) ◎ 謝冰瑩 110

EB015990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7 y(7IJ5H1*OLPLRS( 生命的光輝 (平 ) ◎ 謝冰瑩 70

EB015991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91 y(7IJ5H1*OLPPMT( 水仙的獨白 (精 ) ◎ 胡品清 110

EB015992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91 y(7IJ5H1*OLPPNQ( 水仙的獨白 (平 ) ◎ 胡品清 70

EB015993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9 y(7IJ5H1*OLPPRO( 靈臺書簡 (平 ) ◎ 劉紹銘 70

EB015994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99 y(7IJ5H1*OMTQPQ( 沈從文的文學世界 ◎ 王繼志、陳龍著 270

EB015995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0 y(7IJ5H1*ONMSRS( 庚辰雕龍 ◎ 簡宗梧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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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5996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5 y(7IJ5H1*OOLSNM( 靈台書簡 (修訂二版 ) ◎ 劉紹銘 150

EB015997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5 y(7IJ5H1*OOMSOQ( 文學公民 ◎ 郭強生 180

EB015998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MRO( 戴望舒 ◎ 范銘如 -主編、趙衛民 -編著 180

EB015999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MTS( 聞一多 ◎ 范銘如 -主編、許琇禎 -編著 170

EB016000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LL( 蕭紅 ◎ 范銘如 -主編、劉人鵬 -編著 220

EB016001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MS( 朱自清 ◎ 范銘如 -主編、陳俊啟 -編著 260

EB016002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1*OOPNNP( 許地山 ◎ 范銘如 -主編、賴芳伶 -編著 220

EB016003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9 y(7IJ5H1*TKKLSQ( 古厝懷思 (精 ) ◎ 張文貫 233

EB016004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9 y(7IJ5H1*TKKLTN( 古厝懷思 (平 ) ◎ 張文貫 167

EB016005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9 y(7IJ5H1*TKKMRS( 記憶裏有一個小窗 (平 ) ◎ 何秀煌 167

EB016006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6 y(7IJ5H1*TKQPLP( 增訂江皋集 (平 ) ◎ 吳俊升 156

EB016007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7 y(7IJ5H1*TKQQOP( 留不住的航渡 (精 ) ◎ 葉維廉 278

EB016008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87 y(7IJ5H1*TKQQPM( 留不住的航渡 (平 ) ◎ 葉維廉 211

EB016009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1998 y(7IJ5H1*TMLRNK(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精 )(增訂新版 ) ◎ 余英時 360

EB016010 三民書局 ﹝現代別集﹞ 2008 y(7IJ5H1*TMLROR(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平 )(增訂新版 ) ◎ 余英時 290

EB016011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1997 y(7IJ5H0*PLOMPO( 思慕微微 ◎ 七等生 著 180

EB016012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1994 y(7IJ5H0*PLKOTM( 沈從文著作選 ◎ 凌 宇 編 280

EB016013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1998 y(7IJ5H0*PLORNP( 胡適著作選 ◎ 耿雲志 編 350

EB016014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2004 y(7IJ5H0*PLSQOL( 茶香齋詩文稿 ◎ 陳沅淵 譔 350

EB016015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2009 y(7IJ5H0*PMNRKQ( 醉墨軒類稿 (POD) ◎ 熊琛 420

EB016016 台灣商務 ﹝現代別集﹞ 2006 y(7IJ5H0*PMLLKS( 蔡詩萍文選 ◎ 蔡詩萍 320

EB016017 國家 ﹝現代別集﹞ 2009 y(7IJ5H3*QLLPNK( 胡適散文詩歌選 ◎ 林文慧 250.00

EB016018 智庫文化 ﹝現代別集﹞ 2005 y(7IJ8G7*MQOKKS( 食色故事 ◎ 260

EB016019 萬卷樓 ﹝現代別集﹞ 2005 y(7IJ5H7*NTOTTQ( 軒亭文存 ◎ 羅敬之 420

EB016020 黎明文化 ﹝現代別集﹞ 2002 y(7IJ5H1*QKQOKS( 遇見秋雨 [平 ] ◎ 王堯 ,谷鵬 , 240

EB016021 黎明文化 ﹝現代別集﹞ 2002 y(7IJ5H1*QKQNOR( 遙遠的北島－北島詩、人及其散文評論 [平 ] ◎ 徐國源 250

EB016022 黎明文化 ﹝現代別集﹞ 2005 y(7IJ5H1*QKQTPS( 堅白精舍詩集 (軟式精裝 )[精 ] ◎ 方東美 950

EB016023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1983 y(7IJ5H1*OKRTQS( 濟公傳 (平 ) ◎ 王夢吉等著；楊宗瑩校訂；繆天華校閱 180

EB016024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5H1*ONKPRR( 七俠五義 (三版 ) ◎ 石玉崑 -原著、俞樾 -改編、楊宗瑩 -校注、繆天華 -校閱 160

EB016025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5H1*OOMLKP( 弟弟呢？——第一次失去好朋友 ◎ 洪于倫 -著、巫佩珊 -繪 200

EB016026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5H1*OOMLNQ( 把星星藏起來——第一次自己住外婆家 ◎ 劉瑪玲 -著、裴蕾 -繪 200

EB016027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5H1*OOMLRO( 救命啊！——第一次搭雲霄飛車 ◎ 趙映雪 -著、徐萃、姬炤華 -繪 200

EB016028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5H1*OOMLSL( 愛的發條——第一次帶媽媽上街 ◎ 宇文正 -著、徐鐵牛 -繪 200

EB016029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1976 y(7IJ5H1*TKQTOM( 青春 (精 ) ◎ 葉蟬貞 189

EB016030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1981 y(7IJ5H1*TKRQOM( 給青年朋友的信 (下 )(精 ) ◎ 謝冰瑩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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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031 三民書局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5H1*TMQRQQ( 牆頭的梯子 (精 ) ◎ 馬哲儒 260

EB01603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2 y(7IJ8G4*LRKQKT( 波特萊爾大遇險1－悲慘的開始 ◎ 雷蒙尼‧史尼奇 149

EB01603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2 y(7IJ8G4*LRKQTM( 波特萊爾大遇險2－可怕的爬蟲屋 ◎ 雷蒙尼‧史尼奇 200

EB01603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KSSN( 波特萊爾大遇險3－鬼魅的大窗子 ◎ 雷蒙尼‧史尼寄 220

EB01603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LLS( 波特萊爾大遇險4－糟糕的工廠 ◎ 雷蒙尼‧史尼寄 200

EB01603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MRT( 波特萊爾大遇險5－嚴酷的學校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3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PLO( 波特萊爾大遇險6－破爛的電梯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3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SQQ( 波特萊爾大遇險7－邪惡的村子 ◎ 雷蒙尼‧史尼寄 250

EB01603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MKLQ( 波特萊爾大遇險8－恐怖的醫院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4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MNOO( 波特萊爾大遇險9－吃人的遊樂園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4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MPT( 波特萊爾大遇險10－絕命的山崖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4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POT( 奇幻精靈事件簿1－閣樓上的怪書 ◎ 荷莉‧布萊克 180

EB01604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PPQ( 奇幻精靈事件簿2－魔石與蛤蟆精 ◎ 荷莉‧布萊克 180

EB01604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TKR( 奇幻精靈事件簿3－森林精靈的祕密 ◎ 荷莉‧布萊克 180

EB01604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TPM( 奇幻精靈事件簿4－矮人國的魔咒 ◎ 荷莉‧布萊克 180

EB01604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OKQP( 奇幻精靈事件簿5－魔王的陰謀 ◎ 荷莉‧布萊克 200

EB01604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2*LQKSTN( 奇幻精靈事件簿1-5集 ◎ 荷莉‧布萊克 880

EB01604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MRK( 波特萊爾大遇險 (11)－陰森的洞穴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4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TSK( 神奇樹屋1：恐龍谷大冒險 ◎ 瑪麗．波．奧斯本 99

EB01605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TTR( 神奇樹屋2：黑夜裡的騎士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LTM( 神奇樹屋3：木乃伊之謎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MKS( 神奇樹屋4：海盜的藏寶圖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神奇樹屋1-4集套書 ◎ 瑪麗‧波‧奧斯本 759

EB01605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PSL( 神奇樹屋5：忍者的祕密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PTS( 神奇樹屋6：雨林大驚奇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TPQ( 神奇樹屋7：冰原上的劍齒虎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TQN( 神奇樹屋8：漫遊到月球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MPK( 神奇樹屋9：與海豚共舞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5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MQR( 神奇樹屋10：鬼城裡的牛仔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6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ORM( 神奇樹屋11：非洲草原逃生記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6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OST( 神奇樹屋12：愛上北極熊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6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1H53BA*L 神奇樹屋超值套書1-12集 (附書盒 ) ◎ 瑪麗‧波‧奧斯本 2519

EB01606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KSN( 波特萊爾大遇險12－混亂的旅館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6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SRS( 莉莉三人組1－鯨怪步兵團 ◎ M. T. 安德森 240

EB01606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PQL( 神奇樹屋13：龐貝城的末日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 460 -

．
︹
各
地
方
文
學
︺
．

EB01606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PRS( 神奇樹屋14：古墓裡的兵馬俑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6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SSM( 神奇樹屋15：逃離維京海盜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6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STT( 神奇樹屋16：勇闖古奧運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6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KTO( 神奇樹屋17：鐵達尼驚魂記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LKK( 神奇樹屋18：印第安傳奇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PKQ( 神奇樹屋19：印度叢林大逃亡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PLN( 神奇樹屋20：搶救無尾熊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SPS( 神奇樹屋21：戰地裡的天使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SQP( 神奇樹屋22：遇見華盛頓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NLM( 神奇樹屋23：衝出龍捲風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NMT( 神奇樹屋24：絕命大地震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7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A0A4*LRPNRT( 神奇樹屋13-24套書 (附書盒 ) ◎ 瑪麗‧波‧奧斯本 2640

EB01607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NPN( 波特萊爾大遇險13－大結局 ◎ 雷蒙尼．史尼奇 250

EB01607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NRR( 波特萊爾大遇險1-13集套書 ◎ 雷蒙尼．史尼奇 3019

EB01608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SSQ( 神奇樹屋25：莎士比亞的舞台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8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STN( 神奇樹屋26：再見大猩猩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8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TKT( 神奇樹屋27：難忘的感恩節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8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TLQ( 神奇樹屋28：逃出大海嘯 ◎ 瑪麗‧波‧奧斯本 220

EB01608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OPT( 神奇樹屋29：消失的圓桌武士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8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OQQ( 神奇樹屋30：幽靈城堡的寶藏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8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ORN( 神奇樹屋31：驚天大海怪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8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OSK( 神奇樹屋32：獨眼冰巫師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8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MKN( 神奇樹屋33：瘋狂嘉年華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8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LRN( 神奇樹屋34：飛毯奇遇記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9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LSK( 神奇樹屋35：魔法師大對決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9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LTR( 神奇樹屋36：拯救獨角獸 ◎ 瑪麗‧波‧奧斯本 240

EB01609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A0A4*LRPPRR( 神奇樹屋25-36集套書 ( 附書盒 ) ◎ 瑪麗‧波‧奧斯本 2800

EB01609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TLQ( 奇幻精靈事件簿二部曲1―水妖之歌 ◎ 荷莉‧布萊克 220

EB01609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QNR( 奇幻精靈事件簿二部曲2―巨人的甦醒 ◎ 荷莉‧布萊克 220

EB01609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J8G2*LQORPO( 奇幻精靈事件簿二部曲3--決戰巨龍王 ◎ 荷莉‧布萊克 220

EB01609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A0A4*LRQKPP( 奇幻精靈事件簿二部曲套書 ◎ 荷莉‧布萊克 599

EB01609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RRO( 神奇樹屋37：江戶城雲龍傳說 ◎ 瑪麗‧波‧奧斯本 250

EB01609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RSL( 神奇樹屋38：瘋狂天才達文西 ◎ 瑪麗‧波‧奧斯本 250

EB01609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KQS( 神奇樹屋39：深海大章魚 ◎ 瑪麗‧波‧奧斯本 250

EB01610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MLL( 神奇樹屋40：擁抱南極企鵝 ◎ 瑪麗‧波‧奧斯本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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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10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NTL( 內褲超人大戰鼻涕金鋼 (上 ) ◎ 戴夫‧皮爾奇 160

EB01610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OKR( 內褲超人大戰鼻涕金鋼 (下 ) ◎ 戴夫‧皮爾奇 160

EB01610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KSNS( 內褲超人瘋狂大冒險 ◎ 戴夫‧皮爾奇 129

EB01610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KLT( 內褲超人大戰吃人馬桶 ◎ 戴夫‧皮爾奇 150

EB01610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NNK( 內褲超人與外星大嘴妖 ◎ 戴夫‧皮爾奇 150

EB01610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QQS( 內褲超人與恐怖的史屁多教授 ◎ 戴夫‧皮爾奇 150

EB01610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QRP( 內褲超人與魔法女妖 ◎ 戴夫‧皮爾奇 160

EB01610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LPK( 創造我的色彩 ◎ 艾琳‧莉白契爾 320

EB01610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LON( 發明我的勞作 ◎ 艾琳‧莉白契爾 350

EB01611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TKL( 女孩的祕密書 ◎ 凱倫‧葛拉維 / 珍妮佛 320

EB01611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OPS( 創意畫法 ◎ 費歐娜‧瓦特 420

EB01611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MTP( 基礎畫法 ◎ 費歐娜‧瓦特 420

EB01611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PMN( 立體畫法 ◎ 費歐娜‧瓦特 420

EB01611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LNS( 創意卡片 ◎ 費歐娜．瓦特 380

EB01611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LOP( 就是愛畫畫 ◎ 費歐娜．瓦特 380

EB01611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RSM( 我的創意美術書包 (附書盒 ) ◎ 2400

EB01611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OOM( 我家小孩最健康：寶寶是怎麼來的 ? ◎ 凱倫．葛拉維等 200

EB01611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OQQ( 我家小孩最健康：為什麼人有2個眼睛 ? ◎ 凱倫．葛拉維等 200

EB01611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ORN( 我家小孩最健康：為什麼要刷牙、洗澡？ ◎ 凱倫．葛拉維等 200

EB01612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OSK( 我家小孩最健康：為什麼要睡覺？ ◎ 凱倫．葛拉維等 200

EB01612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A0A4*LRPOLQ( 我家小孩最健康套書 (第1輯 ) ◎ 凱倫．葛拉維等 599

EB01612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OTR( 我家小孩最健康：為什麼不能吃薯條？ ◎ 方斯華絲．哈斯端 ﹣弗日杭 200

EB01612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PKN( 我家小孩最健康：為什麼要看醫生？ ◎ 方斯華絲．哈斯端 ﹣弗日杭 200

EB01612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PLK( 我家小孩最健康：什麼時候才會長大？ ◎ 方斯華絲．哈斯端 ﹣弗日杭 200

EB01612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PMR( 我家小孩最健康－為什麼要小心？ ◎ 方斯華絲．哈斯端 ﹣弗日杭 200

EB01612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我家小孩最健康套書第二輯 ◎ 方斯華絲．哈斯端 ﹣弗日杭 599

EB01612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RTO( 快樂工作人－慈善篇 ◎ 謝其濬 250

EB01612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SKK( 快樂工作人－醫療篇 ◎ 謝其濬 250

EB01612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SLR( 快樂工作人－教育篇 ◎ 謝其濬 250

EB01613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SMO( 快樂工作人－人文篇 ◎ 謝其濬 250

EB01613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SNL( 快樂工作人套書 (四冊一套 ) ◎ 謝其濬 1000

EB01613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MTQ( 創意美術365 ◎ 費歐娜‧瓦特 420

EB01613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PRT( 我的手 ◎ La ZOO 300

EB01613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PSQ( 我的腳 ◎ La ZOO 300

EB01613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PTN( 我的臉 ◎ La ZOO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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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13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A0A4*LRPPQK( 我的手腳臉套書 ◎ La ZOO 699

EB01613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TNO( 50創意美術遊戲 ◎ 安娜．米爾本 380

EB01613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SNN( 陽光屋 ◎ 茉夏．歐索尼克 250

EB01613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SQO( 胡椒長在那裡 ◎ 布莉姬．拉布 250

EB01614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QLLN( 彩色鋼琴 ◎ 馬桑 250

EB01614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ONO( 垃圾車來了 ◎ 凱特‧麥克穆蘭 250

EB01614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OQP( 1001說不完的故事 ◎ 莉拉．普樂普 299

EB01614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QLS( 小羊羅素睡不著 ◎ 羅伯．史卡頓 280

EB01614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TTL( 為什麼 ◎ 莉拉．普樂普 280

EB01614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TOQ( 小火車做到了 ◎ 羅倫．隆 168

EB01614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LQP( 有你，真好！ ◎ 娜汀．布罕 –柯司莫 280

EB01614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OPP( 小羊羅素尋寶記 ◎ 羅伯．史卡頓 280

EB01614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QPN( 5個小英雄 ◎ 藍‧史密斯 280

EB01614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SKQ( 艾拉 神奇的帽子 ◎ 卡蜜拉．狄梅柯 260

EB01615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TON( 艾拉―快樂送蛋糕 ◎ 卡蜜拉．狄梅柯 260

EB01615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KPQ( 阿吉的許願鼓 ◎ 葛瑞米．貝斯 280

EB01615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LMO( 艾拉 - 第一次上台 ◎ 卡蜜拉．狄梅柯 260

EB01615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OTK( 阿諾的花園 ◎ 葛瑞米‧貝斯 280

EB01615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PPL( 鋼琴師的旅行 ◎ 石田真理 260

EB01615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RSK( 鏟土機挖挖挖 ◎ 凱特‧麥克穆蘭 250

EB01615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QSL( 你最愛誰 ? ◎ 內田麟太郎 250

EB01615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LRQ( 家有125 ◎ 幸佳慧 260

EB01615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A0A4*LRPQTK( 小天下繪本套書 (3) ◎ 3109

EB01615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RSR( 來去當海盜 ◎ 瑪琳達．隆 199

EB01616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MPL( 999隻青蛙 ◎ 木村　研 260

EB01616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MQS( 999隻青蛙兄弟搬新家 ◎ 木村　研 260

EB01616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MLN( 小羊羅素過耶誕 ◎ 羅伯．史卡頓 280

EB01616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MMK( 小狐狸 ◎ 凱特‧班克斯 280

EB01616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QTS( 奧斯卡和青蛙：生長是怎麼一回事？ ◎ 吉歐夫‧華林 280

EB01616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RKO( 奧斯卡和蝙蝠：奇妙的聲音？ ◎ 吉歐夫‧華林 280

EB01616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RLL( 奧斯卡和飛蛾：認識光與黑暗 ◎ 吉歐夫‧華林 280

EB01616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RMS( 奧斯卡和蟋蟀：為什麼會動？ ◎ 吉歐夫‧華林 280

EB01616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QKM( 好奇貓奧斯卡套書 ◎ 吉歐夫‧華林 799

EB01616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NNQ( 莉莉的藍袋鼠 ◎ 艾瑪．C．克拉克 260

EB01617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QTP( 像不像沒關係 ◎ 湯姆牛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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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17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ROT( 有你，好幸福！ ◎ 娜汀．布罕 –柯司莫 280

EB01617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SRT( 啊 !怪獸 ◎ 周思芸 260

EB01617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LOM( 小船，向前走！ ◎ 蘭朵‧狄‧席夫 168

EB01617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NOK( 特別的恐龍日 ◎ 艾莉絲．布洛奇 260

EB01617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OTR( 蒲公英飛到那裡去 ◎ 丸山綾子 280

EB01617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OLS( 我們來做好朋友 ◎ 松岡達英 250

EB01617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QPO( 爸爸我愛你 ◎ 莉拉．普樂普 260

EB01617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TKQ( 貓咪雷弟上學去 ◎ 羅伯．史卡頓 280

EB01617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KPR( 勇敢的夏綠蒂 ◎ 安努．史東妮 280

EB01618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KNN( 四個願望〈附故事 CD〉 ◎ 施宜新 290

EB01618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KOK( 夜裡的小海盜 ◎ 彼得．哈瑞斯 280

EB01618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RPL( 小天下繪本館套書 (4) ◎ 2848

EB01618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LNM( 查查與波波 ◎ 茱莉亞．唐那森 260

EB01618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LOT( 小魚兒說故事 ◎ 茱莉亞．唐那森 280

EB01618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LTO( 小小耶誕老人 ◎ 安努．史東妮 280

EB01618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MPP( 小企鵝釣大魚！ ◎ 宮西達也 280

EB01618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OLP( 勇12-戰鴿的故事 ◎ 李如青 / 嚴淑女 300

EB01618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RNQ( 醜小龍 ◎ 茱莉亞．唐納森 280

EB01618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TMR( 我喜歡你！貓咪雷弟 ◎ 羅伯．史卡頓 280

EB01619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RNN( 真正的公主和9顆黃金豆 ◎ 布蘭達．威廉斯 280

EB01619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SQN( 蟬兒吹牛的季節 ◎ 蔡季男 260

EB01619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SKL( 皮皮的神奇冒險 ◎ accototo福田敏生 +明子 260

EB01619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TLR( 森林大奇案 ◎ 奧利佛‧傑法 280

EB01619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KLN( 小鼓手 ◎ 羅倫‧隆 280

EB01619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MMS( 耶誕快樂！貓咪雷弟 ◎ 羅伯‧史卡頓 280

EB01619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MKO( 親愛的 ◎ 辛佳慧 300

EB01619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J8G2*LQOPRK( 我的祖先是恐龍？ ◎ 莉拉．普樂普 280

EB01619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J8G2*LQOOOK( 999隻青蛙兄弟，春天來了！ ◎ 木村　研 260

EB01619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2 y(7IJ8G4*LRKPRT( 台灣史 ◎ 許耀雲 450

EB01620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LNS( 台灣史 精裝版 ◎ 許耀雲 500

EB01620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NOR( 生活科技 精裝版 ◎ 陳雅茜 500

EB01620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NPO( 戲劇 精裝版 ◎ 周思芸 500

EB01620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NQL( 運動 精裝版 ◎ 謝其濬 500

EB01620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NTM( 電腦 精裝版 ◎ 江坤山 500

EB01620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NRS( 商業 精裝版 ◎ 蔡慧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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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20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MKOR( 中國文學 ◎ 余遠炫 450

EB01620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LML( 中國文學 精裝版 ◎ 余遠炫 500

EB01620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NSP( 世界地理 精裝版 ◎ 吳立萍 500

EB01620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OKT( 台灣地理 ◎ 吳立萍 450

EB01621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LOP( 台灣地理 精裝版 ◎ 吳立萍 500

EB01621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MOS( 台灣生態 ◎ 吳立萍 450

EB01621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MSQ( 台灣生態 精裝版 ◎ 吳立萍 500

EB01621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A0A4*LRPRNR( 未來公民限量精裝套書10冊 ◎ 5000

EB01621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OKRM( 會痛的小魚 ◎ 李欣元、孟寧 250

EB01621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OKST( 奇異的木屐 ◎ 徐 荷 250

EB01621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ORS( 拔啊，拔啊，拔蘿蔔！ ◎ 阿爾克謝‧托爾斯泰 280

EB01621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RTT( 便便，真是了不起！ ◎ 許恩美 250

EB01621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SKP( 河馬，好特別呀！ ◎ 許恩實 250

EB01621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TKO( 最好的朋友 ◎ 賈桂琳．威爾森 260

EB01622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STS( 我最喜愛的童話故事第1輯 ◎ 安徒生、格林兄弟等 720

EB01622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LMN(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1－大象與小狗 ◎ 原文開示證嚴法師 280

EB01622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LNK(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2－小猴子 ◎ 原文開示證嚴法師 280

EB01622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LOR( 和大寶一起聽故事3－小小吉祥草 ◎ 原文開示證嚴法師 280

EB01622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MNT( 誰偷了維梅爾？ ◎ 布露．巴利葉特 250

EB01622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QRN( 我最喜愛的童話故事第2輯 ◎ 安徒生、格林兄弟等 720

EB01622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QTR( 午夜12點的願望 ◎ 賈桂琳‧威爾森 240

EB01622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ROL( 掉進畫裡的女孩 ◎ 畢永‧索蘭 280

EB01622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OOL( 我是一隻浣熊 ◎ 劉爾威 250

EB01622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QKL( 下雨下豬下麵條 ◎ 傑克‧普瑞拉特斯基 380

EB01623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PSKM( 小五郎抓蟲記 ◎ 那須正幹 250

EB01623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PSLT( 小惠的塗鴉本 ◎ 那須正幹 250

EB01623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QQN( 我最喜愛的童話故事第3輯 (附 CD) ◎ 賽嘉兒‧嘉碧尼等 720

EB01623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KNP( F5的睡衣派對 ◎ 賈桂琳．威爾森 199

EB01623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NMP( 我最喜愛的童話故事第4輯 (附 CD) ◎ 安娜．威爾道夫等 720

EB01623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OOS( 萊特屋謎案 ◎ 布露．巴利葉特 250

EB01623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QOQ( 心事爆爆網 ◎ 賈桂琳．威爾森 220

EB01623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SMK( 崔西祕密手記 ◎ 賈桂琳．威爾森 220

EB01623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KQN( 等待耶誕節的24個故事 ◎ 思爾薇‧波樂威 199

EB01623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LSQ( 飛馬少年佛格斯 ◎ 保羅．史都沃 250

EB01624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QMT( 3個小海盜故事書 ◎ 喬姬．亞當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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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24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RQQ( 少年克里斯賓 ◎ 艾非 250

EB01624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KSO( 床前明月光―讀唐詩 ,學漢字 (附 CD&賞析別冊 ) ◎ 孟浩然 ,李白等人 320

EB01624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KTL( 天涼好個秋―讀宋詞 ,學漢字 (附 CD&賞析別冊 ) ◎ 歐陽修，李後主等人 320

EB01624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LPM( 童話思考故事1-巫婆最愛吃什麼 ? ◎ 鄭如晴 300

EB01624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LQT( 童話思考故事2-頭痛的狐仙 ◎ 鄭如晴 300

EB01624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MKQ( 我最喜愛的中國神話 (附 CD) ◎ 曾文娟 編寫 720

EB01624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NMT( 棉花糖女孩 ◎ 賈桂琳．威爾森 280

EB01624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SNQ( 不一樣的同學套書―親情的故事 ◎ 賈桂琳．威爾森 699

EB01624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ONP( 海上小英雄蔻比 ◎ 保羅．史都沃 260

EB01625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PKN( 我最喜愛的床邊故事 ◎ 賽喜兒‧嘉碧尼等 720

EB01625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NKM( 瑪蒂達 ◎ 羅德．達爾 260

EB01625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NRL( 紅豆生南國—讀唐詩，學漢字 (附 CD&賞析別冊 ) ◎ 王維等人 320

EB01625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QTM( 誠實的商人—證嚴法師說故事 ◎ 證嚴法師 250

EB01625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SLO( 春天的約定—證嚴法師說故事 ◎ 證嚴法師 250

EB01625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TQS( 柯德失竊記 ◎ 布露．巴利葉特 290

EB01625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MTN( 貓咪木乃伊 ◎ 賈桂琳．威爾森 200

EB01625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RTT( 不一樣的同學套書―友情的故事 ◎ 賈桂琳．威爾森 799

EB01625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PLO( 威樂比這一家 ◎ 露薏絲．勞瑞 230

EB01625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PNS( 3個小公主故事書 ◎ 喬姬．亞當斯 350

EB01626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RQS( 派對禮物書 ◎ 喬姬．亞當斯 1050

EB01626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RQR( 超級姊弟1：星期六的小冒險 ◎ 茱蒂‧布倫 200

EB01626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MKR( 狗狗旅館 ◎ 露意絲‧鄧肯 230

EB01626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MNS( 小偵探歐杜琳1：大黃貓的祕密 ◎ 克利斯‧瑞德 230

EB01626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NLN( 小偵探歐杜琳2：不可思議的學校 ◎ 克利斯‧瑞德 230

EB01626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POM( 超級姊弟2：學校裡的小驚奇 ◎ 茱蒂‧布倫 200

EB01626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SSR( 木屋下的守護者 ◎ 凱蒂‧阿貝特 320

EB01626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KRP( 13歲的超能力 ◎ 英格麗‧羅 300

EB01626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NLK( 班上養了一頭牛 ◎ 木村節子 220

EB01626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ONN( 我綁架了外公 ◎ 克萊兒‧克雷孟特 200

EB01627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MNP( 夕陽無限好―讀古詩，學漢字 (附 CD&賞析別冊 ) ◎ 白居易等人 350

EB01627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PTO( 誰是偷畫賊？ ◎ 艾莉絲．布洛奇 280

EB01627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3 y(7IJ8G4*LRLTRM( 三個小女巫故事書 ◎ 喬姬‧亞當斯 350

EB01627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MSMP( 愛生氣的安娜 ◎ 克莉絲汀‧納思林格 250

EB01627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ORL( 想離家的小克 ◎ 克莉絲汀‧納思林格 250

EB01627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MTR( 穿長靴的貓 ◎ 艾利西‧凱斯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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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27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MOTS( 鉛十字架的祕密 ◎ 艾非 220

EB01627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MOSL( 我愛貓頭鷹 ◎ 卡爾‧希亞森 250

EB01627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LSL( 用點心學校 ◎ 林哲璋 250

EB01627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LTS( 八卦森林 ◎ 岑澎維 250

EB01628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MOM( 妖精老屋 ◎ 周姚萍 250

EB01628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MPT( 狐狸的錢袋 ◎ 賴曉珍 250

EB01628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QKMO( 故事奇想樹套書 ◎ 899

EB01628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PQK( 讓我們來玩數學吧！ ◎ 黃敏晃 320

EB01628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OMN( 拯救數學大作戰套書 ◎ 鄭 ?勳 799

EB01628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NON( 總共有幾個 ?-數學頭腦體操 ◎ 唐葛雷 Greg Tang 280

EB01628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OLM( 80基礎數字概念 ◎ 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350

EB01628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OMT( 40趣味數字推理 ◎ 馬丁‧李、瑪希亞‧米勒 350

EB01628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RSS( 70世界數學遊戲 ◎ 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400

EB01628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SOT( 365創意數學活動 ◎ 瑪希亞‧米勒、馬丁‧李 350

EB01629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OQK(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1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ORR(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2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PQT(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3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PRQ(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4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RON(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5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RPK(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6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LKS(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7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LMM(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8級 ◎ 黑澤俊二 300

EB01629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SLM( 小學生觀念數學1-8級套書 (附書盒 +進階指南 ) ◎ 黑澤俊二 1999

EB01629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TLO( 達文西－偉大的夢想家 ◎ 羅伯特‧貝爾德 280

EB01630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SRL( 創造通訊世界的電話－貝爾 ◎ 布萊安‧威廉斯 250

EB01630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TLP( 達爾文與小獵犬號之旅 ◎ 費利西亞‧羅 380

EB01630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SOL( 田裡的魔法師：西瓜大王陳文郁 ◎ 蔡慧菁 250

EB01630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NRP( 改寫美國歷史的黑人總統：歐巴馬 ◎ 周思芸 250

EB01630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OTS( 投資大師：巴菲特 ◎ 岑澎維 250

EB01630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QNO( 勤儉樸實的經營之神：王永慶 ◎ 子魚 250

EB01630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PQQ( 投手丘上的勇者：王建民 ◎ 吳立萍 250

EB01630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J8G2*LQORMN( 電腦王國的巨人：比爾‧蓋茲 ◎ 陳景聰 250

EB01630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J8G2*LQORNK( 永不放棄的建築大師：安藤忠雄 ◎ 周姚萍 250

EB01630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OLNN( 圖解化學辭典 ◎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 600

EB01631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MTL( 圖解生物辭典 ◎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 600



 - 467 - 

．
︹
各
地
方
文
學
︺
．

EB01631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PKP( 圖解物理辭典 ◎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 600

EB01631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LQS( 知識大不同‧圖解百科 ◎ 納登出版社編輯群 2000

EB01631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QLOO( 圖解數學辭典 ◎ 奧斯朋出版編輯群 600

EB01631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2*LQKLSN( 我的台灣小百科 ◎ 小天下編輯部 720

EB01631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PRM( 我的第一本全方位圖解百科 ◎ 賽西樂‧裘格拉等 1200

EB01631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KMN( 神奇樹屋小百科1：恐龍 ◎ 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 180

EB01631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OSL( 神奇樹屋小百科2：騎士與城堡 ◎ 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 180

EB01631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LLM( 神奇樹屋小百科3：木乃伊與金字塔 ◎ 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 180

EB01631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OQO( 神奇樹屋小百科4：海盜 ◎ 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 180

EB01632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OKM( 我的生活小百科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599

EB01632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4 y(7IJ8G4*LRNRTM( 我的自然小百科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720

EB01632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MLS( 我的世界小百科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720

EB01632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QPM(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1：壽司狸的免洗筷 ◎ 瑪麗露 220

EB01632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QQT(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2：麵包鼠的隨身杯 ◎ 瑪麗露 220

EB01632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QRQ(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3：可樂鷹的環保車 ◎ 瑪麗露 220

EB01632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A0A4*LRPMKL( 愛地球動物會議套書 ◎ 瑪麗露 599

EB01632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SMT( 搞怪玩科學－ 204個自然與生活科技 ◎ 珍妮絲‧文克勞馥 600

EB01632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OSQR( 生命從哪裡來？ ◎ 崔惠永 320

EB01632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5 y(7IJ8G4*LRPPON( 綠色大傘 ◎ 珍‧布瑞德 280

EB01633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SLN( 我的科學小百科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720

EB01633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MLQ( 上天下地瘋科學 ◎ 尼克．阿諾 480

EB01633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OML( 我的動物小百科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720

EB01633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QRO( 100創意科學實驗 ◎ 喬琪娜．安德魯斯 420

EB01633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SSKN( 不可思議的螞蟻 ◎ 查爾斯‧米庫契 280

EB01633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MTT( 我的恐龍大探索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299

EB01633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QNN( 我的發明大探索 ◎ 文生．朱利安等 380

EB01633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ROT( 我的身體大探索 ◎ 帕斯卡爾‧博朗斯 ?坦　醫師 380

EB01633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TRS( 我的生命大探索 ◎ 瓦萊里．朗東 380

EB01633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QPR( 我的海洋大探索 ◎ 特烈斯‧德‧謝里斯 380

EB01634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KSLR( 我的宇宙大探索 ◎ 安娜‧阿爾泰 380

EB01634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KKP( 昆蟲不簡單 ◎ 新開 孝 380

EB01634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LLL( 昆蟲大變身 ◎ 新開 孝 380

EB01634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PNL( 60創意科學遊戲 ◎ 麗貝卡．吉爾平 420

EB01634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SNS( 昆蟲的飼養 ◎ 新開 孝 380

EB01634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LTOO( 我的地球大探索 ◎ 伊旺‧泰里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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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34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A0A4*LRPRKQ( 我的大探索套書 ◎ 2579

EB01634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OPN( 哪個是哪個？ ◎ 高岡昌江 420

EB01634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QRP( 我的動物寶貝1：大貓熊 ◎ 增井光子監修 250

EB01634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MQQS( 我的動物寶貝2：無尾熊 ◎ 增井光子監修 250

EB01635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KSP( 我的動物寶貝3：企鵝 ◎ 增井光子監修 250

EB01635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KTM( 我的動物寶貝4：北極熊 ◎ 增井光子監修 250

EB01635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A0A4*LRPSMT( 我的動物寶貝 -動物園人氣王套書 ◎ 增井光子監修 799

EB01635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LPN( 青蛙不簡單 ◎ 李世榮 360

EB01635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QRM( 我愛讀天文的故事 ◎ 路易‧史都威爾 420

EB01635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NTKK(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 安娜‧克雷邦 420

EB01635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OSS( 讓地球綠起來 ◎ 讓米歇爾‧比利烏 480

EB01635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J8G2*LQORKT(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 安娜‧克雷邦 420

EB01635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10 y(7IA0A4*LRQKQM( 我愛讀知識的故事套書 (附書盒 ) ◎ 安娜‧克雷邦 421

EB016359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KSK( 好時光旅行社1：回到古埃及 ◎ 琳達‧貝李 280

EB016360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KTR( 好時光旅行社2：回到古中國 ◎ 琳達‧貝李 280

EB016361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LKN( 好時光旅行社3：回到古希臘 ◎ 琳達‧貝李 280

EB016362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LLK( 好時光旅行社4：回到古冰原 ◎ 琳達‧貝李 280

EB016363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LMR( 好時光旅行社：回到古文明套書 ◎ 琳達‧貝李 799

EB016364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RQQK( 我的歷史小百科 ◎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720

EB016365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8G4*LRSLTN( 我的藝術欣賞書 ◎ 蘿西．狄金絲 380

EB016366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8G4*LRTLKR( 我的藝術創作書 ◎ 蘿西．狄金絲 420

EB016367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8 y(7IJ8G2*LQMKQO( 我愛讀繪畫的故事 ◎ 艾比蓋兒‧惠特利 420

EB016368 小天下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8G2*LQOKKQ( 我的藝術小學堂 ◎ 蘿西．狄金絲 380

EB016369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TRT( 牛哥漫畫名言篇 (1) ◎ 李費蒙 150

EB016370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TSQ( 牛哥漫畫名言篇 (2) ◎ 李費蒙 150

EB016371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TTN( 牛哥漫畫名言篇 (3) ◎ 李費蒙 150

EB016372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MKKQ( 牛哥漫畫名言篇 (4) ◎ 李費蒙 150

EB016373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MKLN( 牛哥漫畫名言篇 (5) ◎ 李費蒙 150

EB016374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MKMK( 牛哥漫畫名言篇 (6) ◎ 李費蒙 150

EB016375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MKNR( 牛哥漫畫名言篇 (7) ◎ 李費蒙 150

EB016376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MKOO( 牛哥漫畫名言篇 (8) ◎ 李費蒙 150

EB016377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SMP( 看漫畫學漫畫 (1) 牛哥漫畫 ◎ 李費蒙 150

EB016378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SNM( 看漫畫學漫畫 (2) 牛哥漫畫 ◎ 李費蒙 150

EB016379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SPQ( 看漫畫學漫畫 (3) 牛哥漫畫 ◎ 李費蒙 150

EB016380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SQN( 看漫畫學漫畫 (4) 牛哥漫畫 ◎ 李費蒙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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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381 台灣商務 ﹝各地方文學﹞ 2007 y(7IJ5H0*PMLSRK( 看漫畫學漫畫 (5) 牛哥漫畫 ◎ 李費蒙 150

EB016382 九歌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5H4*OONKKK( 聲納――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 ◎ 陳義芝 260

EB016383 萬卷樓 ﹝各地方文學﹞ 2006 y(7IJ5H7*NTPRNN( 主題 ◎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360

EB016384 萬卷樓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5H7*NTQPRK( 經典的誤讀與定位：華文文學專題研究 ◎ 鍾怡雯 200

EB016385 萬卷樓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5H7*NTQPQN( 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 ◎ 陳大為 220

EB016386 萬卷樓 ﹝各地方文學﹞ 2009 y(7IJ5H7*NTQOOK( 馬華散文史縱論 1957-2007 ◎ 陳大為 200

EB016387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4 y(7IJ5H1*TLPNLT( 詩葉新聲 (附 CD) ◎ 邱燮友採編 490

EB016388 雲龍 ﹝中國詩﹞ 1994 y(7IJ5H9*KSQPSP( 吹笛長安 ◎ 范炯 200

EB016389 黎明文化 ﹝中國詩﹞ 1985 中國詩學―史學的革新 [平 ] ◎ 許正 40

EB016390 黎明文化 ﹝中國詩﹞ 1994 y(7IJ5H1*QKNLPP( 夢雲詩詞 [平 ] ◎ 155

EB016391 黎明文化 ﹝中國詩﹞ 1999 y(7IJ5H1*QKPPLR( 溫庭筠詩集校注 [平 ] ◎ 王國良 300

EB016392 正中書局 ﹝中國詩﹞ 2001 y(7IJ5H0*TKRSTQ( 詩論 (重排本 ) ◎ 朱光潛 190

EB016393 正中書局 ﹝中國詩﹞ 1997 y(7IJ5H0*TKONPM( 唐詩宋詞選 (國文精選叢書 )重排版 ◎ 葉楚傖 460

EB016394 正中書局 ﹝中國詩﹞ 2004 y(7IJ5H0*TKKRPK( 詩詞曲韻總檢 (平 ) ◎ 盧元駿 270

EB016395 正中書局 ﹝中國詩﹞ 1998 y(7IJ5H0*TLKNMM( 詩經選注 (國學萃編 )(平 ) ◎ 屈萬里 180

EB016396 正中書局 ﹝中國詩﹞ 1998 y(7IJ5H0*TLMKNQ( 楚辭精注 (平 ) ◎ 何敬群 145

EB016397 正中書局 ﹝中國詩﹞ 2001 y(7IJ5H0*TKQNLS( 禪家寒山詩注 ◎ 李誼 480

EB016398 正中書局 ﹝中國詩﹞ 2005 y(7IJ5H0*TLRNNS( 睜一隻眼談戀愛 ◎ 李俊東 199

EB016399 三民書局 ﹝中國詩﹞ 2001 y(7IJ5H1*ONMSKT( 李杜詩選 ◎ 郁賢皓、封野編著 420

EB016400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0 y(7IJ5H1*TKLKOQ( 杜詩品評 (精 ) ◎ 楊慧傑 233

EB016401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0 y(7IJ5H1*TKLKPN( 杜詩品評 (平 ) ◎ 楊慧傑 167

EB016402 萬卷樓 ﹝中國詩﹞ 2004 y(7IJ5H7*NTOTNO( 杜甫新議集 ◎ 鄺健行 340

EB016403 萬卷樓 ﹝中國詩﹞ 2007 y(7IJ5H7*NTQKRP( 杜詩舊注考據補證 ◎ 蔡志超 280

EB016404 三民書局 ﹝中國詩﹞ 2008 y(7IJ5H1*OOSNON( 新譯李賀詩集 ◎ 彭國忠 -注譯 340

EB016405 萬卷樓 ﹝中國詩﹞ 2005 y(7IJ5H7*NTPLRR( 諷諭、美麗、感傷—白居易之詩賦邊境及其文化風情 ◎ 許東海 300

EB016406 台灣商務 ﹝中國詩﹞ 1968 y(7IJ5H0*PLOLOS( 蘇軾詩 ◎ 嚴既澄 選註 120

EB016407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2 y(7IJ5H1*TLORQN( 亭林詩考索 (精 ) ◎ 潘重規 289

EB016408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2 y(7IJ5H1*TLORRK( 亭林詩考索 (平 ) ◎ 潘重規 222

EB016409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8 y(7IJ5H1*OMSRQP( 愛廬談諺詩 ◎ 黃永武 230

EB016410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71 y(7IJ5H1*OLPMMM( 琴窗詩鈔 (精 ) ◎ 陳敏華 110

EB016411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79 y(7IJ5H1*OLPMNT( 琴窗詩鈔 (平 ) ◎ 陳敏華 70

EB016412 國史館 ﹝中國詩﹞ 1992 y(7IJ5H0*KKTNTM( 瑞桃齋詩稿 ◎ 吳德功 210

EB016413 國史館 ﹝中國詩﹞ 1992 y(7IJ5H0*KKRKQK( 劍花室詩集 (精 ) ◎ 連橫 261

EB016414 九歌 ﹝中國詩﹞ 2009 y(7IJ5H4*OOQLSQ( 一束樂音：語蕊 ◎ 張菱舲 280

EB016415 九歌 ﹝中國詩﹞ 2009 y(7IJ5H4*OOPTNQ( 邊界 ◎ 陳義芝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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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416 九歌 ﹝中國詩﹞ 2009 y(7IJ5H4*OOPRLO( 跣足舞者：綸音 ◎ 張菱舲 230

EB016417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PPMN( 在夜雨中素描 ◎ 王丹 200

EB016418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PMRL( 藕神 (平裝 ) ◎ 余光中 240

EB016419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POQM( 藕神 (精裝 ) ◎ 余光中 360

EB016420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PKSK( 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 ◎ 歐陽柏燕 180

EB016421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OSLQ( 焚詩祭路 ◎ 舒暢 180

EB016422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OTNT( 白玉苦瓜 (重排新版 ) ◎ 余光中 220

EB016423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OTPN( 天繭 ◎ 張菱舲 220

EB016424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OQSR( 除了野薑花，沒人在家 ◎ 李進文 250

EB016425 九歌 ﹝中國詩﹞ 2008 y(7IJ5H4*OOOQNM( 因為風的緣故 (新版） ◎ 洛夫 300

EB016426 九歌 ﹝中國詩﹞ 2007 y(7IJ5H4*OOOOPS( 沉靜的老虎 ◎ 虹影 200

EB016427 九歌 ﹝中國詩﹞ 2007 y(7IJ5H4*OOOLTT( 獨釣空濛 ◎ 張 默 350

EB016428 九歌 ﹝中國詩﹞ 2007 y(7IJ5H4*OOONKO( 蓮的聯想 ◎ 余光中 220

EB016429 九歌 ﹝中國詩﹞ 2007 y(7IJ5H4*OONTQN( 高樓對海 ◎ 余光中 220

EB016430 九歌 ﹝中國詩﹞ 2007 y(7IJ5H4*OONTRK( 風弦 ◎ 張菱舲 250

EB016431 九歌 ﹝中國詩﹞ 2006 y(7IJ5H4*OONNOP( 善男子 ◎ 陳克華 240

EB016432 九歌 ﹝中國詩﹞ 2005 y(7IJ5H4*OOMRLN( 靠近 羅摩衍那 ◎ 陳大為 200

EB016433 九歌 ﹝中國詩﹞ 2005 y(7IJ5H4*OOMQTK( 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 ◎ 陳黎 200

EB016434 九歌 ﹝中國詩﹞ 2005 y(7IJ5H4*OOMOKT( 與星共舞 ◎ 謝青 190

EB016435 九歌 ﹝中國詩﹞ 2005 y(7IJ5H4*OOMKPS( 娑婆詩人周夢蝶 ◎ 曾進豐編 350

EB016436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LSMM( 小蘭嶼和小藍鯨 ◎ 詹澈 180

EB016437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LQTN( 守夜人 (中英對照新版 ) ◎ 余光中 290

EB016438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LQRT( 愛與死的間隙 ◎ 白靈 200

EB016439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LPQN( 亮的天 ◎ 許悔之 180

EB016440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KORO( 王丹獄中詩 （原：我在寒冷中獨行） ◎ 王丹 149

EB016441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LNOL( 十行集 (新版） ◎ 向陽 220

EB016442 九歌 ﹝中國詩﹞ 2004 y(7IJ5H4*OOLNTQ( 成人童詩 ◎ 林德俊 180

EB016443 九歌 ﹝中國詩﹞ 2003 y(7IJ5H4*OOKTMO( 島嶼邊緣 ◎ 陳黎 210

EB016444 九歌 ﹝中國詩﹞ 2003 y(7IJ5H4*OOKNSM( 失樂園 ◎ 簡政珍 200

EB016445 九歌 ﹝中國詩﹞ 2003 y(7IJ5H4*OOKLPN( 捷運的出口是海洋 ◎ 高世澤 200

EB016446 九歌 ﹝中國詩﹞ 2002 y(7IJ5H5*QKTTQM( 麒麟 ◎ 孫維民 160

EB016447 九歌 ﹝中國詩﹞ 2002 y(7IJ5H5*QKTPMS( 紀弦詩拔萃 ◎ 紀弦 210

EB016448 九歌 ﹝中國詩﹞ 2002 y(7IJ5H4*OONPRO( 約會（新版） ◎ 周夢蝶 230

EB016449 九歌 ﹝中國詩﹞ 2001 y(7IJ5H5*QKSMLR( 臺灣鄉鎮小孩 ◎ 蘇紹連 200

EB016450 九歌 ﹝中國詩﹞ 2001 y(7IJ5H5*QKRRNT( 陳黎詩選 ◎ 陳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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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451  九歌 ﹝中國詩﹞ 2000 y(7IJ5H5*QKQONP( 人魚海岸 ◎ 汪啟疆 230

EB016452 九歌 ﹝中國詩﹞ 1999 y(7IJ5H5*QKPTQO( 貓對鏡 ◎ 陳黎 190

EB016453 九歌 ﹝中國詩﹞ 1999 y(7IJ5H5*QKPSQP( 剪取富春半江水 ◎ 大荒 190

EB016454 九歌 ﹝中國詩﹞ 1999 y(7IJ5H5*QKPQRO( 開鎖 ◎ 北島 160

EB016455 九歌 ﹝中國詩﹞ 1998 y(7IJ5H5*QKPQPK( 五行無阻 ◎ 余光中 190

EB016456 九歌 ﹝中國詩﹞ 1998 y(7IJ5H5*QKPPNR( 澗水淙淙 ◎ 夏菁 200

EB016457 九歌 ﹝中國詩﹞ 1998 y(7IJ5H5*QKPOLO( 雲邊書 ◎ 蕭蕭 170

EB016458 九歌 ﹝中國詩﹞ 1998 y(7IJ5H5*QKPLLR( 不安的居住 ◎ 陳義芝 180

EB016459 九歌 ﹝中國詩﹞ 1997 y(7IJ5H5*QKOTPK( 黑海上的晨曦 ◎ 蓉子 190

EB016460 九歌 ﹝中國詩﹞ 1997 y(7IJ5H5*QKOTMT( 隱形或者變形 ◎ 蘇紹連 190

EB016461 九歌 ﹝中國詩﹞ 1997 y(7IJ5H5*QKOSRP( 一隻白鴿飛過 ◎ 尹玲 170

EB016462 九歌 ﹝中國詩﹞ 1997 y(7IJ5H5*QKORLO( 猛虎和玫瑰 ◎ 趙衛民 220

EB016463 九歌 ﹝中國詩﹞ 1996 y(7IJ5H5*QKOPQL( 零度以上的風景 ◎ 北島 150

EB016464 九歌 ﹝中國詩﹞ 1996 y(7IJ5H5*QKOOOS( 第十詩集 ◎ 紀弦 180

EB016465 九歌 ﹝中國詩﹞ 1995 y(7IJ5H5*QKOMMQ( 竹頭集 ◎ 林錫嘉 150

EB016466 九歌 ﹝中國詩﹞ 1995 y(7IJ5H5*QKOMLT( 海上的狩獵季節 ◎ 汪啟疆 170

EB016467 九歌 ﹝中國詩﹞ 1984 y(7IJ5H4*OOLNOL( 十行集（改版至 F0689） ◎ 向陽 90

EB016468 九歌 ﹝中國詩﹞ 1998 y(7IJ5H5*QKPPMK( 詩體的儀式 ◎ 林幸謙 180

EB016469 九歌 ﹝中國詩﹞ 1994 y(7IJ5H5*QKMSKM( 落葉滿階 ◎ 張默 180

EB016470 九歌 ﹝中國詩﹞ 1994 y(7IJ5H5*QKNMON( 欠砍頭詩 ◎ 陳克華 150

EB016471 九歌 ﹝中國詩﹞ 1993 y(7IJ5H5*QKMOSM( 不能遺忘的遠方 ◎ 陳義芝 110

EB016472 九歌 ﹝中國詩﹞ 1992 y(7IJ5H5*QKMLRS( 浮生紀事 ◎ 簡政珍 120

EB016473 九歌 ﹝中國詩﹞ 1989 y(7IJ5H5*QKKOKM( 敲打樂 ◎ 余光中 120

EB016474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8 y(7IJ5H1*OLLTKN( 無題 ◎ 鄭經生 55

EB016475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3 y(7IJ5H1*OLNKRP( 天國的夜巿 (平 ) ◎ 余光中 70

EB016476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74 y(7IJ5H1*OLQNRN( 童山詩集 (平 ) ◎ 邱燮友 70

EB016477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2 y(7IJ5H1*OLTMSM( 哀莫大於心未死 ◎ 白樺著 178

EB016478 三民書局 ﹝中國詩﹞ 2000 y(7IJ5H1*ONNNLS( 冰河的超越 ◎ 葉維廉 240

EB016479 三民書局 ﹝中國詩﹞ 2001 y(7IJ5H1*ONNNPQ( 莊因詩畫 ◎ 莊因著 160

EB016480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69 y(7IJ5H1*OOLQQP( 天國的夜市 ◎ 余光中 130

EB016481 三民書局 ﹝中國詩﹞ 2005 y(7IJ5H1*OOLSMP( 橫笛與豎琴的晌午 (增訂二版 ) ◎ 蓉子著 140

EB016482 三民書局 ﹝中國詩﹞ 2005 y(7IJ5H1*OOLSOT( 白萩詩選 ◎ 白萩著 130

EB016483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89 y(7IJ5H1*TKKMQL( 記憶裏有一個小窗 (精 ) ◎ 何秀煌 233

EB016484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87 y(7IJ5H1*TKQQNS( 石頭的研究 (平 ) ◎ 戴天著 189

EB016485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87 y(7IJ5H1*TKQQQT( 三十年詩 (精 ) ◎ 葉維廉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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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486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87 y(7IJ5H1*TKQQRQ( 三十年詩 (平 ) ◎ 葉維廉 444

EB016487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80 y(7IJ5H1*TKRLRS( 種籽 (平 ) ◎ 向陽著 144

EB016488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2 y(7IJ5H1*TLNSOL( 思光詩選 (精 ) ◎ 勞思光 189

EB016489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2 y(7IJ5H1*TLNSPS( 思光詩選 (平 ) ◎ 勞思光 133

EB016490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3 y(7IJ5H1*TLOQKM( 移向成熟的年齡 (1987-1992詩 )(精 ) ◎ 葉維廉 278

EB016491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3 y(7IJ5H1*TLOQLT( 移向成熟的年齡 (1987-1992詩 )(平 ) ◎ 葉維廉 211

EB016492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4 y(7IJ5H1*TLQKOK( 劫餘低吟 (精 ) ◎ 法天著 211

EB016493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4 y(7IJ5H1*TLQMQM( 劫餘低吟 (平 ) ◎ 法天著 156

EB016494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5 y(7IJ5H1*TLSSNT( 天山明月集 (精 ) ◎ 童山著 230

EB016495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5 y(7IJ5H1*TLSSOQ( 天山明月集 (平 ) ◎ 童山著 160

EB016496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6 y(7IJ5H1*TMKKQL( 醉樵軒詩詞吟草 (附聯選 )(精 ) ◎ 楊道淮 200

EB016497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6 y(7IJ5H1*TMKKRS( 醉樵軒詩詞吟草 (附聯選 )(平 ) ◎ 楊道淮 140

EB016498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7 y(7IJ5H1*TMLNST( 過客 (精 ) ◎ 莊因著 270

EB016499 三民書局 ﹝中國詩﹞ 1997 y(7IJ5H1*TMLNTQ( 過客 (平 ) ◎ 莊因著 200

EB016500 台灣商務 ﹝中國詩﹞ 2006 y(7IJ5H0*PMLKRS( 綠蒂詩選 ◎ 綠蒂 300

EB016501 耶魯國際 ﹝中國詩﹞ 1994 y(7IJ5H9*RRTRNT( 今生的圖騰 ◎ 160

EB016502 國史館 ﹝中國詩﹞ 1995 y(7IJ5H0*KPRNMO( 走過臺灣鄉土 ◎ 簡榮聰 160

EB016503 智庫文化 ﹝中國詩﹞ 2004 y(7IJ8G7*SSKSMQ( 不丹詩情 ◎ 280

EB016504 萬卷樓 ﹝中國詩﹞ 2003 y(7IJ5H7*NTONKT( 我想像一頭駱駝 ◎ 陳慧樺 180

EB016505 萬卷樓 ﹝中國詩﹞ 2004 y(7IJ5H7*NTOSMS( 溫潤的季節風 ◎ 王隆升 160

EB016506 萬卷樓 ﹝中國詩﹞ 2004 y(7IJ5H7*NTOTOL( 委心詩原 ◎ 張瑋儀 200

EB016507 萬卷樓 ﹝中國詩﹞ 2005 y(7IJ5H7*NTPMQT( 人文山水詩集 ◎ 王潤華 140

EB016508 萬卷樓 ﹝中國詩﹞ 2005 y(7IJ5H7*NTPNOO( 童山人文山水詩集 ◎ 邱燮友 240

EB016509 萬卷樓 ﹝中國詩﹞ 2005 y(7IJ5H7*NTPNSM( 微風詩集 ◎ 王關仕 300

EB016510 萬卷樓 ﹝中國詩﹞ 2006 y(7IJ5H7*NTPQST( 眾樹歌唱：蓉子人文山水詩粹 ◎ 蓉子 160

EB016511 萬卷樓 ﹝中國詩﹞ 2007 y(7IJ5H7*NTPTLR( 健遊詠懷 ◎ 徐世澤 140

EB016512 萬卷樓 ﹝中國詩﹞ 2007 y(7IJ5H7*NTQKOO( 香格里拉 ◎ 胡爾泰 180

EB016513 萬卷樓 ﹝中國詩﹞ 2008 y(7IJ5H7*NTQMNP( 半存在 ◎ 吳耀宗 250

EB016514 萬卷樓 ﹝中國詩﹞ 2008 y(7IJ5H7*NTQNKN( 委心詩園 ◎ 張瑋儀 200

EB016515 萬卷樓 ﹝中國詩﹞ 2008 y(7IJ5H7*NTQNRM( 在史坦利公園：人文山水漫遊 ◎ 陳慧樺 180

EB016516 萬卷樓 ﹝中國詩﹞ 2008 y(7IJ5H7*NTQOKM( 草葉隨意書 ◎ 蕭蕭 200

EB016517 萬卷樓 ﹝中國詩﹞ 2006 y(7IJ5H7*NTPPPT( 吳晟詩文中的人物研究 ◎ 曾潔明 520

EB016518 萬卷樓 ﹝中國詩﹞ 2007 y(7IJ5H7*NTQLSL( 儒家美學的躬行者：向明詩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白靈 蕭蕭 320

EB016519 遠景 ﹝中國詩﹞ 2009 y(7IJ5H3*TKSRSO( 樂善好詩 ◎ 林德俊 260

EB016520 遠景 ﹝中國詩﹞ 2007 y(7IJ5H3*TKSPSQ( 一縷禪 ◎ 潘郁琦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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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521 靜思 ﹝中國詩﹞ 2009 y(7IJ8G6*QQLMKO( 築千年的希望 ◎ 林碧玉 250

EB016522 靜思 ﹝中國詩﹞ 2008 y(7IJ8G2*LQKSKK( 攀登人生大山 (套書 ) ◎ 思熙 600

EB016523 左岸 ﹝中國詩﹞ 2006 y(7IJ8G7*LROMKS( 藍與藍 ◎ 李彥 400

EB016524 黎明文化 ﹝中國詩﹞ 1996 y(7IJ5H1*QKOQMQ( 藍色水手 [平 ] ◎ 汪啟疆 250

EB016525 黎明文化 ﹝中國詩﹞ 2005 y(7IJ5H1*QKRNTT( 臺灣海峽與稻穀之舞 [平 ] ◎ 汪啟疆 250

EB016526 三民書局 ﹝詞﹞ 2008 y(7IJ5H1*OOSSNL( 詞箋 (二版 ) ◎ 張夢機 120

EB016527 三民書局 ﹝詞﹞ 1977 y(7IJ5H1*TKQPQK( 野草詞 (精 ) ◎ 韋瀚章 167

EB016528 黎明文化 ﹝詞﹞ 1980 小山詞研究 [平 ] ◎ 楊繼修 100

EB016529 黎明文化 ﹝詞﹞ 1995 y(7IJ5H1*QKNRNP( 柳永詞校注 [平 ] ◎ 賴橋本 340

EB016530 正中書局 ﹝詞﹞ 1992 y(7IJ5H0*TKQPQL( 孟玉詞譜 ◎ 沈英名 420

EB016531 三民書局 ﹝詞﹞ 2008 y(7IJ5H1*OOSOLL( 新譯白香詞譜 ◎ 劉慶雲 -注譯 310

EB016532 三民書局 ﹝詞﹞ 1983 y(7IJ5H1*TKPQRT( 清真詞研究 (平 ) ◎ 王支洪 167

EB016533 三民書局 ﹝詞﹞ 2000 y(7IJ5H1*ONMSLQ( 蘇辛詞選 ◎ 曾棗莊、吳洪澤編著 350

EB016534 三民書局 ﹝詞﹞ 2008 y(7IJ5H1*OOSMRP( 新譯蘇軾詞選 ◎ 鄧子勉 -注譯 250

EB016535 台灣商務 ﹝詞﹞ 1983 y(7IJ5H0*PLMTSO( 蘇東坡詞 ◎ 曹樹銘 校編 450

EB016536 台灣商務 ﹝詞﹞ 1970 y(7IJ5H0*PLKSON( 東坡樂府箋 ◎ 龍沐勛 校箋 340

EB016537 萬卷樓 ﹝詞﹞ 2005 y(7IJ5H7*NTPOON( 東坡詞「章法風格」析論 ◎ 蒲基維 240

EB016538 國家 ﹝詞﹞ 1996 y(7IJ5H3*QKOTQT( 詞壇偉傑李清照 ◎ 黃麗貞 250.00

EB016539 台灣商務 ﹝詞﹞ 1993 y(7IJ5H0*PKRSON( 稼軒詞選析 ◎ 汪 誠 著 500

EB016540 三民書局 ﹝詞﹞ 1985 y(7IJ5H1*TKQPRR( 野草詞 (平 ) ◎ 韋瀚章 111

EB016541 三民書局 ﹝詞﹞ 1989 y(7IJ5H1*TKQPSO( 野草詞總集 (精 ) ◎ 韋瀚章 289

EB016542 三民書局 ﹝詞﹞ 1989 y(7IJ5H1*TKQPTL( 野草詞總集 (平 ) ◎ 韋瀚章 222

EB016543 三民書局 ﹝詞﹞ 1986 y(7IJ5H1*TKQQLO( 李韶歌詞集 (平 ) ◎ 李韶著 67

EB016544 三民書局 ﹝詞﹞ 1988 y(7IJ5H1*OLPLOR( 詞箋 (精 ) ◎ 張夢機 110

EB016545 三民書局 ﹝曲﹞ 2000 y(7IJ5H1*ONKTLL( 桃花扇 (精 ) ◎ 孔尚任著；陳美林、皋于厚校注 210

EB016546 國家 ﹝曲﹞ 1997 y(7IJ5H3*QKPLSS( 金元北曲詞語匯釋 ◎ 黃麗貞 400.00

EB016547 國家 ﹝曲﹞ 2002 y(7IJ5H3*QKROPS( 戲曲選粹 ◎ 曾永義等 500.00

EB016548 國家 ﹝曲﹞ 2009 y(7IJ5H3*QLLSLN( 洪昇及其長生殿 ◎ 曾永義 700

EB016549 三民書局 ﹝曲﹞ 1999 y(7IJ5H1*OMTPRL( 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精 ) ◎ 王實甫原著；金聖嘆批點；張建一校注 220

EB016550 三民書局 ﹝曲﹞ 2008 y(7IJ5H1*OMTPSS( 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二版 ) ◎ 王實甫 -原著、金聖嘆 -批點、張建一 -校注 160

EB016551 三民書局 ﹝曲﹞ 1998 y(7IJ5H1*OMSPLM( 琵琶記 (精 ) ◎ 高明著；江巨榮校注；謝德瑩校閱 170

EB016552 三民書局 ﹝曲﹞ 2006 y(7IJ5H1*OMSPMT( 琵琶記 (平 ) ◎ 高明 -著；江巨榮 -校注；謝德瑩 -校閱 110

EB016553 三民書局 ﹝曲﹞ 2000 y(7IJ5H1*ONKTPT( 牡丹亭 (精 ) ◎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 250

EB016554 三民書局 ﹝曲﹞ 2009 y(7IJ5H1*ONKTQQ( 牡丹亭 (平 ) ◎ 湯顯祖 -著；邵海清 -校注 180

EB016555 三民書局 ﹝曲﹞ 1997 y(7IJ5H1*OMPSPQ( 細說桃花扇―思想與情愛 ◎ 廖玉蕙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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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556 三民書局 ﹝曲﹞ 2009 y(7IJ5H1*ONKTMS( 桃花扇 (二版 ) ◎ 孔尚任 -著、陳美林、皋于厚 -校注 180

EB016557 三民書局 ﹝曲﹞ 2003 y(7IJ5H1*ONRKPR( 長生殿 (精 ) ◎ 洪昇著；樓含松、江興祐校注 210

EB016558 三民書局 ﹝曲﹞ 2003 y(7IJ5H1*ONRKQO( 長生殿 (平 ) ◎ 洪昇著；樓含松、江興祐校注 140

EB016559 萬卷樓 ﹝曲﹞ 2003 y(7IJ5H7*NTOPPM( 寫鬼寫妖刺貪刺虐－《聊齋俚曲》新論 ◎ 蔡造王民 360

EB016560 大可 ﹝劇本﹞ 2009 y(7IJ8G8*NNMRSM( 玉茗堂私夢 ◎ 周慧玲 180

EB016561 大可 ﹝劇本﹞ 2009 y(7IJ8G8*NNMRQS( 少年金釵男孟母 ◎ 周慧玲 200

EB016562 九歌 ﹝劇本﹞ 2007 y(7IJ5H4*OONPKP( 曉風戲劇集 ◎ 張曉風 380

EB016563 九歌 ﹝劇本﹞ 2003 y(7IJ5H4*OOKKTM( 在美國 ◎ 郭強生 260

EB016564 三民書局 ﹝劇本﹞ 1992 y(7IJ5H1*OKKQKK( 遠古的鐘聲與今日的迴響 ◎ 白樺著 178

EB016565 台灣商務 ﹝劇本﹞ 2006 y(7IJ5H0*PMKTMR( 美國夢之歌 ◎ 晏萍 190

EB016566 九歌 ﹝劇本﹞ 1998 y(7IJ5H5*QKPRQQ( 天浴 ◎ 嚴歌苓．陳沖 180

EB016567 一覽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8*MKMLNT( 單身快樂 ◎ 林慧音 250

EB01656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NKLO( 兩盆常春藤 ◎ 保真 190

EB01656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SQS( 七十七年散文選 ◎ 林錫嘉 230

EB01657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KSQK( 明日之旅 ◎ 楊小雲 170

EB01657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OPS( 七十三年散文選 ◎ 蕭蕭 200

EB01657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RRT( 金鼎夢 ◎ 夏元瑜 160

EB01657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TLS( 六六集 ◎ 林錫嘉 130

EB01657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TQN( 風簷展風讀 ◎ 劉紹銘 120

EB01657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TRK( 撫琴人 ◎ 林文義 140

EB01657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KSN( 坐對一山愁 ◎ 張拓蕪 150

EB01657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MMT( 七十一年散文選 ◎ 林錫嘉 160

EB01657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NLL( 交談 ◎ 林文月 170

EB01657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QLL( 螢幕下的喜劇 ◎ 謝鵬雄 160

EB01658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QSK( 晚香玉的淨土 ◎ 吳鳴 120

EB01658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RPL( 智慧就是太陽 ◎ 顏崑陽 120

EB01658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SKP( 七十六年散文選 ◎ 蕭蕭 220

EB01658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SON( 善用一點情 ◎ 顏元叔 110

EB01658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KKK( 七十年散文選 ◎ 楊錫嘉 240

EB01658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KOS( 生命的軌跡 ◎ 歐陽子 190

EB01658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KQM( 綠色的一代 ◎ 聞見思 120

EB01658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LMN( 桃花源 ◎ 張拓蕪 120

EB01658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LPO( 坎坷歲月 ◎ 張拓蕪 130

EB01658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MNT( 人生的明燈 ◎ 石永貴 150

EB01659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MOQ( 七十五年散文選 ◎ 陳幸蕙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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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59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NPP( 七十九年散文選 ◎ 蕭蕭 170

EB01659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OOR(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 林之英 110

EB01659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PKS( 與溫柔相約 ◎ 廖輝英 170

EB01659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PLP( 成長中的痛苦 ◎ 周聯華 130

EB01659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PNT( 隨喜菩提 ◎ 林清玄 170

EB01659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PTL( 自我與天地 ◎ 史紫忱 130

EB01659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QRQ( 鄉夢已遠 ◎ 保真 190

EB01659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OPR( 淡品人生 ◎ 廖輝英 150

EB01659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OQO( 鳳眼菩提 ◎ 林清玄 170

EB01660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OTP( 溫一壺月光下酒 ◎ 林清玄 180

EB01660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PLS( 隔水呼渡 ◎ 余光中 220

EB01660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PQN( 雅舍散文第一集 ◎ 梁實秋 250

EB01660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PTO( 七十八年散文選 ◎ 陳幸蕙 230

EB01660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QMO( 白雪少年 ◎ 林清玄 180

EB01660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QPP( 重入紅塵 ◎ 杏林子 190

EB01660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RKT( 雅舍散文第二集 ◎ 梁實秋 240

EB01660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SLP( 另一種愛情 ◎ 杏林子 190

EB01660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SMM( 有你．有我 ◎ 楊小雲 120

EB01660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SPN( 女性出頭一片天 ◎ 廖輝英 130

EB01661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SRR( 人生長短調 ◎ 陳火泉 150

EB01661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STL( 桂冠與荷葉 ◎ 水晶 120

EB01661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TNS( 小樓何日再東風 ◎ 古蒙仁 120

EB01661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TQT( 活在快樂中 ◎ 陳火泉 180

EB01661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KMR( 尋夢與問津 ◎ 亦耕 170

EB01661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KQP( 深情 ◎ 李瑞騰．楊錦郁 130

EB01661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KTQ( 圓內圓外 ◎ 楊小雲 170

EB01661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LQO( 心靈曠野 ◎ 廖輝英 170

EB01661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LRL( 笑聲如歌 ◎ 劉靜娟 100

EB01661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LTP( 大漠尋龍 ◎ 夏元瑜 160

EB01662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KKQ( 我和你在一起 ◎ 朱炎 180

EB01662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KLN( 人緣．情緣 ◎ 楊小雲 170

EB01662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KNR( 落地生根 ◎ 渡也 100

EB01662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KOO( 寶瓶菩提 ◎ 林清玄 170

EB01662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KQS( 永生的鳳凰 ◎ 林清玄 190

EB01662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LLM( 因為愛 ◎ 劉靜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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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62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LPK( 清涼菩提 ◎ 林清玄 150

EB01662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LQR( 拈花菩提 ◎ 林清玄 170

EB01662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MNP( 感謝玫瑰有刺 ◎ 杏林子 160

EB01662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MQQ( 星月菩提 ◎ 林清玄 170

EB01663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MRN( 如意菩提 ◎ 林清玄 170

EB01663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NPS( 兩性拔河 ◎ 廖輝英 140

EB01663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OLT( 玫瑰海岸 ◎ 林清玄 170

EB01663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5*QKLMPQ( 笨鳥飛歌 ◎ 王大空 140

EB01663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10 y(7IJ5H4*OOQPOO( 純真遺落 ◎ 廖玉蕙 280

EB01663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NTL( 憶春臺舊友 ◎ 彭歌 200

EB01663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OML( 門內的父親 ◎ 徐嘉澤 230

EB01663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OOP( 沒大沒小 (新版 ) ◎ 廖玉蕙 240

EB01663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RSN( 日不落家 ◎ 余光中 250

EB01663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MTM( 管簫二重奏：禪意畫情 ◎ 管管‧蕭蕭 200

EB01664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6*RTSMOP( 其實我們沒那麼壞 ◎ 朱曉卿 230

EB01664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LOS( 效法蕭伯納幽默 (增訂新版 ) ◎ 沈 謙 280

EB01664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MOR( 送你一個字 ◎ 張曉風 290

EB01664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KRK( 從精緻到完美 (增訂新版 ) ◎ 張繼高 280

EB01664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KSR( 司馬中原笑談人生 ◎ 司馬中原 240

EB01664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SKQ( 雅舍談吃 (增訂新版 ) ◎ 梁實秋 250

EB01664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QKQN( 從前 (增訂新版 ) ◎ 董橋 240

EB01664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TTS( 在矽谷喝 Java咖啡 ◎ 陳漢平 250

EB01664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6*RTSMML( 欣賞別人肯定自己（增訂版） ◎ 楊小雲 240

EB01664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SOO( 不同季節的讀書方法 ◎ 傅佩榮 230

EB01665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SPL( 等待 ◎ 何寄澎 250

EB01665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SRP( 玉想 ◎ 張曉風 250

EB01665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RPM( 九十七年散文選 ◎ 周芬伶 編 350

EB01665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RTK( 先說愛的人，怎麼可以先放手 ◎ 廖輝英 240

EB01665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PTM( 青春一條街 ◎ 周芬伶 240

EB01665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QQK( 天使補習班 ◎ 游乾桂 250

EB01665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6*RTSLSO( 創造好運吸引力 ◎ 葉于模 230

EB01665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QOQ( 公務員快意人生 ◎ 王壽來 230

EB01665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4*OOPQSO( 杏林小記 ◎ 杏林子 220

EB01665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QNT( 流動的美感 ◎ 黃光男 260

EB01666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NOT( 30年後的世界 ◎ 封德屏 編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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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66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PPO( 追求成長的十堂課 ◎ 朱炎 210

EB01666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OMO( 余光中跨世紀散文 ◎ 陳芳明 編 420

EB01666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OPP( 人間難 (新版） ◎ 方杞 230

EB01666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OLR( 一次搞丟兩個總統 (?訂版 ) ◎ 馮寄台 260

EB01666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MNN( 閃亮的生命：十個不向命運屈服的故事 ◎ 蔡文甫 編 230

EB01666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NNM( 生命是一首歌：杏林子精選集 ◎ 杏林子 220

EB01666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LNO( 西洋文學關鍵閱讀 ◎ 謝鵬雄 250

EB01666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MKM( 憑一張地圖 ◎ 余光中 220

EB01666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MPR( 月光照不回的路 ◎ 辛金順 210

EB01667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LLK( 生之頌（增訂新版） ◎ 杏林子 240

EB01667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LOL( 在歐洲天空下：旅歐華文作家文選 ◎ 丘彥明 260

EB01667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TTL( 散文30家 (上冊 )精裝 ◎ 阿盛 / 編 400

EB01667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KKO( 散文30家 (上冊 ) ◎ 阿盛 / 編 300

EB01667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KLL( 散文30家 (下冊 )精裝 ◎ 阿盛 / 編 400

EB01667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KMS( 散文30家 (下冊 ) ◎ 阿盛 / 編 300

EB01667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PKQQ( 作品（新版） ◎ 林文月 250

EB016677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7*RPTRSS( 聽我說，愛情的祕密 ◎ 曾維瑜 220

EB01667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SSP( 花朵的究竟 ◎ 硯香 300

EB01667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TMM( 望鄉的牧神 ◎ 余光中 250

EB01668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RSQ( 九十六年散文選 ◎ 林文義 / 編 380

EB01668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SMN( 聽聽那冷雨 ◎ 余光中 230

EB01668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QQN( 我將如何記憶你 ◎ 宇文正 220

EB01668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RLR( 生之歌（增訂新版） ◎ 杏林子 220

EB01668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6*RTSLMM( 輕鬆做事輕鬆玩 ◎ 劉靜娟 220

EB01668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QMP( 我這人話多：導演講故事 ◎ 王正方 230

EB01668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QOT( 陽光如此明媚 ◎ 鍾怡雯 220

EB01668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4*OOOQPQ( 雅舍文選 ◎ 梁實秋 280

EB01668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6*RTSKSP( 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 ◎ 章緣 230

EB01668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OST( 幕永不落下〈有聲 CD〉 ◎ 李家同 280

EB01669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PNN( 月光河 ◎ 司馬中原 250

EB01669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OQP( 步下紅毯之後 ◎ 張曉風 220

EB01669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OTQ( 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記事（原：真愛與永恆） ◎ 徐志摩、陸小曼 200

EB01669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PSS( 藝術‧收藏‧我 (增訂版 ) ◎ 王壽來 200

EB01669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NSK( 尋回失落的美感 ◎ 韓秀 240

EB01669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NTR( 火鳳燎原的午後 ◎ 陳大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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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69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RTSKQL( 擁有自信就是美 ◎ 楊小雲 170

EB01669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PLT( 在玩耍中再生（原 :火鳥再生記） ◎ 楚戈 230

EB01669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NLL( 跳舞男女：我的幸福學校 ◎ 邱坤良 320

EB01669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NOM( 師友．文章 ◎ 吳魯芹 250

EB01670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OLK( 打開記憶的盒子 (原：疼惜往事） ◎ 陳長華 200

EB01670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MQR( 留下，或者離去 (原名：假面與素顏 ) ◎ 王盛弘 200

EB01670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KTK( 我是一枝粉筆 ◎ 葉慶炳 280

EB01670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LSM( 穿過一樹的夜光 ◎ 楊錦郁 200

EB01670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MRO( 追逐撼動的音符 (原：在世紀末點播音樂 ) ◎ 孫瑋芒 180

EB01670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LNR( 長大前的練習曲 ◎ 呂政達 250

EB01670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MKP( 曾經的美麗 ◎ 廖玉蕙 220

EB01670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KPM( 自由的翅膀 ◎ 龔鵬程 220

EB01670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KQT( 你還沒有愛過（新版） ◎ 張曉風 220

EB01670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KRQ( 王丹看美國的人文與自由 ◎ 王 丹 220

EB01671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LKQ( 幽默外交趣事多 (原：您好，大使閣下 ！） ◎ 劉瑛 250

EB01671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LMK( 琦君散文選中英對照（逝世週年紀念版） ◎ 琦君 300

EB01671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RTSKKT( 不同成就大同 ◎ 胡鼎宗 200

EB01671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TTO( 慢活人生 ◎ 白 靈 200

EB01671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OKKR( 把愛還諸天地（新版） ◎ 陳幸蕙 200

EB01671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RPNTPN( 每天給自己一個希望（增訂版） ◎ 楊小雲 240

EB01671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TSR( 雞尾酒會及其他 ◎ 吳魯芹 210

EB01671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RPNTRR( 擁抱幸福的貓頭鷹 ◎ 吳瑞璧 220

EB01671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RPNTTL( 新聞內幕及其他（原：白色恐怖下的新聞工作者） ◎ 王曉寒 170

EB01671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TLS( 九十五年散文選 ◎ 蕭 蕭 編 350

EB01672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TMP( 酒入愁腸總成淚（新版） ◎ 朱 炎 250

EB01672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KSQ( 朔望 ◎ 張菱舲 230

EB01672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SLT( 在生命的渡口與你相遇（增訂新版） ◎ 杏林子 200

EB01672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SQO( 王德威精選集 ◎ 王德威 290

EB01672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SSS( 文學中的女人（增訂重排新版） ◎ 謝鵬雄 220

EB01672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RPNTNT( 黃崑巖談人文素養 ◎ 黃崑巖 250

EB01672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RPNTOQ( 味蕾的愛戀記憶（原：抓住愛情的滋味） ◎ 楊明 200

EB01672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RKN( 樂活人生 ◎ 賴東明 250

EB01672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RQP(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集（全四冊） ◎ 880

EB01672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RQP( 那一夜，與文學巨人對話 ◎ 張純瑛 220

EB01673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4*OONSMQ( 雪夜有佳趣（新版） ◎ 思果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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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73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RPNTMM( 年輕的你，好好愛 ◎ 廖輝英 200

EB01673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QPT( 風華50年――半世紀女作家精品 ◎ 丘秀芷主編 320

EB01673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QRN( 站在耶魯講台上 ◎ 蘇煒 250

EB01673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QSK( 推開心中的牆 (原：探索生命的深井） ◎ 杏林子 240

EB01673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RLK( 散文教室（導讀新版） ◎ 陳義芝 編 340

EB01673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PLM( 與我同車（新版） ◎ 琦君 230

EB01673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PPK( 迷‧戀圖書館 ◎ 王岫 250

EB01673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PQR( 放一座山在心中 ◎ 蕭蕭 220

EB01673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PSL( 當風箏往上飛（原：隨時來取暖－廖玉蕙烘焙機） ◎ 廖玉蕙 220

EB01674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QOM( 我看美國精神 ◎ 孫康宜 250

EB01674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ONR( 紫蓮之歌 ◎ 周芬伶 240

EB01674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OPL( 你逐漸向我靠近 ◎ 李瑞騰、李時雍 210

EB01674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OQS( 雞窗集（新版） ◎ 夏志清 300

EB01674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PMT( 砍不倒的月桂 ◎ 胡品清 250

EB01674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RPNSTM( 愛，是一種行動（原：讓愛飛進敞開的心窗） ◎ 楊小雲 220

EB01674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NQT( 為了下一次的重逢 ◎ 陳義芝 250

EB01674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NSN( 就是捨不得 ◎ 郭強生 220

EB01674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NTK( 玻璃筆（紀念珍藏版） ◎ 琦君 230

EB01674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OMK( 他？她？――你的側影好美！（新版） ◎ 張曉風 200

EB01675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MNT( 低調淺彈――瞎三話四集（新版） ◎ 吳魯芹 220

EB01675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MPN( 夏濟安日記（新版） ◎ 夏濟安 280

EB01675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MQK( 更上一層樓（新版） ◎ 林以亮 250

EB01675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MSO( 抒情詩葉 (新版） ◎ 黃永武 230

EB01675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NKR( 群樹之歌（新版） ◎ 陳幸蕙 220

EB01675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NLO( 那一夜在香港（原名：天才書） ◎ 戴文采 200

EB01675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NNS( 淚珠與珍珠（紀念珍藏版） ◎ 琦君 220

EB01675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MRR( 萬水千山師友情（紀念珍藏版） ◎ 琦君 220

EB01675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MTL( 此處有仙桃（紀念珍藏版） ◎ 琦君 230

EB01675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LOR( 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 ◎ 陳少聰 250

EB01676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LPO( 水是故鄉甜（新版） ◎ 琦君 220

EB01676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RPNSOR( 心寬路更寬 ◎ 簡良助 220

EB01676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KPP( 談笑文章――夏元瑜幽默文選三 ◎ 夏元瑜 220

EB01676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KQM( 偷窺――東華創作所文集 I ◎ 郭強生編 230

EB01676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KTN( 不信溫柔喚不回 ◎ 廖玉蕙 220

EB01676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RPNSNK( 媽媽鐘 (新版） ◎ 小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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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76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MTTR( 九十四年散文選 ◎ 鍾怡雯 編 320

EB01676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RPNRTN( 廖輝英幫你看清愛情及婚姻 ◎ 廖輝英 230

EB01676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MSTS( 第21頁 ◎ 李家同 220

EB01676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MTNP( 幸福比完美重要 ◎ 楊小雲
原350
特149

EB01677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MSQR( 愛上圖書館 ◎ 王岫 250

EB01677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MSRO( 公主老花眼 ◎ 廖玉蕙 230

EB01677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4*OONRRM( 大食人間煙火 ◎ 廖玉蕙 240

EB01677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ROO( 永是有情人（排版） ◎ 琦君 210

EB01677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RPL( 看地圖神遊澳洲 ◎ 夏祖麗 210

EB01677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RRP( 逃逸速度 ◎ 黃國彬 200

EB01677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QRQ( 孤獨的眼睛 ◎ 龔鵬程 250

EB01677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QSN( 幽默開門 ◎ 周腓力
原350
特149

EB01677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RMK( 林語堂與蕭伯納――看文人妙語生花（增訂版）（原：林語堂與蕭伯納） ◎ 沈謙 230

EB01677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NRNL( 最後的那一堂課 ◎ 楊國明 240

EB01678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POQ( 旅途冰涼（增訂新版） ◎ 曾麗華 210

EB01678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PPN( 浮生三記（增訂新版） ◎ 沈君山 320

EB01678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PRR( 浮生再記 ◎ 沈君山 350

EB01678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QLO( 我的藝術家朋友們 ◎ 謝里法 240

EB01678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QML( 珍惜――同胞的愛（原：同胞的愛） ◎ 小民編 220

EB01678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QPM( 恬靜便是福 (原：情繫文心） ◎ 朱炎 260

EB01678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PTL( 懷念――師生的愛 （原：師生的愛） ◎ 小民編 220

EB01678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QKR( 與海豚交談的男孩 ◎ 呂政達 200

EB01678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NRKK( 找回錯失的青春（原：快樂是心靈在跳舞） ◎ 楊小雲 210

EB01678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OMN( 狂歡的女神 ◎ 劉劍梅 250

EB01679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OPO( 感激――父母的愛（原：父母的愛） ◎ 小民編 220

EB01679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NQM( 告別火星 ◎ 柯嘉智 200

EB01679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NSQ( 分享――朋友的愛（原：朋友的愛） ◎ 小民編 220

EB01679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NQQN( 笑迎陽光 ◎ 徐薏藍 200

EB016794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TMOP( 流連歐洲咖啡館（原：咖啡苦不苦） ◎ 陳丹燕 230

EB016795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TMPM( 夜宿歐洲星光下（原：今晚去哪裡？） ◎ 陳丹燕 240

EB01679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NMO( 以蟑螂為師—夏元瑜幽默精選（二） ◎ 夏元瑜 220

EB01679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NNL( 聽說 ◎ 鍾怡雯 220

EB01679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LTSN( 媽媽銀行（新版） ◎ 琦君 200

EB01679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MMP( 煮字為藥 ◎ 徐國能 200

EB01680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MPQ( 帶著畫筆去旅行（原：歐亞畫話之旅） ◎ 梁銘毅 200



 - 481 - 

．
︹
散
文
隨
筆
日
記
︺
．

EB01680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LLT( 我知道你是誰（新版） ◎ 張曉風 220

EB01680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NPRL( 聽話的老爸最偉大 ◎ 趙寧 210

EB01680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NPTP( 疼惜自己，贏得好心情 （原：好心情全年無休 ) ◎ 楊小雲 220

EB01680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LSRR( 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 ◎ 楚戈 250

EB01680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KST( 九十三年散文選 ◎ 陳芳明編 320

EB01680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LMQ( 醫師的柔軟心（原：海風吹進鐵窗） ◎ 冰子 190

EB01680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LSTL( 青銅一夢 ◎ 余光中 270

EB01680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LTQT( 老蓋仙的花花世界――夏元瑜幽默精選 (一） ◎ 夏元瑜 220

EB01680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KNO( 平路精選集 ◎ 平路 290

EB016810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TMKR( 搖晃的天堂――空姐的藍天日誌 ◎ 陳凝 220

EB01681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LTOP( 飄浮書房 ◎ 鍾怡雯 220

EB01681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RQS( 陳玉慧精選集 ◎ 陳玉慧 290

EB01681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SKP( 一頭栽進哈佛 ◎ 張鳳 240

EB01681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4*OOMSPK( 垂釣睡眠 ◎ 鍾怡雯 220

EB01681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RPNPMQ( 每句話都是紅玫瑰（原：歡笑中的菩提 ) ◎ 康原 160

EB01681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ROR( 母心．佛心（新版） ◎ 琦君 210

EB01681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RTM( 為人生畫一個美麗的圓 ◎ 趙寧
原350
特149

EB01681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SLP( 海哭的聲音 ◎ 詹澈 220

EB01681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SPN( 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新版） ◎ 張曉風 220

EB01682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MRSM( 難忘――人間至愛（原：靈犀一點） ◎ 楊小雲編 220

EB01682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OTQ( 遇見愛情的樣子 （原 :情與愛之間） ◎ 董崇選 210

EB01682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RQM( 用手走路的人――拐扙支撐一身傲骨 ◎ 李惠綿 250

EB016823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TLTL( 當酸黃瓜遇上伏特加 ◎ 熊宗慧 220

EB01682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RNK( 無國境世代 ◎ 黃寶蓮 210

EB01682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RQL( 阿盛精選集 ◎ 阿盛 290

EB01682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SKS( 我所能做的只是失眠 （原：龍的憂鬱） ◎ 吳鈞堯 180

EB01682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QKTPRN( 愛情要自尋出路 （原：賭一場愛的輪盤） ◎ 廖輝英 190

EB01682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PMP( 我帶你遊山玩水 ◎ 康芸薇 220

EB01682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QNL( 飄流萬里 ◎ 楊渡 220

EB01683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RKT( 像我這樣的老師 ◎ 廖玉蕙 250

EB01683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RLQ( 青燈有味似兒時 (新版 ) ◎ 琦君 220

EB01683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NPT( 陽光小語 ◎ 劉靜娟 210

EB01683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OOL( 我愛你 , 也愛牛肉麵 （原：走入浪漫） ◎ 謝鵬雄 190

EB01683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OPS( 自在消費 , 輕鬆血拚 （原：在不景氣中為你開路） ◎ 彭蕙仙
200特
價149

EB01683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OQP( 元氣日本 （原：有傻勁的日本人） ◎ 宜和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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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83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QKK( 人間光譜 ◎ 劉海北 220

EB01683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QLR( 人間煙火 ◎ 席慕蓉 260

EB01683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PSR( 彩繪大地的豐美 （原：大美大愛的路上） ◎ 梁丹丰 190

EB01683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OSS( 笨鳥滿天飛 ◎ 王大空
原350
特149

EB01684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OLK( 追求心富沒有止境 (原：成長禪心） ◎ 徐木蘭 210

EB01684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OMR( 嶺上的月光――嶺月的童心、愛心與智慧 ◎ 林惟堯、林宜和、林武憲編 260

EB01684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NPS( 墾拓荒蕪的大兵傳奇 ◎ 張拓蕪
原350
特149

EB01684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NST( 天臺上的月光 ◎ 許婉姿 190

EB01684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OLT( 人間有情．義游於藝 ◎ 朱炎 220

EB01684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LNR( 女人，是變色的玫瑰？ （原：女阿甘正傳） ◎ 周芬伶 190

EB01684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NRN( 用真愛說故事 （原：在靈魂上加翅膀） ◎ 簡宛 190

EB01684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NSK( 妙妙家庭鮮事多 （原：迷糊老媽酷老爸） ◎ 吳妙育 190

EB01684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OKM( 張曉風精選集 ◎ 張曉風 290

EB01684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MSK( 風華的印記 ◎ 曹又方
原350
特149

EB01685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NMR( 我喜歡的親密關係 ◎ 廖輝英 180

EB01685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NNP( 天才老爸俏女兒 （原：跑腿的爸爸） ◎ 王岫 180

EB01685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MMS( 背著世界旅行的人 （原：迷走地圖） ◎ 陳璐茜 200

EB01685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MOM( 九十二年散文選 ◎ 顏崑陽 / 主編 320

EB01685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RPNNLL( 我們需要關懷 ◎ 楊小雲 200

EB01685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LLM( 火狐虹影 ◎ 虹影 220

EB01685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LNQ( 尋找原野 ◎ 鮑爾吉原野 220

EB01685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LON( 我願為她繫鞋帶 （原：人間有味是清歡） ◎ 黃武忠 170

EB01685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LTS( 思想的天鵝 ◎ 林清玄 200

EB01685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MKO( 感性的蝴蝶 ◎ 林清玄 200

EB01686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MLL( 大哥最大 ◎ 古蒙仁 190

EB01686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KTOS( 活得快樂又精彩 ◎ 陳火泉
原350
特149

EB01686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4*OOLKOO( 蔡詩萍精選集 ◎ 蔡詩萍 290

EB01686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TNL( 英子的鄉戀 ◎ 林海音
原350
特149

EB01686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LKKQ( 遠方有光 ◎ 楊錦郁 190

EB01686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LKLN( 女王與我 ◎ 林太乙 200

EB01686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LKMK( 有風就要停 ◎ 李瑞騰 220

EB01686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NMQR( 醫師寫生命故事 ◎ 冰子 190

EB016868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TKTM(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陳丹燕看歐洲藝術 ◎ 陳丹燕 240

EB01686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TRT( 輕叩咖啡匙 （原：人生三重奏） ◎ 馬驥伸 200

EB01687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TSQ( 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 ◎ 劉再復、劉劍梅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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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87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NMNQ( 生命的瓶中信 ◎ 歐銀釧 190

EB01687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PRN( 顏崑陽精選集 ◎ 顏崑陽 290

EB01687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QLK( 劉克襄精選集 ◎ 劉克襄 290

EB01687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TKK( 不關風與月 ◎ 廖玉蕙 210

EB01687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TLR( 不毒不俗不糊塗 （原：老子與東方不敗） ◎ 游喚 188

EB01687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SRK( 為自己點盞小燈 （原：暗中流動的符碼） ◎ 向陽 190

EB01687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OQR( 怪鞋先生來喝茶 ◎ 呂政達 220

EB01687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QKN( 陳芳明精選集 ◎ 陳芳明 290

EB01687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NMKP( 往好的地方想 （原：男人老實說） ◎ 簡良助 180

EB01688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NTT( 希望的鐘聲響起 ◎ 保真
原350
特149

EB01688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OMT( 星星都已經到齊了 ◎ 張曉風 250

EB01688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ONQ( 蓋天蓋鬼蓋人間 ◎ 夏元瑜
原350
特149

EB01688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MRQ( 茱麗葉的指環 ◎ 林文義 200

EB01688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MTK( 馬路游擊 ◎ 邱坤良 220

EB01688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LQK( 哈佛‧雷特 ◎ 陳克華 200

EB01688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LTL( 顛倒夢想 ◎ 宇文正 190

EB01688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MKR( 九十一年散文選 ◎ 席慕蓉 / 主編 280

EB01688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NKTK( 音樂芽子 （原：我愛搖滾） ◎ 葉千聲 190

EB01688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LOQ( 談笑風生趙茶房 ◎ 趙寧
原350
特149

EB01689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NKSN( 詩話禪 ◎ 蕭蕭 190

EB01689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KRS( 今天，您好！ ◎ 楊稼生 190

EB01689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OOKKSP( 夜巴黎的浪漫（原：文學女人的情關） ◎ 趙淑俠 190

EB01689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RPNKML( 醫師的幽默處方 ◎ 王英明 190

EB01689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RTP( 想飛的鹿 ◎ 鹿憶鹿 190

EB01689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SRK( 劉再復精選集 ◎ 劉再復 290

EB01689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TNL( 廖玉蕙精選集 ◎ 廖玉蕙 290

EB01689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TOS( 余光中精選集 ◎ 余光中 290

EB01689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RLT( 晚鳴軒的詩詞芬芳 ◎ 葉慶炳
原350
特199

EB01689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RSS( 老爬蟲的告白 ◎ 司馬中原
原350
特199

EB01690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SQN( 雅舍小品補遺 ◎ 梁實秋著．陳子善編 210

EB01690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SSR( 小傻瓜的大智慧 （原：多開一扇門） ◎ 王曉寒 170

EB01690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STO( 老子的生命智慧 ◎ 曾昭旭 220

EB01690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TKK( 午夜之門 ◎ 北島 200

EB01690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SNM( 流螢點火 ◎ 張清志 200

EB01690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9*QSKROP( 聰明女人，貼心男人 （原：奶爸時代） ◎ 鮑曉暉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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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90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PSK( 馬來西亞浪漫和新疆抓飯 （原：等待那一束花） ◎ 永樂多斯 180

EB01690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QKN( 哈佛醫師報到――一個臺灣小留學生到哈佛之路2（原：菜鳥醫生上前線） ◎ 王智弘
200

EB01690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QMR( 那條時光流轉的小巷 ◎ 劉墉
原350
特199

EB01690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QST( 讓理想領航 ◎ 葉海煙 220

EB01691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MKR( 楊照精選集 ◎ 楊照 290

EB01691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MPM( 蔣勳精選集 ◎ 蔣勳 290

EB01691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NLN( 林文月精選集 ◎ 林文月 290

EB01691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NMK( 周芬伶精選集 ◎ 周芬伶 290

EB01691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NNR( 董橋精選集 ◎ 董橋 290

EB01691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NQS( 從貝聿銘到關穎珊 （原：萬花筒人生） ◎ 保健 190

EB01691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NSM( 猶太老婆和第九號房間 （原：黑色的笑） ◎ 謝青 190

EB01691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LRR( 精緻的年代 ◎ 張繼高
原350
特199

EB01691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LTL( 打破的古董 ◎ 杏林子
原350
特149

EB01691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MNS( 課堂外的第一名 ◎ 楊國明 190

EB01692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KTM( 九十年散文選 ◎ 張曉風 320

EB01692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TLK( 與紫丁香有約 ◎ 張秀亞
原350
特149

EB01692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TST( 經典與生活 ◎ 龔鵬程 220

EB01692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TTQ( 夢中的餅乾屋 ◎ 琦君
原350
特199

EB01692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TKMN( 換個角度看人生 ◎ 傅佩榮 220

EB01692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RON( 那一夜我們聽天籟 （原：愛你的心情） ◎ 林少雯 190

EB01692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RRO( 金色的馬鞍 ◎ 席慕蓉 280

EB01692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QLN( 美國生活幽‧悠‧憂 ◎ 周愚 200

EB01692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QMK( 雅舍精品 ◎ 梁實秋
原350
特149

EB01692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QNR( 母親的金手錶 ◎ 琦君
原350
特199

EB01693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QKSQPL( 澡盆裡的狂想 （原：醜男心事誰人知） ◎ 麥高 168

EB01693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PKR( 吃冰的另一種滋味 ◎ 古蒙仁 190

EB01693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QKQ( 乘著微笑的翅膀――劉安諾中英散文集 ◎ 劉安諾 200

EB01693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NSP( 漸漸消失的航道 ◎ 顧蕙倩 190

EB016934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NRS( 貓語錄 ◎ 朱國珍 180

EB01693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NPO( 媽媽與吸管――德蘭啟智中心的真愛與奇蹟 ◎ 陳芸英 240

EB01693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MNL( 喬伊斯偷走我的除夕 ◎ 莊裕安 200

EB01693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TNR( 橘子花香 ◎ 沈花末 200

EB01693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KQO( 簡單就是一種自在 ◎ 胡鼎宗 170

EB01693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KKM( 山居功課 ◎ 黃永武 190

EB016940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SKNN( 我經過的所在 ◎ 林銓居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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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94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SRQ( 醫生趣談 ◎ 冰子 190

EB01694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TKQ( 孫觀漢全集 (全13冊 ) ◎ 柏楊‧許素朱編 3900

EB01694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SKR( 愛情張老師的祕密日記 ◎ 張啟疆 190

EB01694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QPO( 我最深愛的人 ◎ 戴文采 180

EB01694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QSP( 八十九年散文選 ◎ 廖玉蕙 300

EB01694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QKRNSS( EASY生活放輕鬆 ◎ 吳玲瑤 190

EB01694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NTP( 智慧軟體――孫觀漢全集12 ◎ 柏楊‧許素朱編 230

EB016948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MPS( 在夢想的地圖上――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作品集 ◎ 250

EB01694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MRM( 我看中國女人 ――孫觀漢全集11 ◎ 柏楊‧許素朱編 230

EB01695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NMQ( 下一步就是現在 ◎ 黃碧端 220

EB01695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NNN( 當真實的世界模擬虛構的世界 ◎ 黃碧端 240

EB01695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NPR( 心中的信用卡 ◎ 楊國明 190

EB016953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NQO( 把緯度線當跳繩――環繞世界五大洲 ◎ 盧競琪 220

EB01695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KTPM( 有心的地方――孫觀漢全集10 ◎ 柏楊‧許素朱編 220

EB01695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LOM( 戀物人語 ◎ 周芬伶 190

EB01695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LQQ( 日月同行 ◎ 鍾玲 210

EB01695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KLM( 喧鬧日課 ◎ 雷驤 190

EB01695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KNQ( 非人世界――孫觀漢全集9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59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RKPK( 有風走過 ◎ 杜虹 210

EB01696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TPO( 互吃口水――孫觀漢全集8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6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TQL( 讓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 ◎ 廖玉蕙 200

EB01696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SQM( 拜驢為師――孫觀漢全集7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6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TNK( 蕭索與華麗――林文義散文1980-1990 ◎ 林文義 240

EB01696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RPQ( 逍遙遊 ◎ 余光中 220

EB01696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RQN( 美國能，中國也能？――孫觀漢全集6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6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RRK( 我看外星人 ◎ 黃永武 180

EB01696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RSR( 文學中的對話 ◎ 謝鵬雄 180

EB01696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RKL( 日本能，中國不能――孫觀漢全集5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69 天培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RMP( 衣櫃裡的秘密旅行 ◎ 郝譽翔 210

EB01697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9*QSKTRO( 面相急診室 ◎ 王能 180

EB01697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9*QSKTSL( 滿樹嬰孩綠 ◎ 方娥真 180

EB01697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QPR( 迷你思感――孫觀漢全集4 ◎ 柏楊‧許素朱編 200

EB01697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9*QSKSOO( 多情的誤會 ◎ 張索時 200

EB01697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QLT( 菜園拾愛――孫觀漢全集3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7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9*QSKTMT( 詩人的幽默策略 ◎ 蕭蕭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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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697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9*QSKTON( 為什麼我沒有自殺？ ◎ 杏林子 170

EB01697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PNO( 小人富斯濫矣！ ◎ 張作錦 250

EB01697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PQP( 搶救愛情 ◎ 廖輝英 180

EB01697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OKO( 閱讀文化流行閱讀 ◎ 郭強生 180

EB01698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OMS( 菜園裡的心痕――孫觀漢全集2 ◎ 柏楊‧許素朱編 210

EB01698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QKQOOM( 關懷與愛心――孫觀漢全集1 ◎ 柏楊‧許素朱編 220

EB01698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SNR( 春風在望 ――東西南北人的故事 ◎ 保健 200

EB01698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NON( 流動的身世 ◎ 陳大為 180

EB01698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MRP( 菜場門口遇見馬 ◎ 鄭至慧 200

EB01698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MSM( 能幽默些就好 ◎ 廖清秀 190

EB01698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RTK( 回首英美留學路 ◎ 殷志鵬 190

EB01698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LPM( 追憶文學歲月 ◎ 葉石濤 180

EB01698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LTK( 一萬多個日子裡的笑與淚 ◎ 胡華玲 190

EB01698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RRQ( 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活路 ◎ 邱立屏 190

EB01699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LML( 每人一串鑰匙 ◎ 丘秀芷 190

EB01699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QKKS( 欲寄相思 ◎ 鹿憶鹿 180

EB01699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PTPR( CD流浪記 ◎ 呂正惠 180

EB01699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PTSS( 追尋時光的根 ◎ 馬森 210

EB01699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RNS( 哈佛冥想曲 ◎ 王申培 200

EB01699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PSST( 記憶雪花 ◎ 楊錦郁 170

EB01699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PSTQ( 八十七年散文選 ◎ 簡媜 240

EB01699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PTLT( 沒大沒小 ◎ 廖玉蕙 220

EB01699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RLO( 第四個房間 ◎ 方梓 170

EB01699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RML( 美國居，大不易 ◎ 周愚 180

EB01700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QSO( 時光迷宮 ◎ 林黛嫚 160

EB01700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QKPSKN( 在家、出家與回家 ◎ 王邦雄 210

EB01700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QQK( 人生新境界 ◎ 徐薏藍 170

EB01700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QSKQRR( 鯨魚在唱歌 ◎ 曾郁雯 170

EB01700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QSL( 藍房子 ◎ 北島 210

EB01700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QNQ( 日不落家 ◎ 余光中 210

EB01700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QMT( 快樂不是越多越好 ◎ 陳火泉 200

EB01700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QPN( 多給自己一點掌聲 ◎ 楊小雲 180

EB01700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POO( 何祇感激二字 ◎ 張拓蕪 170

EB01700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PPL( 所羅門與百合花 ◎ 孫維民 180

EB01701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QKS( 荷花夢 ◎ 龔則韞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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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01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ORQ( 顛覆之煙 ◎ 陳克華 180

EB01701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OSN( 桂花月月香 ◎ 小民 190

EB01701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PKQ( 哈佛　哈佛 ◎ 張鳳 190

EB01701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PQL( 花中歲月 ◎ 蓬丹 160

EB01701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PRS( 深情記事 ◎ 洪淑苓 170

EB01701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PNK( 風流與幽默 ◎ 劉安諾 180

EB01701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POR( 藝術之鄉夢幻之旅 ◎ 蔡文怡 200

EB01701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NPN( 被一隻狗撿到 ◎ 劉靜娟 180

EB01701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OSQ( 與春光嬉戲 ◎ 廖玉蕙 180

EB01702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MMN( 八十六年散文選 ◎ 林錫嘉 270

EB01702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9*QSKOPP( 擁抱幸福其實很簡單 ◎ 楊小雲 180

EB01702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MQL( 散文二十家（精） ◎ 陳義芝 / 編 400

EB01702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QKPMRS( 散文二十家 ◎ 陳義芝 / 編 320

EB01702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PKLS( 要擦亮星星的小孩 ◎ 呂慧 170

EB01702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PKMP( 本日公休 ◎ 吳明益 170

EB01702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PKNM( 如果記憶像風 ◎ 廖玉蕙 220

EB01702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STT( 嫵媚 ◎ 廖玉蕙 180

EB01702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4*OOMKRM( 頑童小蕃茄 (新版） ◎ 簡媜 240

EB01702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SLN( 深情不留白 ◎ 姚嘉為 200

EB01703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9*QSKMKM( 醒來，仍在江上 ◎ 保真 190

EB01703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9*QSKMLT( 發現自己的最美 ◎ 楊小雲 190

EB01703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RSN( 八十五年散文選 ◎ 蕭蕭 220

EB01703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RTK( 知風草之歌 ◎ 楊蔚齡 160

EB01703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9*QSKLRM( 如花世界 ◎ 曉亞 180

EB01703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9*QSKLTQ( 釀一罈有情的酒 ◎ 郜瑩 180

EB01703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QLP( 心靈品管 ◎ 杏林子 180

EB01703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QKOQMM( 她的寂寞她知道 ◎ 楊明 160

EB01703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9*QSKKPT( 享受生命享受愛 ◎ 楊小雲 170

EB01703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PPO( 師友文緣 ◎ 殷志鵬 190

EB01704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PRS( 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 ◎ 余光中 420

EB01704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POR( 同心公園 ◎ 古蒙仁 180

EB01704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9*QSKKLL( 人是自己生命的建築師 ◎ 鄭貞銘 170

EB01704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OTN( 製作多情 ◎ 廖輝英 180

EB01704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OMO( 夢幻的邀請 ◎ 孫瑋芒 200

EB01704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ONL( 五花十色相 ◎ 阿盛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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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04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9*POQTQQ( 讓生命發光 ◎ 徐薏藍 170

EB01704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9*POQTSK( 樂遊四海學無涯 ◎ 楊小雲 180

EB01704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NSR( 世界的回聲 ◎ 李黎 170

EB01704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OKK( 科學與美感 ◎ 漢寶德 200

EB01705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NPQ( 書緣不滅 ◎ 謝鵬雄 200

EB01705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NLS( 不同季節的讀書方法 ◎ 傅佩榮 200

EB01705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NMP( 心中昇起一輪明月 ◎ 蕭蕭 190

EB01705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9*POQSTS( 一天一個夢想 ◎ 李宜涯 180

EB01705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QKOMOK( 禁止說話 ◎ 黃國彬 150

EB01705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9*POQSON( 好男人都到那兒去了 ◎ 楊小雲 170

EB01705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SNK( 歡遊五十國 ◎ 呂慧 180

EB01705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RQM( 樂府春秋 ◎ 張繼高 300

EB01705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9*POQSKP( 給孩子需要的愛 ◎ 溫小平 170

EB01705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QKL( 必須贏的人 ◎ 張繼高 320

EB01706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QLS( 永遠的媽媽山 ◎ 高大鵬 170

EB01706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PQO( 八十三年散文選 ◎ 林錫嘉 270

EB01706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9*POQROO( 做孩子親密朋友 ◎ 應平書 150

EB01706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NRN( 神農的腳印 ◎ 東方白 160

EB01706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9*POQRMK( 一個臺灣小留學生到哈佛之路 ◎ 王智弘 200

EB01706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9*POQQTK( 霧裡的女人 ◎ 王克難 150

EB01706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9*POQQRQ( 媽媽們的舌頭 ◎ 鄭寶娟 140

EB01706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9*POQQSN( 種一棵希望的樹 ◎ 保真 140

EB017068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9*POQQML( 鍾情與摯愛 ◎ 歸人 150

EB01706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9*POQPSO( 尋找陽光的旅程 ◎ 黃海 150

EB01707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9*POQPRR( 留白的青春叛逆的歲月 ◎ 杏林子編 150

EB01707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9*POQOSP( 生日禮物 ◎ 王克難 150

EB01707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9*POQORS( 熱汽球上升 ◎ 林清玄 150

EB01707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9*POQNTN( 活得漂亮而瀟灑 ◎ 陳火泉 180

EB017074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9*POQOKT( 比景泰藍更藍 ◎ 林清玄 170

EB01707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9*POQNRT( 讓心有所屬 ◎ 楊小雲 180

EB01707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LOR( 媽媽銀行 ◎ 琦君 190

EB017077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9*POQNMO( 越過滄桑 ◎ 林清玄 170

EB01707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TSK( 和風煦日 ◎ 丘秀芷 160

EB01707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9*POQMNM( 秋水無塵 ◎ 張香華 120

EB01708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9*POQLRL( 歡喜冤家 ◎ 小民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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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08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9*POQLSS( 甜蜜告白 ◎ 陳幸蕙 120

EB017082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9*POQMKL( 天邊有一顆星星 ◎ 林清玄 170

EB017083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9*POQLPR( 活出自己的味道來 ◎ 楊小雲 180

EB01708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MSR( 會心不遠 ◎ 林清玄 130

EB017085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9*POQKRM( 人生智慧．智慧人生 ◎ 陳火泉 170

EB017086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9*POQKPS( 愛是需要說抱歉 ◎ 楊小雲 160

EB01708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RSP( 香水海 ◎ 林清玄 170

EB01708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PPQ( 心的絲路 ◎ 林清玄 140

EB017089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9*POQKKN( 從相愛到相處 ◎ 楊小雲 160

EB017090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9*POQKLK( 跟著感覺走 ◎ 陳艾妮 130

EB017091 健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9*POQKMR( 婚前．婚後 ◎ 吳玲瑤 130

EB01709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NNO( 好雪片片 ◎ 林清玄 140

EB01709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KPL( 菩薩寶偈 (1) ◎ 林清玄 170

EB01709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5*QKMPLM( 閃亮的生命散文選 ◎ 蔡文甫編 110

EB01709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5*QKMLTM( 閃亮的生命 ◎ 蔡文甫編 170

EB01709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QKNRTN( 生花筆 ◎ 夏元瑜 170

EB01709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OPL( 兩代情 ◎ 桂文亞 110

EB01709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SMQ( 你曾找過我嗎 ◎ 廖輝英 160

EB01709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TKL( 星星的故事 ◎ 林雙不 170

EB01710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TSR( 八十二年散文選 ◎ 蕭蕭 260

EB01710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MTTO( 處處蓮花開 ◎ 林清玄 170

EB01710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KKR( 人在江湖 ◎ 龔鵬程 150

EB01710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KML( 鴿子托里 ◎ 陳煌 120

EB01710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KNS( 三○年代作家臉譜 ◎ 姜穆 160

EB01710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KRQ( 早安！臺灣 ◎ 韓秀 160

EB01710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LKQ( 浪淘盡．卡通英雄 ◎ 金光裕 150

EB01710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LNR( 一場論述的狂歡宴 ◎ 王浩威 160

EB01710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QKNMQR( 文學中的性 ◎ 謝鵬雄 160

EB01710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NOP( 紅塵一夢 ◎ 莊因 130

EB01711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NQT( 咱們公開來偷聽 ◎ 劉靜娟 130

EB01711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NTK( 相思深不深 ◎ 杏林子 160

EB01711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ONR( 悠悠人生路 ◎ 陳火泉 160

EB01711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OQS( 八十一年散文選 ◎ 簡媜 270

EB01711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ORP( 此時有聲勝無聲 ◎ 朱炎 180

EB01711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PNQ( 濤聲 ◎ 韓秀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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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11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PON( 遊戲人生 ◎ 趙衛民 120

EB01711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PPK( 沒有了英雄 ◎ 黃碧端 200

EB01711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PTS( 流光拋影 ◎ 莊信正 130

EB01711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QNP( 笑看日出 ◎ 應平書 130

EB01712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QKMQPT( 跨越黃金時代 ◎ 張至璋 140

EB01712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SNQ( 生命旅途中 ◎ 保真 140

EB01712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SRO( 有情菩提 ◎ 林清玄 150

EB01712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LSTS( 八十年散文選 ◎ 林錫嘉 220

EB01712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KPP( 照亮自己 ◎ 廖輝英 120

EB01712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KSQ( 我家有個渾小子 ◎ 張拓蕪 180

EB01712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KTN( 驚喜 ◎ 楊子 140

EB01712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LLQ( 符號的遊戲 ◎ 方村 130

EB01712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LQL( 七十四年散文選 ◎ 林錫嘉 150

EB01712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5*QKMNLO( 心靈風格 ◎ 傅佩榮 120

EB01713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MMP( 人生點線面 ◎ 陳火泉 180

EB01713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MOT( 白貓王子及其他 ◎ 梁實秋 200

EB01713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NTN( 自己的舞臺 ◎ 廖輝英 180

EB017133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QOP( 流浪的眼睛 ◎ 登琨艷 200

EB017134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QKLRKQ( 龍騰虎躍 ◎ 夏元瑜 120

EB017135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QLR( 幽自己一默 ◎ 周腓力 170

EB017136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KTLO( 紅塵菩提 ◎ 林清玄 150

EB017137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LKM( 現代人的深思 ◎ 祝基瀅 130

EB017138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5*QKLLSS( 寵物與我 ◎ 王大空．心岱編 120

EB017139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LTS( 迷路的雲 ◎ 林清玄 170

EB017140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MOM( 激情手記 ◎ 應平書 110

EB017141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NKN( 七十二年散文選 ◎ 陳幸蕙 260

EB017142 九歌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5*QKKNOL( 行到水窮處 ◎ 杏林子 190

EB017143 十力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8*OMNQPR( 可不可以不勇敢 ◎ 熊燕喬 220

EB017144 十力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8*OMNQLT( 幸福－你所在的地方 ◎ 袁燕華 160

EB017145 十力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8*NKKLSR( 錢，我對不起你 ◎ Piggy 220

EB017146 十力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8*NKKLQN( 喇賽 La Sigh ◎ 李明德 220

EB017147 十力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8*NKKLPQ( 我的保姆日記 ◎ Piggy 220

EB01714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1*OKKOTP( 時代邊緣之聲 ◎ 龔鵬程 156

EB01714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1*OKKSQK( 細微的一炷香 ◎ 劉紹銘 167

EB01715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1*OKKSSO( 文與情 ◎ 琦君著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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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15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KSMRT( 蝴蝶球傳奇―真實與虛構 ◎ 顏匯增 167

EB01715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OLLSOM( 守父靈一月記 ◎ 蔣經國撰 33

EB01715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1*OLMLLP( 兩地 (平 ) ◎ 林海音 70

EB01715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MMKR( 遯園雜憶 (精 ) ◎ 胡耐安 110

EB01715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4 y(7IJ5H1*OLMMLO( 遯園雜憶 (平 ) ◎ 胡耐安 70

EB01715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MQKN( 我祇追求一個圓 (精 ) ◎ 鍾梅音 110

EB01715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MQLK( 我祇追求一個圓 (平 ) ◎ 鍾梅音 70

EB01715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MQST( 珊瑚島 (精 ) ◎ 呼嘯著 110

EB01715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MRMQ( 忙人閑話 (精 ) ◎ 洪炎秋 110

EB01716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MRNN( 忙人閑話 (平 ) ◎ 洪炎秋 70

EB01716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OLMSMP( 夢與希望 (精 ) ◎ 鍾梅音 110

EB01716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OLMSNM( 夢與希望 (平 ) ◎ 鍾梅音 70

EB01716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MSOT( 夜讀雜記 (一 )(精 ) ◎ 何凡著 110

EB01716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MSPQ( 夜讀雜記 (一 )(平 ) ◎ 何凡著 70

EB01716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OLMSQN( 夜讀雜記 (二 )(精 ) ◎ 何凡著 110

EB01716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OLMSRK( 夜讀雜記 (二 )(平 ) ◎ 何凡著 70

EB01716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OLMSSR( 寒花墜露 (精 ) ◎ 繆天華 110

EB01716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OLMSTO( 寒花墜露 (平 ) ◎ 繆天華 70

EB01716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KKQ( 談文論藝 (精 ) ◎ 趙滋蕃 110

EB01717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OLNKMK( 書中滋味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17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OLNKNR( 書中滋味 (平 ) ◎ 彭歌著 70

EB01717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NKOO( 人間小品 (精 ) ◎ 趙滋蕃 110

EB01717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NKPL( 人間小品 (平 ) ◎ 趙滋蕃 70

EB01717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NLKP( 黃霧 (精 ) ◎ 朱桂著 110

EB01717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OLNLLM( 黃霧 (平 ) ◎ 朱桂著 70

EB01717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LQR( 拋磚記 (精 ) ◎ 水晶著 110

EB01717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NLRO( 拋磚記 (平 ) ◎ 水晶著 70

EB01717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NLSL( 風樓隨筆 (精 ) ◎ 鍾梅音 110

EB01717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LTS( 風樓隨筆 (平 ) ◎ 鍾梅音 70

EB01718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MMS( 七月裡的新年 (精 ) ◎ 蕭綠石 110

EB01718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OLNMNP( 七月裡的新年 (平 ) ◎ 蕭綠石 70

EB01718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NMTR( 我在利比亞 (平 ) ◎ 王琰如 70

EB01718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NNKN( 綠色的年代 (精 ) ◎ 蕭綠石 110

EB01718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OLNNLK( 綠色的年代 (平 ) ◎ 蕭綠石 70

EB01718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NMR( 秀俠散文 (精 ) ◎ 祝秀俠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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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18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NNNO( 秀俠散文 (平 ) ◎ 祝秀俠 70

EB01718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NNOL( 雪地獵熊 (精 ) ◎ 段彩華 110

EB01718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OLNOOK( 愛晚亭 (精 ) ◎ 謝冰瑩 110

EB01718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4 y(7IJ5H1*OLNOQO( 墨趣集 (精 ) ◎ 孫如陵 110

EB01719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1*OLNPLS( 遊記六篇 (平 ) ◎ 左舜生 70

EB01719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OLNQQM( 青年的心聲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19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OLNQRT( 青年的心聲 (平 ) ◎ 彭歌著 70

EB01719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QSQ( 海濱 (精 ) ◎ 華羽著 110

EB01719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RKT( 傻門春秋 (精 ) ◎ 幼柏著 110

EB01719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4 y(7IJ5H1*OLNRLQ( 傻門春秋 (平 ) ◎ 幼柏著 70

EB01719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NRMN( 春到南天 (精 ) ◎ 葉曼著 110

EB01719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NRNK( 春到南天 (平 ) ◎ 葉曼著 70

EB01719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ROR( 默默遙情 (精 ) ◎ 趙滋蕃 110

EB01719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RQL( 屐痕心影 (精 ) ◎ 曾虛白 110

EB01720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RSP( 一樹紫花 (精 ) ◎ 葉蘋著 110

EB01720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OLNRTM( 一樹紫花 (平 ) ◎ 葉蘋著 70

EB01720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69 y(7IJ5H1*OLNSKS( 水晶夜 (精 ) ◎ 陳慧劍 110

EB01720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OLNSOQ( 取者和予者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20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NSSO( 再見！秋水！ (精 ) ◎ 畢璞著 110

EB01720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NTSN( 兩張漫畫的啟示 (精 ) ◎ 耕心著 110

EB01720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OLNTTK( 兩張漫畫的啟示 (平 ) ◎ 耕心著 70

EB01720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OKKN( 語小集 (精 ) ◎ 蕭冰著 110

EB01720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OKLK( 語小集 (平 ) ◎ 蕭冰著 70

EB01720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OKST( 暢銷書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21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OLOLMQ( 籠中讀秒 (精 ) ◎ 姚葳著 110

EB01721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OLOLNN( 籠中讀秒 (平 ) ◎ 姚葳著 70

EB01721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0 y(7IJ5H1*OLOOOR( 祝善集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21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OLOPKS( 吳淞夜渡 (精 ) ◎ 孟絲著 110

EB01721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3 y(7IJ5H1*OLOPMM( 仙人掌 (精 ) ◎ 胡品清 110

EB01721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3 y(7IJ5H1*OLOPNT( 仙人掌 (平 ) ◎ 胡品清 70

EB01721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4 y(7IJ5H1*OLOPRR( 班會之死 (平 ) ◎ 碧竹著 70

EB01721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OPSO( 二涼亭 (精 ) ◎ 吳樹廉 110

EB01721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2 y(7IJ5H1*OLOQPM( 一束稻草 (平 ) ◎ 吳怡著 70

EB01721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1 y(7IJ5H1*OLORQS( 自然的樂章 (精 ) ◎ 盧克彰 110

EB01722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OLORSM( 筆之會 (精 ) ◎ 彭歌著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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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22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OSON( 一個主婦看美國 (精 ) ◎ 林慰君 110

EB01722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OSPK( 一個主婦看美國 (平 ) ◎ 林慰君 70

EB01722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OLOSQR( 蘭苑隨筆 (精 ) ◎ 鍾梅音 110

EB01722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OSRO( 蘭苑隨筆 (平 ) ◎ 鍾梅音 70

EB01722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OSSL( 異鄉偶書 (一 )(精 ) ◎ 何秀煌 110

EB01722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OSTS( 異鄉偶書 (一 )(平 ) ◎ 何秀煌 70

EB01722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1 y(7IJ5H1*OLOTKO( 異鄉偶書 (二 )(精 ) ◎ 何秀煌 110

EB01722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OTLL( 異鄉偶書 (二 )(平 ) ◎ 何秀煌 70

EB01722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1*OLPKNL( 淺人淺言 (平 ) ◎ 洪炎秋 70

EB01723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OLPNKR( 我及其他 (精 ) ◎ 劉枋著 110

EB01723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PNLO( 我及其他 (平 ) ◎ 劉枋著 70

EB01723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2 y(7IJ5H1*OLPNOP( 南海隨筆 (精 ) ◎ 梁容若 110

EB01723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PNPM( 南海隨筆 (平 ) ◎ 梁容若 70

EB01723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2 y(7IJ5H1*OLPOKQ( 回春詞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23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OLPOLN( 回春詞 (平 ) ◎ 彭歌著 70

EB01723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5 y(7IJ5H1*OLPPSL( 春天是你們的 (精 ) ◎ 鍾梅音 110

EB01723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5 y(7IJ5H1*OLPPTS( 春天是你們的 (平 ) ◎ 鍾梅音 70

EB01723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PQNP( 水仙辭 (平 ) ◎ 張秀亞 70

EB01723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PROL( 旗有風集 (精 ) ◎ 漢客著 110

EB01724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OLPRPS( 旗有風集 (平 ) ◎ 漢客著 70

EB01724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3 y(7IJ5H1*OLPSKM( 閑話閑話 (精 ) ◎ 洪炎秋 110

EB01724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OLPSLT( 閑話閑話 (平 ) ◎ 洪炎秋 70

EB01724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OLPTMP( 雨窗下的書 (精 ) ◎ 繆天華 110

EB01724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y(7IJ5H1*OLPTNM( 雨窗下的書 (平 ) ◎ 繆天華 70

EB01724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1*OLPTRK( 自信與自知 (平 ) ◎ 彭歌著 70

EB01724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4 y(7IJ5H1*OLQKKR( 人海聲光 (精 ) ◎ 張起鈞 110

EB01724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4 y(7IJ5H1*OLQKLO( 人海聲光 (平 ) ◎ 張起鈞 70

EB01724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4 y(7IJ5H1*OLQKNS( 橫笛與豎琴的晌午 (平 ) ◎ 蓉子著 70

EB01724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4 y(7IJ5H1*OLQKSN( 芭琪的雕像 (精 ) ◎ 胡品清 110

EB01725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OLQKTK( 芭琪的雕像 (平 ) ◎ 胡品清 70

EB01725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2 y(7IJ5H1*OLQLNR( 舊金山的霧 (平 ) ◎ 謝冰瑩 70

EB01725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LQLPL(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平 ) ◎ 唐君毅 70

EB01725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4 y(7IJ5H1*OLQNMS( 書生天地 (精 ) ◎ 陳鼎環 110

EB01725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4 y(7IJ5H1*OLQNNP( 書生天地 (平 ) ◎ 陳鼎環 70

EB01725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OLQNSK( 海外憶 (精 ) ◎ 李慕白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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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25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OLQNTR( 海外憶 (平 ) ◎ 李慕白 70

EB01725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4 y(7IJ5H1*OLQOKN( 致被放逐者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725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5 y(7IJ5H1*OLQOLK( 致被放逐者 (平 ) ◎ 彭歌著 70

EB01725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RSLN( 對不起借過一下 ◎ 水晶著 144

EB01726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1*OLRTRO( 作家與作品 ◎ 謝冰瑩 133

EB01726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1*OLSKLS( 冰瑩懷舊 ◎ 謝冰瑩 156

EB01726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OLSNKS( 憂鬱與狂熱 ◎ 孫瑋芒 167

EB01726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OLTLPM( 未能忘情 ◎ 劉紹銘 167

EB01726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TMPL( 新譯顏氏家訓 (精 ) ◎ 李振興、黃沛榮、賴明德注譯 378

EB01726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OLTPMR( 橡溪雜拾 ◎ 思果著 167

EB01726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TQSS( 南十字星座 ◎ 呂大明 222

EB01726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LTRPQ( 重疊的足跡 ◎ 韓秀著 144

EB01726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OMKNMP( 靈魂的按摩 ◎ 劉紹銘 200

EB01726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PQL( 甜鹹酸梅 ◎ 向明著 178

EB01727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PTM( 尋找希望的星空 ◎ 呂大明 200

EB01727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QLP( 美麗的負荷 ◎ 封德屏 167

EB01727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SOO( 領養一株雲杉 ◎ 黃文範 211

EB01727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SPL( 楓香 ◎ 黃國彬 200

EB01727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SQS( 天涯長青 ◎ 趙淑俠 178

EB01727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TLM( 永恆的彩虹 ◎ 小民著 200

EB01727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TMT( 情繫一環 ◎ 梁錫華 167

EB01727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TRO( 浮世情懷 ◎ 劉安諾 167

EB01727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TSL( 訪草 (第一卷 ) ◎ 陳冠學 189

EB01727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KTTS( 父女對話 ◎ 陳冠學 156

EB01728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KKL( 藍色的斷想―孤獨者隨想錄 A. B. C全卷 ◎ 陳冠學 167

EB01728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KLS( 追不回的永恆 ◎ 彭歌著 244

EB01728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KOT( 紫水晶戒指 ◎ 小民著 178

EB01728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MLQ( 心路的嬉逐 ◎ 劉延湘 167

EB01728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MSP( 情到深處 ◎ 簡宛著 189

EB01728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MTM( 情書外一章 ◎ 韓秀著 189

EB01728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OMLNOQ( 面壁笑人類 ◎ 祖慰著 189

EB01728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QMT( 吹不散的人影 ◎ 高大鵬 200

EB01728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QNQ( 兩城憶往 ◎ 楊孔鑫 167

EB01728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RQQ( 桑樹下 ◎ 繆天華 210

EB01729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RRN( 文化脈動 ◎ 張錯著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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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29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SST( 牛頓來訪 ◎ 石家興 167

EB01729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STQ( 深情回眸 ◎ 鮑曉暉 200

EB01729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TMQ( 鳳凰遊 ◎ 李元洛 180

EB01729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TOK( 文學人語 ◎ 高大鵬 200

EB01729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TRL( 河宴 ◎ 鍾怡雯 180

EB01729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LTSS( ?塵 ◎ 姜穆著 211

EB01729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KRR( 詩情與俠骨 ◎ 莊因著 189

EB01729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LKR( 愛廬談心事 ◎ 黃永武 211

EB01729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NSL( 是我們改變了世界 ◎ 張放著 170

EB01730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NTS( 夢裡有隻小小船 ◎ 夏小舟 170

EB01730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ORN( 狂歡與破碎―邊陲人生與顛覆書寫 ◎ 林幸謙 200

EB01730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QTP( 紅樓鐘聲 ◎ 王熙元 160

EB01730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SLR( 說涼 ◎ 水晶著 170

EB01730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MSNL( 寒冬聽天方夜譚 ◎ 保真著 140

EB01730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NOOT( 儒林新誌 ◎ 周質平 170

EB01730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NORK( 流水無歸程 ◎ 白樺著 270

EB01730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OMNPKK( 偷窺天國 ◎ 劉紹銘 160

EB01730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OLMP( 釣魚臺畔過客 ◎ 彭歌著 220

EB01730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OMKK( 生肖與童年 ◎ 小民著；喜樂圖 160

EB01731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OORR( 冬天黃昏的風笛 ◎ 呂大明 200

EB01731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OOSO( 心靈的花朵 ◎ 戚宜君 150

EB01731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PKQL( 留著記憶‧留著光 ◎ 陳其茂 270

EB01731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OMPLMM( 遠方的戰爭 ◎ 鄭寶娟 150

EB01731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OMPNLN( 嗚咽海 ◎ 程明琤 140

EB01731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OMPNOO( 東方‧西方 ◎ 夏小舟 240

EB01731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OMPSLS( 沙發椅的聯想 ◎ 梅新著 150

EB01731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OMPSNM( 塵沙掠影 ◎ 馬遜著 150

EB01731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OMQSMM( 情思‧情絲 ◎ 龔華著 140

EB01731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QTKR( 愛的美麗與哀愁 ◎ 夏小舟 170

EB01732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RLSS( 文學靈魂的閱讀 ◎ 張堂錡 150

EB01732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OMRLTP( 九十九朵曇花 ◎ 何修仁 160

EB01732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RMKL( 說故事的人 ◎ 彭歌著 210

EB01732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RQTK( 永不磨滅的愛 ◎ 楊秋生 130

EB01732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RRQS( 飄泊的雲 ◎ 莊因著 170

EB01732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SLNK( 風景 ◎ 韓秀著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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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32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MSLPO( 浮生六記 (二版 ) ◎ 沈三白 -著、陶恂若 -校注、王關仕 -校閱 120

EB01732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SMRR( 兩極紀實 ◎ 位夢華 160

EB01732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SNLO( 時間的通道 ◎ 簡宛著 130

EB01732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SSKM( 綠野仙蹤與中國 ◎ 賴建誠 150

EB01733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SSMQ( 自由鳥 ◎ 鄭義著 200

EB01733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OMSSNN( 天涯縱橫 ◎ 位夢華 170

EB01733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OMTMNQ( 鹿夢 ◎ 康正果 150

EB01733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OMTMSL( 波西米亞樓 ◎ 嚴歌苓 170

EB01733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OMTMTS( 送一朵花給您 ◎ 簡宛著 160

EB01733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OMTRLR( 寶島曼波 ◎ 李靜平 180

EB01733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ONKKST( 舊時月色 ◎ 張堂錡 170

EB01733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ONLKKK( 大話小說 ◎ 莊因著 160

EB01733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ONLONR( 懸崖之約 ◎ 海男著 230

EB01733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ONLOPL( 海天漫筆 ◎ 莊因著 150

EB01734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ONMMNQ( 情悟，天地寬 ◎ 張純瑛 180

EB01734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KKL( 黥首之後 ◎ 朱暉著 190

EB01734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NQK( 葉上花 ◎ 董懿娜 170

EB01734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NRR( 與自己共舞 ◎ 簡宛著 160

EB01734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NSO( 夕陽中的笛音 ◎ 程明琤 210

EB01734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RNP( 在綠茵與鳥鳴之間 ◎ 鄭寶娟 190

EB01734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RQQ( 歲月留金 ◎ 鮑曉暉 160

EB01734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OSKN( 與阿波羅對話 ◎ 韓秀著 180

EB01734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PKQK( 也是感性 ◎ 李靜平 200

EB01734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ONPNQR( 請到我的世界來 ◎ 段瑞冬 170

EB01735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ONPPPS( 過門相呼 ◎ 黃光男 140

EB01735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ONPPTQ( 何其平凡－何凡散文 ◎ 何凡著 180

EB01735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ONQLMS( 矽谷人生 ◎ 夏小舟 140

EB01735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NQNRL( 紅紗燈 ◎ 琦君著 170

EB01735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ONQSRQ( 用心生活 ◎ 簡宛著 150

EB01735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RMOS( 靜寂與哀愁 ◎ 陳景容 180

EB01735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ROMM( 時還讀我書 ◎ 孫震著 150

EB01735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SKPO( 扛一棵樹回家 ◎ 洪淑苓 150

EB01735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ONSKQL( 溥言雜憶 ◎ 裴溥言 150

EB01735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SLKS( 一個人的城市 ◎ 黃中俊 150

EB01736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SLMM( 無苔的花園 ◎ 鄭寶娟 150



 - 497 - 

．
︹
散
文
隨
筆
日
記
︺
．

EB01736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SSPQ( 效顰五十年 ◎ 黃文範 120

EB01736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ONTMNP( 玫瑰剛露尖尖角 ◎ 韓秀著 150

EB01736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ONTPKL( 靜靜的螢河 ◎ 張錯著 130

EB01736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ONTPTO( 一月帝王 ◎ 莊因著 130

EB01736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OOKKSS( 琦君小品 ◎ 琦君著 190

EB01736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OOKPLO( 用什麼眼看人生 ◎ 王邦雄 170

EB01736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LOPK(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 唐君毅 150

EB01736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OOLPTR( 對荒謬微笑 ◎ 廖玉蕙 190

EB01736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OOLRQO( 訪草 (第二卷 ) ◎ 陳冠學 120

EB01737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OOLSPQ( 兩地 ◎ 林海音 160

EB01737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OOLSSR( 蘭苑隨筆 ◎ 鍾梅音 130

EB01737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OOLTSQ( 行與言 ◎ 桂裕 150

EB01737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OONKMR( 你道別了嗎 ? ◎ 林黛嫚 150

EB01737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NLLT( 台灣現代文選散文卷 ◎ 蕭水順 230

EB01737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NOKT( ?弦評傳 ◎ 龍彼德 300

EB01737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PMSL( 夏丏尊 ◎ 范銘如 -主編、張堂錡 -編著 230

EB01737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PNRN( 雪樓小品 ◎ 洛夫 110

EB01737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PONO( 我與文學 ◎ 張秀亞 160

EB01737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PPTP( 愛晚亭 ◎ 謝冰瑩 150

EB01738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PRKK( 荒言 ◎ 吳鈞堯 200

EB01738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OOQKTR( 藝動人生 ◎ 楊曼雲 240

EB01738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QQQK( 客路相逢 ◎ 黃光男 180

EB01738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ROKR( 京都一年 (修訂二版 ) ◎ 林文月 230

EB01738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RPPL( 記憶中的收藏 ◎ 趙珩 200

EB01738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RPQS( 老饕漫筆 ◎ 趙珩 150

EB01738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RQKP( 泰山唱月 ◎ 古華 240

EB01738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RQMT( 不丹 樂國樂國 ◎ 梁丹丰 -文／圖 230

EB01738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RTKM( 比整個世界還要大－散文選讀 ◎ 王怡心 -等編著 260

EB01738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OOTKPK( 文藝與傳播 (二版 ) ◎ 王鼎鈞 150

EB01739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OTKTS( 台灣平安 ◎ 洪素麗 -文‧圖 270

EB01739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OTLKO( 無人的遊樂園 ◎ 黃雅歆 210

EB01739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PKLLR( 綠窗寄語 (六版 ) ◎ 謝冰瑩 120

EB01739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PKQLM( 琦君說童年 (二版 ) ◎ 琦君 -著 150

EB01739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PKRMS( 散文新四書－夏之豔 ◎ 周芬伶 -編著 150

EB01739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PKRNP( 散文新四書－春之華 ◎ 林黛嫚 -編著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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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39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PKRQQ( 散文新四書－秋之聲 ◎ 陳義芝 -編著 150

EB01739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OPKRRN( 散文新四書－冬之妍 ◎ 廖玉蕙 -編著 150

EB01739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1*TKKOLO( 新亞遺鐸 (精 ) ◎ 錢穆著 778

EB01739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KMNNN( 湖上閒思錄 (平 ) ◎ 錢穆著 144

EB01740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9 y(7IJ5H1*TKOTNL( 歷史圈外 (平 ) ◎ 朱桂著 100

EB01740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KPSQK( 中國文學鑑賞舉隅 (精 ) ◎ 黃慶萱、許家鸞著 289

EB01740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TKQOOR( 累廬聲氣集 (精 ) ◎ 姜超嶽 267

EB01740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TKQOQL( 林下生涯 (精 ) ◎ 姜超嶽 256

EB01740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TKQPOQ( 藍天白雲集 (精 ) ◎ 梁容若 200

EB01740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TKQPPN( 藍天白雲集 (平 ) ◎ 梁容若 144

EB01740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QML( 石頭的研究 (精 ) ◎ 戴天著 256

EB01740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5 y(7IJ5H1*TKQQTK( 寫作是藝術 (平 ) ◎ 張秀亞 133

EB01740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TKQRMK( 文開隨筆 (精 ) ◎ 糜文開 200

EB01740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TKQRNR( 文開隨筆 (平 ) ◎ 糜文開 144

EB01741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RSM( 城巿筆記 (精 ) ◎ 也斯著 256

EB01741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QRTT( 城巿筆記 (平 ) ◎ 也斯著 189

EB01741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SKP( 歐羅巴的蘆笛 (精 ) ◎ 葉維廉 344

EB01741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SLM( 歐羅巴的蘆笛 (平 ) ◎ 葉維廉 278

EB01741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SMT( 一個中國的海 (精 ) ◎ 葉維廉 267

EB01741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SNQ( 一個中國的海 (平 ) ◎ 葉維廉 200

EB01741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QSPK( 山外有山 (平 ) ◎ 李英豪 167

EB01741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8 y(7IJ5H1*TKQSQR( 知識之劍 (精 ) ◎ 陳鼎環 256

EB01741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TKQSSL( 還鄉夢的幻滅 (精 ) ◎ 賴景瑚 189

EB01741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TKQSTS( 還鄉夢的幻滅 (平 ) ◎ 賴景瑚 133

EB01742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5 y(7IJ5H1*TKQTKO( 葫蘆‧再見 (精 ) ◎ 鄭明娳 233

EB01742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9 y(7IJ5H1*TKQTLL( 葫蘆‧再見 (平 ) ◎ 鄭明娳 167

EB01742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6 y(7IJ5H1*TKQTPT( 青春 (平 ) ◎ 葉蟬貞 133

EB01742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TKQTQQ( 牧場的情思 (精 ) ◎ 張媛媛 256

EB01742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TKQTRN( 牧場的情思 (平 ) ◎ 張媛媛 178

EB01742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1*TKQTSK( 萍蹤憶語 (精 ) ◎ 賴景瑚 139

EB01742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RKMO( 一縷新綠 (精 ) ◎ 柴扉著 233

EB01742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TKRKNL( 一縷新綠 (平 ) ◎ 柴扉著 167

EB01742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KOS( 金排附 (精 ) ◎ 鍾延豪 200

EB01742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KQM( 放鷹 (精 ) ◎ 吳錦發 256

EB01743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LKT( 泥土的香味 (精 ) ◎ 彭瑞金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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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43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LMN( 燈下燈 (精 ) ◎ 蕭蕭著 167

EB01743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LOR( 陽關千唱 (精 ) ◎ 陳煌著 189

EB01743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LPO( 陽關千唱 (平 ) ◎ 陳煌著 133

EB01743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LQL( 種籽 (精 ) ◎ 向陽著 200

EB01743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LSP( 無緣廟 (精 ) ◎ 陳艷秋 167

EB01743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MKS( 鄉事 (精 ) ◎ 林清玄 189

EB01743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MLP( 鄉事 (平 ) ◎ 林清玄 122

EB01743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MMM( 余忠雄的春天 (精 ) ◎ 鍾鐵民 167

EB01743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MSO( 青囊夜燈 (精 ) ◎ 許振江 167

EB01744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NKR( 我永遠年輕 (精 ) ◎ 唐文標 178

EB01744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NLO( 我永遠年輕 (平 ) ◎ 唐文標 122

EB01744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NOP( 心酸記 (精 ) ◎ 李喬著 189

EB01744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NQT( 孤獨園 (精 ) ◎ 林蒼鬱 156

EB01744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NSN( 離訣 (精 ) ◎ 林蒼鬱 144

EB01744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OKQ( 托塔少年 (精 ) ◎ 林文欽編 144

EB01744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OQS( 孤寂中的迴響 (精 ) ◎ 洛夫著 156

EB01744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OSM( 火天使 (精 ) ◎ 趙衛民 189

EB01744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OTT( 火天使 (平 ) ◎ 趙衛民 133

EB01744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PKP( 無塵的鏡子 (精 ) ◎ 張默著 167

EB01745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PMT( 往日旋律 (精 ) ◎ 幼柏著 156

EB01745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0 y(7IJ5H1*TKRPNQ( 往日旋律 (平 ) ◎ 幼柏著 100

EB01745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6 y(7IJ5H1*TKRPON( 鼓瑟集 (精 ) ◎ 幼柏著 289

EB01745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6 y(7IJ5H1*TKRPPK( 鼓瑟集 (平 ) ◎ 幼柏著 222

EB01745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RPQR( 耕心散文集 (精 ) ◎ 耕心著 267

EB01745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7 y(7IJ5H1*TKRPRO( 耕心散文集 (平 ) ◎ 耕心著 200

EB01745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4 y(7IJ5H1*TKRQSK( 我在日本 (精 ) ◎ 謝冰瑩 167

EB01745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RKN( 大漢心聲 (精 ) ◎ 張起鈞 167

EB01745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RLK( 大漢心聲 (平 ) ◎ 張起鈞 111

EB01745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5 y(7IJ5H1*TKRROL( 人生小語 (二 )―愛心與困情 (精 ) ◎ 何秀煌 167

EB01746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2 y(7IJ5H1*TKRRST( 回首叫雲飛起 (精 ) ◎ 羊令野 189

EB01746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2 y(7IJ5H1*TKRRTQ( 回首叫雲飛起 (平 ) ◎ 羊令野 133

EB01746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KRSMQ( 湍流偶拾 (精 ) ◎ 繆天華 233

EB01746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5 y(7IJ5H1*TKRSNN( 湍流偶拾 (平 ) ◎ 繆天華 167

EB01746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6 y(7IJ5H1*TKRSOK( 文學之旅 (精 ) ◎ 蕭傳文 233

EB01746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KRSQO( 文學邊緣 (精 ) ◎ 周玉山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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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46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3 y(7IJ5H1*TKRSRL( 文學邊緣 (平 ) ◎ 周玉山 178

EB01746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6 y(7IJ5H1*TKRSSS( 種子落地 (精 ) ◎ 葉海煙 233

EB01746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6 y(7IJ5H1*TKRSTP( 種子落地 (平 ) ◎ 葉海煙 167

EB01746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TKRTKL( 向未來交卷 (精 ) ◎ 葉海煙 289

EB01747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y(7IJ5H1*TKRTLS( 向未來交卷 (平 ) ◎ 葉海煙 222

EB01747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3 y(7IJ5H1*TKRTOT( 材與不材之間 (精 ) ◎ 王邦雄 233

EB01747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3 y(7IJ5H1*TKRTPQ( 材與不材之間 (平 ) ◎ 王邦雄 167

EB01747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LOKSO( 靜思手札 (精 ) ◎ 黑野著 289

EB01747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LOKTL( 靜思手札 (平 ) ◎ 黑野著 222

EB01747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LOLKR( 狡兔歲月 (精 ) ◎ 黃和英 267

EB01747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TLOLLO( 狡兔歲月 (平 ) ◎ 黃和英 200

EB01747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TLPKON( 老樹春深更著花 (精 ) ◎ 畢璞著 244

EB01747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TLPKPK( 老樹春深更著花 (平 ) ◎ 畢璞著 178

EB01747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81 y(7IJ5H1*TLPNMQ( 散文美讀 (附 CD) ◎ 邱燮友採編 490

EB01748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TLQPSN( 山水的約定 (精 ) ◎ 葉維廉 233

EB01748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TLQPTK( 山水的約定 (平 ) ◎ 葉維廉 167

EB01748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TLRNOO( 文學與史地 (精 ) ◎ 任遵時 378

EB01748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TLRNPL( 文學與史地 (平 ) ◎ 任遵時 311

EB01748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TLSORL( 文開隨筆續編 (精 ) ◎ 糜文開 230

EB01748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TLSOSS( 文開隨筆續編 (平 ) ◎ 糜文開 180

EB017486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TLSQRT( 人生小語 (一 )―瞬息與永恒 (精 )(彩色版 ) ◎ 何秀煌 230

EB017487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TMKTRT( 紅葉的追尋 (精 ) ◎ 葉維廉 420

EB017488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TMKTSQ( 紅葉的追尋 (平 ) ◎ 葉維廉 350

EB017489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TMMLQO( 窗外有棵相思 (精 ) ◎ 逯耀東 260

EB017490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TMMLTP( 窗外有棵相思 (平 ) ◎ 逯耀東 190

EB017491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TMNKNL( 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 (精 ) ◎ 張堂錡 370

EB017492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TMOORM( 那年初一 (精 ) ◎ 逯耀東 210

EB01749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TMOOST( 那年初一 (平 ) ◎ 逯耀東 140

EB017494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TMOOTQ( 似是閒雲 (精 ) ◎ 逯耀東 230

EB017495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TMOPKM( 似是閒雲 (平 ) ◎ 逯耀東 160

EB01749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TRPKST( 羨慕的飛行 ◎ 施吟宜 250

EB01749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8G7*TRPMRK( 動物醫院39號 ◎ 李瑾倫 220

EB01749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TRPQKR( 努比亞的線腳獅子 ◎ 巴斯卡‧著∕ BO2‧繪圖 220

EB01749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MTLNLS( Paw在醫院裡 ◎ 李瑾倫 200

EB01750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MTLORT( 看不見的光 ◎ Kowei‧文圖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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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50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MTLSTT( 橄欖色屋頂公寓305室 ◎ 林怡芬 250

EB01750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NKR( 小朋友美力 ◎ 傅娟、歐陽妮妮、歐陽娜娜 250

EB01750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NSN( 夏天來的時候，我會想妳 ◎ Rae 240

EB01750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OOO( 忘記憂愁的地方 ◎ 李鼎、徐君豪‧合著 320

EB01750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0*NLQRQQ( 照相本子 (平裝 ) ◎ 幾米 269

EB01750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0*NLQTPR( 1. 2. 3. 木頭人 (平裝 ) ◎ 幾米 269

EB01750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0*NLQTNN( 1. 2. 3. 木頭人 (精裝 ) ◎ 幾米 369

EB01750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8G7*TRPLLT(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平裝 ) ◎ 幾米 249

EB01750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8G7*TRPLKM(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精裝 ) ◎ 幾米 349

EB01751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8G7*TRPPPN( 布瓜的世界（平裝） ◎ 幾米 269

EB01751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8G7*TRPPOQ( 布瓜的世界（精裝） ◎ 幾米 369

EB01751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TRPRNR( 幸運兒（平裝） ◎ 幾米 360

EB01751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TRPRMK( 幸運兒（精裝） ◎ 幾米 500

EB01751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TRPTRN( 你們我們他們（平裝） ◎ 幾米 269

EB01751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TRPTQQ( 你們我們他們（精裝） ◎ 幾米 369

EB01751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MTLRLO( 失樂園套書（全五冊平裝） ◎ 幾米 1250

EB01751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KNL( 藍石頭（平裝） ◎ 幾米 360

EB01751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KMO( 藍石頭（精裝） ◎ 幾米 500

EB01751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MMM( 謝謝你毛毛兔，這個下午真好玩（平） ◎ 幾米 250

EB01752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MOQ( 謝謝你毛毛兔，這個下午真好玩（精） ◎ 幾米 350

EB01752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KPTQMS( 戀之風景（精裝） ◎ 幾米 280

EB01752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KPTTSR(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平裝） ◎ 幾米 280

EB01752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KPTTRK(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精裝） ◎ 幾米 380

EB01752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NRR( 幾米故事的開始 ◎ 幾米 380

EB01752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RQQ( 躲進世界的角落（平裝） ◎ 幾米 350

EB01752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SQP( 躲進世界的角落（精裝） ◎ 幾米 450

EB01752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SRM( 吃掉黑暗的怪獸 ◎ 幾米‧繪∕喬依絲．唐巴‧文 280

EB01752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2*LNLLRQ( 星空（平裝） ◎ 幾米 369

EB01752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2*LNLMKQ( 星空（精裝） ◎ 幾米 499

EB01753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8*OQSPSK( 交換日記 (十年典藏版 ) ◎ 張妙如 & 徐玫怡 150

EB01753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1 y(7IJ8G2*LNLKPN( 交換日記2（2009年新版） ◎ 張妙如 & 徐玫怡 220

EB01753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8G7*TRPMRK( 動物醫院39號（2010年新版） ◎ 李瑾倫 220

EB01753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NSN( 夏天來的時候，我會想妳 ◎ Rae 240

EB01753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OOO( 忘記憂愁的地方 ◎ 李鼎、徐君豪‧合著 320

EB01753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2 y(7IJ8G7*KPTQNP( I'm dodolook（書＋光碟） ◎ dodolook 280



 - 502 -

．
︹
散
文
隨
筆
日
記
︺
．

EB01753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4 y(7IJ8G7*KPTRRM( 西雅圖妙記2 ◎ 張妙如 280

EB01753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5 y(7IJ8G7*KPTSKM( 我們在此撤離，只留下光 ◎ 廖偉棠 280

EB01753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9 y(7IJ8G2*LNKKQN( 西雅圖妙記3 ◎ 張妙如 280

EB01753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11 y(7IJ8G2*LNKLQM( 螺絲狗 ◎ 李鼎‧著∕ Chili‧繪圖 300

EB01754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2 y(7IJ8G2*LNKNTL( 交換日記11 ◎ 張妙如 & 徐玫怡 250

EB01754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8 y(7IJ8G2*LNKRLL( 一夜叛逃 ◎ 郭容 280

EB01754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7 y(7IJ8G2*LNKRMS( 西雅圖妙記4 ◎ 張妙如 280

EB01754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11 y(7IJ8G2*LNKTOK( 再見的地方 ◎ 李鼎‧著∕郭政彰、許翔、李孟庭‧攝 300

EB01754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2 y(7IJ8G2*LNLKMM( 飄洋過海追上你 ◎ 欣西亞 300

EB01754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2 y(7IJ8G2*LNLKOQ( 靠窗的位子，光線剛好。 ◎ 李瑾倫 300

EB01754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4 y(7IJ8G2*LNLLPM( 會飛的書包 ◎ 孫書恩等十位 350

EB01754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6 y(7IJ8G2*LNLMNR( 18歲的成年禮 ◎ 蔡慧蓉 250

EB01754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7 y(7IJ8G2*LNLMTT( 交換日記12 ◎ 張妙如 & 徐玫怡 250

EB01754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8G2*LNLPST( 玩具小家庭 ◎ 徐玫怡 250

EB01755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8G2*LNLPTQ( 講貓的壞話 ◎ 李瑾倫 280

EB01755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9 y(7IJ8G2*LNLNTS( 米頭詐降麵 ◎ 王怡穎 369

EB01755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112 y(7IJ8G7*TRPQLO( 設計私生活 ◎ 歐陽應霽 380

EB01755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301 y(7IJ8G7*QKKNQN( 放大義大利 ◎ 歐陽應霽 380

EB01755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MTLTMT( 慢慢快活―好想懶惰 ◎ 歐陽應霽 300

EB01755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510 y(7IJ5H0*NLQNKS( 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十年典藏版 ) ◎ 幾米 249

EB01755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006 y(7IJ5H0*NLQRQQ( 照相本子 (平裝 ) ◎ 幾米 269

EB01755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006 y(7IJ5H0*NLQRPT( 照相本子 (精裝 ) ◎ 幾米 369

EB01755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010 y(7IJ5H0*NLQTPR( 1. 2. 3. 木頭人 (平裝 ) ◎ 幾米 269

EB01755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010 y(7IJ5H0*NLQTNN( 1. 2. 3. 木頭人 (精裝 ) ◎ 幾米 369

EB01756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102 y(7IJ8G7*TRPLLT(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平裝 ) ◎ 幾米 249

EB01756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102 y(7IJ8G7*TRPLKM(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精裝 ) ◎ 幾米 349

EB01756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109 y(7IJ8G7*TRPPPN( 布瓜的世界（平裝） ◎ 幾米 269

EB01756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109 y(7IJ8G7*TRPPOQ( 布瓜的世界（精裝） ◎ 幾米 369

EB01756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01 y(7IJ8G7*TRPRNR( 幸運兒（平裝） ◎ 幾米 360

EB01756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01 y(7IJ8G7*TRPRMK( 幸運兒（精裝） ◎ 幾米 500

EB01756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01 W(01HD5I* 幸運兒（全球限量版單書） ◎ 幾米 1500

EB01756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06 y(7IJ8G7*TRPTRN( 你們我們他們（平裝） ◎ 幾米 269

EB01756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06 y(7IJ8G7*TRPTQQ( 你們我們他們（精裝） ◎ 幾米 369

EB01756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10 y(7IJ8G7*QKKLQP( 森林裡的祕密（平裝） ◎ 幾米 199

EB01757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10 y(7IJ8G7*QKKLPS( 森林裡的祕密（精裝） ◎ 幾米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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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57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10 y(7IJ8G7*QKKLOL( 微笑的魚（平裝） ◎ 幾米 269

EB01757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210 y(7IJ8G7*QKKLNO( 微笑的魚（精裝） ◎ 幾米 369

EB01757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301 y(7IJ8G7*QKKNMP( 開始 (筆記書 ) ◎ 幾米 299

EB01757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306 y(7IJ8G7*QKKPPO( 履歷表 (平裝 ) ◎ 幾米 269

EB01757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306 y(7IJ8G7*QKKPQL( 履歷表 (精裝 ) ◎ 幾米 369

EB01757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310 y(7IJ8G7*QKKRNS( 遺失了一隻貓（平裝） ◎ 幾米 250

EB01757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310 y(7IJ8G7*QKKRML( 遺失了一隻貓（精裝） ◎ 幾米 350

EB01757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01 y(7IJ8G7*QKKTLM( 小蝴蝶小披風（平裝） ◎ 幾米 269

EB01757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01 y(7IJ8G7*QKKTMT( 小蝴蝶小披風（精裝） ◎ 幾米 369

EB01758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11 y(7IJ8G7*MTLPPO( 失樂園 I 寂寞上場了 ◎ 幾米 250

EB01758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11 y(7IJ8G7*MTLRLO( 失樂園套書（全五冊平裝） ◎ 幾米 1250

EB01758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11 y(7IJ8G7*MTLPQL( 失樂園 II 童年下雪了 ◎ 幾米 250

EB01758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11 y(7IJ8G7*MTLPRS( 失樂園 III 祕密花開了 ◎ 幾米 250

EB01758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11 y(7IJ8G7*MTLPSP( 失樂園 IV 魔法失靈了 ◎ 幾米 250

EB01758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411 y(7IJ8G7*MTLPTM( 失樂園 V 奇蹟迷路了 ◎ 幾米 250

EB01758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KNL( 藍石頭（平裝） ◎ 幾米 360

EB01758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KMO( 藍石頭（精裝） ◎ 幾米 500

EB01758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MMM( 謝謝你毛毛兔，這個下午真好玩（平） ◎ 幾米 250

EB01758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MOQ( 謝謝你毛毛兔，這個下午真好玩（精） ◎ 幾米 350

EB01759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2 y(7IJ8G2*LNKONS( 向左走‧向右走（平裝）(2008年新版 ) ◎ 幾米 280

EB01759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PMT( 向左走‧向右走（精裝）(2007年新版 ) ◎ 幾米 350

EB01759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2 y(7IJ8G7*KPTQMS( 戀之風景（精裝） ◎ 幾米 280

EB01759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8 y(7IJ8G7*KPTTSR(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平裝） ◎ 幾米 280

EB01759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08 y(7IJ8G7*KPTTRK(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精裝） ◎ 幾米 380

EB01759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10 y(7IJ8G2*LNKLNL( 月亮忘記了（平裝）（2007年新版） ◎ 幾米 260

EB01759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610 y(7IJ8G2*LNKLMO( 月亮忘記了（精裝）（2007年新版） ◎ 幾米 360

EB01759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2 y(7IJ8G2*LNKNRR( 幾米故事的開始 ◎ 幾米 380

EB01759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6 y(7IJ8G2*LNKQMT( 聽幾米唱歌（平裝）（2008年新版） ◎ 幾米 220

EB01759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6 y(7IJ8G2*LNKQLM( 聽幾米唱歌（精裝）（2008年新版） ◎ 幾米 320

EB01760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6 y(7IJ8G2*LNKQON( 森林唱遊（平裝）（2008年新版） ◎ 幾米 220

EB01760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6 y(7IJ8G2*LNKQNQ( 森林唱遊（精裝）（2008年新版） ◎ 幾米 320

EB01760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9 y(7IJ8G2*LNKRQQ( 躲進世界的角落（平裝） ◎ 幾米 350

EB01760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709 y(7IJ8G2*LNKSQP( 躲進世界的角落（精裝） ◎ 幾米 450

EB01760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5 y(7IJ8G2*LNLLRQ( 星空（平裝） ◎ 幾米 369

EB01760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9805 y(7IJ8G2*LNLMKQ( 星空（精裝） ◎ 幾米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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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60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8G2*LNLPOL( 走向春天的下午（平裝） ◎ 幾米 350

EB017607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8G2*LNLPPS( 走向春天的下午（精裝） ◎ 幾米 450

EB017608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MTLTKP( 名為西藏的詩 ◎ 唯色 380

EB017609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NNT( 我的藍莓夜記憶盒 ◎ 王家衛‧故事∕勞倫斯‧卜洛克‧劇本∕李中堯‧小說 899

EB017610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OSM( 工作 DNA(修訂版 ) ◎ 郝明義 280

EB017611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NQT( 嬈嬌美麗是阮的山 ◎ 施寄青與她的鄰居們 300

EB017612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KPTSPR( 因數位而美麗 ◎ 明基友達基金會‧策劃 380

EB017613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POO( 明信片生活劇場 ◎ 明基友達基金會‧策劃、黑眼圈‧內文採訪 380

EB017614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KPTPPK( 流浪集 ◎ 舒國治 250

EB017615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2*LNKMLQ( 甜美的剎那 ◎ 柯裕棻 250

EB017616 大塊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2*LNKOSN( 給冥王星 ◎ 張惠菁 250

EB017617 大辣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8*MRLTPL( 台北咖啡 Taipei Cafe ◎ 阿尼默、小莊、韓良露、杜祖業等 350

EB017618 網路與書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6*SOLNTM( 阿娜答的神祕世界 ◎ 張桂越 280

EB017619 網路與書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SOLLPQ( 嚐書：視界與舌尖之外 ◎ 劉怡伶 350

EB017620 大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MNPNQR( 噹！噹！噹！跟我回到小時候 ◎ 老頭文 . 圖 420

EB017621 小兵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7*LKRSSQ( 嘿嘿嘿，看世界 ! ◎ 張榜奎 220

EB017622 出色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6*QRTMKT( 1001句的浪漫手機情話 ◎ QQ男 200

EB017623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QNR( 回歸自然 . 美夢成真 ◎ 方鵬程 高莉瑛 合著 210

EB017624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PMMQRT( 漫遊香江―用放大鏡看香港 ◎ 王宛儒 200

EB017625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OPN( 希望還有明天 ◎ 王曉寒 150

EB017626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PMMNST( 爺爺，Be Careful ◎ 王曉寒 120

EB017627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PMMSPN( 住在南半球的日子 ◎ 周嘉川 楊本禮 300

EB017628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0*PLOQTS( 被自己的果實壓彎了的一株年輕的樹 ◎ 東尼 . 十二月 著 250

EB017629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PMMMLL( 最難忘情 ◎ 金耀基 290

EB017630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PMMTML( 劍橋語絲 ◎ 金耀基 著 180

EB017631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SRN( 原來，幸福一直都在 ◎ 洪英洲 300

EB017632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PMLTKK( 人生拾掇―常茵勵志散文集 ◎ 常茵 260

EB017633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0*PLOOML( 無夢樓隨筆 ◎ 張中曉 遺稿 180

EB017634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PMMSLP( 張秀亞散文精選 ◎ 張秀亞 220

EB017635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0*PLSRRL( 張愛玲地圖 ◎ 淳 子 著 250

EB017636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0*PMNNMO( 杏林深耕四十年 ◎ 陳文龍 250

EB017637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PMLQTQ( 市廛居 ◎ 鹿橋 320

EB017638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PMLQST( 懺情書 ◎ 鹿橋 220

EB017639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0*PLNTSL( 多情應笑 ◎ 黃啟方 著 250

EB017640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PLTRPO( 浮生散記 ◎ 楊熾麟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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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641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1966 y(7IJ5H0*PLKSPK( 空山霝雨 ◎ 落華生 著 150

EB017642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PMLONQ( 內心的舒放 ◎ 葉于模 320

EB017643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0*PLTNKN( 雷驤‧Pocket Watch ◎ 雷驤 300

EB017644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PQT( 雷驤‧Pocket Watch II ◎ 雷驤 390

EB017645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TPS( 螃蟹海岸 ◎ 鄧榮坤 250

EB017646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RSL( 一隊火把向紫禁城移動 ◎ 鄧榮坤 著 250

EB017647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KSKO( 乙未，第三十二首 ◎ 鄧榮坤 著 250

EB017648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1977 y(7IJ5H0*PKKSMK( 劍橋語絲 ◎ 金耀基 著 90

EB017649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1965 y(7IJ5H0*PKMOSK( 中國散文史 ◎ 陳 柱 著 135

EB017650 台灣商務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PMLLMM( 鮑爾吉‧原野散文選 ◎ 鮑爾吉‧原野 350

EB017651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NKQQRK( 喜歡和愛 ◎ 曾昭旭 120

EB017652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NKQQTO( 廣播名人私房話 ◎ 劉小梅 120

EB017653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NKQRLR( 想把快樂送給你 ◎ 溫小平 120

EB017654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NKRQNT( 流浪的大麥町 ◎ 杜興江 (杜白 ) 180

EB017655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5*NKSMKT( 活出自信活出愛 ◎ 王邦雄 120

EB017656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NKTNON( 想我少年時 ◎ 孫小英 120

EB017657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NKTPTQ( 小龍心情寫真：非常中學生 ◎ 溫小平 120

EB017658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NKTTQL( 這些人和那些狗 ◎ 杜興江 (杜白 ) 180

EB017659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NKTTRS( 親情告白 ◎ 楊明 100

EB017660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NKTTTM( 親情無價 ◎ 楊明 100

EB017661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ROKLLP( 逛ㄍㄨㄤˋ書 ◎ 周惠玲 120

EB017662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5*ROKOMT( 小白要出嫁 ◎ 杜興江 (杜白 ) 180

EB017663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RKM( 像太陽一樣的笑容 ◎ 廖玉蕙 80

EB017664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RLT( 千針萬線紅書包 ◎ 蕭水順 80

EB017665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RQO( 沒有圍牆的花園 ◎ 顏崑陽 120

EB017666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RRL( 老師沒教的事 ◎ 陳妍君 (桑曄 ) 120

EB017667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SSR( 我的左手筆記 ◎ 王淑芬 160

EB017668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STO( 我家的怪獸不見了！ ◎ 溫小平 200

EB017669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5*ROKTOS( 尋人啟事 ◎ 賴西安 220

EB017670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ROLTSN( 等待一隻蝴蝶飛回 ◎ 廖玉蕙 120

EB017671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ROMKTQ( 長的不帥也是龍 ◎ 溫小平 120

EB017672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5*ROMRQS( 葫蘆貓 ◎ 杜興江 (杜白 ) 190

EB017673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RONMLP( 夢與愛的網站 ◎ 顏崑陽 120

EB017674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RONMOQ( 同學，愛老虎油！ ◎ 曾春 120

EB017675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5*RONOLN( 藍色記憶箱 ◎ 管家琪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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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676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RONSOK( 淺紫色的故事 ◎ 馬景賢 100

EB017677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RONSPR( 溫柔鬍渣渣 ◎ 羅位育 100

EB017678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5*RONSSS( 孔雀魚之戀：22位知名作家的童年往事 ◎ 林 良 180

EB017679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5*ROONPT( 屋簷下的風景 ◎ 焦桐主編 100

EB017680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5*ROONQQ( 母親的花圃 ◎ 焦桐主編 100

EB017681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5*ROOOMR( 飛翔的姿勢：成長散文集 ◎ 蕭蕭主編 160

EB017682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5*ROOPMQ( 穿靴子的咖哩皮皮 ◎ 杜興江 250

EB017683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ROOSTM( 雜貨人生 ◎ 陳璐茜 180

EB017684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ROOTMM( 49個夕陽 ◎ 陳幸蕙主編 120

EB017685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ROOTNT( 壓力變甜點 ◎ 蕭蕭主編 160

EB017686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ROOTOQ( 真愛年代 ◎ 陳幸蕙主編 120

EB017687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ROPLST( 仲夏淡水線 ◎ 侯維玲 180

EB017688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5*ROPMMQ( 路見不平 ◎ 溫小平 ；插圖／張曉萍 180

EB017689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5*ROPOMO( 這個爸爸超有趣 ◎ 季無言 180

EB017690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5*ROPOQM( 強力圓超人：趙自強成長魔法書 ◎ 趙自強 320

EB017691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5*ROPORT( 老師，不要哭 ◎ 朱秀芳 200

EB017692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5*ROPQKS( 玻璃瓶裡的夏天 ◎ 阿盛主編 200

EB017693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5*ROPSKQ( 煮飯花 ◎ 陳幸蕙主編 160

EB017694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5*ROPSLN( 黑潮蝴蝶 ◎ 李潼 160

EB017695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5*ROQKTO( 生命的學徒 ◎ 蕭蕭主編 180

EB017696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5*ROQSOL( 活著就是愛：勵志散集 ◎ 蕭蕭主編 180

EB017697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5*ROQTTP( 親情之旅 ◎ 沈惠芳主編 160

EB017698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5*RORMRP( 溫情的擁抱：經典親情散文集 ◎ 蕭蕭主編 180

EB017699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10 y(7IJ5H5*RORQLT( 像太陽一樣的笑容 (二版 ) ◎ 廖玉蕙 160

EB017700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10 y(7IJ5H5*RORQMQ( 流星雨的天空 (二版 ) ◎ 廖玉蕙 180

EB017701 幼獅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10 y(7IJ5H5*RORQSS( 媽媽剝開青橘子 (二版 ) ◎ 林黛嫚 100

EB017702 田園城市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0*OKQNLN( J-WALK:我的耶路撒冷症候群 Noteson"My"JerusalemSyndrome ◎ 顏忠賢 399

EB017703 田園城市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0*OKQRKM( 街道神話 CityMythology ◎ 李清志 320

EB017704 田園城市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8G7*RKPTQT( 重顧草莓地 ◎ 陳家毅 350

EB017705 田園城市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7*KKTQLQ( 短對話 ◎ 李依樺、林艾箴 280

EB017706 田園城市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7*KKTRTL( 蒸發 ◎ 張雍 380

EB017707 好 FUN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TLMKRS( 1001則的溫馨手機祝福 ◎ QQ男 180

EB017708 好名堂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TNRLNM( 好運就要來敲門 ◎ 張景雲 220

EB017709 好名堂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TNRLOT( 愛的光合作用 ◎ 梁勝潔 220

EB017710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ONMKTQ( 三十三天天外天～琉璃人生 ◎ 林清玄等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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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711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ONMMTO( 平常歲月平常心～琉璃人生 ◎ 薇薇夫人等著 150

EB017712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5*ONMORS( 九霄雲外有神仙～琉璃人生 ◎ 夏元瑜等 150

EB017713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5*ONKRQO( 人生禪 (一 ) ◎ 方杞 140

EB017714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5*ONLNNO( 人生禪 (三 ) ◎ 方杞 140

EB017715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ONROKO( 豐富小宇宙 ◎ 王靜蓉 170

EB017716 佛光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5*ONNTMP( 半是青山半白雲 (佛教散文選第三集 ) ◎ 林清玄等 150

EB017717
典藏藝
術家庭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PLTMOP( 一樣湖山兩樣春 ◎ 黃光男 280

EB017718 法鼓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5*TSLKMK( 法源血源 (二版 ) ◎ 180

EB017719 法鼓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6*NNKTSS( 春夏秋冬 ◎ 200

EB017720 法鼓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8*ORNTPT( 活著 活著 就笑了 ◎ 200

EB017721 牛奶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8*NMKPPK( 越貧窮越快樂 (牛奶 ) ◎ 萬金油 250

EB017722 知書房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QOKOMK( 學會呼吸 ◎ 耿相新 160

EB017723 昭明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LPLPKQ( 一爐薪火 (昭明 ) ◎ 胡志成 180

EB017724 昭明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LPLKOT( 把這裡當家 (昭明 ) ◎ 胡志成 180

EB017725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3*QKOMKO( 品味人生 ◎ 丁啟明 200

EB017726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3*QKPPNT( 心園散曲 ◎ 詹瑞麟 180

EB017727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3*QKPPPN( 人生的啟示 ◎ 丘榮襄 180

EB017728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3*QKPQRQ( 錦繡人生 ◎ 劉錦得 180

EB017729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3*QKPTNP( 曠野行吟尋詩意 ◎ 詹瑞麟 200

EB017730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3*QKPTRN( 心靈的清泉 ◎ 林增益 200

EB017731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3*QKQKQM( 千錘百鍊始成鋼 ◎ 蘇明偉 200

EB017732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3*QKQPSL( 心靈小品 ◎ 陳加再 200

EB017733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3*QKQSNN( 朱自清散文選 ◎ 林文慧 200

EB017734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3*QKSNRK( 人心的藩籬 ◎ 莊秋敏 200

EB017735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3*QKTQRO( 航向心靈深處 ◎ 詹瑞麟 200

EB017736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3*QLLQPN( 人生最樂是讀書 ◎ 董樹藩 200

EB017737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3*QLLQRR( 椰林大道五十年 ◎ 曾永義 300

EB017738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3*QKQMKS( 莫讓愛跌停板 (增訂版 ) ◎ 莊秋敏 250

EB017739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3*QKQKRT( 擁抱愛的人生 ◎ 莊秋敏 250

EB017740 國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3*QKQRQP( 真愛一世情 ◎ 莊秋敏 250

EB017741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MQOKTL( 大漠案揭密：中華民國兵援外交祕史 ◎ 300

EB017742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8*NTQRTL( 柏林新世紀 ◎ 240

EB017743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8*NTQTMK( 窗外是黑海 ◎ 260

EB017744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0*OSOLRP( 姻緣傳奇 ◎ 220

EB017745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SSKOTT( 在椰糖樹的平原上：台灣知風草的無國界關懷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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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746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7*SSKQPT( 湖畔秋深了 ◎ 280

EB017747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SSKLPO( 丹麥的美麗人生 ◎ 280

EB017748 智庫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7*SSKTTO( 流浪筆記 ◎ 300

EB017749 雄獅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4*ROKQQQ( 光陰十帖－－畫說光陰 ◎ 奚淞 280

EB017750 奧林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9*SLOLPR( 家有小頑子 ◎ 180

EB017751 奧林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0*NTLMMK( 王介安的心情日記簿—－星河夜語 ◎ 190

EB017752 奧林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0*NTLMLN( 小女巫的悄悄話 Little Witch's Whispering ◎ 180

EB017753 萬卷樓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7*NTLOOP( 歷代小品文精華鑒賞辭典 ◎ 陳如江等 540

EB017754 萬卷樓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7*NTMPLK( 思路花語 ◎ 馬長山 150

EB017755 萬卷樓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7*NTQLKP( 《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 ◎ 蔡根祥 400

EB017756 萬卷樓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7*NTQMPT( 精校詳註《浮生六記》 ◎ 蔡根祥 180

EB017757 遠景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3*TKRSLR( 秋日的豐美 ◎ 林姿芳 180

EB017758 遠景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3*TKSSLO( 裁情女子爵士樂 ◎ 吳柳蓓 260

EB017759 遠景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3*TKRKLP( 逝者如斯夫 ◎ 丁中江 390

EB017760 遠景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3*TKRLQT( 石破天驚逗秋雨 ◎ 金文明 280

EB017761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6*MLTQMR( 生命的承諾 ◎ 王端正 300

EB017762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8G4*LROMQN( 生命的風華 ◎ 王端正 320

EB017763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NONLTS( 無常看人生 ◎ 王竹語 220

EB017764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NONMKO( 微笑看人生 ◎ 王竹語 220

EB017765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5*MMPQQR( 我在，因為你的愛 ◎ 陳美羿等著 250

EB017766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NOPMQK( 天涯行醫 ◎ 慈濟醫療團隊合著 280

EB017767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NOPORP( 人間渡 ◎ 黃基淦等著 220

EB017768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5*MMRLPT( 做就對 ◎ 林幸惠 250

EB017769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1*NORRLO( 雲開見月 ◎ 張明玲 260

EB017770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NOSPKQ( 紅塵好修行 ◎ 陳美羿 260

EB017771 靜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6*NRRMLL( 雲彩飛揚 ◎ 靜暘 250

EB017772 鄭森玉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9*RONTNS( 抓住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東西 ◎ 鄭森玉 250

EB017773 藝術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7*KNOSSP( 走進喜瑪拉雅 ◎ 韓書力 380

EB017774 藝術家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7*KNOQLS( 楊英風全集 --第二十一卷 ◎ 主編／蕭瓊瑞 600

EB017775 蘭臺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0*OMMNNR( 湖上閒思錄 ◎ 150

EB017776 蘭臺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9*LPOONR( 戀戀鄉情 ◎ 何元亨 150

EB017777 木馬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8G7*STRSOS( 屋頂上的石斛籣 ◎ 謝英俊、阮慶岳 250

EB017778 野人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8G8*KPTMLO( 不只是蓋房子 ◎ 胡湘玲 220

EB017779 西遊記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2*TSNTMS( 女生邊走邊唱 ◎ 陳翡翠 250

EB017780 左岸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6*RMNKLS( 走路 - 給我ㄧ條千里步道 ◎ 范伯倫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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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781 西遊記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8*MROTQT( 目的地上海 ◎ 雷驤 300

EB017782 繆思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8G7*NTTRSQ( Milly的京都私路 ◎ Milly 340

EB017783 野人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8G6*SKRMSM( 墨西哥情人 ◎ 林滿秋 320

EB017784 野人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6*SKROMS( 貓迷夢想專賣店 ◎ 心岱 300

EB017785 夏日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8G8*PPRKLR( 那年 . 菸田裡 :斗笠 . 洋巾 . 花布衫 ◎ 鍾舜文 380

EB01778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88 風雨中的寧靜 (英文版 )[精 ] ◎ 蔣經國 200

EB01778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0 台北屋簷下 [平 ] ◎ 尹雪曼 195

EB01778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不是過客 [平 ] ◎ 張放 130

EB01778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平常心 [平 ] ◎ 惠天 150

EB01779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生命的長廊 [平 ] ◎ 劉廣華 150

EB01779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1 y(7IJ5H1*QKLPKM( 蠱甕 [平 ] ◎ 無名氏 140

EB01779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QKLRTN( 自語集 [平 ] ◎ 魯軍 130

EB01779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柳暗花明又一村 [平 ] ◎ 90

EB01779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QKKPKP( 豬的世界 [平 ] ◎ 朱瑞民 250

EB01779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QKLPLT( 淡水魚冥思 [平 ] ◎ 120

EB01779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2 y(7IJ5H1*QKLTMM( 感時 ,花濺淚 [平 ] ◎ 邱七七 170

EB01779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QKMNMP( 行道樹的戀情 [精 ] ◎ 鄭元春 280

EB01779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柳營情事 [平 ] ◎ 120

EB01779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QKNKMP( 豐美大地 [平 ] ◎ 趙文藝 200

EB01780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QKMTKP( 這班 . 這般 ![平 ] ◎ 陳敬介 180

EB01780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3 y(7IJ5H1*QKMOKK( 愛情 . 愛情 . 愛情 [平 ] ◎ 無名氏 260

EB01780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QKNLQM( 一個心跳的午後 [平 ] ◎ 碧 果 180

EB01780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QKNRRN( 囚徒手記 [平 ] ◎ 雁 翼 230

EB01780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QKNNSO( 花雨葉雨果雨 [平 ] ◎ 芯心 160

EB01780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4 y(7IJ5H1*QKKKKK( 紅鯊 [平 ] ◎ 無名氏 260

EB01780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SST( 八又二分之一的男與女 [平 ] ◎ 陳愛妮 190

EB01780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OMTT( 俠隱記 [下 ][精 ] ◎ 亞歷山大．大仲馬原著 ; 葉怡君改寫 280

EB01780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OMSM( 俠隱記 [上 ][精 ] ◎ 亞歷山大．大仲馬原著 ; 葉怡君改寫 280

EB01780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ONRO( 草原上的小屋 [精 ] ◎ 羅拉．英格斯．威爾德原著 ; 楊明華改寫 280

EB01781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TLT( 鴛鴦蝴蝶夢 [平 ] ◎ 陳愛妮 190

EB01781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TOK( 惜緣集 [平 ] ◎ 魯軍 190

EB01781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TRL( 野獸 ;野獸 ;野獸 [平 ] ◎ 無名氏 260

EB01781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TPR( 智慧的年輪 [平 ] ◎ 王雲龍 190

EB01781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TNN( 溫馨美麗我的家 [平 ] ◎ 陳愛妮 360

EB01781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5 y(7IJ5H1*QKNTSS( 影響子女一生的一句話 [平 ] ◎ 陳愛妮陳愛妮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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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81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6 y(7IJ5H1*QKORLS( 窗外千堆浪 [平 ] ◎ 席裕珍 220

EB01781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QKPKKP( 地心歷險記 [精 ] ◎ 尤里．范那原著 ; 高佩瑤改寫 280

EB01781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QKPKTS( 柳林中的風聲 [精 ] ◎ 肯尼斯．葛拉翰原著 ; 高麗美改寫 280

EB01781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QKPKMT( 洞窟女王 [精 ] ◎ 亨利．賴德赫加原著 ; 王靜新改寫 280

EB01782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QKPLQQ( 海角一樂園 [精 ] ◎ 尊納維斯原著 ; 裘以嘉改寫 280

EB01782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7 y(7IJ5H1*QKORQN( 無怨無悔的愛 [平 ] ◎ 陳敬介 50

EB01782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QKPOKL( 在美國寫社論的故事 [平 ] ◎ 張慧元 250

EB01782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QKPNNN( 愛不會愈分愈薄 [平 ] ◎ 姜捷 240

EB01782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8 y(7IJ5H1*QKPNSS( 愛的種子 [平 ] ◎ 王雲龍 180

EB01782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QKPQKT( 為悲傷繫上蝴蝶結 [平 ] ◎ 劉愛微 220

EB01782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QKPPPP( 浪漫的星空 [平 ] ◎ 陳敬介 130

EB01782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QKPPSQ( 創造瀟灑 [平 ] ◎ 戚宜君 250

EB01782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1*QKPPRT( 親親我愛 [平 ] ◎ 馮菊枝 200

EB01782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QKPRPN( 回首依依 [平 ] ◎ 芯芯 230

EB01783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0 y(7IJ5H1*QKPRRR( 旅鳥之歌 [平 ] ◎ 馮菊枝 220

EB01783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QKQKSS( 忘情之約 [平 ] ◎ 潘郁琦 250

EB01783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1 y(7IJ5H1*QKQKPR( 曉樓隨筆 [平 ] ◎ 魯軍 230

EB01783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LPQ(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平 ] ◎ 陳漱渝 270

EB01783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NKT( 花與陽光 [平 ] ◎ 匡若霞 260

EB01783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NNK( 昨日蘆花 [平 ] ◎ 胡根德 290

EB01783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MNL( 旅行的翅膀 [平 ] ◎ 吳當 320

EB01783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NMN( 雲遊旅痕 [平 ] ◎ 鮑曉暉 250

EB01783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NPO( 震不倒的愛 [平 ] ◎ 巫守如 250

EB01783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LNM( 懷中星沙 [平 ] ◎ 席裕珍 260

EB01784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1*QKQLMP( 懷抱鄉愁的日子 [平 ] ◎ 幽蘭 220

EB01784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QKQQRP( 圳水漫入田園 [平 ] ◎ 吳家勳 230

EB01784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QKQPSN( 拈花微笑 [平 ] ◎ 阿觀 220

EB01784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QKQOSO( 活得歡喜活得帥 [平 ] ◎ 曹敏誨 340

EB01784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QKQQTT( 葉葉心心 [平 ] ◎ 莊雲惠 240

EB01784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QKQQQS( 點燈 [平 ] ◎ 陳邦夔 290

EB01784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1*QKQORR( e世真情錄 [平 ] ◎ 王保雲 250

EB01784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QKQTMR( 人間有味是清歡 [平 ] ◎ 水天 230

EB017848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QKQSQQ( 旅行的音符 [平 ] ◎ 吳當 300

EB017849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QKQSNP( 牽手走過 [平 ] ◎ 梁中英 230

EB017850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QKRLRR( 蝴蝶的舞步 [平 ] ◎ 王蝶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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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851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1*QKQRLM( 一句鐘 [平 ] ◎ 姜捷 ,梁立凱 250

EB017852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QKRNLN( 月白風清 [平 ] ◎ 張放 240

EB017853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QKRNOO( 煮一壺流金歲月 [平 ] ◎ 陳得勝 280

EB017854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QKRNPL( 萍蓬草集 [平 ] ◎ 郭心雲 290

EB017855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1*QKRMKR( 聰明一點點 [平 ] ◎ 謝維甸 240

EB017856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1*QKROKP( 走過烽火歲月－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一甲子 [平 ] ◎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 250

EB017857 黎明文化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1*QKRRRL( 愛在不遠的地方 [平 ] ◎ 十里 260

EB017858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99 y(7IJ5H0*TLMNMQ( 當代中國散文選 (第二版 )平 ◎ 國編館 245

EB017859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2 y(7IJ5H0*TLPMOM( 愛戀偶像劇 ◎ 曾維瑜 180

EB017860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0*TLPORL( 赤腳小羅漢 --霄裡溪畔的童年 ◎ 吳家勳 140

EB017861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0*TLQKPS( 活出快樂的味道 (新版 ) ◎ 王鼎鈞 160

EB017862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0*TLQMTO( 世界變得更美麗 ◎ 溫小平 250

EB017863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0*TLQMPQ( 你每天都在改變世界 ◎ 李偉文 180

EB017864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3 y(7IJ5H0*TLQMRK( 真愛快遞 --楊玉欣的禮物 ◎ 楊玉欣 220

EB017865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0*TLQPQK( 文明象限的旅人 ◎ 黃光男 220

EB017866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0*TLQPOQ( 生活的簡單滋味 ◎ 鄭頻 160

EB017867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0*TLQQML( 美麗的瞬息 ◎ 趙衛民 180

EB017868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QRTT( 單身男子幸福公寓 ◎ 李俊東 180

EB017869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4 y(7IJ5H0*TLQTMS( Vive la Vie會玩生活 ,更快活 ! ◎ 李俊東 299

EB017870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QTRN( 生命，永遠施工中 ◎ 林貴真 200

EB017871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KRT( 漫卷詩書：伴你我成長的現代作家 ◎ 林芝 180

EB017872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KSQ( 妙筆生花：伴你我成長的現代作家 ◎ 林芝 180

EB017873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LPO( 父親的瞭望 ◎ 吳美幸 130

EB017874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LNK( 親情維他命 (二版 ) ◎ 正中書局 120

EB017875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LQL( 與愛同行 (二版 ) ◎ 正中書局 120

EB017876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MLP( 我的夢想在遠方 (第二版 ) ◎ 黃友玲 120

EB017877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5 y(7IJ5H0*TLROQS( k君的新旅美小簡 ◎ 周雲中 250

EB017878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6 y(7IJ5H0*TLQSSL( 微笑的心 ◎ 琴涵 180

EB017879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TLRQRN( 真情來敲門 ◎ 正中書局主編 140

EB017880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TLRQSK( 親情靠站列車 ◎ 正中書局主編 120

EB017881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TLRQTR( 親情學分 all pass ◎ 正中書局主編 120

EB017882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TLRRKN( 父母心，彩虹情 ◎ 正中書局主編 140

EB017883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7 y(7IJ5H0*TLRRLK( 媽媽為我做花衣 ◎ 正中書局主編 120

EB017884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TLSKTK( 微溫的蔥油餅 ◎ 劉洪貞 220

EB017885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0*TLSOLK( 蘿蔔湯的啟示 (第二版 )-i閱讀006 ◎ 正中書局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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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886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TLSKPM( 歲月靜好 ◎ 周艾 200

EB017887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TLSMKP( 名作家鮮體驗 -i閱讀002 ◎ 正中書局 160

EB017888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TLSMON( 一口快樂井 -i閱讀004 ◎ 琴涵 220

EB017889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8 y(7IJ5H0*TLSOKN( 在歲月裡成長 -i閱讀005 ◎ 正中書局 160

EB017890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0*TLSOMR( Bravo！青春 ◎ 琴涵 220

EB017891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0*TLSORM( 讀書，大樂事 -i閱讀008 ◎ 余光中等 200

EB017892 正中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2009 y(7IJ5H0*TLSOTQ( 勇敢追夢 -i閱讀007 ◎ 正中書局 160

EB017893 三民書局 ﹝散文隨筆日記﹞ 1971 y(7IJ5H1*OLPKMO( 137. 淺人淺言 (精 ) ◎ 洪炎秋 110

EB017894 九歌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5*QKRSQT( 孫觀漢書信集――孫觀漢全集13 ◎ 柏楊‧許素朱編 240

EB017895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6 y(7IJ5H1*TKQOPO( 累廬聲氣集 (平 ) ◎ 姜超嶽 200

EB017896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2 y(7IJ5H1*TKQOSP( 實用文纂 (精 ) ◎ 姜超嶽 256

EB017897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2 y(7IJ5H1*TKQOTM( 實用文纂 (平 ) ◎ 姜超嶽 200

EB017898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7 y(7IJ5H1*TKRQQQ( 冰瑩書柬 (精 ) ◎ 謝冰瑩 233

EB017899 大堯 ﹝函牘及雜著﹞ 2008 y(7IJ8G6*PRTKNP( 看笑話長智慧 ◎ 袁長瑞 230

EB017900 出色 ﹝函牘及雜著﹞ 2006 y(7IJ8G7*NPLRLP( 妙語，只要一句 ◎ 李剛 190

EB017901 出色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8G7*NPLKNQ( 幽默書 ◎ 王璽 200

EB017902 知書房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8G7*QOKOKQ( 胡馬渡陰山 ◎ 劉學銚 250

EB017903 知書房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8G7*QOKOLN( 五胡興華 ◎ 劉學銚 250

EB017904 雲龍 ﹝函牘及雜著﹞ 2006 y(7IJ8G7*LPLMRS( 再話畫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17905 雲龍 ﹝函牘及雜著﹞ 2006 y(7IJ8G7*LPLMNK( 東西文物趣談 ◎ 殷登國 200

EB017906 雲龍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5H9*KSQMOK( 古今巧聯妙對趣話 ◎ 朱恪超 200

EB017907 雲龍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5H9*KSQPQL( 再話古今巧聯妙對 ◎ 朱恪超 200

EB017908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3 y(7IJ5H0*TKRQNQ( 打破沙鍋問到底 ◎ 吳璵 185

EB017909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0*TLLPLK( 中國寓言故事 ◎ 國編館 290

EB017910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KPO(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一 ) ◎ 高拜石 250

EB017911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MKR(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 ) ◎ 高拜石 250

EB017912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MLO(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三 ) ◎ 高拜石 250

EB017913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MQT(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四 ) ◎ 高拜石 250

EB017914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PRN(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五 ) ◎ 高拜石 250

EB017915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PTR(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六 ) ◎ 高拜石 250

EB017916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QLK(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七 ) ◎ 高拜石 250

EB017917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QMR(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八 ) ◎ 高拜石 250

EB017918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SLS(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九 ) ◎ 高拜石 250

EB017919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SMP(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 ) ◎ 高拜石 250

EB017920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SNM(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一 ) ◎ 高拜石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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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921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OSOT(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二 ) ◎ 高拜石 250

EB017922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PKSM(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三 ) ◎ 高拜石 250

EB017923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PKTT(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四 ) ◎ 高拜石 250

EB017924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PLKP(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五 ) ◎ 高拜石 250

EB017925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TLPLLM(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六 ) ◎ 高拜石 250

EB017926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NMR(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七 ) ◎ 高拜石 250

EB017927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NNO(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八 ) ◎ 高拜石 250

EB017928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NOL(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十九 ) ◎ 高拜石 250

EB017929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NPS(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 ) ◎ 高拜石 250

EB017930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PRK(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一 )-混世 ◎ 高拜石 250

EB017931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PSR(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二 )-都是 ◎ 高拜石 250

EB017932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PTO(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三 )-少年 ◎ 高拜石 250

EB017933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PQKK(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四 )-先斬 ◎ 高拜石 250

EB017934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QKKN(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五 ) ◎ 高拜石 250

EB017935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QKLK(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六 ) ◎ 高拜石 250

EB017936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QKMR(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七 ) ◎ 高拜石 250

EB017937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TLQKNO(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八 ) ◎ 高拜石 250

EB017938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5H0*TLQNOS(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二十九 ) ◎ 高拜石 250

EB017939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5H0*TLQNPP(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三十 ) ◎ 高拜石 250

EB017940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5H0*TLQNQM(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三十一 ) ◎ 高拜石 250

EB017941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5H0*TLQNRT(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三十二 ) ◎ 高拜石 250

EB017942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5H0*TLRNTK( 新編寓言365 ◎ 童承基 350

EB017943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7 y(7IJ5H0*TLLNON( 中國寓言 (第三版 )重排本 ◎ 吳奚真 . 郭立誠 . 葉德明 345

EB017944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7 y(7IJ5H0*TLLNON( 中國寓言 (第三版 )重排本 ◎ 吳奚真 . 郭立誠 . 葉德明 345

EB017945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65 y(7IJ5H0*PLRLOT( 歷代名人書札註釋 ◎ 許國英 註釋 250

EB017946 萬卷樓 ﹝函牘及雜著﹞ 2007 y(7IJ5H7*NTQKTT( 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 ◎ 許俊雅 編注 600

EB017947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3 y(7IJ5H1*OLMRRL( 實用書簡 (平 ) ◎ 姜超嶽 70

EB017948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1*ONOSLK( 新譯曾文正公家書 (精 ) ◎ 湯孝純注譯；李振興校閱 330

EB017949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5H1*ONOSMR( 新譯曾文正公家書 (平 ) ◎ 湯孝純 -注譯；李振興 -校閱 260

EB017950 國史館 ﹝函牘及雜著﹞ 1992 y(7IJ5H0*KLPTKO( 雅堂先生家書 (精 ) ◎ 臺灣省文獻會委員會 261

EB017951 九歌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5*QKQRLS( 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 ◎ 吳濁流 250

EB017952 九歌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5*QKNQOT( 雅舍尺牘――梁實秋書札真蹟 ◎ 余光中編 210

EB017953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1 y(7IJ5H1*OLRTSL( 冰瑩書信 ◎ 謝冰瑩 189

EB017954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9 y(7IJ5H1*TKRQRN( 冰瑩書柬 (平 ) ◎ 謝冰瑩 167

EB017955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2009 y(7IJ5H0*PMNTPT( 艱苦奮鬥的歲月 (1936-1948)―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 ◎ 王學哲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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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956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0*PLOOQT( 沈從文家書 -從文兆和書信選 ◎ 沈從文 著 280

EB017957 野人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8G8*KPTMQT( 國防部軍眷幸福處收 ◎ 小貓姐姐 &小勇 220

EB017958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8 y(7IJ5H1*OLMMQT( 回國前後 (精 ) ◎ 陶百川 110

EB017959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8 y(7IJ5H1*OLMMRQ( 回國前後 (平 ) ◎ 陶百川 70

EB017960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2 y(7IJ5H1*OLMONQ( 我在美蘇采風探真 (平 ) ◎ 陶百川 70

EB017961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4 y(7IJ5H1*OLMTTN( 應用書簡 (平 ) ◎ 姜超嶽 70

EB017962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4 y(7IJ5H1*TLQLQN( 鳴酬叢編 (精 ) ◎ 李飛鵬編纂 222

EB017963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0 y(7IJ5H0*PLMMLM( 古今藝術名聯選萃 ◎ 張 治 著 200

EB017964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86 y(7IJ5H0*PKROSP( 對聯之研究與學習 ◎ 張 治 著 110

EB017965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78 y(7IJ5H0*PLTNRM( 對聯新語 (二次增訂本 ) ◎ 陸家驥 400

EB017966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3*QKPOSP( 趣味聯共賞 ◎ 余　我 200

EB017967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TMP( 古今楹聯大觀 ◎ 陳　香 500

EB017968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5H3*QKTTMQ( 中國千年對聯故事 ◎ 馬書田 300

EB017969 雄獅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8*TSKTRQ( 吉祥對聯集錦 ◎ 雄獅美術編著 420

EB017970 雄獅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8*TSKTQT( 樂在春聯 --寫春聯‧過大年 ◎ 李賢文總編輯 380

EB017971 健行 ﹝函牘及雜著﹞ 2008 y(7IJ8G6*RTSLQK( 寓言藏寶圖 ◎ 湯祥龍 220

EB017972 健行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5*QKRNRL( 盡情幽默 ◎ 周腓力 190

EB017973 九歌 ﹝函牘及雜著﹞ 1994 y(7IJ5H5*QKNKPM( 現代寓言 ◎ 杏林子 160

EB017974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1*OMLTLT( 養狗政治學 ◎ 鄭赤琰 200

EB017975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KPTL( 今日寓言 ◎ 李奕定 著 220

EB017976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66 y(7IJ5H0*PKSRLK( 中國歷代寓言選集 ◎ 李奕定 選輯 460

EB017977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0*PLRTNO( 陸祀寓言 ◎ 陸 祀 著 260

EB017978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1 y(7IJ5H0*PKNTKQ( 中國古代寓言一百篇 ◎ 喬車潔玲 選譯 162

EB017979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1 y(7IJ5H0*PKNTNR( 中國歷代笑話一百篇 ◎ 盧允中 選譯 162

EB017980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88 y(7IJ5H0*PKQONN( 中國民間寓言研究 ◎ 譚達先 著 100

EB017981 幼獅文化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5*ROOLTT( 誰會比我糗？ ◎ 幼獅文化公司 160

EB017982 幼獅文化 ﹝函牘及雜著﹞ 2003 y(7IJ5H5*ROOOTQ( 寓言：古人的智慧 ◎ 管家琪 200

EB017983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MTS( 幽默講義 ◎ 林漢文 200

EB017984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4 y(7IJ5H3*QKNLMM( 幽默笑話集 ◎ 蘇明偉 200

EB017985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9 y(7IJ5H3*QLLOSQ( 趣味笑譚 ◎ 余　青 200

EB017986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3*QKPRMK( 歐美幽默笑話 ◎ 陳君怡 180

EB017987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3*QKPRNR( 中國幽默笑話 ◎ 李家興 200

EB017988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3*QKPSSL( 開懷蒐錄 ◎ 敘暢生 200

EB017989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3*QKPSTS( 笑話俱樂部 ◎ 余　青 200

EB017990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8 y(7IJ5H3*QKPTPT( 笑話一籮筐 ◎ 余　青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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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7991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9 y(7IJ5H3*QKQLKT( 笑話集錦 ◎ 蘇明偉 200

EB017992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PPK( 笑話集中營 ◎ 林永盛 200

EB017993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PON( 笑話量販店 ◎ 林永盛 200

EB017994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PMT( 笑破肚皮 ◎ 林明德 200

EB017995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QNP( 笑話易開罐 ◎ 林永盛 200

EB017996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QOM( 笑話大廣場 ◎ 林永盛 200

EB017997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SRL( 笑話帝國 ◎ 林永盛 200

EB017998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SQO( 開懷笑鋪 ◎ 林永盛 200

EB017999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3*QKQTQN( 笑話養樂多 ◎ 林永盛 200

EB018000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QTPQ( 笑話甜甜圈 ◎ 林永盛 200

EB018001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LTT( 最佳笑果 ◎ 王金山 200

EB018002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MNQ( 笑果百分百 ◎ 林永盛 200

EB018003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MLM( 另類笑話集 ◎ 林永盛 200

EB018004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NQQ( 幽默笑林 ◎ 余　青 200

EB018005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NRN( 笑話百出 ◎ 余　青 200

EB018006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1 y(7IJ5H3*QKRONO( 笑彈發射站 ◎ 司馬特 200

EB018007 國家 ﹝函牘及雜著﹞ 1996 y(7IJ5H3*QKOOLT( 中國寓言故事 ◎ 李逸宏 180

EB018008 萬卷樓 ﹝函牘及雜著﹞ 1999 y(7IJ5H7*NTMMPL( 冷眼笑看人間世—古代寓言笑話 ◎ 顧 青 劉東葵 200

EB018009 正中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4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 (1-32全套 ) ◎ 4999

EB018010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0 y(7IJ5H1*OLMKOR( 鵝毛集 (精 ) ◎ 梁容若 110

EB018011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7 y(7IJ5H1*OLMKPO( 鵝毛集 (平 ) ◎ 梁容若 70

EB018012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5 y(7IJ5H1*OLMMML( 摘星文選 (精 ) ◎ 鍾梅音 110

EB018013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5 y(7IJ5H1*OLMMNS( 摘星文選 (平 ) ◎ 鍾梅音 70

EB018014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7 y(7IJ5H1*OLMMOP( 值得回憶的事 (精 ) ◎ 宋希尚 110

EB018015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9 y(7IJ5H1*OLMMPM( 值得回憶的事 (平 ) ◎ 宋希尚 70

EB018016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84 y(7IJ5H1*OLNKLN( 談文論藝 (平 ) ◎ 趙滋蕃 70

EB018017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4 y(7IJ5H1*OLNORL( 墨趣集 (平 ) ◎ 孫如陵 70

EB018018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3 y(7IJ5H1*OLOOPO( 祝善集 (平 ) ◎ 彭歌著 70

EB018019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0 y(7IJ5H1*ONLKMO( 小歷史―歷史的邊陲 ◎ 林富士 160

EB018020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4 y(7IJ5H1*ONTNST( 忘憂草 ◎ 莊信正 130

EB018021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2005 y(7IJ5H1*OOLRSS( 墨趣集 (修訂二版 ) ◎ 孫如陵 160

EB018022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7 y(7IJ5H1*TKQORS( 林下生涯 (平 ) ◎ 姜超嶽 189

EB018023 三民書局 ﹝函牘及雜著﹞ 1978 y(7IJ5H1*TKQSRO( 知識之劍 (平 ) ◎ 陳鼎環 189

EB018024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0*PLROPN( 文學趣談 ◎ 陶鼎尼 著 250

EB018025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4 y(7IJ5H0*PKTTPN( 領袖的偏好與效應 ◎ 傅紅春 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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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026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KO( 文教雜憶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27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RN( 民初史事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28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LL( 民國志餘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29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NP( 抗日烽火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30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MS( 抗戰嘉話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31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2 y(7IJ5H0*PKPPKO( 杏壇記聞 ◎ 蕭 乾 主編 90

EB018032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QQ( 辛亥革命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33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2 y(7IJ5H0*PKPOTS( 社會百相 ◎ 蕭 乾 主編 90

EB018034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PT( 晚清政聞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35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2 y(7IJ5H0*PKPPMS( 貨殖札記 ◎ 蕭 乾 主編 90

EB018036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5 y(7IJ5H0*PLLQOM( 歷代史	 ◎ 蕭 乾 主編 160

EB018037 台灣商務 ﹝函牘及雜著﹞ 1992 y(7IJ5H0*PKPPOM( 藝林述舊 ◎ 蕭 乾 主編 90

EB018038 國家 ﹝函牘及雜著﹞ 2002 y(7IJ5H3*QKRPRL( 中國皇帝故事 ◎ 何君達 300

EB018039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RQL( 少年阿辛 ◎ 蕭颯 170

EB018040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LLNN( 癡心井 ◎ 楊小雲 140

EB018041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QMO(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新典藏版） ◎ 張賢亮 280

EB018042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PKL( 傷心六 O七 （原：找個人浪漫一下） ◎ 楊小雲 170

EB018043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PNM( 夜遊 (特惠版） ◎ 馬森 特249

EB018044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LRO( 永康街共和國 ◎ 黃海 190

EB018045 三民書局 ﹝小說﹞ 1983 y(7IJ5H1*OKRTRP( 警世通言 (精 ) ◎ 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 120

EB018046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LLTQP( 遠方有個女兒國 (精 ) ◎ 白樺著 322

EB01804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NKPQK( 七俠五義 (精 ) ◎ 石玉崑原著；俞樾改編；楊宗瑩校注；繆天華校閱 210

EB01804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ONKQKR( 東周列國志 (上 / 下 )(精 ) ◎ 馮夢龍 -原著；蔡元
放 -改撰；劉本棟 -校訂；繆天華 -校閱

380

EB01804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KTRN( 筆生花 (上 / 下 )(精 ) ◎ 心如女史著；黃明校注；亓婷婷校閱 650

EB01805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POQQ( 九尾龜 (上 / 下 )(精 ) ◎ 張春帆著；楊子堅校注 600

EB01805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MQSQ( 古典小說選讀 ◎ 丁肇琴 -編著 330

EB018052 大堯 ﹝小說﹞ 2007 y(7IJ8G6*RTMKSN( 明末貪官實錄 -明朝付出的代價（25K+MP3） ◎ 趙雲聲 269

EB018053 大堯 ﹝小說﹞ 2007 y(7IJ8G6*RTMKRQ( 明末三權爭霸 -崇禎帝、李自成、皇太極（25K+MP3） ◎ 趙雲聲 269

EB018054 大堯 ﹝小說﹞ 2007 y(7IJ8G6*RTMKKR( 東廠第一特務 -魏忠賢 ◎ 趙雲聲 269

EB018055 大堯 ﹝小說﹞ 2007 y(7IJ8G6*RTMKLO( 明朝第一戰神 -袁崇煥 ◎ 趙雲聲 269

EB018056 大塊 ﹝小說﹞ 2008 y(7IJ8G2*LNKTKM( 黃禍（新世紀版） ◎ 王力雄 320

EB018057 大塊 ﹝小說﹞ 2008 y(7IJ8G2*LNKTQO( 海角七號﹝電影小說﹞ ◎ 魏德聖‧劇本原著∕藍弋丰‧小說改寫 280

EB018058 大塊 ﹝小說﹞ 2009 y(7IJ8G2*LNLKLP( 明騎西行記 ◎ 藍弋丰 280

EB018059 大塊 ﹝小說﹞ 2008 y(7IJ8G2*LNKQTS( 我心中的石頭鎮 ◎ 郭小櫓 250

EB018060 大塊 ﹝小說﹞ 2009 y(7IJ8G2*LNLNMT( 青春，飢不擇食 ◎ 郭小櫓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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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061 網路與書 ﹝小說﹞ 2001 y(7HB6A8*SKSKKS( 閱讀法國特輯 ◎ 網路與書編輯部 150

EB018062 小異 ﹝小說﹞ 2008 y(7IJ8G8*MLROSP( 趕屍傳奇 ◎ 楊標 280

EB018063 出色 ﹝小說﹞ 2008 y(7IJ8G6*QRTLSQ( 惡男日記：一個關於「漂浮的靈魂」的台北惡男故事（精選典藏紀念版） ◎ 林慶昭 230

EB018064 出色 ﹝小說﹞ 2006 y(7IJ8G7*NPLNNN( 每個人都該好好被甩一次 ◎ 林慶昭 200

EB018065 出色 ﹝小說﹞ 2004 y(7IJ5H2*TRRRQR( 鬼話怪談 ◎ 華克 200

EB018066 出色 ﹝小說﹞ 2004 y(7IJ5H2*TOTORO( 愛的幸運草（舊版） ◎ 林慶昭 200

EB018067 出色 ﹝小說﹞ 2004 y(7IJ8G7*NPLLNP( 愛的幸福草 -好好用心愛一個人（新版） ◎ 林慶昭 200

EB018068 出色 ﹝小說﹞ 2004 y(7IJ5H2*TRRRLM( 鬼故事 ◎ 華克 210

EB018069 出色 ﹝小說﹞ 2004 y(7IJ5H2*TOTOKP( 台北．惡男 ◎ 林慶昭 149

EB018070 台灣商務 ﹝小說﹞ 1995 y(7IJ5H0*PLLMMM( 中國歷代極短篇一百則 ◎ 馬家駒 編譯 280

EB018071 台灣商務 ﹝小說﹞ 1990 y(7IJ5H0*PKPKOR( 精選白話聊齋誌異 ◎ 齊力子 編譯 90

EB018072 幼獅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NKTQLT( 真情蘋果派 ◎ 管家琪 160

EB018073 幼獅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ROKKMN( 俄羅斯鼠尾草：名家的少年小說1976～ 1997 ◎ 張子樟 170

EB018074 幼獅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ROLOKM( 洋溢美感的人生：《世說新語》新解 ◎ 傅佩榮 120

EB018075 好 FUN ﹝小說﹞ 2007 y(7IJ8G6*TLMNKQ( 幸運的偶然 ◎ 林慶昭 220

EB018076 好 FUN ﹝小說﹞ 2007 y(7IJ8G6*TLMLSO( 真愛 ,遇見了幸運草 ◎ 林慶昭 . 黃襄 180

EB018077 好 FUN ﹝小說﹞ 2007 y(7IJ8G6*TLMLPN( 惡男日記 ---一個『漂浮的靈魂』的台北惡男故事 ◎ 林慶昭 190

EB018078 好 FUN ﹝小說﹞ 2007 y(7IJ8G6*TLMLNT( 失戀 ,沒什麼大不了 ◎ 林慶昭 190

EB018079 佛光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5*ONNNTK( 佛圖澄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9) ◎ 葉斌 250

EB018080 佛光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5*ONNPMT( 智者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0） ◎ 王仲堯 250

EB018081 佛光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5*ONNPPK( 寄禪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1) ◎ 周維強 250

EB018082 佛光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5*ONNPON( 憨山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2) ◎ 項東 250

EB018083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KTP( 慧思大師傳〈高僧全集50〉 ◎ 朱曉江 250

EB018084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KRL( 章安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9) ◎ 黃德昌 250

EB018085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SQLQ( 湛然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4) ◎ 姜光斗 250

EB018086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SLMS( 曇鸞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1) ◎ 傅紹良 250

EB018087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KKM( 永明延壽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8) ◎ 馮巧英 250

EB018088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PTQ( 印光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1) ◎ 李向平 250

EB018089 佛光文化 ﹝小說﹞ 1996 y(7IJ5H5*ONOKPM( 僧肇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5) ◎ 張強 250

EB018090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RNSL( 達摩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8) ◎ 程世和 250

EB018091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QKM( 慧可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2) ◎ 李修松 250

EB018092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SRPN( 道信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5) ◎ 劉蕻 250

EB018093 佛光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4*PRKLMQ( 神秀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8〉 ◎ 洪鵡舞 250

EB018094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MKK( 黃檗希運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2〉 ◎ 趙福蓮 250

EB018095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RTTM( 馬祖道一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9) ◎ 李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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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096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SPLR( 石頭希遷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2) ◎ 劉真倫 250

EB018097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RSKK( 趙州從諗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5) ◎ 陳白夜 250

EB018098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OOQ( 溈山靈祐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5〉 ◎ 宣建人 250

EB018099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STTT( 仰山慧寂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7) ◎ 梁歸智 250

EB018100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RLS( 臨濟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3) ◎ 吳言生 250

EB018101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RNSL( 雲門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7) ◎ 李安綱 250

EB018102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LLS( 洞山良价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1〉 ◎ 馮學成 250

EB018103 佛光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ONTRKP( 楊岐方會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7〉 ◎ 趙嗣滄 250

EB018104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MLR( 黃龍慧南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53) ◎ 趙嗣崇著 250

EB018105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TONT( 雪竇重顯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54) ◎ 李安綱 250

EB018106 佛光文化 ﹝小說﹞ 1996 y(7IJ5H5*ONOKKR( 懷海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3) ◎ 華鳳蘭 250

EB018107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SPTN( 來果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3) ◎ 姚華 250

EB018108 佛光文化 ﹝小說﹞ 1996 y(7IJ5H5*ONOKOP( 法藏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14) ◎ 王仲堯 250

EB018109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SNL( 清涼澄觀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6) ◎ 李恕豪 250

EB018110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SLQQ( 圭峰宗密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0) ◎ 徐湘靈 250

EB018111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RSR( 道宣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4) ◎ 王亞榮 250

EB018112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POL( 懷素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9) ◎ 劉明立 250

EB018113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QQLM( 讀體見月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5) ◎ 溫金玉 250

EB018114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QRTR( 僧祐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6) ◎ 章義和 250

EB018115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PPNK( 安世高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0) ◎ 趙福蓮 250

EB018116 佛光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ONSRQK( 康僧會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46) ◎ 莊輝明 250

EB018117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RTOR( 佛陀耶捨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7) ◎ 張新科 250

EB018118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QLQM( 道生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3) ◎ 楊維中 250

EB018119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PPRS( 義淨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1) ◎ 王亞榮 250

EB018120 佛光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ONTQTT( 陳那大師傳（高僧傳全集56） ◎ 徐東來 250

EB018121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PQLP( 真諦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2) ◎ 李利安 250

EB018122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PST( 世親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0) ◎ 李利安 250

EB018123 佛光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ONRTMN( 馬鳴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38) ◎ 侯傳文 250

EB018124 佛光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ONQLPP( 弘一大師傳 (高僧傳全集24) ◎ 陳星 250

EB018125 佛光文化 ﹝小說﹞ 1998 y(7IJ5H5*ONRSOS( 紅樓夢與禪 ◎ 圓香著 150

EB018126 知書房 ﹝小說﹞ 1999 y(7IJ5H0*NNQLSO( 娑婆世界 (昭明 ) ◎ 墨人 480

EB018127 知書房 ﹝小說﹞ 2008 y(7IJ5H8*NMKTRK( 解讀三國演義 -新版 ◎ 傅隆基 著 280

EB018128 知書房 ﹝小說﹞ 2007 y(7IJ5H8*NMKTQN( 解讀紅樓夢 ◎ 子旭 250

EB018129 知書房 ﹝小說﹞ 2007 y(7IJ8G7*LPLOLO( 古中國的 X檔案 (第二版 )(昭明 ) ◎ 丁振宗 380

EB018130 知書房 ﹝小說﹞ 2005 y(7IJ8G7*QOKSPR( 亭長小武之繡衣使者 (上冊 ) ◎ 史杰鵬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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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131 知書房 ﹝小說﹞ 2005 y(7IJ8G7*QOKSQO( 亭長小武之巫蠱之禍 (下冊 ) ◎ 史杰鵬 250

EB018132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QQP( 紅塵 (第一卷 )(昭明 ) ◎ 墨人 300

EB018133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QRM( 紅塵 (第二卷 )(昭明 ) ◎ 墨人 300

EB018134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QST( 紅塵 (第三卷 )(昭明 ) ◎ 墨人 300

EB018135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QTQ( 紅塵 (第四卷 )(昭明 ) ◎ 墨人 300

EB018136 昭明 ﹝小說﹞ 2000 y(7IJ5H0*NNQNLN( 滾滾長江 ◎ 齀 ? 340

EB018137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SMP( 與海有約 (昭明 ) ◎ 張放 240

EB018138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RQO( 漲潮時 (昭明 ) ◎ 張放 180

EB018139 昭明 ﹝小說﹞ 2001 y(7IJ5H0*NNQROK( 海魂 (昭明 ) ◎ 張放 200

EB018140 昭明 ﹝小說﹞ 1999 y(7IJ5H0*NNQKKT( 古中國的 X檔案 (昭明 ) ◎ 丁振宗 380

EB018141 雲龍 ﹝小說﹞ 2005 y(7IJ5H9*QQNNSK( 解讀三國演義 ◎ 傅隆基 著 280

EB018142 雲龍 ﹝小說﹞ 2005 y(7IJ5H9*QQNOMR( 解讀紅樓夢 ◎ 子旭 250

EB018143 雲龍 ﹝小說﹞ 2004 y(7IJ8G7*QOKNNS( 清代官場百態 (新 ) ◎ 李喬 200

EB018144 雲龍 ﹝小說﹞ 1999 y(7IJ5H9*QQNNRN( (額 )解讀水滸傳 ◎ 余大平 250

EB018145 雲龍 ﹝小說﹞ 1999 y(7IJ5H9*QQNNQQ( (額 )解讀儒林外史 ◎ 陳文新 220

EB018146 雲龍 ﹝小說﹞ 1999 y(7IJ5H9*QQNOKN( (額 )解讀西遊記 ◎ 何錫章 220

EB018147 雲龍 ﹝小說﹞ 1999 y(7IJ5H9*QQNNTR( (額 )解讀聊齋誌異 ◎ 盛瑞裕 220

EB018148 雲龍 ﹝小說﹞ 1999 y(7IJ5H9*QQNOLK( (額 )解讀金瓶梅 ◎ 邱勝威 . 王 250

EB018149 雲龍 ﹝小說﹞ 1998 y(7IJ5H9*QQNNMS( 俠客行 -縱談中國武俠 ◎ 曹正文 320

EB018150 雲龍 ﹝小說﹞ 1993 y(7IJ8G7*TNSMOO( 紅樓夢的寫作技巧 ◎ 墨人 320

EB018151 耶魯國際 ﹝小說﹞ 2008 y(7IJ5H8*NMNRKO( 別哭！我最愛的人 ◎ 鍾星 220

EB018152 耶魯國際 ﹝小說﹞ 2008 y(7IJ5H8*NMNRKO( 別哭！我最愛的人（典藏版） ◎ 鍾星 220

EB018153 耶魯國際 ﹝小說﹞ 2004 y(7IJ5H8*QNPMQP( 別說你已忘記 ◎ 薛莉 140

EB018154 華品 ﹝小說﹞ 2009 y(7IJ8G6*RRNRKT( 被狼附身的羊 (上 ) ◎ 楓擒雨 230

EB018155 華品 ﹝小說﹞ 2008 y(7IJ8G6*RRNPSR( 死刑通知單 第一部之1 ◎ 周浩暉 199

EB018156 華品 ﹝小說﹞ 2008 y(7IJ8G6*RRNPQN( 恐怖谷 (一 ) ◎ 周浩暉 199

EB018157 華品 ﹝小說﹞ 2008 y(7IJ8G6*RRNPRK( 恐怖谷 (二 ) ◎ 周浩暉 199

EB018158 華品 ﹝小說﹞ 2008 y(7IJ8G6*RRNOTP( 迷宮城池 ◎ 夏曉光 249

EB018159 華品 ﹝小說﹞ 2008 y(7IJ8G6*RRNRLQ( 被狼附身的羊 (下 ) ◎ 楓擒雨 230

EB018160 意象文化 ﹝小說﹞ 2009 y(7IJ8G8*PLRTTS( 上帝的禮物 -坦然接受並善用上帝賜予的每一份禮物 ◎ 韓明媚 250

EB018161 瑞昇 ﹝小說﹞ 2009 y(7IJ5H5*MQSMMK( 心理罪之畫像 ◎ 雷米 250

EB018162 瑞昇 ﹝小說﹞ 2009 y(7IJ5H5*MQSMOO( 心理罪之教化場 ◎ 雷米 250

EB018163 瑞昇 ﹝小說﹞ 2009 y(7IJ5H5*MQSPNO( 人肉搜索 ◎ 孫浩元 250

EB018164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NPM( 鬼魅校園 ◎ 憐情惜雪 249

EB018165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OKQ( 鬼手指 ◎ 凌眉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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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166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MNT( 無奸道：我在官場的那些日子 ◎ 黃太勳 199

EB018167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NRQ( 密鑰傳說3：智鬥邪神 ◎ 郭子音 249

EB018168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NSN( 4號門診樓3：鳳凰公墓 ◎ 木丁 249

EB018169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NNS( 密鑰傳說2：風魔王子 ◎ 郭子音 249

EB018170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MTL( 4號門診樓2：與魔共舞 ◎ 木丁 249

EB018171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NML( 密鑰傳說1：華胥之門 ◎ 郭子音 249

EB018172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MSO( 4號門診樓1：孤墳魅影 ◎ 木丁 249

EB018173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MKS( 老千無間道：我的老千生涯之4 ◎ 騰飛 199

EB018174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LTM( 我的老千生涯之3千術大觀 ◎ 騰飛 199

EB018175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LSP( 抓千達人：我的老千生涯之 2 ◎ 騰飛 199

EB018176 福隆 ﹝小說﹞ 2009 y(7IJ8G6*SNMLRS( 細說老千：我的老千生涯之 1 ◎ 騰飛 199

EB018177 黎明文化 ﹝小說﹞ 1989 大明英烈傳 [平 ] ◎ 郭勳 150

EB018178 黎明文化 ﹝小說﹞ 1989 大明英烈傳 [精 ] ◎ 郭勳 200

EB018179 黎明文化 ﹝小說﹞ 1993 y(7IJ5H1*QKMOQM( 紅樓夢雜記 [平 ] ◎ 宣建人 380

EB018180 黎明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1*QKOLRQ( 明末太監魏忠賢 [平 ] ◎ 寒 爵 350

EB018181 黎明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1*QKPKRO( 劫後英雄傳 [精 ] ◎ 華特．司考脫原著 ; 呂琳改寫 280

EB018182 黎明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1*QKPQMN( 今晚的夜色好美 [平 ] ◎ 向晴著 ,鄔佩麗．朱嘉琦解析 220

EB018183 黎明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1*QKPQLQ( 我等到花兒都謝了 [平 ] ◎ 主編／曾焰 ,解析 240

EB018184 正中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0*TKOLKT( 傳奇小說選 (國文精選叢書 )重排本 ◎ 葉楚傖 230

EB018185 正中書局 ﹝小說﹞ 1994 y(7IJ5H0*TKTKKP( 唐人小說校釋 (上 )(平 ) ◎ 王夢鷗 275

EB018186 正中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0*TLLRQN( 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 (第二版 )平 ◎ 國編館 380

EB018187 正中書局 ﹝小說﹞ 2002 y(7IJ5H0*TLOLOQ( 林黛玉 ◎ 曹雪芹 99

EB018188 正中書局 ﹝小說﹞ 2002 y(7IJ5H0*TLPMNP( 漫遊 ◎ 葉錦添 220

EB018189 正中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0*TLPMPT( 小說 ◎ 葉錦添 220

EB018190 正中書局 ﹝小說﹞ 2002 y(7IJ5H0*TLPMRN( 彷徨 ◎ 魯迅 99

EB018191 正中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0*TLPOKM( 無間 ◎ 葉錦添 220

EB018192 正中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0*TLPOLT( 大火 ◎ 葉錦添 220

EB018193 正中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0*TLQKQP( 風蕭蕭 (新版 ) ◎ 徐訏 280

EB018194 正中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0*TLQLRL( 天橋〈新版〉 ◎ 熊式一 280

EB018195 正中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0*TLQRPL( 重瞳 --潘軍中篇小說選 ◎ 潘軍 250

EB018196 正中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0*TLQRQS( 獵愛遊戲 ◎ 楊夙慧 200

EB018197 正中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0*TLQTQQ( 海騷 ◎ 張承志 280

EB018198 正中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0*TLRKMO( 爸爸爸 ◎ 韓少功 280

EB018199 正中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0*TLRLOR( 追尋母親的足跡 ◎ 吳美幸 130

EB018200 正中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0*TLRNLO( 眾花深處――二十世紀華文女作家 ◎ 張雪媃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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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201 正中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0*TLRNOP( 最壞的時光 ◎ 鄭栗兒 200

EB018202 正中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0*TLRORP( 中國校園小說選〈奇幻卷〉 ◎ 葛紅兵 199

EB018203 正中書局 ﹝小說﹞ 2005 y(7IJ8G8*LLMQQR( 俑之舞 ◎ 賴瀅玉 199

EB01820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SMSM( 筆記小說選讀 ◎ 丁肇琴 -編著 330

EB01820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5 y(7IJ5H1*OMMKMM( 新譯西京雜記 (平 ) ◎ 曹海東注譯；李振興校閱 190

EB01820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MLSQP( 新譯世說新語 (上 / 下 )(二版 ) ◎ 劉正浩 -等注譯 500

EB01820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KLR( 新譯唐傳奇選 (精 ) ◎ 束忱、張宏生 -注譯；侯迺慧 -校閱 350

EB01820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MSKMO( 新譯唐傳奇選 (二版 ) ◎ 束忱、張宏生 -注譯、侯迺慧 -校閱 290

EB01820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NQPOS( 唐人小說 ◎ 柯金木編著 270

EB01821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NSNNR( 新譯唐摭言 (精 ) ◎ 姜漢椿注譯 500

EB01821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NSNOO( 新譯唐摭言 (平 ) ◎ 姜漢椿注譯 420

EB01821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NKNPP( 西湖佳話 (精 ) ◎ 墨浪子編撰；陳美林、喬光輝校注 170

EB01821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NKNQM( 西湖佳話 (平 ) ◎ 墨浪子編撰；陳美林、喬光輝校注 100

EB01821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TLPMQP( 忘機隨筆―卷一‧卷二 (精 ) ◎ 王覺源 433

EB01821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TLPMRM( 忘機隨筆―卷一‧卷二 (平 ) ◎ 王覺源 367

EB01821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TLQMKK( 忘機隨筆―卷三‧卷四 (精 ) ◎ 王覺源 433

EB01821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TLQMLR( 忘機隨筆―卷三‧卷四 (平 ) ◎ 王覺源 367

EB018218 台灣商務 ﹝小說﹞ 1976 y(7IJ5H0*PMNPPN( 馨兒就學記 (POD) ◎ 天笑生 380

EB018219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LTTK( 上海之死 ◎ 虹影 280

EB01822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SQQP( 新譯山海經 (精 ) ◎ 楊錫彭注譯 220

EB01822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9 y(7IJ5H1*ONSQRM( 新譯山海經 (平 ) ◎ 楊錫彭注譯 170

EB018222 國家 ﹝小說﹞ 2007 y(7IJ5H3*QLKQMP( 漢魏六朝鬼怪小說 (修訂版 ) ◎ 葉慶炳 300

EB01822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OMKSTT( 新譯搜神記 (精 ) ◎ 黃鈞注譯；陳滿銘校閱 480

EB01822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OMKTKP( 新譯搜神記 (平 ) ◎ 黃鈞 -注譯；陳滿銘 -校閱 410

EB01822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9 y(7IJ5H1*OPLLQT( 新譯搜神記 (二版 ) ◎ 黃鈞 -注譯；陳滿銘 -校閱 450

EB018226 國家 ﹝小說﹞ 1992 y(7IJ5H3*QKKSSQ( 唐宋傳奇小說 ◎ 葉慶炳 250

EB01822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RLTO( 新譯明傳奇小說選 (精 ) ◎ 陳美林、皋于厚注譯 400

EB01822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RMKK( 新譯明傳奇小說選 (平 ) ◎ 陳美林、皋于厚注譯 330

EB01822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LLQ( 豆棚閒話照世盃 (合刊 )(平 ) ◎ 艾衲居士酌元亭主
人 -編撰；陳大康 -校注；王關仕 -校閱

120

EB01823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MRRS(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上 )(精 ) ◎ 嚴文儒 -注譯 590

EB01823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MRSP(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上 )(平 ) ◎ 嚴文儒 -注譯 510

EB01823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MRTM(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中 )(精 ) ◎ 嚴文儒 -注譯 570

EB01823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MSKS(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中 )(平 ) ◎ 嚴文儒 -注譯 490

EB01823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MSLP(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下 )(精 ) ◎ 嚴文儒 -注譯 610

EB01823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MSMM(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下 )(平 ) ◎ 嚴文儒 -注譯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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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236 台灣商務 ﹝小說﹞ 1999 y(7IJ5H0*PLPTPO( 聊齋誌異一百段 ◎ 王 娟 編譯 350

EB018237 國家 ﹝小說﹞ 1992 y(7IJ5H3*QKKSQM( 清代傳奇小說 ◎ 潘壽康 250

EB018238 國家 ﹝小說﹞ 1992 y(7IJ5H3*QKKSPP( 聊齋志異 (白話本 ) ◎ 蒲松齡 200

EB01823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SL( 石點頭 (精 ) ◎ 天然癡叟著；李忠明校注；王關仕校閱 210

EB01824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TS( 石點頭 (平 ) ◎ 天然癡叟 -著；李忠明 -校注；王關仕 -校閱 140

EB01824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QPKT( 醒世恆言 (二版 )(精 ) ◎ 馮夢龍 -編撰、廖吉郎 -校訂、繆天華 -校閱 400

EB01824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OKKPQN( 二刻拍案驚奇 (精 ) ◎ 凌濛初 -原著；徐文助 -校訂；繆天華 -校閱 211

EB01824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RSLO( 拍案驚奇 (精 ) ◎ 凌濛初 -原著；劉本棟 -校訂；繆天華 -校閱 200

EB018244 三民書局 ﹝小說﹞ 1981 y(7IJ5H1*OKRSNS( 拍案驚奇 (51磅道林紙 )(精 ) ◎ 凌濛初原著；劉本棟校訂；繆天華校閱 233

EB01824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5 y(7IJ5H1*OKRTTT( 醒世恒言 (精 ) ◎ 馮夢龍編撰；廖吉郎校訂；繆天華校閱 244

EB01824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MRRMK( 今古奇觀 (上 / 下 )(精 ) ◎ 抱甕老人編；李平校注；陳文華校閱 390

EB01824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MRRNR( 今古奇觀 (上 / 下 )(平 ) ◎ 抱甕老人編；李平校注；陳文華校閱 290

EB01824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LKT( 豆棚閒話照世盃 (合刊 )(精 ) ◎ 艾衲居士酌元亭主人編撰；陳大康校注；王關仕校閱 190

EB01824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MMM( 喻世明言 (精 ) ◎ 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 260

EB01825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MNT( 喻世明言 (平 ) ◎ 馮夢龍 -編撰；徐文助 -校注；繆天華 -校閱 190

EB01825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MTOP( 拍案驚奇 (二版 ) ◎ 凌濛初 -撰、劉本棟 -校注、繆天華 -校閱 230

EB01825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QPKT( 醒世恆言 (上 / 下 )(二版 ) ◎ 馮夢龍 -編撰、廖吉郎 -校訂、繆天華 -校閱 300

EB01825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MRS( 二刻拍案驚奇 (二版 ) ◎ 凌濛初 -原著；徐文助 -校訂；繆天華 -校閱 250

EB01825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PKPRP( 警世通言 (二版 ) ◎ 馮夢龍 -編撰、徐文助 -校注、繆天華 -校閱 220

EB018255 萬卷樓 ﹝小說﹞ 2006 y(7IJ5H7*NTPPSK( 虛構與史實―從話本「三言」看明代社會 ◎ 楊永漢 360

EB018256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SKRL( 老殘的夢與愛——《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 ◎ 李瑞騰 260

EB018257 三民書局 ﹝小說﹞ 1986 y(7IJ5H1*OKRSSN( 鏡花緣 (精 ) ◎ 李汝珍 -撰；尤信雄 -校訂；繆天華 -校閱 167

EB01825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KRSTK( 鏡花緣 (三版 ) ◎ 李汝珍 -撰、尤信雄 -校訂、繆天華 -校閱 200

EB018259 三民書局 ﹝小說﹞ 1983 y(7IJ5H1*OKRTPL( 濟公傳 (精 ) ◎ 王夢吉等著；楊宗瑩校訂；繆天華校閱 250

EB01826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KSKLT( 老殘遊記 (精 ) ◎ 劉鶚 -撰；田素蘭 -校訂；繆天華 -校閱 150

EB018261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KSKNN( 文明小史 (精 ) ◎ 李伯元 -撰；張素貞 -校訂；繆天華 -校閱 156

EB01826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LRRNS( 封神演義 (精 ) ◎ 陸西星 -撰；鍾伯敬 -評；楊宗瑩 -校訂；繆天華 -校閱 300

EB01826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MQTTK( 包公案 (二版 ) ◎ 明‧無名氏 -撰、顧宏義 -校注、謝士楷、繆天華 -校閱 210

EB01826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KQP( 孽海花 (精 ) ◎ 曾樸撰；葉經柱校注；繆天華校閱 260

EB01826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MRKRM( 孽海花 (平 ) ◎ 曾樸撰；葉經柱校注；繆天華校閱 190

EB01826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LLT( 何典 斬鬼傳 唐鍾馗平鬼傳 (合刊 )(精 ) ◎ 張南
莊 -等著；黃霖 -校注；繆天華 -校閱

240

EB01826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LMQ( 何典 斬鬼傳 唐鍾馗平鬼傳 (合刊 )(二版 ) ◎ 張南
莊 -等著、鄔國平 -校注、繆天華 -校閱

170

EB01826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MRRLN( 楊家將演義 (二版 ) ◎ 紀振倫 -撰、楊子堅 -校注、葉經柱 -校閱 130

EB01826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ROO( 十二樓 (精 ) ◎ 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 190

EB01827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MRRPL( 十二樓 (二版 ) ◎ 李漁 -著、陶恂若 -校注、葉經柱 -校閱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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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27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MT( 海公大紅袍全傳 (精 ) ◎ 清‧無名氏撰；楊同甫校注；葉經柱校閱 220

EB01827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NQ( 海公大紅袍全傳 (平 ) ◎ 清‧無名氏撰；楊同甫校注；葉經柱校閱 150

EB01827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ON( 平山冷燕 (精 ) ◎ 天花藏主人編次；張國風校注；謝德瑩校閱 180

EB01827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PK( 平山冷燕 (平 ) ◎ 天花藏主人編次；張國風校注；謝德瑩校閱 110

EB01827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QR( 三俠五義 (精 ) ◎ 石玉崑 -原著；張虹 -校注；楊宗瑩 -校閱 320

EB01827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TTR( 萬花樓演義 (精 ) ◎ 李雨堂撰；陳大康校注 250

EB01827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KKK( 萬花樓演義 (平 ) ◎ 李雨堂撰；陳大康校注 180

EB01827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LQL( 品花寶鑑 (上 / 下 )(精 ) ◎ 陳森著；徐德明校注 440

EB01827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LRS( 品花寶鑑 (上 / 下 )(平 ) ◎ 陳森 -著；徐德明 -校注 340

EB01828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OPL( 西湖二集 (精 ) ◎ 周楫纂；陳美林校注 360

EB01828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OQS( 西湖二集 (平 ) ◎ 周楫纂；陳美林校注 290

EB01828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ORP( 花月痕 (精 ) ◎ 魏秀仁著；趙乃增校注 300

EB01828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OSM( 花月痕 (平 ) ◎ 魏秀仁著；趙乃增校注 230

EB01828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OTT( 海上花列傳 (精 ) ◎ 韓邦慶著；姜漢椿校注 300

EB01828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PKP( 海上花列傳 (平 ) ◎ 韓邦慶 -著；姜漢椿 -校注 230

EB01828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MTPTP( 粉妝樓全傳 (精 ) ◎ 竹溪山人編撰；陳大康校注 220

EB01828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MTQKL( 粉妝樓全傳 (平 ) ◎ 竹溪山人編撰；陳大康校注 150

EB01828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NKMOT( 綠野仙蹤 (上 / 下 )(精 ) ◎ 李百川著；葉經柱校注 500

EB01828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NKMPQ( 綠野仙蹤 (上 / 下 )(平 ) ◎ 李百川著；葉經柱校注 400

EB01829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KOSP( 說岳全傳 (精 ) ◎ 錢彩編次；金豐增訂；平慧善校注 360

EB01829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NKOTM( 說岳全傳 (平 )(二版 ) ◎ 錢彩 -編次、金豐 -增訂、平慧善 -校注 290

EB01829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2 y(7IJ5H1*ONKPKS( 醒世姻緣傳 (上 / 下 )(精 ) ◎ 西周生輯著；袁世碩、鄒宗良校注 500

EB01829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KPLP( 醒世姻緣傳 (上 / 下 )(平 ) ◎ 西周生輯著；袁世碩、鄒宗良校注 400

EB01829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KPOQ( 儒林外史 (精 ) ◎ 吳敬梓 -撰；繆天華 -校訂 250

EB01829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NKPPN( 儒林外史 (三版 ) ◎ 吳敬梓 -撰；繆天華 -校注 180

EB01829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2 y(7IJ5H1*ONKPSO( 兒女英雄傳 (上 / 下 )(精 ) ◎ 文康撰；饒彬標點；繆天華校訂 380

EB01829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KPTL( 兒女英雄傳 (上 / 下 )(平 ) ◎ 文康 -撰；饒彬 -標點；繆天華 -校訂 280

EB018298 三民書局 ﹝小說﹞ 1979 y(7IJ5H1*ONKQML( 官場現形記 (上 / 下 )(精 ) ◎ 李伯元 -撰；張素貞 -校注；繆天華 -校閱 350

EB01829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KTSK( 筆生花 (上 / 下 )(平 ) ◎ 心如女史著；黃明校注；亓婷婷校閱 550

EB01830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PORN( 九尾龜 (上 / 下 )(平 ) ◎ 張春帆著；楊子堅校注 500

EB01830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NRSPT( 野叟曝言 (上 / 中 / 下 )(精 ) ◎ 夏敬渠著；黃珅校注 1150

EB01830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NRSQQ( 野叟曝言 (上 / 中 / 下 )(平 ) ◎ 夏敬渠著；黃珅校注 1000

EB01830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NLKM( 施公案 (上 ) ◎ 清‧無名氏 -編撰、黃珅 -校注 230

EB01830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PLMK( 遊仙窟玉梨魂合刊 (平 ) ◎ 張鷟、 徐枕亞 -著；黃瑚、黃珅 -校注 130

EB01830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PMMT( 七劍十三俠 (上 / 下 ) ◎ 張建一 -校注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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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30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PRMO( 三門街 ◎ 清無名氏 -撰、嚴文儒 -校注 210

EB01830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PROS( 小五義 (平 ) ◎ 清‧無名氏 -編著、李宗為 -校注 240

EB01830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NQK( 封神演義 (上 / 下 )(二版 ) ◎ 陸西星 -撰；鍾伯敬 -評；楊宗瑩 -校注；繆天華 -校閱 300

EB01830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OQT( 老殘遊記 (二版 ) ◎ 劉鶚 -撰；田素蘭 -校訂；繆天華 -校閱 130

EB01831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RQQ( 文明小史 (二版 ) ◎ 李伯元 -撰；張素貞 -校注；繆天華 -校閱 150

EB01831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SNO( 官場現形記 (上 / 下 )(三版 ) ◎ 李伯元 -撰；張素貞 -校注；繆天華 -校閱 300

EB01831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TTP( 三俠五義 (上 / 下 )(二版 ) ◎ 石玉崑 -著、張虹 -校注、楊宗瑩 -校閱 260

EB01831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SMKQ( 南海觀音全傳 達磨出身傳燈傳 (合刊 )(平 ) ◎ 西
大午辰走人、朱開泰 -編撰、沈傳鳳 -校注

160

EB01831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TQSP( 施公案 (中 ) ◎ 清‧無名氏 -編撰、黃珅 -校注 230

EB01831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TQTM( 施公案 (下 ) ◎ 清‧無名氏 -編撰、黃珅 -校注 230

EB01831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TLPOTO( 濟公和尚 (精 ) ◎ 賴永海 210

EB01831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TLPPKK( 濟公和尚 (平 ) ◎ 賴永海 150

EB018318 小魯文化 ﹝小說﹞ 2009 y(7IJ5H5*RKTOPR( 七俠五義 ◎ 200

EB018319 東方出版 ﹝小說﹞ 2009 y(7IJ5H5*RKTOPR( 七俠五義 ◎ 200

EB018320 國家 ﹝小說﹞ 2004 y(7IJ5H3*QKTKOT( 肉蒲團祕本 ◎ 李　漁 200

EB018321 國家 ﹝小說﹞ 2000 y(7IJ5H3*QKQSTP( 上古神話演義 (上 ) ◎ 鍾毓龍 300

EB018322 國家 ﹝小說﹞ 2000 y(7IJ5H3*QKQTKL( 上古神話演義 (下 ) ◎ 鍾毓龍 300

EB018323 國家 ﹝小說﹞ 2001 y(7IJ5H3*QKQTSR( 鏡花緣 ◎ 李汝珍 200

EB01832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5 y(7IJ5H1*OMMMMK( 新譯燕丹子 (平 ) ◎ 曹海東 -注譯；李振興 -校閱 100

EB01832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QROP( 東周列國志 (上 / 下 )(二版 ) ◎ 馮夢龍 -原著；蔡
元放 -改撰；劉本棟 -校注；繆天華 -校閱

320

EB018326 萬卷樓 ﹝小說﹞ 2002 y(7IJ5H7*NTNSTK( 亂局與奇局―析論東周列國志 ◎ 李壽菊 380

EB01832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KRRKS( 水滸傳 (上 / 下 )(三版 ) ◎ 施耐庵 -撰；羅貫中 -纂修；金聖嘆 -批；繆天華 -校訂 240

EB01832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SKP( 東西漢演義 (平 ) ◎ 甄偉謝詔 -編著；朱恒夫 -校注；劉本棟 -校閱 300

EB01832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PLLLO( 東西漢演義 (二版 ) ◎ 甄偉、謝詔 -編著、朱恒夫 -校注、劉本棟 -校閱 330

EB018330 小魯文化 ﹝小說﹞ 2008 y(7IJ5H5*RKTLKP( 水滸傳 ◎ 施耐庵 200

EB018331 小魯文化 ﹝小說﹞ 2008 y(7IJ5H5*RKTLLM( 三國演義 (上 ) ◎ 羅貫中 200

EB018332 小魯文化 ﹝小說﹞ 2008 y(7IJ5H5*RKTMOM( 三國演義 (下 ) ◎ 羅貫中 200

EB018333 東方出版 ﹝小說﹞ 2008 y(7IJ5H5*RKTLKP( 水滸傳 ◎ 施耐庵 200

EB018334 東方出版 ﹝小說﹞ 2008 y(7IJ5H5*RKTLLM( 三國演義 (上 ) ◎ 羅貫中 200

EB018335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TPP( 剖析三國演義的道理―兼顧顯秩序與隱秩序的氣球理論 ◎ 曾仕強 350

EB018336 台灣商務 ﹝小說﹞ 1992 y(7IJ5H0*PKORPK( 新編白話三國演義故事 ◎ 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08

EB018337 萬卷樓 ﹝小說﹞ 1999 y(7IJ5H7*NTMNLM( 英雄之歌—羅貫中與《三國演義》 ◎ 羅遠道 師尼羅 200

EB01833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KRRMM( 三國演義 (上 / 下 )(二版 ) ◎ 羅貫中 -撰、毛宗崗 -批、饒彬 -校注 300

EB018339 國家 ﹝小說﹞ 2009 y(7IJ5H3*QLLSSM( 六朝英烈傳 ◎ 高越天 300

EB01834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QQT( 隋唐演義 (上 / 下 )(精 ) ◎ 褚人穫著；嚴文儒校注；劉本棟校閱 550



 - 525 - 

．
︹
小
說
︺
．

EB01834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QRQ( 隋唐演義 (上 / 下 )(平 ) ◎ 褚人穫著；嚴文儒校注；劉本棟校閱 450

EB018342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OKKLTS( 大明英烈傳 (精 ) ◎ 楊宗瑩校訂；繆天華校閱 156

EB018343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OKKMKO( 大明英烈傳 (平 ) ◎ 楊宗瑩校訂；繆天華校閱 100

EB01834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4 y(7IJ5H1*OLMQNO( 秋瑾革命傳 (平 ) ◎ 秋燦芝 70

EB01834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LKRT( 人禍 ◎ 彭道誠 190

EB01834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SLQK( 裂變 -太平天國 ◎ 彭道誠 260

EB01834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OKRQRS( 水滸傳 (木刻大字本 )(精 ) ◎ 施耐庵著；金聖嘆批 556

EB01834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OKRQSP( 水滸傳 (木刻大字本 )(平 ) ◎ 施耐庵著；金聖嘆批 489

EB01834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LMOLM(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薩孟武 140

EB018350 台灣商務 ﹝小說﹞ 1994 y(7IJ5H0*PLKPPN( 精選原著水滸傳 ◎ 賀聖遂 選編 120

EB01835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KRRQK( 西遊記 (上 / 下 )(三版 ) ◎ 吳承恩 -撰、繆天華 -校閱 290

EB01835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1*OLMTRT(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 薩孟武 150

EB018353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MSQ( 探索西遊記與鏡花緣 ◎ 周芬伶 著 250

EB018354 國家 ﹝小說﹞ 2007 y(7IJ5H3*QLKKKR( 白話西遊記 (上 ) ◎ 吳承恩 250

EB018355 國家 ﹝小說﹞ 2007 y(7IJ5H3*QLKKLO( 白話西遊記 (下 ) ◎ 吳承恩 250

EB018356 萬卷樓 ﹝小說﹞ 2000 y(7IJ5H7*NTNKSL( 百變大聖取經行—漫話《西遊記》 ◎ 譚倫傑 200

EB018357 台灣商務 ﹝小說﹞ 2000 y(7IJ5H0*PLQQKT( 金瓶梅解隱－作者 . 人物 . 情節 ◎ 李洪政 著 400

EB018358 台灣商務 ﹝小說﹞ 1992 y(7IJ5H0*PKORON( 精選金瓶梅 ◎ 周偉明 撮寫 100

EB018359 台灣商務 ﹝小說﹞ 1998 y(7IJ5H0*PLOQRO( 金瓶梅的作者是誰 ◎ 魏子雲 著 250

EB018360 台灣商務 ﹝小說﹞ 1993 y(7IJ5H0*PKRSLM( 金瓶梅研究二十年 ◎ 魏子雲 著 180

EB018361 萬卷樓 ﹝小說﹞ 2001 y(7IJ5H7*NTNNPR( 《金瓶梅》女性服飾文化 ◎ 張金蘭 320

EB018362 萬卷樓 ﹝小說﹞ 2001 y(7IJ5H7*NTNMST( 俗世風情—話說《金瓶梅》 ◎ 譚倫傑 200

EB018363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PSO( 不負如來不負卿――《石頭記》百二十回初探 ◎ 周夢蝶 240

EB018364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RSP( 紅樓夢女人新解 ◎ 謝鵬雄 200

EB018365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4*OOKKLQ( 私語紅樓夢 ◎ 水晶 190

EB01836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KQPP( 紅樓夢新解 ◎ 潘重規 144

EB01836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KQQM( 紅樓夢新辨 ◎ 潘重規 267

EB01836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OKKQRT( 紅學六十年 ◎ 潘重規 178

EB01836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KRROQ( 紅樓夢 (上 / 下 )(二版 ) ◎ 曹雪芹 -撰、饒彬 -校注 340

EB01837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2 y(7IJ5H1*OLSNRR( 紅學論集 ◎ 潘重規 189

EB01837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LQNO(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 薩孟武 150

EB018372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TKKMSP(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精 ) ◎ 周汝昌 267

EB018373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TKKMTM(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平 ) ◎ 周汝昌 200

EB01837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TKPROR( 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精 ) ◎ 羅德湛 322

EB01837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TKPRPO( 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平 ) ◎ 羅德湛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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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37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2 y(7IJ5H1*TLOOTR( 紅樓夢研究 (精 ) ◎ 王關仕 400

EB01837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2 y(7IJ5H1*TLOPKN( 紅樓夢研究 (平 ) ◎ 王關仕 333

EB01837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TLSRTM( 民間珍品圖說紅樓夢 (平 ) ◎ 王樹村 850

EB01837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TLSSKS( 民間珍品圖說紅樓夢 (精 ) ◎ 王樹村 950

EB01838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TLTNPP( 紅樓血淚史 (精 ) ◎ 潘重規 200

EB01838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TLTNQM( 紅樓血淚史 (平 ) ◎ 潘重規 140

EB01838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7 y(7IJ5H1*TLTSSL( 微觀紅樓夢 (精 ) ◎ 王關仕 280

EB01838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TLTSTS( 微觀紅樓夢 ◎ 王關仕 210

EB01838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TMSMTQ(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 周汝昌 220

EB018385 台灣商務 ﹝小說﹞ 2000 y(7IJ5H0*PLQNRL( 紅樓夢與政治人物 ◎ 司馬璐 著 150

EB018386 台灣商務 ﹝小說﹞ 1969 y(7IJ5H0*PLLTRK( 紅樓夢人物介紹 ◎ 李君俠 編 200

EB018387 台灣商務 ﹝小說﹞ 1967 y(7IJ5H0*PKPMPM( 紅樓夢的重要女性 ◎ 梅 苑 著 150

EB018388 台灣商務 ﹝小說﹞ 1995 y(7IJ5H0*PLMLKQ( 紅樓夢的飲食文化 ◎ 陳 詔 著 160

EB018389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LMKR( 細嚼慢嚥讀紅樓 ◎ 陳大權 250

EB018390 萬卷樓 ﹝小說﹞ 2004 y(7IJ5H7*NTOSRN( 紅樓煙雲 --大觀園人物訪談記 ◎ 韓廷一 320

EB018391 萬卷樓 ﹝小說﹞ 1996 y(7IJ5H7*NTLPSM( 紅樓夢群芳圖譜 ◎ 戴敦邦 陳詔 140

EB018392 三民書局 ﹝小說﹞ 1971 y(7IJ5H1*OLPMQK( 149. 那兩顆心 (精 ) ◎ 林雪著 110

EB018393 三民書局 ﹝小說﹞ 1983 y(7IJ5H1*OLPMRR( 149. 那兩顆心 (平 ) ◎ 林雪著 70

EB01839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9 y(7IJ5H1*ONTNLK( 美人尖 ◎ 王瓊玲 -著 280

EB018395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ROP( 九十七年小說選 ◎ 季季 編 300

EB018396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TOQ( 小說教室 (導讀新版 ) ◎ 張曉風 / 編 400

EB018397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SOR( 小說30家 (上 ) ◎ 蔡素芬 / 編 350

EB018398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SPO( 小說30家 (上 )(精 ) ◎ 蔡素芬 / 編 450

EB018399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SQL( 小說30家 (下 ) ◎ 蔡素芬 / 編 350

EB018400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SRS( 小說30家 (下 )(精 ) ◎ 蔡素芬 / 編 450

EB018401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TN( 九十六年小說選 ◎ 李昂 / 編 250

EB018402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NTKL( 九十五年小說選 ◎ 郝譽翔 編 320

EB018403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MTSK( 九十四年小說選 ◎ 蔡素芬 編 260

EB018404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KQP( 九十三年小說選 ◎ 陳雨航編 250

EB018405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MPT( 九十二年小說選 ◎ 林秀玲 / 主編 250

EB018406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MLO( 九十一年小說選 ◎ 袁瓊瓊 / 主編 250

EB018407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STMR( 九十年小說選 ◎ 李昂 250

EB018408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QOR( 八十九年小說選 ◎ 陳義芝 230

EB018409 九歌 ﹝小說﹞ 2000 y(7IJ5H5*QKQQQO( 八十八年小說選 ◎ 彭小研編 230

EB018410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NQK( 一水天涯――馬華短篇小說選 ◎ 黃錦樹 / 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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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411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MSP( 小說二十家（精） ◎ 平路 / 編 430

EB018412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MTM( 小說二十家 ◎ 平路 / 編 350

EB018413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QTS( 鏡與水 ◎ 虹影編 220

EB01841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OKOMM( 下一站，天堂―公車劫持事件簿 ◎ 紫石作坊主編 130

EB01841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OKONT( 愛，有沒有明天？―瘟疫入城事件簿 ◎ 紫石作坊主編 130

EB01841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OMRNK( 台灣現代文選小說卷 ◎ 林黛嫚 300

EB018417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OLN( 托塔少年 (平 ) ◎ 林文欽編 89

EB018418 台灣商務 ﹝小說﹞ 2010 y(7IJ5H0*PMOORP( 幽微‧精采―說情愛 1 愛情有多長 ◎ 陳祖彥 200

EB018419 台灣商務 ﹝小說﹞ 2010 y(7IJ5H0*PMOPTS( 幽微‧精采―說情愛 2：友情的另個名字 ◎ 陳祖彥 200

EB018420 台灣商務 ﹝小說﹞ 2010 y(7IJ5H0*PMORNO( 幽微‧精采―說情愛 3：親情，多少淚，笑 ◎ 陳祖彥 250

EB018421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LLQ( 孤島旅程：第二屆「世界華文成長小說」徵文得獎作品集 ◎ 鍾文音 180

EB018422 幼獅文化 ﹝小說﹞ 2002 y(7IJ5H5*ROOLPL( 成長的風景 ◎ 陳幸蕙 160

EB018423 田園城市 ﹝小說﹞ 2004 y(7IJ8G7*RKPQKK( 無照駕駛：建築家的私文學 ◎ 阮慶岳等 300

EB018424 萬卷樓 ﹝小說﹞ 2003 y(7IJ5H7*NTOMRT(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選讀 ◎ 許俊雅 480

EB018425 萬卷樓 ﹝小說﹞ 2004 y(7IJ5H7*NTOSNP( 名家極短篇悅讀與引導 ◎ 春榮 顏藹珠 280

EB018426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NPKM( 磁石女神 ◎ 蔡文甫 160

EB018427 九歌 ﹝小說﹞ 1994 y(7IJ5H5*QKNMLM( 移愛記 ◎ 蔡文甫 150

EB018428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QNL( 抓緊生命線 ◎ 楊小雲 170

EB018429 九歌 ﹝小說﹞ 2010 y(7IJ5H4*OOQPNR( 親愛練習 ◎ 張耀仁 280

EB018430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ONS( 春光關不住 ◎ 張瀛太 210

EB018431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KMP( 小飯店裡的故事‧中英對照 (附朗讀光碟 ) ◎ 蔡文甫 250

EB018432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KLS( 船夫和猴子 (附朗讀光碟 ) ◎ 蔡文甫 250

EB018433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KPQ( 隔壁親家 (紀念版 ) ◎ 廖蕾夫 280

EB018434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KPQ( 隔壁親家 (紀念版 ) ◎ 廖蕾夫 280

EB018435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TMT( 弄堂裡的白馬 ◎ 王安憶 260

EB018436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TKP( 沒有觀眾的舞台〈軟精裝〉 ◎ 蔡文甫 240

EB018437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SSM( 或許，與愛無關 ◎ 袁瓊瓊 250

EB018438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RNS( 飄走的瓣式球〈軟精裝〉 ◎ 蔡文甫 240

EB018439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PQL( 女生宿舍〈軟精裝〉 ◎ 蔡文甫 240

EB018440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QMM( 白蛇 ◎ 嚴歌苓 190

EB018441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PLQ( 小林的桃花源 ◎ 康芸薇 230

EB018442 天培 ﹝小說﹞ 2008 y(7IJ8G7*RPTSKL( 張系國大器小說：住書 ◎ 張系國 220

EB018443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NL( 院中故事 (重排新版 ) ◎ 舒暢 220

EB018444 天培 ﹝小說﹞ 2008 y(7IJ8G7*RPTRLT( 張系國大器小說：育樂書 ◎ 張系國 210

EB018445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KK( 解凍的時候〈軟精裝〉 ◎ 蔡文甫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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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446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QM( 一地雞毛〈換書名換封面〉 ◎ 劉震雲 240

EB018447 天培 ﹝小說﹞ 2008 y(7IJ8G7*RPTQST( 張系國大器小說：食書 ◎ 張系國 200

EB018448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PKM( 羅英極短篇2：貓咪情人〈原貓咪情人‧PUB〉 ◎ 羅英 200

EB018449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NML( 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原：白門再見 ) ◎ 夏烈 250

EB018450 健行 ﹝小說﹞ 2006 y(7IJ8G7*RPNSPO( 頑皮故事集（新版 +CD） ◎ 侯文詠 230

EB018451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MRNR( 喇叭手 ◎ 劉非烈 230

EB018452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NTN( 請帶我走 ◎ 張抗抗 220

EB018453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MRK( 咖啡和香水 ◎ 彭順台 220

EB018454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NKK( 砲彈擊落一個夢 ◎ 歐陽柏燕 220

EB018455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LNN( 尹縣長（新典藏版） ◎ 陳若曦 280

EB018456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KOL( 一枚戒指 （原：賭他一生） ◎ 廖玉蕙 190

EB018457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KTQ( 麗人公寓 ◎ 唐穎 250

EB018458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RMN( 今夜微雨（新典藏版） ◎ 廖輝英 200

EB018459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PRK( 狗不說笑話，我說 ◎ 路易斯．薩奇爾（ Louis Sachar） 200

EB018460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QQM( 哭泣的耳朵 ◎ 蘇童 230

EB018461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QSQ( 貓臉的歲月（新典藏版） ◎ 顧肇森 280

EB018462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OMQ( 巢渡 ◎ 張瀛太 220

EB018463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MQQ( 紅顏淚 ◎ 梅遜 200

EB018464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LQR( 變心 ◎ 張啟疆 200

EB018465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LSL( 汪笨湖人生小說 （原：月光娘娘） ◎ 汪笨湖 180

EB018466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LKNR( 姜貴中短篇小說 (原：姜貴小說續編） ◎ 姜貴 190

EB018467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TQM( 性、自戀、身分證 ◎ 卜大中 180

EB018468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SQN( 等待一場月光婚禮 （原：女孩們經常被告知） ◎ 吳鈞堯 180

EB018469 天培 ﹝小說﹞ 2003 y(7IJ8G7*RPTKQL( 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 鄭寶娟 210

EB018470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PKO( 姜貴小說集 (原：永遠站著的人） ◎ 姜貴 230

EB018471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LLP( 虎爺 ◎ 吳明益 210

EB018472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QLK( 女生宿舍（新版） ◎ 蔡文甫 190

EB018473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LSO( 幽室裡的愛情 ◎ 宇文正 180

EB018474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SSN( 堅持溫柔 ◎ 彭蕙仙 200

EB018475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RSO( 望君早歸 ◎ 王拓 220

EB018476 九歌 ﹝小說﹞ 2000 y(7IJ5H5*QKRLTR( 高塔 ◎ 張復 210

EB018477 九歌 ﹝小說﹞ 2000 y(7IJ5H5*QKRMKN( 西藏愛人 ◎ 張瀛太 230

EB018478 天培 ﹝小說﹞ 2000 y(7IJ5H5*QKQTLQ( 愛上蝴蝶的男人 ◎ 林式 190

EB018479 天培 ﹝小說﹞ 2000 y(7IJ5H5*QKQQSS( 回溯的魚 ◎ 李笠 210

EB018480 天培 ﹝小說﹞ 2000 y(7IJ5H5*QKQPST( 餓 Faim. femme ◎ 謝芷霖 200



 - 529 - 

．
︹
小
說
︺
．

EB018481 健行 ﹝小說﹞ 1999 y(7IJ5H9*QSKSPL( 我不是故意這麼壞 ◎ 郁馥馨 170

EB018482 健行 ﹝小說﹞ 1999 y(7IJ5H9*QSKSRP( 牽手走遠路 ◎ 徐薏藍 180

EB018483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QNNQ( 不完全比賽――張啟疆的棒球小說 ◎ 張啟疆 180

EB018484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QNKP( 下雨天 ◎ 陳正毅 180

EB018485 健行 ﹝小說﹞ 1999 y(7IJ5H9*QSKRQT( 愛是一生的堅持 ◎ 楊小雲 190

EB018486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PTMQ( 一顆永恆的星 ◎ 王藍 230

EB018487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PSNO( 愛情烏托邦 ◎ 凌明玉 170

EB018488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PTT( 大輪迴 ◎ 鍾玲 170

EB018489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OTK( 俄羅斯娃娃 ◎ 張啟疆 160

EB018490 九歌 ﹝小說﹞ 1997 y(7IJ5H5*QKOQQK( 烏暗暝 ◎ 黃錦樹 230

EB018491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NNTR( 在陌生的城市 ◎ 戴文采 170

EB018492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NOKN( 海那邊 ◎ 嚴歌苓 170

EB018493 九歌 ﹝小說﹞ 1996 y(7IJ5H5*QKOPTM( 消失的□□ ◎ 張啟疆 170

EB018494 九歌 ﹝小說﹞ 1994 y(7IJ5H5*QKMSNN( 枕邊人 ◎ 楊小雲 140

EB018495 九歌 ﹝小說﹞ 1994 y(7IJ5H5*QKMTNM( 不要送我玫瑰花 ◎ 張讓 130

EB018496 九歌 ﹝小說﹞ 1994 y(7IJ5H5*QKNKOP( 風箏．玩偶．垃圾車 ◎ 舒暢 150

EB018497 九歌 ﹝小說﹞ 1994 y(7IJ5H5*QKNNKO( 玲玲的畫像 ◎ 蔡文甫 160

EB018498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NPM( 櫻花落盡 ◎ 廖韻芳 140

EB018499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OLN( 女伶 ◎ 陳少聰 120

EB018500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QOM( 酸棗子 ◎ 朱炎 140

EB018501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LTTR( 繁星是夜的眼睛 ◎ 朱炎 110

EB018502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MKLR( 緣非緣 ◎ 胡華玲 130

EB018503 九歌 ﹝小說﹞ 1991 y(7IJ5H5*QKLNNL( 邢家大少 ◎ 保真 190

EB018504 九歌 ﹝小說﹞ 1991 y(7IJ5H5*QKLPSO( 變奏的戀曲 ◎ 蔡文甫 130

EB018505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PSR( 唯良的愛 ◎ 蕭颯 160

EB018506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TML( 舞會 ◎ 蔡文甫 180

EB01850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KOQO( 走出城巿 (精 ) ◎ 鄭萬隆 256

EB01850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KORL( 走出城巿 (平 ) ◎ 鄭萬隆 189

EB01850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KRNK(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精 ) ◎ 扎西達娃著 244

EB01851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KKROR(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平 ) ◎ 扎西達娃著 178

EB01851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OKSMTN( 黃昏過客 ◎ 沙究著 156

EB018512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OLMKKT( 這次你演哪一半 (精 ) ◎ 張辛欣 222

EB018513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OLMKLQ( 這次你演哪一半 (平 ) ◎ 張辛欣 156

EB018514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OLMKMN( 天橋 (精 ) ◎ 李曉著 211

EB018515 三民書局 ﹝小說﹞ 1989 y(7IJ5H1*OLMKNK( 天橋 (平 ) ◎ 李曉著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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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516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LNMLL( 那飄去的雲 (平 ) ◎ 張秀亞 70

EB018517 三民書局 ﹝小說﹞ 1979 y(7IJ5H1*OLNNPS( 雪地獵熊 (平 ) ◎ 段彩華 70

EB01851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OLNPPQ( 藝術與愛情 (平 ) ◎ 張秀亞 70

EB018519 三民書局 ﹝小說﹞ 1984 y(7IJ5H1*OLNQTN( 海濱 (平 ) ◎ 華羽著 70

EB018520 三民書局 ﹝小說﹞ 1983 y(7IJ5H1*OLNRPO( 默默遙情 (平 ) ◎ 趙滋蕃 70

EB018521 三民書局 ﹝小說﹞ 1986 y(7IJ5H1*OLNRRS( 屐痕心影 (平 ) ◎ 曾虛白 70

EB01852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OLNSLP( 水晶夜 (平 ) ◎ 陳慧劍 70

EB018523 三民書局 ﹝小說﹞ 1970 y(7IJ5H1*OLNSMM( 胡巡官的一天 (精 ) ◎ 金戈著 110

EB018524 三民書局 ﹝小說﹞ 1979 y(7IJ5H1*OLNSNT( 胡巡官的一天 (平 ) ◎ 金戈著 70

EB018525 三民書局 ﹝小說﹞ 1986 y(7IJ5H1*OLNSPN( 取者和予者 (平 ) ◎ 彭歌著 70

EB018526 三民書局 ﹝小說﹞ 1976 y(7IJ5H1*OLNSTL( 再見！秋水！ (平 ) ◎ 畢璞著 70

EB018527 三民書局 ﹝小說﹞ 1984 y(7IJ5H1*OLOLSS( 從香檳來的 (一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852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LOLTP( 從香檳來的 (一 )(平 ) ◎ 彭歌著 70

EB01852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OLOMKL( 從香檳來的 (二 )(精 ) ◎ 彭歌著 110

EB01853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0 y(7IJ5H1*OLOMLS( 從香檳來的 (二 )(平 ) ◎ 彭歌著 70

EB018531 三民書局 ﹝小說﹞ 1977 y(7IJ5H1*OLOMTO( 六甲之冬 (平 ) ◎ 沙岡著 70

EB018532 三民書局 ﹝小說﹞ 1974 y(7IJ5H1*OLOORS( 校園裡的椰子樹 (平 ) ◎ 鄭清文 70

EB018533 三民書局 ﹝小說﹞ 1977 y(7IJ5H1*OLOPLP( 吳淞夜渡 (平 ) ◎ 孟絲著 70

EB018534 三民書局 ﹝小說﹞ 1987 y(7IJ5H1*OLORRP( 自然的樂章 (平 ) ◎ 盧克彰 70

EB018535 三民書局 ﹝小說﹞ 1971 y(7IJ5H1*OLPLKT( 燈下 (精 ) ◎ 葉蟬貞 110

EB01853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3 y(7IJ5H1*OLPLLQ( 燈下 (平 ) ◎ 葉蟬貞 70

EB018537 三民書局 ﹝小說﹞ 1973 y(7IJ5H1*OLPRMR( 鐘 (精 ) ◎ 水晶著 110

EB018538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LPRNO( 鐘 (平 ) ◎ 水晶著 70

EB01853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OLRSOO( 溪水，淚水 ◎ 白樺著 178

EB01854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OMNQMN( 倒淌河 ◎ 嚴歌苓 190

EB01854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OMOLSR( 帶鞍的鹿 ◎ 虹影著 150

EB018542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OMOOPN( 親戚 ◎ 韓秀著 150

EB01854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7 y(7IJ5H1*OMPQST( 沙漠裡的狼 ◎ 白樺著 170

EB01854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7 y(7IJ5H1*OMPSSR( 風信子女郎 ◎ 虹影著 200

EB01854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7 y(7IJ5H1*OMRKST( 抒情時代―「他們」及三個短篇 ◎ 鄭寶娟 140

EB01854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MOQ( 遙遠的歌 ◎ 夏小舟 180

EB01854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MQK( 燃燒的眼睛 ◎ 簡宛著 130

EB01854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NML( 月兒彎彎照美洲 ◎ 李靜平 170

EB01854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MTKRQ( 6個女人的畫像 ◎ 莫非著 130

EB01855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MTRRT( 只要我和你 ◎ 夏小舟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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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55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LKLR( 再回首 ◎ 鄭寶娟 180

EB01855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LKSQ( 殘片 ◎ 董懿娜 150

EB01855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LOMK( 神交者說 ◎ 虹影著 200

EB01855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MMSL( 誰家有女初養成 ◎ 嚴歌苓 210

EB01855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NMQO( 換了頭抑或換了身體 ◎ 張德寧 160

EB01855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ORMS( 零度疼痛 ◎ 邱華棟 160

EB01855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PPST( 孤島張愛玲 -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 (1952-1955)小說 ◎ 蘇偉貞 180

EB01855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3 y(7IJ5H1*ONSLPN( 南十字星下的月色 ◎ 張至璋 120

EB01855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TQKK( 密語者 ◎ 嚴歌苓 170

EB01856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4 y(7IJ5H1*ONTRNK( 走出荒蕪 ◎ 楊明著 130

EB01856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OLKTM( 穗子物語 ◎ 嚴歌苓 290

EB01856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OLRLT( 那飄去的雲 ◎ 張秀亞 150

EB01856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OLSKL( 校園裡的椰子樹 ◎ 鄭清文 150

EB01856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OLSQN( 班會之死 ◎ 林雙不 150

EB01856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5 y(7IJ5H1*OOMSNT( 極限情況 ◎ 鄭寶娟 160

EB01856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PKQT( 描紅――臺灣張派作家世代論 ◎ 蘇偉貞 290

EB01856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PQLS( 太平洋探戈 ◎ 嚴歌苓 190

EB01856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KOT( 英譯橘子紅了 When Tangerines Turn Red ◎ 琦君 -原著；周亦培 -譯 160

EB01856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TQQL( 遲開的茉莉 (四版 ) ◎ 鍾梅音 120

EB018570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KPP( 金排附 (平 ) ◎ 鍾延豪 144

EB018571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KRT( 放鷹 (平 ) ◎ 吳錦發 178

EB018572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LTM( 無緣廟 (平 ) ◎ 陳艷秋 111

EB018573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MNT( 余忠雄的春天 (平 ) ◎ 鍾鐵民 111

EB018574 三民書局 ﹝小說﹞ 1987 y(7IJ5H1*TKRMPN( 吳煦斌小說集 (平 ) ◎ 吳煦斌 156

EB018575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MQK( 卡薩爾斯之琴 (精 ) ◎ 葉石濤 156

EB018576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MRR( 卡薩爾斯之琴 (平 ) ◎ 葉石濤 100

EB018577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MTL( 青囊夜燈 (平 ) ◎ 許振江 111

EB018578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NML( 思想起 (精 ) ◎ 陌上塵 156

EB018579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NNS( 思想起 (平 ) ◎ 陌上塵 100

EB018580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NPM( 心酸記 (平 ) ◎ 李喬著 133

EB018581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NRQ( 孤獨園 (平 ) ◎ 林蒼鬱 100

EB018582 三民書局 ﹝小說﹞ 1980 y(7IJ5H1*TKRNTK( 離訣 (平 ) ◎ 林蒼鬱 89

EB018583 茵山外 ﹝小說﹞ 2007 y(7IJ8G6*TLQKQT( 比誰都美的相遇。 ◎ 朱衣 220

EB018584 小兵 ﹝小說﹞ 1998 y(7IJ5H8*QMOMKR( 獵人的故事 ◎ 余存先 220

EB018585 小兵 ﹝小說﹞ 2001 y(7IJ5H8*QMONSM( 嘿嘿嘿，有鬼哦！ ◎ 張榜奎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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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586 小魯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滑稽列傳 ◎ 140

EB018587 小魯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唐人傳奇 ◎ 140

EB018588 台灣商務 ﹝小說﹞ 2008 y(7IJ5H0*PMNKNO( 宇文正短篇小說精選集 ◎ 宇文正 300

EB018589 台灣商務 ﹝小說﹞ 1967 y(7IJ5H0*PLMNTR( 歷史故事新述 ◎ 李奕定 著 420

EB018590 台灣商務 ﹝小說﹞ 1998 y(7IJ5H0*PLORLL( 曾滿足 ◎ 阮慶岳 著 180

EB018591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LKMN( 林黛嫚短篇小說選 ◎ 林黛嫚 320

EB018592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LKOR( 段彩華小說選集 ◎ 段彩華 320

EB018593 台灣商務 ﹝小說﹞ 2008 y(7IJ5H0*PMMTKR( 徐坤小說選集 ◎ 徐坤 320

EB018594 台灣商務 ﹝小說﹞ 2009 y(7IJ5H0*PMOKTN( 郭雪波小說選集 ◎ 郭雪波 350

EB018595 台灣商務 ﹝小說﹞ 2003 y(7IJ5H0*PLRRON( 旋風酋長 :原住民的故事 ◎ 陳英雄 著 250

EB018596 台灣商務 ﹝小說﹞ 2008 y(7IJ5H0*PMMQTN( 陳祖彥小說選 ◎ 陳祖彥 300

EB018597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QRM( 人子 ◎ 鹿橋 280

EB018598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SNP( 聆聽巴比倫 ◎ 童若雯 420

EB018599 台灣商務 ﹝小說﹞ 2004 y(7IJ5H0*PLSQMR( 窄巷 ◎ 葛可一 著 250

EB018600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SSK( 逆向飛行 ◎ 鄧榮坤 250

EB018601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QSM( 台北咖啡 ◎ 鄧榮坤 著 250

EB018602 幼獅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5*NKSPNR( 今夜不想睡 ，想飛 ◎ 溫小平 150

EB018603 幼獅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ROKTKK( 花式夢幻 ◎ 溫小平 150

EB018604 幼獅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5*ROKTNL( 傷心 Cheese Cake ◎ 管家琪 140

EB018605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OOO( 10個寶藏 ◎ 張寧靜 GENG 180

EB018606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PLM( 大餅妹與羅密歐 ◎ 林滿秋 180

EB018607 幼獅文化 ﹝小說﹞ 2002 y(7IJ5H5*RONSKM( 玫瑰巧克力 ◎ 溫小平 180

EB018608 東方出版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滑稽列傳 ◎ 140

EB018609 東方出版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唐人傳奇 ◎ 140

EB018610 耶魯國際 ﹝小說﹞ 2005 y(7IJ5H8*NMNQMT( 別哭 !我最愛的人增訂版 ◎ 鐘莘 220

EB018611 耶魯國際 ﹝小說﹞ 1994 y(7IJ5H8*QNPMRM( 嫁禍青春 ◎ 黃喜 99

EB018612 國家 ﹝小說﹞ 1999 y(7IJ5H3*QKQMSO( 中國民間豪俠傳 ◎ 王子堅 200

EB018613 國家 ﹝小說﹞ 2008 y(7IJ5H3*QLLMPR( 無奈人生：美國真實生活，移民悲喜故事 ◎ 文　吉 250

EB018614 國家 ﹝小說﹞ 1996 y(7IJ5H3*QKONNO( 中國傳奇故事 ◎ 林育儒 220

EB018615 國家 ﹝小說﹞ 2008 y(7IJ5H3*QLLMOK( 中國戲劇故事 ◎ 林育儒 250

EB018616 蘭臺 ﹝小說﹞ 2007 y(7IJ8G8*NQLMKL( 浦尾的春天 ◎ 陳垣三 250

EB018617 黎明文化 ﹝小說﹞ 2003 y(7IJ5H1*QKQQKQ( 回首往事如風 [平 ] ◎ 向晴 260

EB018618 黎明文化 ﹝小說﹞ 2003 y(7IJ5H1*QKQQMK( 悚慄怪談 [平 ] ◎ 曾焰 320

EB018619 黎明文化 ﹝小說﹞ 2003 y(7IJ5H1*QKQPKR( 櫻花甜不辣 [平 ] ◎ 沈玲 270

EB018620 黎明文化 ﹝小說﹞ 2004 y(7IJ5H1*QKQTKN( 月光下的玫瑰 [平 ] ◎ 巫守如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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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621 黎明文化 ﹝小說﹞ 2004 y(7IJ5H1*QKRKSP( 末路天堂 [平 ] ◎ 曾焰 290

EB018622 黎明文化 ﹝小說﹞ 2004 y(7IJ5H1*QKRLLP( 老虎的酸辣湯 [平 ] ◎ 郭桂玲 290

EB018623 黎明文化 ﹝小說﹞ 2004 y(7IJ5H1*QKQSSK( 紅塵密碼 [平 ] ◎ 齊飛 280

EB018624 黎明文化 ﹝小說﹞ 2005 y(7IJ5H1*QKRMML( 愛情短打 [平 ] ◎ 姜捷 220

EB018625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NPNN( 沙堡傳奇 ◎ 金光裕 160

EB018626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QQQ( 上將的女兒 ◎ 段彩華 140

EB018627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LQTK( 愛與寂寞散步 ◎ 廖輝英 210

EB018628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MMPN( 火浴鳳凰 ◎ 林剪雲 110

EB018629 九歌 ﹝小說﹞ 1991 y(7IJ5H5*QKLPOQ( 神話．夢話．情話．大都會 ◎ 張靄珠 180

EB018630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LON( 無情海 ◎ 楊小雲 170

EB018631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PKL( 藍色第五季 ◎ 廖輝英 230

EB018632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QRT( 等待春天 ◎ 楊小雲 170

EB018633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ROR( 都市候鳥 ◎ 廖輝英 220

EB018634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RPO( 路的那一頭 ◎ 楊小雲 240

EB018635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TKR( 那兩個女人 ◎ 楊小雲 220

EB018636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TSN( 愛情的季節 ◎ 蕭颯 170

EB018637 九歌 ﹝小說﹞ 1989 y(7IJ5H5*QKKMKO( 不是雨季 ◎ 楊小雲 190

EB018638 九歌 ﹝小說﹞ 1989 y(7IJ5H5*QKKMSK( 她的成長 ◎ 楊小雲 240

EB018639 九歌 ﹝小說﹞ 2010 y(7IJ5H4*OOQPMK( 窗口的女人 ◎ 廖輝英 250

EB018640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OTK( 旋風（新典藏版） ◎ 姜貴 420

EB018641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NKS( 雨夜的月亮〈軟精裝〉 ◎ 蔡文甫 320

EB018642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NSO( 好兒女花 ◎ 虹影 350

EB018643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OLO( 女人香 ◎ 廖輝英 260

EB018644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MRS( 燭光盛宴 ◎ 蔡素芬 320

EB018645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LMO( 一句頂一萬句 ◎ 劉震雲 420

EB018646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QKOT( 推拿 ◎ 畢飛宇 280

EB018647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SQS( 作女 ◎ 張抗抗 350

EB018648 九歌 ﹝小說﹞ 2009 y(7IJ5H4*OOPRKR( 十三暝的月最美 ◎ 盧兆琦 250

EB018649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PNK( 紅塵再續 ◎ 廖輝英 250

EB018650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NQN( 古國琴人 ◎ 張瀛太 250

EB018651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NSR( 月光的隱喻 ◎ 周桂音 250

EB018652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NTO( 黑夜旋律 ◎ 譚 劍 250

EB018653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PKT( 九歌文學大獎套書 ◎ 750

EB018654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LST( 愛殺19歲 ◎ 廖輝英 280

EB018655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PKPT( 舞女生涯原是夢 ◎ 鍾 虹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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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656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PP( 那年在特約茶室 (增訂新版 ) ◎ 舒暢 250

EB018657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OS( 我叫劉躍進 ◎ 劉震雲 320

EB018658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RRT( 手機：增訂版 ◎ 劉震雲 260

EB018659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QRK( 在秋天道別 ◎ 廖輝英 250

EB018660 九歌 ﹝小說﹞ 2008 y(7IJ5H4*OOOQLS( 李順大造屋 ◎ 高曉聲 280

EB018661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POK( 穴居時代 ◎ 蘇晞文 250

EB018662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PQO( 歲月的眼睛 ◎ 廖輝英 250

EB018663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NMS( 潛在徵信社 ◎ 謝曉昀 260

EB018664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MMT( 熊兒悄聲對我說 ◎ 張瀛太 220

EB018665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LOO( 巧婦 ◎ 南郭 (林適存 ) 280

EB018666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LPL( 斷掌順娘 ◎ 彭小妍 200

EB018667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MLM( 碧海青天夜夜心（新版） ◎ 姜貴 299

EB018668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KSN( 平原 ◎ 畢飛宇 320

EB018669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OKML( 男人的風格 ◎ 張賢亮 300

EB018670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NTPQ( 一個女人的史詩 ◎ 嚴歌苓 280

EB018671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NSTP( 以愛為名 ◎ 廖輝英 340

EB018672 九歌 ﹝小說﹞ 2007 y(7IJ5H4*OONRPS( 上海魔術師 ◎ 虹影 280

EB018673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OOO( 舌行家族 ◎ 臥斧 260

EB018674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OTT( 七個漂流的故事 ◎ 洪米貞 250

EB018675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PNQ( 朝顏（新版） ◎ 廖輝英 260

EB018676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PON( 紅塵寺 ◎ 于宥均 250

EB018677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NPM( 心鎖（新典藏版） ◎ 郭良蕙 280

EB018678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NRQ( 第九個寡婦 ◎ 嚴歌苓 280

EB018679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OKQ( 夏獵（新版） ◎ 夏烈 250

EB018680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LRS( 稻草人長大了 ◎ 郭啟宏 240

EB018681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KNL( 線索 ◎ 何 ?瑞 260

EB018682 九歌 ﹝小說﹞ 2006 y(7IJ5H4*OONKOS( 妖獸都市 ◎ 武維香 240

EB018683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QQT( 負君千行淚（新版） ◎ 廖輝英 250

EB018684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RKQ( 玉米 ◎ 畢飛宇 250

EB018685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QNS( 密室逐光 ◎ 李偉涵 280

EB018686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OLQ( 地底三萬呎 ◎ 朱少麟 300

EB018687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PLP( 傷心咖啡店之歌 (（增訂新版） ◎ 朱少麟 300

EB018688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PMM( 燕子（增訂新版） ◎ 朱少麟 260

EB018689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ONK( 從兩個蛋開始 ◎ 楊爭光 300

EB018690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LSS( 藍與黑 (上 )（新典藏版） ◎ 王藍 250



 - 535 - 

．
︹
小
說
︺
．

EB018691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MLS( 相逢一笑宮前町（新版） ◎ 廖輝英 260

EB018692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MQN( 藍與黑 (下 )（新典藏版） ◎ 王藍 250

EB018693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LTPM( 台灣棒球小說大展 ◎ 徐錦成編 220

EB018694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KKN( 容器 ◎ 木子美 220

EB018695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MKLK( 我兒漢生（新典藏版） ◎ 蕭颯 280

EB018696 九歌 ﹝小說﹞ 2005 y(7IJ5H4*OOLSNT( 焰火情挑 ◎ 廖輝英 250

EB018697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RPO( 峽地（新典藏版） ◎ 鄭清文 280

EB018698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POT( 綠袖子 ◎ 虹影 220

EB018699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LONN( 落塵（新版） ◎ 廖輝英 280

EB018700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KOKP( 台灣豪門爭霸記（上）（原：台灣紅樓夢（上）） ◎ 汪笨湖．馬琇芬 168

EB018701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KOLM( 台灣豪門爭霸記（下）（原：台灣紅樓夢（下）） ◎ 汪笨湖．馬琇芬 168

EB018702 九歌 ﹝小說﹞ 2004 y(7IJ5H4*OOMLOK( 上海王（修訂本） ◎ 虹影 280

EB018703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STO( 禁地愛情 （原：愛在紅梅初綻時） ◎ 楊小雲 200

EB018704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LNT( 女人香 ◎ 廖輝英 240

EB018705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LSO( 背叛婚姻之後（原：台北尋夢的女人） ◎ 陳漱意 200

EB018706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MML( 父子的共同情人！？ （原：感風吟月未了情） ◎ 黃錫淇 149

EB018707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KPO( 夜上海 ◎ 顧豔 230

EB018708 九歌 ﹝小說﹞ 2003 y(7IJ5H4*OOKKQL( 水手之妻（新版） ◎ 楊小雲 200

EB018709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TRT( 大學女生的秘密愛情 （原：不可告人的愛情紀事） ◎ 郭映君 176

EB018710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SLS( 天使咖啡――失婚女子的故事 ◎ 楊小雲 190

EB018711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KSP( 無愛的上海 ◎ 唐穎 280

EB018712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MML( 換子成龍記 （原：世間父母） ◎ 林剪雲 240

EB018713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KLQ( 走過從前 (新版） ◎ 蕭颯 290

EB018714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TLKS( 情路浪跡 ◎ 廖輝英 170

EB018715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SSSK( 希望之石 ◎ 李偉涵 200

EB018716 九歌 ﹝小說﹞ 2002 y(7IJ5H5*QKSQOO( 超感應魔女之謎 （原：今世精靈） ◎ 林黛嫚 190

EB018717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SPTK( 人生，就是這樣！ ◎ 郭良蕙 200

EB018718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SOP( 新封神榜（下）（原：紂王與妲己（下）） ◎ 丘宏義 260

EB018719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SKPR( 無出路咖啡館 ◎ 嚴歌苓 310

EB018720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SNS( 新封神榜（中）（原：紂王與妲己（中）） ◎ 丘宏義 260

EB018721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SPM( 暗夜裡的女人 ◎ 林剪雲 240

EB018722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SML( 新封神榜（上）（原：紂王與妲己（上）） ◎ 丘宏義 260

EB018723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RRQK( 蕭邦，你好 ◎ 林太乙 190

EB018724 健行 ﹝小說﹞ 2001 y(7IJ5H5*QKRPSQ( 我的連體女兒右鳳左凰 ◎ 秦嘉惠 210

EB018725 九歌 ﹝小說﹞ 2000 y(7IJ5H5*QKRLPT( 深藍 ◎ 王家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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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726 天培 ﹝小說﹞ 2000 y(7IJ5H5*QKQTKT( 哭泣吧！恆河 ◎ 吳英女 180

EB018727 九歌 ﹝小說﹞ 2000 y(7IJ5H5*QKQQMQ( 有你同行 ◎ 楊小雲 200

EB018728 九歌 ﹝小說﹞ 2000 y(7IJ5H5*QKQQNN( 秦相李斯 ◎ 錢寧 210

EB018729 天培 ﹝小說﹞ 2000 y(7IJ5H5*QKQPRM( 屁王當兵 ◎ 張敦圍 180

EB018730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QKPN( 金色的蛇夜（下） ◎ 無名氏 256

EB018731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QKNT( 愛情良民 ◎ 廖輝英 270

EB018732 九歌 ﹝小說﹞ 1999 y(7IJ5H5*QKPSMR( 金色的蛇夜（上） ◎ 無名氏 240

EB018733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RKO( 好度有度 ◎ 林太乙 190

EB018734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PLN( 錯身桃花 ◎ 陳秋見 190

EB018735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NRR( 七情林鳳營 ◎ 阿盛 200

EB018736 九歌 ﹝小說﹞ 1998 y(7IJ5H5*QKPMLQ( 和你在京都看煙火 ◎ 郭映君 160

EB018737 九歌 ﹝小說﹞ 1997 y(7IJ5H5*QKOTON( 金盤街 ◎ 林太乙 220

EB018738 九歌 ﹝小說﹞ 1997 y(7IJ5H5*QKOQNT( 我的菩提樹 ◎ 張賢亮 250

EB018739 健行 ﹝小說﹞ 1996 y(7IJ5H9*POQTNP( 像我這樣的母親 ◎ 蕭曼青 260

EB018740 九歌 ﹝小說﹞ 1996 y(7IJ5H5*QKOMQO( 蘭姨和她的房客 ◎ 楊小雲 200

EB018741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OLTQ( 愛情的獵人 ◎ 劉安諾 140

EB018742 健行 ﹝小說﹞ 1995 y(7IJ5H9*POQSPK( 有骨氣的臺灣囝仔――阿喜 ◎ 嶺月 160

EB018743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NPTP( 愛的泉源 ◎ 蔡文甫 180

EB018744 九歌 ﹝小說﹞ 1995 y(7IJ5H5*QKNPPR( 卡門在臺灣 ◎ 孫瑋芒 180

EB018745 九歌 ﹝小說﹞ 1983 y(7IJ5H5*QKLLMQ( 舞孃淚 ◎ 鍾虹 140

EB018746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OKQ( 遠方的星星 ◎ 楊小雲 190

EB018747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OOO( 單身薏惠 ◎ 蕭颯 260

EB018748 九歌 ﹝小說﹞ 1993 y(7IJ5H5*QKMPSL( 輾轉紅蓮 ◎ 廖輝英 290

EB018749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LRRP( 一世塵緣 ◎ 楊小雲 220

EB018750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MLNK( 綠色的心 ◎ 鄭寶娟 120

EB018751 九歌 ﹝小說﹞ 1992 y(7IJ5H5*QKMMSO( 串場河傳 (上 )(下 ) ◎ 梅遜 650

EB018752 九歌 ﹝小說﹞ 1990 y(7IJ5H5*QKKRRS( 驚豔 ◎ 顧肇森 140

EB018753 九歌 ﹝小說﹞ 1989 y(7IJ5H5*QKKMPT( 女兒心 ◎ 楊小雲 210

EB018754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LLTRM( 遠方有個女兒國 (平 ) ◎ 白樺著 256

EB018755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LLTST( 在同一地平線上 (精 ) ◎ 張辛欣 211

EB018756 三民書局 ﹝小說﹞ 1988 y(7IJ5H1*OLLTTQ( 在同一地平線上 (平 ) ◎ 張辛欣 144

EB018757 三民書局 ﹝小說﹞ 1970 y(7IJ5H1*OLMLMM( 失去的影子 (精 ) ◎ 于吉著 110

EB01875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1 y(7IJ5H1*OLMLNT( 失去的影子 (平 ) ◎ 于吉著 70

EB018759 三民書局 ﹝小說﹞ 1970 y(7IJ5H1*OLMLOQ( 海星 (精 ) ◎ 郭嗣汾 110

EB018760 三民書局 ﹝小說﹞ 1970 y(7IJ5H1*OLMLPN( 海星 (平 ) ◎ 郭嗣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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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761 三民書局 ﹝小說﹞ 1970 y(7IJ5H1*OLMQTQ( 珊瑚島 (平 ) ◎ 呼嘯著 70

EB018762 三民書局 ﹝小說﹞ 1979 y(7IJ5H1*OLOPTL( 二涼亭 (平 ) ◎ 吳樹廉 70

EB018763 三民書局 ﹝小說﹞ 1995 y(7IJ5H1*OMMLOP( 草鞋權貴 ◎ 嚴歌苓 160

EB018764 三民書局 ﹝小說﹞ 1996 y(7IJ5H1*OMORMT( 神樹 ◎ 鄭義著 350

EB018765 三民書局 ﹝小說﹞ 1997 y(7IJ5H1*OMPPPT( 滾滾遼河 ◎ 紀剛著 430

EB018766 三民書局 ﹝小說﹞ 1997 y(7IJ5H1*OMRKPS( 黑月 ◎ 樊小玉 170

EB018767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RTKO( 流香溪 ◎ 季仲著 360

EB018768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LTM( 說吧房間 ◎ 林白著 180

EB018769 三民書局 ﹝小說﹞ 1998 y(7IJ5H1*OMSRTQ( 天譴 ◎ 張放著 160

EB01877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MTMPK( 化妝時代 ◎ 陳家橋 190

EB01877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9 y(7IJ5H1*OMTNOM( 蝴蝶涅槃 ◎ 海男著 230

EB01877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MTTNT( 銀色的玻璃人 ◎ 海男著 180

EB01877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LMRR( 陽雀王國 ◎ 白樺著 210

EB01877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0 y(7IJ5H1*ONMRRT( 紙銬 ◎ 蕭馬著 200

EB01877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1 y(7IJ5H1*ONOTLT( 百寶丹 ◎ 曾焰著 210

EB01877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OMKS( 魯男子 (精 ) ◎ 曾樸 著 黃珅 校注 230

EB01877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OMLP( 魯男子 (平 ) ◎ 曾樸 著 黃珅 校注 170

EB018778 三民書局 ﹝小說﹞ 2006 y(7IJ5H1*OOOONR( 口袋裡的糖果樹 ◎ 楊明 150

EB018779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QONL( 重陽兵變 (上 ) ◎ 京夫子 310

EB018780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QQRR( 大地蒼茫 (上 ) ◎ 楊念慈 230

EB018781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QTTS( 大地蒼茫 (下 ) ◎ 楊念慈 230

EB018782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KKL( 重陽兵變 (中 ) ◎ 京夫子 310

EB018783 三民書局 ﹝小說﹞ 2007 y(7IJ5H1*OORKLS( 重陽兵變 (下 ) ◎ 京夫子 310

EB018784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RMQL( 赴宴者 ◎ 嚴歌苓 -著、郭強生 -譯 290

EB018785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RTPR( 少年達力的思想探險 ◎ 鄭光明 250

EB018786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OTOKL( 球謎 ◎ 張啟彊 210

EB018787 三民書局 ﹝小說﹞ 2008 y(7IJ5H1*OPKRKO( 小姨多鶴 ◎ 嚴歌苓 350

EB018788 三民書局 ﹝小說﹞ 1981 y(7IJ5H1*TKROMK( 北美情逅 (精 ) ◎ 卜貴美 122

EB018789 三民書局 ﹝小說﹞ 1981 y(7IJ5H1*TKRONR( 北美情逅 (平 ) ◎ 卜貴美 76

EB018790 三民書局 ﹝小說﹞ 1994 y(7IJ5H1*TLQORR( 明天的太陽 (平 ) ◎ 許文廷 233

EB018791 三民書局 ﹝小說﹞ 1994 y(7IJ5H1*TLRMTK( 明天的太陽 (精 ) ◎ 許文廷 300

EB018792 大塊 ﹝小說﹞ 2006 y(7IJ8G7*KPTNPM( 愛的發聲練習 ◎ 許葦晴‧文字、詞曲、演唱∕許翔禎、長冠霖‧攝影 300

EB018793 大塊 ﹝小說﹞ 9603 y(7IJ8G7*KPTQTR( 1982 ◎ 小樹 250

EB018794 大塊 ﹝小說﹞ 9610 y(7IJ8G2*LNKLKK( 小仙精慈雨 ◎ 雁子 350

EB018795 大塊 ﹝小說﹞ 9702 y(7IJ8G2*LNKOKR( 假面國的奇蹟 ◎ kowei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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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796 大塊 ﹝小說﹞ 1999 y(7IJ8G2*LNLQOK( 妒忌私家偵探社：活路 ◎ 張妙如 220

EB018797 大塊 ﹝小說﹞ 2007 y(7IJ8G2*LNKKTO( 碧奴 ◎ 蘇童 250

EB018798 大塊 ﹝小說﹞ 2007 y(7IJ8G2*LNKNLP( 我的藍莓夜 ◎ 王家衛‧故事∕勞倫斯‧卜洛克‧劇本∕李中堯‧小說 230

EB018799 大塊 ﹝小說﹞ 2006 y(7IJ8G7*KPTMKS( 英格力士 ◎ 王剛 280

EB018800 大塊 ﹝小說﹞ 2007 y(7IJ8G2*LNKKSR( 三日，十四夜 ◎ 馮唐 250

EB018801 小魯文化 ﹝小說﹞ 1987 y(7IJ5H5*RKNOSQ( 白蛇傳 ◎ 140

EB018802 小魯文化 ﹝小說﹞ 1987 y(7IJ5H5*RKNPLQ( 七俠五義 ◎ 140

EB018803 小魯文化 ﹝小說﹞ 1987 y(7IJ5H5*RKNNTO( 小五義 (上 ) ◎ 140

EB018804 小魯文化 ﹝小說﹞ 1987 y(7IJ5H5*RKNOKK( 小五義 (下 ) ◎ 140

EB018805 小魯文化 ﹝小說﹞ 1988 y(7IJ5H5*RKKKST( 乾隆遊江南 ◎ 140

EB018806 小魯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4*TMQNKP( 花木蘭 ◎ 140

EB018807 小魯文化 ﹝小說﹞ 1991 y(7IJ5H5*RKKLMQ( +=!= 三國演義 (上 ) ◎ 羅貫中 140

EB018808 小魯文化 ﹝小說﹞ 1991 y(7IJ5H5*RKKLMQ( +#!$ 三國演義 (下 ) ◎ 羅貫中 140

EB018809 小魯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清官海瑞 ◎ 140

EB018810 小魯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_ 刺客列傳 ◎ 140

EB018811 小魯文化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儒林外史 ◎ 吳敬梓 140

EB018812 台灣商務 ﹝小說﹞ 2004 y(7IJ5H0*PLSQLK( 陽光 ◎ 川沙 390

EB018813 台灣商務 ﹝小說﹞ 2000 y(7IJ5H0*PLQRQK( 不夜侯 -茶人三部曲之二 ◎ 王旭烽 著 320

EB018814 台灣商務 ﹝小說﹞ 1997 y(7IJ5H0*PLOMMN( 南方有嘉木 ◎ 王旭烽 著 350

EB018815 台灣商務 ﹝小說﹞ 2001 y(7IJ5H0*PLQRRR( 築草為城 ◎ 王旭烽 著 320

EB018816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OSO( 胭脂湖 ◎ 冰杰 著 250

EB018817 台灣商務 ﹝小說﹞ 1998 y(7IJ5H0*PLPKLP( 長沙白茉莉 ◎ 李尉昂 著 280

EB018818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MKO( 恐怖美人 ◎ 李費蒙 300

EB018819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SLS( 賭國仇城 (下 ) ◎ 李費蒙 250

EB018820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RTP( 賭國仇城 (上 ) ◎ 李費蒙 250

EB018821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SKL( 賭國仇城 (中 ) ◎ 李費蒙 250

EB018822 台灣商務 ﹝小說﹞ 1998 y(7IJ5H0*PLORTR( 邊城 ◎ 沈從文 著 200

EB018823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MQM( 解讀瓊瑤愛情王國 ◎ 林芳玫 著 320

EB018824 台灣商務 ﹝小說﹞ 1999 y(7IJ5H0*PLQMQP( 柳搖金 ◎ 凌 力 著 480

EB018825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TQP( 唐初的花瓣 ◎ 曹志漣 240

EB018826 台灣商務 ﹝小說﹞ 1967 y(7IJ5H0*PLLPRO( 未央歌 ◎ 鹿 橋 著 200

EB018827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LLPRO( 未央歌 ◎ 鹿 橋 著 300

EB018828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QQP( 未央歌 (紀念版 ) ◎ 鹿橋 250

EB018829 台灣商務 ﹝小說﹞ 2004 y(7IJ5H0*PLSRTP( 沙床 ◎ 葛紅兵 著 250

EB018830 台灣商務 ﹝小說﹞ 2006 y(7IJ5H0*PMKPTK( 痛 , 就哭出聲來 ◎ 聞華艦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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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831 台灣商務 ﹝小說﹞ 1992 y(7IJ5H0*PKPQOL( 一代英主康熙 ◎ 劉 潞 編著 100

EB018832 台灣商務 ﹝小說﹞ 2010 y(7IJ5H0*PMOPRO( 安娜之死 ◎ 謝曉昀 350

EB018833 台灣商務 ﹝小說﹞ 2004 y(7IJ5H0*PLTKNR( 紐布隆斯威克的斜陽 -女人四十一枝花 ◎ 韻 子 著 300

EB018834 幼獅文化 ﹝小說﹞ 1995 y(7IJ5H5*NKSPOO( 家教情人夢 ◎ 管家琪 150

EB018835 幼獅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ROLSRR( 愛情123+1 ◎ 周姚萍 160

EB018836 幼獅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ROLTLO( 蘋果纖維 ◎ 郭書芳 160

EB018837 幼獅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ROLTML( 考卷下的夢 ◎ 林志憲 160

EB018838 幼獅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ROLTNS( 眼鏡兄的早春情事 ◎ 范富玲 160

EB018839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OMK( 女巫梅卓拉 ◎ 武維香 170

EB018840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OSM( 雪豹悲歌 ◎ 沈石溪 200

EB018841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OTT( 駱駝王子 ◎ 沈石溪 200

EB018842 幼獅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5*RONPKP( 刀疤豺母 ◎ 沈石溪 200

EB018843 幼獅文化 ﹝小說﹞ 2006 y(7IJ5H5*ROQLNL( 漫舞在風中 ◎ 趙映雪 220

EB018844 東方出版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儒林外史 ◎ 吳敬梓 140

EB018845 東方出版 ﹝小說﹞ 2008 y(7IJ5H5*RKTMOM( 三國演義 (下 ) ◎ 羅貫中 200

EB018846 東方出版 ﹝小說﹞ 1987 y(7IJ5H5*RKNNTO( 小五義 (上 ) ◎ 140

EB018847 東方出版 ﹝小說﹞ 1987 y(7IJ5H5*RKNOKK( 小五義 (下 ) ◎ 140

EB018848 東方出版 ﹝小說﹞ 1987 y(7IJ5H5*RKNOSQ( 白蛇傳 ◎ 140

EB018849 東方出版 ﹝小說﹞ 1987 y(7IJ5H5*RKNPLQ( 七俠五義 ◎ 140

EB018850 東方出版 ﹝小說﹞ 1988 y(7IJ5H5*RKKKST( 乾隆遊江南 ◎ 140

EB018851 東方出版 ﹝小說﹞ 1999 y(7IJ5H4*TMQNKP( 花木蘭 ◎ 140

EB018852 東方出版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 清官海瑞 ◎ 140

EB018853 東方出版 ﹝小說﹞ 1997 y(7IJ5H5*RKKLMQ( +#!_ 刺客列傳 ◎ 140

EB018854 國家 ﹝小說﹞ 2001 y(7IJ5H3*QKRNMS( 女人傳 ◎ 海　男 200

EB018855 國家 ﹝小說﹞ 2007 y(7IJ5H3*QLKQLS( 斷頭台―中國掃黑第一刑案紀實 ◎ 高耀峰 250

EB018856 國家 ﹝小說﹞ 1997 y(7IJ5H3*QKOMQQ( 啼笑因緣 ◎ 張恨水 250

EB018857 國家 ﹝小說﹞ 2001 y(7IJ5H3*QKRMRO( 揚州八怪 (全二冊 ,不分售 ) ◎ 雪　村 600

EB018858 智庫文化 ﹝小說﹞ 2006 y(7IJ8G7*MQORMP( 色空紅塵 ◎ 280

EB018859 智庫文化 ﹝小說﹞ 2004 y(7IJ8G7*SSKOQS( 切夢刀 ◎ 280

EB018860 奧林文化 ﹝小說﹞ 1999 y(7IJ5H9*SMQMOM( 備胎情人 ◎ 200

EB018861 萬卷樓 ﹝小說﹞ 2003 y(7IJ5H7*NTOPQT( 噤啞的他者—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 ◎ 曾萍萍 300

EB018862 萬卷樓 ﹝小說﹞ 2005 y(7IJ5H7*NTPLOQ( 李昂小說中女性意識之研究 ◎ 黃絢親 300

EB018863 遠景 ﹝小說﹞ 2004 y(7IJ5H3*TKRMQS( 魯冰花 ◎ 鍾肇政 240

EB018864 藝術家 ﹝小說﹞ 2009 y(7IJ8G6*PQPMON( 紫色大稻埕 ◎ 謝里法 500

EB018865 木馬 ﹝小說﹞ 2009 y(7IJ8G6*OSSLNT( 琉璃美人煞 卷一人如青蔥 ◎ 十四十四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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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866 木馬 ﹝小說﹞ 2009 y(7IJ8G6*OSSLOQ( 琉璃美人煞 卷二無心璇璣 ◎ 十四十四 250

EB018867 木馬 ﹝小說﹞ 2009 y(7IJ8G6*OSSLSO( 琉璃美人煞 卷三華夢驟裂 ◎ 十四十四 250

EB018868 木馬 ﹝小說﹞ 2009 y(7IJ8G6*OSSLTL( 琉璃美人煞 卷四我本琉璃 ◎ 十四十四 250

EB018869 繆思 ﹝小說﹞ 2009 y(7IJ8G6*QQPMQO( 非人間 :蜃樓 ◎ 左未 280

EB018870 野人 ﹝小說﹞ 2009 y(7IJ8G6*SKRPQP( 隋亂1:塞下曲 ◎ 酒徒 280

EB018871 繆思 ﹝小說﹞ 2009 y(7IJ8G6*QQPMRL( 荊棘花冠 (一 ):公主騎士 ◎ 款款 280

EB018872 黎明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1*QKQKLT( 和珅 -清朝第一貪官 (下卷 )[平 ] ◎ 王丕震 170

EB018873 黎明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1*QKQKKM( 和珅 -清朝第一貪官 (上卷 )[平 ] ◎ 王丕震 170

EB018874 黎明文化 ﹝小說﹞ 2001 y(7IJ5H1*QKPTTT( 花木蘭 -北國英豪 [平 ] ◎ 王丕震 240

EB018875 黎明文化 ﹝小說﹞ 2003 y(7IJ5H1*QKQPML( 情歸何處 [平 ] ◎ 朱岩苓 240

EB018876 九歌 ﹝小說﹞ 2001 y(7IJ5H5*QKSMQM( 盲點（新版） ◎ 廖輝英 300

EB018877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KQS( 仇奕森探案 (1)隱俠萍蹤 ◎ 李費蒙 220

EB018878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KRP( 仇奕森探案 (2)風聲鶴唳 ◎ 李費蒙 220

EB018879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KSM( 仇奕森探案 (3)血染危城 ◎ 李費蒙 220

EB018880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NNO( 猛鬼 ◎ 李費蒙 350

EB018881 台灣商務 ﹝小說﹞ 2008 y(7IJ5H0*PMMPLS( 萬里擒兇 ◎ 李費蒙 300

EB018882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OTP( 漫畫漫話 - 牛哥漫畫 ◎ 李費蒙 180

EB018883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STO( 箱屍案 (下 ) ◎ 李費蒙 220

EB018884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LSSR( 箱屍案 (上 ) ◎ 李費蒙 220

EB018885 華品 ﹝小說﹞ 2009 y(7IJ8G6*RRNPTO( 死刑通知單 第一部之2 ◎ 周浩暉 199

EB018886 台灣商務 ﹝小說﹞ 2009 y(7IJ5H0*PMNPQK( 惡之島―彼端的自我 ◎ 謝曉昀 320

EB018887 幼獅文化 ﹝小說﹞ 2000 y(7IJ5H5*ROMNOS( 宇宙大人 ◎ 張嘉驊 150

EB018888 黎明文化 ﹝小說﹞ 2009 y(7IJ5H1*QKRSNM( 儒林俠影 [平 ] ◎ 張凱元 300

EB018889 網路與書 ﹝小說﹞ 2007 y(7IJ8G6*SOLKLT( 追獵藍色巴爾幹 ◎ 張桂越 320

EB018890 小兵 ﹝小說﹞ 1999 y(7IJ5H8*QMOMQT( 兩道彩虹 ◎ 王文華 220

EB018891 台灣商務 ﹝小說﹞ 2007 y(7IJ5H0*PMMMOM( 韓客記 ◎ 陳寧寧 160

EB018892 幼獅文化 ﹝小說﹞ 2007 y(7IJ5H5*ROQPTT( 給自己一個機會 ◎ 丘秀芷主編 180

EB018893 國家 ﹝小說﹞ 2009 y(7IJ5H3*QLLPOR( 凱撒軍團東征中國之謎 ◎ 高耀峰 320

EB018894 黎明文化 ﹝小說﹞ 2005 y(7IJ5H1*QKRMPM( 美麗新社區 [平 ] ◎ 王雲龍 380

EB018895 大塊 ﹝小說﹞ 2009 y(7IJ8G2*LNLLLO( 道士下山 ◎ 徐皓峰 280

EB018896 國家 ﹝小說﹞ 1998 y(7IJ5H3*QKPSLM( 掠過天際哭過曠野 ◎ 潘壽康 250

EB018897 國家 ﹝小說﹞ 1999 y(7IJ5H3*QKQKTN( 中國俠客傳奇 ◎ 鶴　翁 200

EB018898 國家 ﹝小說﹞ 1999 y(7IJ5H3*QKQLLQ( 中國武林奇譚 ◎ 鶴　翁 200

EB018899 萬卷樓 ﹝小說﹞ 2003 y(7IJ5H7*NTOMQM( 劍光俠影論金庸 ◎ 羅賢淑 320

EB018900 三民書局 ﹝民間文學﹞ 2003 y(7IJ5H1*ONRMNL( 俗文學概論 ◎ 曾永義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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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901 萬卷樓 ﹝民間文學﹞ 2003 y(7IJ5H7*NTOPLO( 「白蛇傳故事」型變研究 ◎ 范金蘭 400

EB018902 台灣商務 ﹝民間文學﹞ 1983 y(7IJ5H0*PMKOQK( 台灣竹枝詞選集 ◎ 陳香 200

EB018903 健行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9*POQKST( 情意人生 ◎ 廖輝英 110

EB01890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7*MTPQLN( 飛向天空的魚 ◎ 許恩順 270

EB01890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TK( 要不要 ◎ 金禧男 270

EB01890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QKQ( 晴天的貓 ◎ 木村裕一 270

EB01890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SN( 一個愛建築的男孩 ◎ 安德麗雅．碧蒂 270

EB01890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RQ( 好無聊！ ◎ 馬可‧羅森索 270

EB01890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QT( 感謝這世界 ◎ 艾莉絲．麥晶蒂 270

EB01891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PM( 小心！ ◎ 克莉絲汀．巴呂 270

EB01891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NS( 祕密 ◎ 內田麟太郎 270

EB01891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ML( 工作狂托托一號 ◎ 織田真一郎 270

EB01891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LO( 我如何認識世界 ◎ 優利．修爾維滋 270

EB01891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PKR( 小蟲蟲的金牌夢 ◎ 朵兒‧佛瑞曼 270

EB01891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OTL( 遇見春天 ◎ 原京子 270

EB01891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TPOSO( 我的幸運日 ◎ 慶子．凱薩茲 250

EB01891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RR( 兔子和松鼠的戰爭 ◎ 卡拉．拉羅、史考特．麥肯 250

EB01891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QK( 謝謝你小熊 ◎ 葛瑞格‧佛立 270

EB01891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PN( 森林裡誰最恐怖 ◎ 高 ?弘樹 250

EB01892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LP( 我和蟋蟀一樣快 ◎ 奧黛莉‧伍德 270

EB01892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KQO( 曼先生的旅行 ◎ 吉利斯．提伯 350

EB01892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OQ( 小畢的故事 ◎ 宋珍憲 270

EB01892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NT( 是狼還是羊 ◎ 琳達‧沃夫斯古柏 270

EB01892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MM( 大櫻桃的敵人 ◎ 巴提克‧帝亞 270

EB01892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OKS( 你到哪裡去了 ◎ 羅倫絲．艾凡諾 270

EB01892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NTM( 被遺忘的仙人掌 ◎ 瑪琳‧呂丹 250

EB01892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NSP( 國王駕到 ◎ 艾蜜兒．鮑伊 250

EB01892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MMO( 最好的地方 ◎ 蘇珊‧梅朵 250

EB01892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TPNRS( 兩隻壞螞蟻 ◎ 克利斯．梵．奧斯柏格 270

EB01893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QL( 雪地裡的腳印 ◎ 松崗芽衣 320

EB01893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PO( 農場的瘋狂事件 ◎ 亞歷山大．史帝芬斯邁埃爾 320

EB01893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OR( 桌底下的小精靈 ◎ 武田美穗 350

EB01893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LQ( 搬過來搬過去 ◎ 達妮拉‧庫洛特 320

EB01893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NK( 裝睡 ◎ 小泉留美子 320

EB01893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MN( 吉丁的超級任務 ◎ 邱俊瑋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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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93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NKT( 圖書館巴士嘟嘟 ◎ 趙焌 ? 320

EB01893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MSQ( 老媽，你好嗎 ? ◎ 後藤龍二 320

EB01893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MTN( 孩子也會悲傷 ◎ 琳達‧高德曼 350

EB01893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MRT( 豬小妹談戀愛 ◎ 瑪汀娜‧巴德史圖貝爾 320

EB01894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MQM( 您好，有信喔！ ◎ 秋山匡 320

EB01894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TPMPP( 我的朋友好好吃 ◎ 粟田伸子 320

EB01894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MOS( 多多的大麻煩 ◎ 馬諾婁‧希達各 320

EB01894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MLR( 不要朋友的長耳兔 ◎ 鬼頭浩惠 320

EB01894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MKK( 香蕉皮連環事件 ◎ 森比左志 320

EB01894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TO( 好 ~恐怖喔 ! ◎ ?名 ?子 320

EB01894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SR( 星空下的舞會 ◎ 奇馬‧荷拉斯 320

EB01894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RK( 帕西波的裁縫夢 ◎ 依蓮‧阿西諾特 320

EB01894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QN( 我選我自己 ◎ 馬丁‧巴爾特沙伊特 320

EB01894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PQ( 還有一隻羊 ◎ 蜜亞．凱利 320

EB01895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OT( 怕浪費的奶奶 ◎ 真珠真理子 260

EB01895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NM( 不要就是不要 ◎ 克勞蒂‧史坦奇 320

EB01895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MP( 好想要一個娃娃 ◎ 宮西達也 320

EB01895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TPLLS( 三隻餓狼想吃雞 ◎ 宮西達也 320

EB01895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LKL( 我才不放手呢！ ◎ 宮西達也 320

EB01895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TP( 喂，小螞蟻 ◎ 菲利普‧胡斯、漢娜‧胡斯 320

EB01895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SS( 髒話 ◎ 帝笛耶．慕尼耶 320

EB01895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RL( 夜晚 ◎ 吉蘭‧柏杜 320

EB01895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OK( 狼來了 ◎ 安托尼‧吉約佩 320

EB01895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NN( 我不要…… ◎ 卡因‧威爾森 320

EB01896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MQ( 我討厭媽媽…… ◎ 酒井駒子 350

EB01896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LT( 真正的男子漢 ◎ 瑪努埃拉‧奧爾騰 320

EB01896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2*KSTTST( 你看起來很好吃 ◎ 宮西達也 350

EB01896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TPKKM( 螞蟻和西瓜 ◎ 田村茂 350

EB01896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TNO( 落跑老爸 ◎ 塔迦‧葛瑞 380

EB01896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TQP( 數學詩 ◎ 貝琦‧佛朗哥 350

EB01896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TPS( 敲門人瑪麗．史密斯 ◎ 安德雅．尤列恩 320

EB01896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TMR( 一隻小豬與100匹狼 ◎ 宮西達也 320

EB01896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TLK( 畫家摩爾 ◎ 約阿希姆．羅內佩爾 350

EB01896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STR( 一根羽毛都不能動 ◎ 愛瑞卡．席佛曼 280

EB01897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TKN( 生命真精采 ◎ 編著／吳庶深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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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897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KSTSRN( 蜘蛛與蒼蠅 ◎ 瑪麗．豪葳特 320

EB01897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KSTSNP( 公主四點會來 ◎ 渥夫迪特里希．許努兒 320

EB01897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KSTRRO( 爸爸的圍巾 ◎ 阿萬紀美子 280

EB01897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KSTSMS( 皮皮放屁屁 ◎ 碧莉特．米勒 280

EB01897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KSTSKO( 創思教育飛起來 ◎ 葛惠、梁迺榮 吳明燕、邱秀華 馬尚偉、楊隆吉 280

EB01897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KSTRTS( 神秘的無名騎士 ◎ 柯奈莉亞．馮克 280

EB01897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KSTRSL( 挖鼻孔．好好玩 ◎ 達妮拉．庫洛特 -弗里施 280

EB01897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RQR( 一顆超級頑固的牙 ◎ 夏洛特．米德頓 280

EB01897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RON( 一隻有教養的狼 ◎ 貝琪．布魯姆 280

EB01898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RNQ( 爺爺的天使 ◎ 尤塔．鮑爾 320

EB01898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RLM( 錫森林 ◎ 海倫．華德 350

EB01898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8G7*MTPNTM( 情緒教育動起來 ◎ 吳明燕、吳慧屏 涂淑安、陳心瑩 陳瑞育、郭永明 240

EB01898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RKP( 小男孩和大魚 ◎ 馬克思．維特惠思 280

EB01898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SM( 籃月 ◎ 瑪麗．琳．蕾 280

EB01898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QS( 克拉拉的寶藏 ◎ 碧翠絲．阿雷馬娜 320

EB01898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RP( 小魯的池塘 ◎ 伊芙．邦婷 280

EB01898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OO( 江布朗和夜半貓 ◎ 簡妮．魏格納 280

EB01898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PL( 記憶的項鍊 ◎ 伊芙．邦婷 280

EB01898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NR( 沒有人喜歡我 ◎ 羅爾．克利尚尼茲 280

EB01899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QMK( 培培點燈 ◎ 艾莉莎．巴托尼 280

EB01899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2*KSTPLO( 海底的星星 ◎ 蓋兒．芮汀潔 280

EB01899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OMM( 上面和下面 ◎ 珍娜．史蒂芬斯 280

EB01899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NRS( 笨小豬 ◎ 克荷絲岱．黛絲茉諾 250

EB01899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NQL( 牛美女要減肥 ◎ 克荷絲岱．黛絲茉諾 250

EB01899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LSR( 澡缸裏的國王 ◎ 奧黛莉．伍德 220

EB01899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LQN( 小羊睡不著 ◎ 北村悟 220

EB01899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LPQ( 不要再笑了，裘裘 ◎ 慶子．凱薩茲 220

EB01899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LOT( 第五個 ◎ 恩斯特．揚德 220

EB01899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LKL( 勇敢的莎莎 ◎ 凱文．漢克斯 220

EB01900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KQO( 奧利佛是個娘娘腔 ◎ 湯米．狄咆勒 280

EB01900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KRL( 米爺爺學認字 ◎ 喬．艾倫．波嘉 280

EB01900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2*KSTKMQ( 叔公的理髮店 ◎ 瑪格麗．金．米契爾 280

EB01900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2*KSTKLT( 菲菲生氣了 ◎ 莫莉．卞 280

EB01900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TTS( 生氣的亞瑟 ◎ 海文．歐瑞 280

EB01900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2*KSTKKM( 我好擔心 ◎ 凱文．漢克斯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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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00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TPK( 沒有用的河狸 ◎ 凱瑟琳．路易斯 280

EB01900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JJ5H8*SRMTNP( 你很快就會長高 ◎ 安琪雅．薛維克 280

EB01900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TON( 屋頂上的小孩 ◎ 奧黛莉．克倫畢斯 280

EB01900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TLM( 是蝸牛開始的 ◎ 卡特雅．雷德爾 280

EB01901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TKP( 大狗醫生 ◎ 芭貝柯爾 280

EB01901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STT( 生命教育一起來 ◎ 張湘君、葛琦霞 300

EB01901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SRMSLN( 艾瑪畫畫 ◎ 溫蒂．凱瑟曼 280

EB01901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ROP( 雪花人 ◎ 賈桂琳．貝格絲．馬丁 280

EB01901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RML( 鯨魚 ◎ 五味太郎 280

EB01901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RLO( 精采過一生 ◎ 芭貝柯爾 280

EB01901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QSO( 三隻小豬真實故事 ◎ 雍．薛斯卡 280

EB01901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QOQ( 又醜又高的莎拉 ◎ 佩特莉霞．麥拉克倫 250

EB01901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SRMPRS( 花婆婆 ◎ 芭芭拉．庫尼 280

EB01901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SRMPOR( 媽媽的紅沙發 ◎ 威拉．畢．威廉斯 280

EB019020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SRMPTM( 阿文的小毯子 ◎ 凱文．漢克斯 280

EB019021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SRMONL( 爸爸，你愛我嗎？ ◎ 史蒂芬．麥可．金 280

EB019022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8*OLQKOS( 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 維爾納．赫爾坎瓦爾斯 280

EB019023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8*SRMQTL( 威威找記憶 ◎ 梅．法克斯 280

EB019024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8*SRMRQT( 一隻想當爸爸的熊 ◎ 沃爾夫．埃爾布魯赫 280

EB019025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9*TKPSTN( 睡覺時間到了 ◎ 萊斯利．麥高門 249

EB019026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9*TKPSOS( 大家來刷牙 ◎ 萊斯利．麥高門 249

EB019027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QNT( 我會自己穿衣服 ◎ 唐‧班特利 299

EB019028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SRMQRR( 迷糊的小企鵝 ◎ 肯茲‧福克納 249

EB019029 三之三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8*OLQKPP( 我會用小馬桶 ◎ 瑪麗安．柏格特 220

EB01903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NSMSN( 臺北正在飛 ◎ 白靈 -著；鄭慧荷 -繪 280

EB01903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B98FE*TNLQKL( 探索英文叢書26冊 (書 +CD) ◎ 4710

EB01903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MKTT( 媽咪 / 寶貝——第一次陪媽媽上學 ◎ 簡宛 -著、李廣宇 -繪 200

EB01903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MLMT( 鈴，鈴，鈴，請讓路！——第一次騎腳踏車 ◎ 李寬宏 -著、馮念康 -繪 200

EB01903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MLON( 兵兵生氣了——第一次離家出走 ◎ 王明心 -著、吳應堅 -繪 200

EB01903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MLPK( 嗯，好吃好吃！——第一次帶便當 ◎ 劉靜娟 -著、朱丹丹 -繪 200

EB01903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MLQR( 元元的願望——第一次陪媽媽回娘家 ◎ 林黛嫚 -著、趙曉音 -繪 200

EB01903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SSRQOQ( 小牛仔和他的秘密朋友 ◎ 裘安 . 瓦許 . 安格倫德 (Joan Walsh Anglund)圖 . 文 ; 羅馨旻譯 220

EB01903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SSRQQK( 其實，你我都一樣！ ◎ 史蒂芙 (Steff)圖 . 文 ; 羅馨旻 , 胡洲賢譯 199

EB01903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SSRQPN( 給你一個充滿力量的吻 ◎ 史蒂芙 (Steff)圖 . 文 ; 柯雅方譯 199

EB01904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SSRQRR( 勇敢的小牛仔 ◎ 裘安 . 瓦許 . 安格倫德 (Joan Walsh Anglund)圖文 ; 羅馨旻譯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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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04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SSRQSO( 和強尼共度的一天 ◎ 波 . R. 洪柏格 (Ro R. Holmberg)文 ; 艾
娃 . 艾瑞克森 (Eva Eriksson)圖 ; 王妙玉譯

220

EB01904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SSRQTL( 邁爾太太，放輕鬆 ◎ 沃夫 . 艾卜赫 (Wolf Erlbruch)文 . 圖 ; 王豪傑譯 220

EB01904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8G6*OKRMMM( 好好哭吧 ◎ 葛倫 . 林特威德 (Glenn Ringtved)文 ; 夏
綠蒂 . 帕迪 (Charlotte Pardi)圖 ; 賴美玲譯

250

EB01904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TPSTOK( 旋轉木馬的小人兒 ◎ 瑪麗 . 莎賓妮 . 羅歇 (Marie-Sabine Roger)
文 ; 賽喜兒 . 嘉碧尼 (Cecile Gambini)繪 ; 繆詠華譯

250

EB01904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8G7*MNPSQM( 五歲老奶奶去釣魚 ◎ 佐野洋子文 . 圖 ; 湯心怡譯 250

EB01904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TPSTRL( 家有生氣小恐龍 ◎ 提利 . 羅伯埃克特 (Thierry Robberecht)
文 ; 菲力浦 . 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 簡伊婕譯

230

EB01904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TPSTSS( 真的有聖誕好公公嗎？ ◎ 薰���文 ; 小松□子圖 ; 湯心怡譯 230

EB01904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2*TPSTTP( 米諾貓上街去買魚 ◎ 石津���文 ; □瀨弦圖 ; 湯心怡譯 230

EB01904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8*KSMLKQ( 海上小精靈 ◎ 瑪麗 -丹妮艾爾 . 可朵 (Marie-Danielle 
Croteau)文 ; 羅傑 (Roge)圖 ; 張一 喬譯

250

EB01905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6*OKRLSP( 媽媽的甜蜜小麻煩 ◎ 丹 . 安瑞森 (Dan Andreasen)著 ; 湯心怡譯 270

EB01905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NPKMM( 我想和你做朋友 ◎ 中村徹文 ; 川副真佑實圖 ; 湯心怡譯 240

EB01905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8*KSMLTT( 我真的很棒，因為…… ◎ 丹 . 安瑞森 (Dan Andreasen)著 ; 湯心怡譯 260

EB01905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NPKNT( 大砲鐘，叮！咚！噹！ ◎ 加尼 . 羅大里 (Gianni Rodari)文 ; 貝夫 (Pef)圖 ; 吳青津譯 280

EB01905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NPKQK( 追！追！追！晚安吻 ◎ 大衛 . 梅林 (David Melling)圖 . 文 ; 湯心怡譯 280

EB01905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6*OKRLPO( 都是你的錯！ ◎ 愛維林 . 柏西蘇 -貝容 (Evelyne Brisoup-Pellen)
文 ; 安東尼 . 吉羅貝 (Antoine Guilloppe)圖 ; 施瑞瑄譯

250

EB01905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NPKLP( 多多摩多動物醫生 ◎ 沃弗底特希 . 許努爾 (Wolfdietrich Schnurre)
文 ; 艾葛貝特 . 賀福斯 (Egbert Herfurth); 李至宜譯

260

EB01905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8*KSMLOO( 你來了，我們就變成一家人 ◎ 阿涅特 . 希爾布蘭特 (Anette 
Hildebrandt)文 ; 阿爾穆特 . 庫努特 (Almud Kunert)繪 ; 王豪傑譯

260

EB01905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MNPKOQ( 史蒂芬妮的馬尾 ◎ 羅勃特 . 馬修 (Robert Munsch)文 ; 麥
可 . 馬奇寇 (Michael Martchenko)圖 ; 胡洲賢譯

240

EB01905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KSO( 電視壞掉了…… ◎ 傑瑪諾 . 朱洛 (Germano Zullo)文 ; 艾兒蓓蒂 (Albertine)圖 ; 施瑞瑄譯 250

EB01906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KKS( 炸彈娃娃 ◎ 貝夫 (Pef)作 ; 瑞內夫 . 菲利葉 (Genevieve Ferrier)色彩構成 ; 林穎譯 240

EB01906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SRT( 蕭水果 ◎ 楊隆吉文 . 圖 260

EB01906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MKQ( 我的莎拉寶貝 ◎ Anahita Taymourian文 . 圖 ; 林芳伶譯 270

EB01906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STN( 好朋友就是這樣嘛 ◎ 瑪努愛菈 . 奧頓 (Manuela Olten)作 . 繪 ; 陳皇玲譯 260

EB01906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6*OKRMNT( 我自己會啦！ ◎ 林德 . 克羅姆特 (Rindert Kromhout)作 ; 安娜馬
莉 . 封 . 荷翎爾 (Annemarie van Haeringen)繪 ; 吳書榆譯

250

EB01906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MOO( 這條毯子不要丟喔！ ◎ 東尼 . 羅斯 (Tony Ross)作 . 繪 ; 胡洲賢譯 240

EB01906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NKP( 最偉大的國王 ◎ 艾瑞克 . 巴圖 (Eric Battut)作 . 繪 ; 王美慧譯 260

EB01906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MSM( 牛奶糖樹 ◎ 上條���作 ; 小泉��子繪 ; 林意珊譯 250

EB01906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NMT( 不想被大野狼吃掉的小綿羊 ◎ 迪地耶 . 強 (Didier Jean)作 ; 莎德 (Zad)繪 ; 周孟曄譯 270

EB01906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6*OKRKOS( 我怕黑 ◎ 安娜依塔 . 塔姆利安 (Anahita Taymourian)文 . 圖 ; 孔繁璐譯 270

EB01907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MNPNNQ( 謊言小精靈 ◎ 提利 . 羅伯埃克特 (Thierry Robberecht)文 ; 菲
力浦 . 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圖 ; 孔繁璐譯

260

EB01907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NSL( 莉莎的星星（注音版） ◎ 派屈克 . 吉爾森 (Patrick Gilson)著 ; 克
勞德 . K. 都伯伊 (Claude K. Dubois)繪 ; 彭慧雯譯

240

EB01907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SSQ( 全部都是我的寶貝 ◎ 齊藤榮美文 ; 狩野富貴子圖 ; 林禮寧譯 260

EB01907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OKO( 我想要回到媽媽的肚子裡 ◎ 提利 . 羅伯埃克特 (Thierry Robberecht)
作 ; 菲力蒲 . 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繪 ; 孔繁璐譯

260

EB01907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ONP( 袋貂魔法 ◎ 梅 . 福克斯 (Mem Fox)文 ; 茱莉 . 維瓦
思 (Julie Vivas)圖 ; 孔繁璐 (Fan-Lu Kung)譯

270

EB01907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6*OKRLTM( 尿床老師 ◎ 正道薰作 ; 橋本聰 (橋本聰 )圖 ; 林禮寧譯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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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07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OPT( 怎麼樣才算長大？ ◎ 淺沼泰作 . 繪 ; 林禮寧譯 250

EB01907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OQQ( 太陽和月亮的新衣 ◎ 山口峰靖作 . 繪 ; 林意珊譯 230

EB01907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OSK( 我以後要得諾貝爾和平獎 ◎ 伊莎貝爾 . 潘 (Isabel Pin)文 . 圖 ; 倪文娟譯 260

EB01907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PKN( 角角王國 ◎ 艾琳 . 烏力茲卡 (Irene Ulitzka)文 ; 葛哈德 . 蓋普 (Gerhard Gepp)圖 ; 蔡 嘉穎譯 250

EB01908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RNM( 奶奶慢慢忘記我了 ◎ 維若妮可 . 凡登阿必萊 (Veronique Van Abeele)
文 ; 克勞德 . K. 都伯伊 (Claude K. Dubois)圖 ; 孔繁璐譯

260

EB01908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OTR( 笨狗 ◎ 史蒂芬 . 邁克 . 金 (Stephen Michael King); 卿敏良譯 270

EB01908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MNPPMR( 爺爺的生日禮物 ◎ 正道薰文 ; 橋本聰 (橋本聰 )圖 ; 葉美貞譯 260

EB01908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PPS( 毛毛蟲的天空 ◎ 郭昱秀文 . 圖 270

EB01908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POL( 老虎猴子！ 剪刀石頭布！ ◎ 劉昱雅文 . 圖 260

EB01908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PQP( 小樹和小草歷險記 ◎ 陳冠捷文 . 圖 260

EB01908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PNO( 哈樂德的傷心城堡 ◎ 提利 . 羅伯埃克特 (Thierry Robberecht)
作 ; 菲力浦 . 古森斯 (Philippe Goossens)繪 ; 李芝菡譯

260

EB01908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PRM( 害怕的時候…… ◎ 瓦列里 . 戈八契夫 (Valeri Gorbachev)文 ; 柯
斯提亞 . 戈八契夫 (Kostya Gorbachev)圖 ; 卿敏良譯

260

EB01908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PTQ( 今天真是棒極了！ ◎ 安井季子文 ; 末崎茂樹圖 ; 林嘉麗譯 260

EB01908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LT( 鵝寶寶露西的第一次 ◎ 瑪格麗特 . 懷爾德 (Margaret 
Wild)文 ; 安 . 詹姆士 (Ann James)圖 ; 孔繁璐譯

230

EB01909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PR( 莉莉奶奶做了一個夢…… ◎ 梅 . 福克斯 (Men Fox)
文 ; 泰瑞 . 丹頓 (Terry Denton)圖 ; 孔繁璐譯

210

EB01909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OK( 誰最愛豬小妹？ ◎ 瑪格麗特 . 懷爾德 (Margaret Wild)文 ; 史
蒂芬 . 麥克 . 金 (Stephen Michael King)圖 ; 卿敏良譯

210

EB01909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KM( 想念媽媽 ◎ 伊芙 . 那冬 (Yves Nadon)文 ; 瑪儂 . 歌蒂葉 (Manon Guauthier)圖 ; 黃秀錦 譯 290

EB01909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QO( 酷酷泰迪熊找人愛 ◎ 奇曼妮 . 尼蘭 (Kilmeny Niland)文 . 圖 ; 孔繁璐譯 210

EB01909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SS( 愛做夢的莉茲 ◎ 珍 . 歐梅洛德 (Jan Ormerod)文 . 圖 ; 越越譯 230

EB01909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MQ( 獨自去旅行（注音版） ◎ 阿爾敏 . 伯以修爾 (Armin Beusher)
文 ; 柯內妮亞 . 哈斯 (Cornelia Haas)繪 ; 賴美玲譯

260

EB01909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RMP( 跟自己說晚安 ◎ 安德魯 . 達多 (Andrew Daddo)文 ; 艾瑪 . 基 (Emma Quay)圖 ; 劉穎珊譯 280

EB01909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QTP( 最最最要好的朋友 ◎ 艾倫 . 布拉培 (Aaron Blabey)作 ; 徐雅紅譯 270

EB01909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RPQ( 沒有大腦，會發生什麼事？ ◎ 安德雷 . 邦歇瑞 (Andre Benchetrit), 羅弘 . 沙巴
提耶 (Laurent Sabathie)文 ; 蕾貝卡 . 兜特梅 (Rebecca Dautremer)圖 ; 黃秀錦譯

250

EB01909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RQN( 不吃東西，會發生什麼事？ ◎ 席樂維 . 馬帝季尤 (Sylvie de Mathuisieulx), 凱瑟
琳 . 米雷康 (Catherine Millecamps), 羅弘 . 沙巴提耶 (Laurent Sabathie)文 ; 黃秀錦譯

250

EB01910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RRK( 你的身體為什麼可以保護你？ ◎ 安德雷 . 邦歇瑞 (Andre Benchetrit), 羅弘 . 沙
巴提耶 (Laurent Sabathie)文 ; 蕾貝卡 . 兜特梅 (Rebecca Dautremer)圖 ; 黃秀錦譯

250

EB01910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SLR( 小小的尾巴在哪裡？ ◎ 蘇珊 . 雪佛 (Susan Schafer)文 ; 道
格 . 庫希曼 (Doug Cushman)圖 ; 孔繁璐 譯

230

EB01910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MNPSNL( 艾伯特想東想西： 所有事情都可以停下來嗎？ ◎ 拉
妮 . 山本 (Lani Yamamoto)文 . 圖 ; 胡洲賢譯

250

EB01910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SMO( 艾伯特想東想西： 宇宙的外面是什麼地方呢？ ◎ 拉
妮 . 山本 (Lani Yamamoto)文 . 圖 ; 胡洲賢譯

250

EB01910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SOS( 艾伯特想東想西： 我到底是大還是小？ ◎ 拉妮 . 山本 (Lani Yamamoto)文 . 圖 ; 胡洲賢譯 250

EB01910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LQ( 蛋蛋艾格想要飛 ◎ 蜜妮 . 葛瑞 (Mini Grey)文 . 圖 ; 孔繁璐譯 270

EB01910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KT( 三隻小豬不一樣 ◎ 克莉絲汀 . 諾曼 -菲樂蜜 (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作 ; 吳欣怡譯 260

EB01910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MN( 布萊恩不想再當小孩 ◎ 強 . 艾吉 (Jon Agee)作 ; 胡洲賢譯 230

EB01910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QL( 小熊貝兒為什麼傷心？ ◎ 瑞秋 . 李梅特 (Rachel Rivett)文 ; 緹
娜 . 麥諾頓 (Tina Macnaughton)圖 ; 胡洲賢譯

200

EB01910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PO( 小寶寶會是什麼顏色呢？ ◎ 雅德琳 . 亞克 (Adeline Yzac)
文 ; 安 . 克拉海 (Anne Crahay)繪 ; 黃秀錦譯

220

EB01911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RS( 小田鼠的寶貝蛋 ◎ 武鹿悅子文 ; 末崎茂樹圖 ; 葉美貞譯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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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11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SP( 遇見你，真好 ◎ 彼得 . 卡納華斯 (Peter Carnaveas)圖 . 文 ; 胡洲賢譯 220

EB01911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TTM( 你出生的那個晚上…… ◎ 南西 . 蒂爾曼 (Nancy Tillman)圖 . 文 ; 孔繁璐譯 280

EB01911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KKK( 時光膠囊的友誼 ◎ 織田真一郎文 ; 木場葉子圖 ; 葉美貞譯 260

EB01911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KPP( 老師換我做做看 ◎ 瓊安 . 梵 . 瓏 (Joan van Loon)文 ; 夏
岱爾 . 史都華 (Chantal Stewart)圖 ; 胡洲賢譯

230

EB01911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KRT( 頭上長芽了 ◎ 史蒂芬 . 邁克 . 金 (Stephen Micheal King)文 . 圖 260

EB01911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KSQ( 我覺得…… ◎ 珍納 . 凱茵 (Janan Cain)文 . 圖 ; 胡洲賢譯 230

EB01911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KTN( 30層樓的30隻貓咪 ◎ 安井季子文 ; 杉田比呂美圖 ; 林嘉麗譯 270

EB01911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KT( 獅子吉歐吉歐的皇冠 ◎ 岸田矜子文 ; 中古千代子圖 ; 柳怡如譯 250

EB019119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MN( 更大更大的鍋子 ◎ 寮美千子文 ; 土井香彌圖 ; 林嘉麗譯 270

EB019120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LQ( 你不可以隨便摸我！ ◎ 珊蒂 . 克雷文 (Sandy Kleven)
文 ; 茱蒂 . 柏斯瑪 (Jody Bergsma)圖 ; 孔繁璐譯

230

EB019121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NK( 葛斯家的小豬日 ◎ 布莉姬特 . 敏娜 (Brigitte Minne)文 ; 
安 . 坎戴勒 (An Candaele)圖 ; 胡洲 賢譯

220

EB019122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OR( 我們住在同一個地球 ◎ 珍 . E. 霍夫特 (Jane E. Hoffelt)
文 ; 瑪蒂 . 賀斯迪 (Marty Husted)圖 ; 胡 洲賢譯

220

EB019123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QL( 媽媽的承諾 ◎ 莉莎 . 杭佛瑞 (Lisa Humphrey)作 ; 大
衛 . 達尼歐斯 (David Danioth)繪 ; 孔繁璐譯

280

EB019124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LRS( 艾崴喜歡送禮物 ◎ 芙蕾雅 . 布雷克伍德 (Freya Blackwood)文 . 圖 ; 胡洲賢譯 230

EB019125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MOQ( 我的妹妹不可愛 ◎ 濱田桂子文 . 圖 ; 林禮寧譯 280

EB019126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MPN( 我的黃色小蕃茄 ◎ 戴米恩 . 伊蓮 . 由美 (Demian Elaine Yumei)
文 ; 妮可 . 湯瑪蕊 (Nicole Tamarin)圖 ; 胡洲賢譯

220

EB019127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7*MNPMNR( 兩姊妹和她們的客人 ◎ 桑亞 . 保嘉伊娃 (Sonja Bougaeva)文 . 圖 ; 陳皇玲譯 260

EB019128 大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OKRMLP( 鴨寶寶到哪裡去了？ (平裝 ) ◎ 琳 . 文岱伯格 (Leen van den Berg)作 ; 孔繁璐
譯琳 . 文岱伯格 (Leen van den Berg)作 ; 安 . 英格賓 (Ann Ingelbeen)繪 ; 孔繁璐譯

230

EB01912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QTOO( 外婆萬歲 ◎ 凱瑞‧貝斯特 280

EB01913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QTNR( 安娜的新大衣 ◎ 哈里特．齊飛 260

EB01913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QTQS( 艾蜜莉的畫 ◎ 彼得‧加泰隆諾多 260

EB01913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QTRP( 寶兒―穿背心的野鴨 ◎ 約翰‧伯寧罕 260

EB01913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KSS( 木筏的夏天 ◎ 吉姆‧拉瑪奇 299

EB01913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MLR( 一隻聖誕雞 ◎ 尼奇‧達利 260

EB01913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NPO( 蝴蝶和大雁 ◎ 荷莉‧凱勒 260

EB01913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OQ( 公園小霸王 ◎ 菲力斯‧雷諾茲‧奈勒 260

EB01913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PN( 送奶奶一頂帽子 ◎ 派翠西亞‧波拉蔻 260

EB01913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RR( 大腳ㄚ跳芭蕾 ◎ 艾美‧楊 260

EB01913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TL( 拼被上散步 ◎ 葳廉明 260

EB01914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PPM( 凱琪的包裹 ◎ 坎達絲‧弗萊明 280

EB01914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QLN( 咬人花 ◎ H. A. 雷 260

EB01914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QQS( 22個孤兒 ◎ 堤吉比‧費爾德肯卜 260

EB01914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RMT( 我想有個家 ◎ 伊芙‧邦婷 260

EB01914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RPK( 輪椅是我的腳 ◎ 法蘭茲 -約瑟夫‧豪尼格 260

EB01914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KRSNP( 艾莉森的家 ◎ Allen Say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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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14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KRTMR( 想念巴尼 ◎ 茱蒂．威爾斯特 260

EB01914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RTTQ( 小精靈的飛翔夢 ◎ 方素珍 260

EB01914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KLQ( 鴿子的天使 ◎ 大衛 ˙麥考利 260

EB01914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KTM( 歡迎你，畫眉 ◎ 瑪麗‧蓮‧芮 260

EB01915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LTL( 豬奶奶說再見 ◎ 瑪格麗特‧威爾德 260

EB01915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MPM( 我的紅髮臭老哥 ◎ 派翠西亞‧波拉蔻 260

EB01915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NMK( 爺爺的肉丸子湯 ◎ 角野榮子 260

EB01915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PRN( 土撥鼠博士的地震探險 ◎ 松岡達英 299

EB01915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RQO( 公車來了 ◎ 竹下文子 260

EB01915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KTLTS( 快 !快 !宅急便 ◎ 竹下文子 260

EB01915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KTMMS( 加油 !警車 ◎ 竹下文子 260

EB01915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TKK( 魔女圖鑑 ◎ 角野榮子 260

EB01915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LP( 洛克的小被被 ◎ 凱瓊安．雅瑟比 250

EB01915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KS( 馬桶裡有妖怪 ◎ 勞倫斯‧波居農 250

EB01916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MM( 小熊的小船 ◎ 伊芙‧邦婷 250

EB01916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OSO( 媽媽就要回家嘍 ◎ 凱特‧班克斯 250

EB01916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PNS( 媽媽小時候 ◎ 凱薩琳‧萊斯基 250

EB01916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QMK( 寶寶要出生了 ◎ 角野榮子 250

EB01916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QTT( 妮娜的奶嘴 ◎ 克莉絲汀‧瑙曼‧維明 250

EB01916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RLM( 鬆餅生日會 ◎ 呂奎希‧雷奎斯 250

EB01916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KRRON( 我自己做 ! ◎ 保羅‧弗立斯特（奧地利） 250

EB01916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NQS( 山櫻花 ◎ 陳素宜 200

EB01916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NRP( 仙島小學 -法術‧仙獸‧期末考 ◎ 林哲璋 250

EB01916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PMS( 噗噗俠 ◎ 林世仁 210

EB01917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RRL( 捉拿古奇颱風 ◎ 管家琪 220

EB01917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TMO( 樂樂的音樂盒 ◎ 陳沛慈 200

EB01917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TQM( 母雞孵出大恐龍 ◎ 賴曉珍 220

EB01917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KTKOO( 大巨人普普 ◎ 周姚萍 230

EB01917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KTNST( 鴨子開門 ◎ 黃文輝 260

EB01917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PSK( 古典小說全家讀本 ◎ 200

EB01917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STO( 封神傳 ◎ 200

EB019177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PSK( 賣炭翁 ◎ 白居易 作者 200

EB019178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0*PMKLNM( 小野兔和陌生人 ◎ 凡妮莎．以耶 繪 220

EB019179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QST( 鯊魚人的報恩 ◎ 小泉八雲 原創 220

EB019180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RPR( 小蝸牛探險記 ◎ 尼斯托 . 坎蒂 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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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181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TQM( 守信用的鐘錶匠 ◎ 伊莎貝 . 馬夸 著 220

EB019182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0*PMKLKL( 伊娃契卡與女巫 ◎ 伊莎貝拉．夏特拉 繪 220

EB019183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PQQ( 我的月亮 . 我們的月亮 ◎ 安娜依塔 . 塔姆 繪著 200

EB019184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PRN( 幾乎什麼都有國王 ◎ 艾利亞多 . 佛蘭 繪著 180

EB019185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LSL( 媽咪的小時候 ◎ 拉倫朵作 黛瑪托繪 250

EB019186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0*PMKLMP( 蟬兒與小老鼠 ◎ 查維耶．費漢 繪 220

EB019187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SMM( 沙漠清掃人 ◎ 唐吉 . 佩著 凱特琳 . 楓丹繪 220

EB019188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SLP( 瑪塔和大章魚 ◎ 傑曼諾 . 祖羅著 阿爾貝蒂娜繪 220

EB019189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QRM( 巨龍與七個月亮 ◎ 喬安妮 . 狄 . 李昂繪著 200

EB019190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QPS( 隱士與小老鼠 ◎ 普利達 . 潘亞全 繪著 200

EB019191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PPQ( 埃及人與獅子 ◎ 蒂安娜 . 芭芭拉 著 強弗杭索沃 . 馬旦繪 220

EB019192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ROR( 前往耶路撒冷的小螞蟻 ◎ 蒂安娜 . 芭芭拉著 皮耶 . 德尼厄繪 220

EB019193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QPP( 畢歌拉與葛密兒 ◎ 蒂安娜 . 芭芭拉著歐黑莉 . 姬勒里繪 220

EB019194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PLTPSR( 櫻桃公主 ◎ 瑪克妲 . 基內洛娃著瑪麗娜 . 李希特洛娃繪 240

EB019195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0*PMKLOT( 鳥的顏色 ◎ 蜜兒．柯芭 繪 220

EB019196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QQP( 盲眼鹿 ◎ 赫拉蕭 . 奎若嘉 著 220

EB019197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PLSRQO( 長鬍子老公公 ◎ 齊汪 . 衛沙沙 繪著 220

EB01919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LML( 蔓蔓，真好！ ◎ 嚴淑女 270

EB01919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LNS( 小建，好酷！ ◎ 嚴淑女 270

EB01920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LPM( 阿尼，加油！ ◎ 嚴淑女 270

EB01920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MKQ( 布丁當家 ◎ 彭永成 200

EB01920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NNQ( 不愛洗耳朵的兔子 ◎ 蘿拉‧瑞金著／柯倩華譯 270

EB01920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NON( 蘿西的小祕密 ◎ 蘿拉‧瑞金著／柯倩華譯 270

EB01920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NTS( 小鴨鴨溪游記 ◎ 張東君 270

EB01920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OOM( 搖滾森林 ◎ 嚴淑女 270

EB01920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OPT( 小鱷魚和鯨魚 ◎ 東尼‧梅鐸 280

EB01920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OQQ( 公車在哪裡？ ◎ 艾琳．布朗 280

EB01920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ORPOL( 黑手小烏龜 ◎ 嚴淑女 270

EB019209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SNNNNP( 艾蓮娜的小夜曲 ◎ 安娜‧瓊安 280

EB019210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SNNNQQ( 怎樣當個小寶貝 ◎ 莎莉‧里歐 -瓊絲 蘇‧希普 280

EB019211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SNNNTR( 跟著線條走 ◎ 羅拉 . 朗菲斯特 (譯者 :章玲 ) 280

EB019212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SNNNSK( 跟著線條走 :找找屋裡有什麼 ? ◎ 羅拉 . 朗菲斯特 (譯者 :章玲 ) 280

EB019213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SNNORM( 皇帝的新衣 ◎ 黛蜜 Demi 299

EB019214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SNNOST( 芙烈達 ◎ 文 / 喬拿‧溫特 圖 / 安娜‧瓊安 Jonah Winter & Ana Juan 280

EB01921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RTTQ( 小精靈的飛翔夢 ◎ 方素珍 260

戴維、方坦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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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21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KTKOO( 大巨人普普 ◎ 周姚萍 230

EB01921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TKKQ( 今古奇觀 ◎ 抱甕老人 200

EB01921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PMS( 噗噗俠 ◎ 林世仁 210

EB01921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NRP( 仙島小學 -法術‧仙獸‧期末考 ◎ 林哲璋 250

EB01922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TMO( 樂樂的音樂盒 ◎ 陳沛慈 200

EB01922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NQS( 山櫻花 ◎ 陳素宜 200

EB01922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KTNST( 鴨子開門 ◎ 黃文輝 260

EB01922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RRL( 捉拿古奇颱風 ◎ 管家琪 220

EB01922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TQM( 母雞孵出大恐龍 ◎ 賴曉珍 220

EB01922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PSK( 古典小說全家讀本 ◎ 200

EB01922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SSTO( 封神傳 ◎ 200

EB019227 意象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8*PLRTON( 勇士、獠牙、山豬王 ◎ 張璐華 200

EB019228 萬卷樓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7*NTLORQ( 楊喚與兒童文學 ◎ 林文寶 320

EB019229 萬卷樓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7*NTNKTS( 試論我國近代童話觀念的演變—兼論豐子愷的童話 ◎ 林文寶 200

EB019230 萬卷樓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7*NTNPNL( 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 ◎ 林文寶 500

EB019231 繆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8G7*NTTKRQ( 失物招領 ◎ 陳志勇 220

EB019232 遠足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RNLLTS( 兒童客家叢書 (1-4冊 )套書 ◎ 李佩珊 . 林韻華 . 唐炘欣 . 賴佳慧 . 孫德齡 . 許雅芬等 699

EB019233 遠足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RNLMQQ( 文學地圖館 . 唐詩 ◎ 遠足文學館編輯組 280

EB019234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0*TKKRMT( 把春天串成 ◎ 賴慶雄 80

EB019235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0*TKRQQR( 童詩廣角鏡 ◎ 杜萱 150

EB019236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0*TLMKSL( 行俠仗義小巫公 ◎ 康逸藍 110

EB019237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0*TLMKTS( 唱歌的樹 ◎ 黃長安 140

EB019238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0*TLMLKO( 太陽結婚 ◎ 薛賢榮 130

EB019239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0*TLOLMM( 山爺爺與海姑娘 ◎ 林加春 190

EB019240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0*TLOMTK( 歡喜念歌詩 (1)-麒麟鹿欲坐車 ◎ 方南強 300

EB019241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0*TLONKQ( 歡喜念歌詩 (2)-枝仔冰 ◎ 方南強 300

EB019242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0*TLONLN( 歡喜念歌詩 (3)-小蚼蟻會寫詩 ◎ 方南強 300

EB019243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0*TLONMK( 歡喜念歌詩 (4)-阿寶迎媽祖 ◎ 方南強 300

EB019244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0*TLONNR( 歡喜念歌詩 (5)-厝頂彼隻貓 ◎ 方南強 300

EB019245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0*TLQKOL( 太子歷險記 (三版 ) ◎ 謝冰瑩 160

EB019246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0*TLQLPR( 豆豆的前世今生 (新版 ) ◎ 康逸藍 160

EB019247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TLQRNR( 因為看見明天 ◎ 李文茹 150

EB019248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TLQROO( 堅持是圓夢的開始 ◎ 李文茹 150

EB019249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TLQSON( 迎接戀愛的夏天 ◎ 李文英 150

EB019250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TLQSPK( 等待雨後的陽光 ◎ 毛咪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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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251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0*TLQTKO( 飛翔少年闖天關 ◎ 邵正宏 150

EB019252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TLRMQK( 你知道這些才子嗎 ◎ 康啟 150

EB019253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TLRMRR( 你知道這些宰相嗎 ◎ 培良 150

EB019254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TLRMSO( 你知道這些名將嗎 ◎ 培良 150

EB019255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TLRMTL( 你知道這些皇帝嗎 ◎ 王志文 150

EB019256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0*TLRONR( 時空記 ◎ 周宛潤 180

EB019257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0*TLQSTS( 我愛小變人 ◎ 廖大魚 180

EB019258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0*TLRKKK( 歐麥加的狗日子 ◎ 廖大魚 180

EB019259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0*TLRRNO( 長生不老的國王 ◎ 劉碧玲 160

EB019260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0*TLRSKM( 蕃薯囝仔ㄟ童樂會 ◎ 黃振裕 250

EB019261 正中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0*TLSOQP( 啾古錐 ~我的鳥孩子 ◎ 黃振裕 250

EB019262 萬卷樓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0*LPKRMS( 我們的記憶 ˙我們的歷史 ◎ K各容 200

EB01926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NPL( 少兒文學天地寬——台灣少年小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林文寶等 250

EB019264 萬卷樓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7*NTOMLR( 少年小說研究 ◎ 張清榮 320

EB019265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8G7*TRPPNT( 新少年力量 ◎ 郗昀彥 200

EB019266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3*QLLPPO( 兒童故事精選 ◎ 編譯組 100

EB019267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3*QLLPQL( 兒童故事精選 ◎ 編譯組 100

EB019268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3*QLLPRS( 兒童故事精選 ◎ 編譯組 100

EB019269 萬卷樓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2*SSSPKQ( 蜘蛛詩人 ◎ 東大學兒研所 180

EB01927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SNN( 童話小天地系列 (共十六冊 ) ◎ 4784

EB01927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SMO( 土撥鼠的春天 (附 CD1片 ) ◎ 喻麗清文；吳佩蓁圖 299

EB01927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MMTO( 夢穀子，在天空之海 (童話選集 )(1988-1998) ◎ 周惠玲 380

EB01927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KLMQ( +#!@ 中國神話 ◎ 140

EB01927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OPROP( 不只是兒戲 -專為孩子所創作的劇本集 ◎ 徐琬瑩 280

EB01927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KLMQ( +#!@ 中國神話 ◎ 140

EB01927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4*OOQOPM( 中國名人故事 ◎ 蔡文甫 250

EB01927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OQT( 魔法三腳貓 ◎ 劉碧玲 240

EB01927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PKQ( 吹牛小姐和膽小先生 ◎ 李麗萍 240

EB01927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PLN(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八集 (全四冊 ) ◎ 960

EB01928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MQL( 帽子店的秘密 ◎ 楊欣樺 240

EB01928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NLP( 天使服務生 ◎ 陳維鸚 240

EB01928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MSP( 地球彎彎腰：山鷹童話 ◎ 山鷹 250

EB01928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MMN( 大武山腳下的五顆星 ◎ 陳 林 240

EB01928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MNK( 希望偵探隊 ◎ 劉美瑤 240

EB01928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MPO(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七集 (全四冊 ) ◎ 蕭逸清、賴曉珍、陳林、劉美瑤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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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28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KTO( 鯨海奇航 ◎ 蕭逸清 240

EB01928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LPP( LOVE：人生球場‧愛與掛零 ◎ 趙映雪 220

EB01928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LQM( 花漾羅莉塔 ◎ 賴曉珍 240

EB01928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QKNM( 基因猴王 ◎ 王樂群 220

EB01929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TRO( 風與天使的故鄉 ◎ 林佩蓉 200

EB01929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TSL( 寒冬中的報歲蘭 ◎ 陳沛慈 200

EB01929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TLM( 一張遲到的明信片 ◎ 管家琪 230

EB01929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TON( 爸爸的超級任務 ◎ 鄭丞鈞 230

EB01929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TPK( 秀巒山上的金交椅 (增訂新版 ) ◎ 陳素宜 200

EB01929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SMK( 少年曹丕 (增訂新版 ) ◎ 陳素燕 200

EB01929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SNR( 天才不老媽 (增訂新版 ) ◎ 陳素宜 200

EB01929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STT( 媽祖回娘家 ◎ 鄭宗弦 230

EB01929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RRQ( 九十七年童話選 ◎ 黃秋芳 / 主編 250

EB01929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4*OOPQTL( 司馬爺爺說鄉野傳奇 (有聲書 ) ◎ 司馬中原 300

EB01930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MTP( 藍月亮‧紅月亮 ◎ 孫昱 230

EB01930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OSQ( 第十二張生肖卡 ◎ 陳怡如 230

EB01930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QLP(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五集（全四冊） ◎ 920

EB01930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POR( 勇闖「不管里」 ◎ 胡圓 230

EB01930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PRS( 揚帆吧！八級風 ◎ 花格子 230

EB01930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MQO( 躲進部落格 ◎ 洪雅齡 230

EB01930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NLS( 灰姑娘變身日記 ◎ 陳韋任 230

EB01930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NPQ(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四集（全四冊） ◎ 920

EB01930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LTQ( 阿祖的魔法天書 ◎ 陸麗雅 230

EB01930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MMQ( 月芽灣的寶藏 ◎ 鄭淑麗 230

EB01931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LPS( 不要說再見 ◎ 黃秋芳 230

EB01931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LQP( 我愛綠蠵龜 ◎ 姜子安 240

EB01931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LRM(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三集（全四冊） ◎ 920

EB01931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PKNP( 含羞草 ◎ 陳三義 230

EB01931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OTQK( 爺爺的神祕閣樓 ◎ 游乾桂 230

EB01931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OSNK( 台灣炒飯王 ◎ 鄭宗弦 230

EB01931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4*OOOSKT( 九十六年童話選 ◎ 黃秋芳 / 主編 250

EB01931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ONO( 神祕島 ◎ 孫昱 230

EB01931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OOL( 凹凸星球 ◎ 蘇善 230

EB01931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PMQ(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二集（全四冊） ◎ 920

EB01932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NQQ( 我的神祕訪客 ◎ 李慧娟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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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32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NRN( 夢與辣椒 ◎ 黃少芬 230

EB01932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MSL( 歡迎光臨幸福小館 ◎ 蔡聖華 230

EB01932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MTS( 紐約老鼠 ◎ 陳韋任 230

EB01932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NPT( 九歌少兒書房第四十一集（全四冊） ◎ 920

EB01932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MNQ( 魔洞歷險記：林世仁童話 ◎ 林世仁 250

EB01932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LQS( 金鑰匙 ◎ 姜子安 230

EB01932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LRP( 帶著阿公走 ◎ 鄭丞鈞 230

EB01932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OKNS( 傅林統童話 ◎ 傅林統 220

EB01932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NTNM( 九十五年童話選 ◎ 黃秋芳 / 主編 250

EB01933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NPTS( 我的麗莎阿姨 ◎ 鄭丞鈞 220

EB01933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NQKO( 走了一個小偷之後 ◎ 李慧娟 220

EB01933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NQLL( 變身魔法石 ◎ 陳維鸚 220

EB01933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4*OONQMS( 我們這一班 ◎ 雪涅 220

EB01933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OLN( 王淑芬童話 ◎ 王淑芬 220

EB01933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OSM( 黃海童話 ◎ 黃海 220

EB01933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LSP( 網站奇緣 ◎ 劉美瑤 220

EB01933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LTM( 天使帶我轉個彎 ◎ 呂淑敏 220

EB01933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MKS( 他不麻煩，他是我弟弟 ◎ 陳三義 220

EB01933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MLP( 女籃特攻隊 ◎ 王文美 220

EB01934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MMM(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九集（全四冊） ◎ 880

EB01934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LMN( 司馬中原童話 ◎ 司馬中原 220

EB01934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LQL( 管家琪童話 ◎ 管家琪 220

EB01934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LLQ( 小妖的金色城堡 ◎ 饒雪漫 220

EB01934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NKLR( 九十四年童話選 ◎ 徐錦成 / 主編 250

EB01934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MSLM( 阿西跳月 ◎ 劉翰師 230

EB01934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MSMT( 拉薩小子 ◎ 雪涅 220

EB01934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MSNQ( 神秘的白塔 ◎ 劉美瑤 200

EB01934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4*OOMSON( 老樹公在哭泣 ◎ 謝鴻文 200

EB01934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OOR( 珊瑚男孩 ◎ 柯惠玲 220

EB01935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OQL( 尋找小丑族 ◎ 史冀儒 220

EB01935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ORS( 莞爾的幸福地圖 ◎ 饒雪漫 220

EB01935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OSP( 變成松鼠的女孩 ◎ 陳維 220

EB01935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OTM(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七集（全四冊） ◎ 880

EB01935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SSL(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八集（全四冊） ◎ 800

EB01935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MNM( 淘氣賈里歡樂誌 ◎ 秦文君 200



 - 554 -

．
︹
中
國
兒
童
文
學
︺
．

EB01935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MOT( 搞怪賈里新鮮事 ◎ 秦文君 200

EB01935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LQO( QQ兄妹 ◎ 饒雪漫 180

EB01935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MLKM( 九十三年童話選 ◎ 徐錦成 / 主編 250

EB01935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LTKR( 剝開橘子以後 ◎ 劉美瑤 200

EB01936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LTLO( 紅眼巨人 ◎ 彭素華 180

EB01936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LTML( 在地雷上漫舞 ◎ 姜天陸 220

EB01936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LTNS( 流星雨（童書版） ◎ 林杏亭 180

EB01936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4*OOLTRQ(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六集（全四冊） ◎ 720

EB01936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PLS( 鞋子告狀 --琦君寄小讀者 ◎ 琦君 200

EB01936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OOK( 有了一隻鴨子 ◎ 呂紹澄 200

EB01936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OPR( 阿樂拜師 ◎ 蘇善 170

EB01936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OQO( 藍天鴒笭 ◎ 毛威麟 170

EB01936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ORL( 米呼米桑‧歡迎你 ◎ 王俍凱 170

EB01936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OTP(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五集（全四冊） ◎ 680

EB01937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NKN( 前世今生愛上你 ◎ 鄭宗弦 200

EB01937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NNO( 台灣小子在南京 ◎ 管家琪 180

EB01937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MNP( 九十二年童話選 ◎ 徐錦成 / 主編 250

EB01937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KPL( 花糖紙 ◎ 饒雪漫 170

EB01937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KQS( 年少青春紀事 ◎ 王文華 200

EB01937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KRP( 我家是鬼屋 ◎ 陸麗雅 200

EB01937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KSM( 一樣的媽媽不一樣 ◎ 梁雅雯 200

EB01937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4*OOLKTT(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四集（全四冊） ◎ 680

EB01937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OPK( 黃金少年 ◎ 管家琪 180

EB01937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OSL( 頭號人物――小鬼魯智勝 ◎ 秦文君 180

EB01938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OTS( 迷糊英雄――班長魯智勝 ◎ 秦文君 180

EB01938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PMS(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三集（全四冊） ◎ 800

EB01938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PNP( 圖書館精靈 ◎ 林佑儒 200

EB01938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POM( 泰雅少年巴隆 ◎ 馬筱鳳 200

EB01938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PQQ( 貓女 ◎ 劉碧玲 200

EB01938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MNS( 逃家奇遇記 ◎ 王蔚 170

EB01938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MOP( 來去樂比樂 ◎ 林舒嫻 170

EB01938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MPM( 陽光叔叔 ◎ 陳貴美 170

EB01938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MQT( 黃色蝴蝶結 ◎ 黃麗秋 200

EB01938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4*OOKMSN( 九歌少兒書房第三十二集（全四冊） ◎ 680

EB01939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QKTPNP( 創意神豬 ◎ 呂紹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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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39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QKTPPT( 下課鐘響 ◎ 羅世孝 200

EB01939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QKTPQQ( 魔法雙眼皮 ◎ 黃秋芳 200

EB01939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NTT( 九歌兒童書房第三十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39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OKP( 尋找蟋蟀王 ◎ 盧振中 170

EB01939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OLM( 少年鼓王 ◎ 鄭如晴 200

EB01939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OMT( 七彩肥皂泡 ◎ 李志偉 170

EB01939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MRQ( 糖果樹 ◎ 向明 170

EB01939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NKQ( 鑽石失蹤記 ◎ 170

EB01939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NOO( 美麗的上海少女――賈梅的校園記事 ◎ 秦文君 180

EB01940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QKTNRP( 花樣的少女年華――賈梅的酸甜苦辣 ◎ 秦文君 190

EB01940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SLQN(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九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0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SLRK( 少年放蜂記 ◎ 馮傑 170

EB01940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SLSR( 送奶奶回家 ◎ 陳貴美 170

EB01940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SLTO( 再見，大橋再見 ◎ 王文華 170

EB01940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SMKK( 我們的山 ◎ 陳肇宜 170

EB01940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LNMO( 九歌兒童書房第十一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0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TOO(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八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0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TQS( 超級小偵探 ◎ 王晶 200

EB01940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TRP( 藍天使 ◎ 林音因 170

EB01941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TSM( 河水，流呀流 ◎ 臧保琦 170

EB01941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MST( 靈蛇武龍 ◎ 陳金田 170

EB01941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MTQ( 又見寒煙壺 ◎ 鄭宗弦 170

EB01941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NKM( 世界毀滅之後 ◎ 王晶 170

EB01941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QKRNLT( 成長的日子 ◎ 蒙永麗 170

EB01941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QKQSLR(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六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1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QKQSNL( 期待 ◎ 林音因 170

EB01941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QKQSPP( 蘭花緣 ◎ 鄒敦怜 170

EB01941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QKOQ( 姊妹 ◎ 劉碧玲 170

EB01941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QKQK(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五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2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QKRR( 阿公放蛇 ◎ 陳瑞璧 170

EB01942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QKSO( 藍溪紀事 ◎ 匡立杰 170

EB01942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QKTL( 第一百面金牌 ◎ 鄭宗弦 190

EB01942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PRMS(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四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2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PRNP( 姑姑家的夏令營 ◎ 鄭宗弦 170

EB01942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QKPRRN( ㄉㄡ ㄍㄧˋ之家 ◎ 朱秀芳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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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42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QKOTQR( 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 屠佳 170

EB01942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QKOTRO( 第三種選擇 ◎ 陳素宜 170

EB01942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QKOTTS( 紅帽子西西 ◎ 林小晴 170

EB01942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QKPKKL(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二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3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QKORPM( 戈爾登星球奇遇記 ◎ 陳曙光 170

EB01943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QKORRQ( 小子阿辛 ◎ 木子 170

EB01943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QKOMPR( 九歌兒童書房第十九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3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QKROQN( 阿雄與小敏 ◎ 俞金鳳 170

EB01943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5*QKNRLR( 老蕃王與小頭目 ◎ 張淑美 170

EB01943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5*QKNRMO( 十三歲的深秋 ◎ 黃虹堅 170

EB01943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5*QKNRNL( 奔向閃亮的日子 ◎ 趙映雪 200

EB01943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5*QKNNOM( 飛翔的恐龍蛋 ◎ 馮傑 170

EB01943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5*QKNNQQ( 回家 ◎ 趙映雪 170

EB01943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QKNLRP( 重返家園 ◎ 陳曙光 170

EB01944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QKLRSM( 九歌兒童書房第十二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4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QKSOLP( 彩虹公主 ◎ 陳金田 170

EB01944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QKSOMM( 老鼠看下棋 ◎ 吳夢起 170

EB01944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QKSOOQ( 魔鏡 ◎ 陳玉珠 170

EB01944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QKRKSL( 吹泡泡的小馬 ◎ 王玉 170

EB01944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QKKPMP( 九歌兒童書房第十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4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QKRPOS( 小黑炭和比比 ◎ 呂紹澄 170

EB01944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QKRPPP( 頑皮故事集（注音版） ◎ 侯文詠 180

EB01944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9 y(7IJ5H5*QKSPSN( 猴子進城 ◎ 哈潑 170

EB01944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QKPOML(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三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5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QKPOOP( 荒原上的小涼棚 ◎ 盧振中 170

EB01945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QKSRMT( 機器人遊歐洲 ◎ 張寧靜 170

EB01945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QKSRNQ( 歡唱在林野中 ◎ 朱秀芳 170

EB01945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QKSRTS( 奇奇歷險記 ◎ 應平書 170

EB01945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QKSSKO( 新西遊記 ◎ 張寧靜 170

EB01945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QKSSLL( 洗腦人的祕密 ◎ 菲利普柯帝斯 Philip Curtis 170

EB01945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QKSSMS( 青蛙之謎 ◎ 170

EB01945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6 y(7IJ5H5*QKSTNO( 小女生世界 ◎ 蔡澤玉 170

EB01945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6 y(7IJ5H5*QKTRQO( 撒哈拉之旅 ◎ 張寧靜 170

EB01945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5 y(7IJ5H5*QKTQOL( 地心歷險記 ◎ 張寧靜 170

EB01946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4 y(7IJ5H5*QKMSPR( 雪地菠蘿 ◎ 陳曙光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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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46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4 y(7IJ5H5*QKMSQO( 北京七小時 ◎ 邱傑 170

EB019462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MQTR( 九歌兒童書房第十四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63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SKTP( 九龍闖三江 ◎ 戎林 170

EB019464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SLKL( 五十一世紀 ◎ 劉臺痕 170

EB019465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SLLS( 我們的土地 ◎ 柯錦鋒 170

EB019466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TLPN( 香味口袋 ◎ 向明 170

EB019467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TKQL( 五彩筆 ◎ 楊思諶 170

EB019468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SNLQ( 我是英雄 ◎ 朱秀芳 170

EB019469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83 y(7IJ5H5*QKSNMN( 麒麟下山 ◎ 謝鵬雄 170

EB019470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QKRNOK( 九歌兒童書房第二十七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71 九歌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QKLLPR( 九歌兒童書房第七集 (全四冊 ) ◎ 680

EB01947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NNLR( 第一次系列 (共十冊 ) ◎ 簡宛 -著、李廣宇 -繪 2000

EB01947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MPMOP( 阿瑟找新家 (平 ) ◎ AmandaGraham、DonnaGynell著；本局編輯 160

EB01947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MPMNS( 阿瑟做家事 (平 ) ◎ AmandaGraham、DonnaGynell著；本局編輯 160

EB01947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MPMML( 永遠的阿瑟 (平 ) ◎ AmandaGraham、DonnaGynell著；本局編輯 160

EB01947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1*OLKPMO( 1魯波的超級生日 ◎ 本局編輯部編譯 110

EB01947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1*OMORSL( 救難小福星系列 (六冊 ) ◎ 660

EB01947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MRNOS( 放羊的小孩與上帝―喬托的聖經連環畫 ◎ 喻麗清 240

EB01947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1*OMRNPP( 寂寞的天才―達文西之謎 ◎ 嚴 ?民著 280

EB01948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OMRNQM( 石頭裡的巨人―米開蘭基羅傳奇 (二版 ) ◎ 喻麗清 210

EB01948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OMRNRT( 光影魔術師―與林布蘭聊天說畫 (二版 ) ◎ 莊惠瑾 280

EB01948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OMRNTN( 永恆的沉思者―鬼斧神工話羅丹 (二版 ) ◎ 羅珞珈 240

EB01948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MROKT( 非常印象非常美―莫內和他的水蓮世界 (二版 ) ◎ 喻麗清、章瑛 -著 210

EB01948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1*OMROLQ( 流浪的異鄉人―多彩多姿的高更 (二版 ) ◎ 羅珞珈 210

EB01948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1*OMROMN( 金黃色的燃燒―梵谷的太陽花 (二版 ) ◎ 戴天禾 240

EB01948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1*OMSNOP( 文學家系列 (共十冊 ) ◎ 3500

EB01948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MSNPM( 震撼舞臺的人―戲說莎士比亞 ◎ 姚嘉為著；周靖龍繪 350

EB01948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1*OMSNQT( 愛跳舞的女文豪―珍‧奧斯汀的魅力 ◎ 石麗東、王明心著；郜欣、倪靖繪 350

EB01948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MSNRQ( 醜小鴨變天鵝―童話大師安徒生 ◎ 簡宛著；翱子繪 350

EB01949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1*OMSNSN( 怪異酷天才―神祕小說之父愛倫坡 ◎ 吳玲瑤著；郜欣、倪靖繪 350

EB01949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1*OMSNTK( 尋夢的苦兒―狄更斯的黑暗與光明 ◎ 王明心著；江健文繪 350

EB01949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1*OMSOKQ( 俄羅斯的大橡樹―小說天才屠格涅夫 ◎ 韓秀著；鄭凱軍、錢繼偉繪 350

EB01949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1*OMSOLN( 小小知更鳥―艾爾寇特與小婦人 ◎ 王明心 -著；倪靖 -繪 350

EB01949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1*OMSOMK( 哈雷彗星來了―馬克‧吐溫傳奇 ◎ 王明心著；于紹文繪 350

EB01949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1*OMSONR( 解剖大偵探―柯南‧道爾 vs. 福爾摩斯 ◎ 李民安著；郜欣、倪靖繪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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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49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MSOOO( 軟心腸的狼―命運坎坷的傑克‧倫敦 ◎ 喻麗清著；鄭凱軍、錢繼偉繪 350

EB01949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1*ONLSOK( 石頭不見了 (二版 )(附 CD) ◎ 李民安 -文；翱子 -圖 299

EB01949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SPR( 銀毛與斑斑 (附 CD1片 ) ◎ 李民安文；廖健宏圖 299

EB01949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SQO( 奇妙的紫貝殼 (附 CD1片 ) ◎ 簡宛文；朱美靜圖 299

EB01950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NLSRL( 丁伶郎 (附 CD1片 ) ◎ 潘人木文；鄭凱軍、羅小紅圖 299

EB01950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SSS( 屋頂上的祕密 (附 CD1片 ) ◎ 劉靜娟文；郝洛玟圖 299

EB01950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STP( 九重葛笑了 (附 CD1片 ) ◎ 陳冷文；吳佩蓁圖 299

EB01950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TKL( 智慧市的糊塗市民 (附 CD1片 ) ◎ 劉靜娟文；郜欣、倪靖圖 299

EB01950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LTLS( 奇奇的磁鐵鞋 (附 CD1片 ) ◎ 林黛嫚文；黃子瑄圖 299

EB01950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NOMMN( 藝術家系列Ⅰ (共十冊 ) ◎ 三民書局 2360

EB01950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1*ONOMNK( 藝術家系列Ⅱ (共十冊 ) ◎ 三民書局 2560

EB01950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1*ONOMOR( 超級天使下凡塵－最後的貴族拉斐爾 ◎ 喻麗清 280

EB01950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ONOMPO( 人生如戲－拉突爾的世界 (二版 ) ◎ 嚴 ?民 -著 240

EB01950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1*ONOMQL( 生命之美－維梅爾的祕密 ◎ 嚴 ?民著 240

EB01951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ONOMRS( 拿著畫筆當鋤頭－農民畫家米勒 (二版 ) ◎ 喻麗清 300

EB01951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1*ONOMSP( 畫家與芭蕾舞－粉彩大師狄嘉 ◎ 喻麗清 240

EB01951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1*ONOMTM( 半夢幻半真實－天真的大孩子盧梭 ◎ 陳永秀 280

EB01951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ONONKS( 無聲的吶喊－孟克的精神世界 (二版 ) ◎ 戴天禾 280

EB01951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1*ONONMM( 騎木馬的藍騎士－康丁斯基的抽象音樂畫 ◎ 莊惠瑾 240

EB01951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1*ONONNT( 思想與歌謠－克利和他的畫 ◎ 孟昌明 240

EB01951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SLR( 愛咪與愛米麗 (附 CD1片 ) ◎ 王明心文；楊淑雅圖 299

EB01951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SOS( 無賴變王子 (附 CD1片 ) ◎ 王明心文；小料圖 299

EB01951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SPP( 大野狼阿公 (附 CD1片 ) ◎ 方梓文；吳健豐圖 299

EB01951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SQM( 細胞歷險記 (附 CD1片 ) ◎ 石家興文；鄭凱軍，羅小紅圖 299

EB01952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TMN( 小黑兔 (附 CD1片 ) ◎ 趙映雪文；莊孝先圖 299

EB01952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TNK( 大海的呼喚 (附 CD1片 ) ◎ 管家琪文；吳健豐圖 299

EB01952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TOR( 「灰姑娘」鞋店 (附 CD1片 ) ◎ 李民安文；郜欣、倪靖圖 299

EB01952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NTTOP( 時空列車長－解釋宇宙的天才愛因斯坦 ◎ 唐念袓著莊河源繪 180

EB01952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NTTPM( 伊甸園裡的醫生－人道主義的模範生許懷哲 ◎ 喻麗清 -著；莊河源 -繪 180

EB01952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NTTQT( 陋室底下的光芒－居禮夫人的故事 ◎ 石家興著；吳健豐繪 180

EB01952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NTTRQ( 一星期零一夜－電話爺爺貝爾說故事 ◎ 張燕風著郭文祥繪 180

EB01952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NTTSN(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遺傳學之父孟德爾 ◎ 龔則韞著王平繪 180

EB01952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NTTTK( 不只蘋果掉下來！－現代科學之父牛頓 ◎ 唐念袓著王建國繪 180

EB01952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OKKKM( 天涯，海角，中國－行萬里路的馬可波羅 ◎ 陳永秀著謝佩芬繪 180

EB01953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OKKLT( 沙漠裡的孤兒－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 ◎ 李笠著倪靖繪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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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53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OKKMQ( 從伯利恆到全世界―神的兒子耶穌 ◎ 王明心著阮健繪 180

EB01953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OKKNN( 會走動的百科全書－聽亞里斯多德說天道地 ◎ 姚嘉為著翱子繪 180

EB01953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OKKOK( 兩千五百歲的酷老師－至聖先師孔子 ◎ 李寬宏著；張維采武建華繪 180

EB01953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1*OOKKPR( 佛陀小檔案―釋迦牟尼的故事 ◎ 李民安著陳澤新繪 180

EB01953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1*OOKRSL( 賣牛記 ◎ 琦君 -著、田原 120

EB01953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1*OOQSSM( 愛跳舞的方格子―蒙德里安的新造型 (二版 ) ◎ 喻麗清 210

EB01953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1*OOSSSQ( 紅風箏和藍帽子 ◎ 張燕風、Rena Krasno-著 250

EB019538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8G7*TRPTNP( 城市睡美人 ◎ 李燕‧著∕ Ajohn‧圖 199

EB019539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QKKSOO( 最幸福的禮物 ◎ 唐密、喻麗清‧文字∕林柏廷‧繪圖 280

EB019540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0*NLQPLN( 地下鐵 (平裝 ) ◎ 幾米 350

EB019541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0*NLQPKQ( 地下鐵 (精裝 ) ◎ 幾米 500

EB019542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0*NLQRPT( 照相本子 (精裝 ) ◎ 幾米 369

EB019543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9001 y(7IJ5H0*NLQPLN( 地下鐵 (平裝 ) ◎ 幾米 350

EB019544 大塊 ﹝中國兒童文學﹞ 9001 y(7IJ5H0*NLQPKQ( 地下鐵 (精裝 ) ◎ 幾米 500

EB01954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8*QMOKKT( 我有絕招 ◎ 可白 220

EB01954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8*QMOKLQ( 我有絕招 續集 ◎ 可白 220

EB01954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8*QMOKPO( 長毛與餅乾 ◎ 林淑玟 220

EB01954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8*QMOKMN( 老茄苳的眼淚 ◎ 可白 220

EB01954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8*QMOKNK( 孫媽媽獵狼記 ◎ 可白 220

EB01955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8*QMOKOR( 頭頂長樹的男孩 ◎ 可白 220

EB01955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8*QMOLNT( 波波寶貝 ◎ 唐土兒 220

EB01955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5 y(7IJ5H8*QMOLOQ( 再見外婆灣 ◎ 鄭如晴 220

EB01955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8*QMOLPN( 山野稚子情 ◎ 余存先 220

EB01955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8*QMOLRR( 石縫裡的信 ◎ 蔡宜容 220

EB01955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8*QMOLTL( 不怕鬼的書生 ◎ 鄒敦怜 220

EB01955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QMOMLO( 見鬼不怪鬼 ◎ 鄒敦怜 220

EB01955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QMOMML( 我的爸爸是流氓 ◎ 張友漁 220

EB01955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8*QMOMNS( 草魚潭的孩子 ◎ 王文華 220

EB01955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8*QMOMPM( 蚯蚓泡泡戰 ◎ 唐土兒 220

EB01956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QMOMSN( 臭皮匠哈啦啦 ◎ 可白 220

EB01956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QMOMTK( 紫微阿斗數 ◎ 林玫伶 220

EB01956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8*QMONRP( 有男生愛女生 ◎ 毛治平 220

EB01956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8*QMOOKP( 小頑童 Y檔案 ◎ 李光福 220

EB01956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8*QMOOLM( 中國城的小男孩 ◎ 曲岡英 220

EB01956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8*QMOONQ( 超感應事件簿 ◎ 林淑玟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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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56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8*QMOOON( 爸爸放暑假 ◎ 李光福 220

EB01956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8*QMOPPT( 我的老師虎姑婆 ◎ 王文華 220

EB01956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8*QMOPOM( 對不起，秋蓮 ◎ 李光福 220

EB01956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8*QMOPQQ( 油桐花下的精靈 --我的隱身同學 ◎ 廖大魚 220

EB01957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PRN( 豬兒當自強 ◎ 王文華 220

EB01957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PTR( 豬飛總動員 ◎ 王文華 220

EB01957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QKN( 麵條西施 ◎ 李光福 220

EB01957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QOL( 遠慮媽媽 VS‧近憂爸爸 ◎ 林茵 220

EB01957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QST( 我有媽媽要出嫁 ◎ 王文華 220

EB01957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QTQ( 我的天堂在哪裡 ◎ 林惠珍 220

EB01957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STO( 魔鬼新生闖江湖 ◎ 黃文輝 220

EB01957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KK( 芭樂祕密 ◎ 林佑儒 220

EB01957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LR( 魔幻快車驚魂記 ◎ 鄭宗弦 220

EB01957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OS( 香腸班長妙老師 --小三「粉」好笑 ◎ 鄭宗弦 220

EB01958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PP( 阿嬤的滷味 ◎ 陳肇宜 220

EB01958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SQ( 歡喜冤家 --十一歲的小迷糊 ◎ 李光福 220

EB01958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LKRKKS( 淘氣小狐仙 ◎ 王文華 220

EB01958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KLP( 神仙也瘋狂 --小廟公生活週記 ◎ 陳景聰 220

EB01958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KMM( 老爺電車怪客多 ◎ 賴曉珍 220

EB01958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LQT( 美夢銀行 ◎ 王文華 220

EB01958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MSM( 是誰在搞鬼？ ◎ 陳肇宜 220

EB01958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LM( 小四愛作怪 ◎ 阿德蝸 220

EB01958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LL( 草莓讀心術 ◎ 林佑儒 220

EB01958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OM( 香腸班長當家 --小四樂翻天 ◎ 鄭宗弦 220

EB01959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PT( ㄒㄧㄚˋ老師的祕密武器 ◎ 王文華 220

EB01959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OL( W. C. 美眉大作家 ◎ 陳沛慈 220

EB01959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OT( 少年豆子的煩惱 ◎ 阿德蝸 220

EB01959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OS( 我是胡阿珠 ◎ 王素涼 220

EB01959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TN( 請妳嫁給我爸爸 ◎ 李光福 220

EB01959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PO( 我們一班都是鬼 ◎ 廖炳焜 220

EB01959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MQ( 小魔鬼上學趣 ◎ 黃文輝 220

EB01959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OK( 烏龍路隊長 ◎ 王文華 220

EB01959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KM( 小四愛作怪之三傻闖天關 ◎ 阿德蝸 220

EB01959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OT( 小四愛作怪之瘋狂動物園 ◎ 阿德蝸 220

EB01960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SR( 豬小莉的情書 ◎ 李慧娟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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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60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MO( 我們這一家 ◎ 林惠珍 220

EB01960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OS( 滷肉妹‧怪頭與我 ◎ 王文華 220

EB01960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MRT( 哥哥不笨 ◎ 李光福 220

EB01960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NK( 小四愛作怪之無敵三十六計 ◎ 阿德蝸 220

EB01960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8*QMONKQ( 我的家人我的家 ◎ 王文華 220

EB01960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8*QMONLN( 草地女孩 ◎ 郭心雲 220

EB01960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8*QMONOO( 二哥情事 ◎ 可白 250

EB01960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8*QMONMK( 天邊的火燒雲 ◎ 彭東明 250

EB01960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8*QMONQS( 導ㄟ，有男生愛女生 ◎ 毛治平 250

EB01961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8*QMONTT( 泡妞特攻隊 ◎ 王文華 250

EB01961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8*QMOOMT( 聖劍阿飛與我 ◎ 廖炳焜 250

EB01961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QNO( 飆啊！黃野狼 ◎ 李光福 250

EB01961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QMR( 跑道 ◎ 陳肇宜 250

EB01961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QPS( 聽！蟾蜍在說話 ◎ 陳肇宜 250

EB01961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QRM( 乖乖向前衝 ◎ 廖大魚 250

EB01961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QQP( 超魅力壽司男 ◎ 鄭宗弦 250

EB01961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MO( 綠色的悄悄話 ◎ 陳碏 220

EB01961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NL( 那一夏，我們在蘭嶼 ◎ 王洛夫 250

EB01961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KP( 真相拼圖 ◎ 陳肇宜 250

EB01962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OKO( 叔叔的祕密情人 ◎ 張雅涵 250

EB01962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NRO( 畫在身上的名字 ◎ 施政廷 220

EB01962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ST( 媽媽，謎啊 ! ◎ 陳維鸚 190

EB01962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LT( 芋仔番薯一家親 ◎ 李光福 220

EB01962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OR( 讓我飛上去 ◎ 陳昇群 220

EB01962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LQ( 豹人 ˙狐狸 ˙神木國 ◎ 褚育麟 250

EB01962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8*QMOOPK( 小兵童話精選 (全套6本 ) ◎ 楊寶山等 990

EB01962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SOT( 小小兵有 ?招 (全套12本書 ) ◎ 可白 1560

EB01962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QM( 第一名也瘋狂 ◎ 黃文輝 220

EB01962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RT( 爸爸失業了 ◎ 馬筱鳳 220

EB01963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TTN( 皺紋男孩與說謊女孩 ◎ 陳沛慈 220

EB01963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KNT( 泡芙酷女生 ◎ 賴曉珍 250

EB01963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LRQ( 我班有個大哥大 ◎ 李光福 220

EB01963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MTT( 泡芙與貓共舞 ◎ 賴曉珍 250

EB01963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PK( 冒牌爸爸 ◎ 陳景聰 220

EB01963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QQ( 我不是弱者 ◎ 李光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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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63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MR( 鐵橋下的鰻魚王 ◎ 李潼 170

EB01963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LK( 野溪之歌 ◎ 李潼 170

EB01963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KN( 銀光幕後 ◎ 李潼 170

EB01963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RM( 春風少女心 ◎ 陳肇宜 220

EB01964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TP( 我的姐姐鬼新娘 ◎ 鄭宗弦 220

EB01964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RK( 肉腳少棒機車兄 ◎ 陳肇宜 220

EB01964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QN( 橘子咖啡 ◎ 林惠珍 220

EB01964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LR( 騙子老爸 ◎ 王文華 220

EB01964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RPQ( 開心天使 ◎ 陳肇宜 220

EB01964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RT( 古靈精怪—最後的水莽鬼 ◎ 陳碏 220

EB01964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LQ( 藍天燈塔 ◎ 李潼 190

EB01964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QL( 尋找無名氏 ◎ 陳正恩 220

EB01964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RL( 我也是臺灣人 ◎ 李光福 190

EB01964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SS( 他的職業是犯人 ◎ 林翔 220

EB01965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NM( 邪小刀的綠色眼淚 ◎ 廖大魚 220

EB01965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QN( 爸爸，五又三分之一 ◎ 蔡聖華 220

EB01965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PQ( 古靈精怪——變身 ◎ 陳碏 220

EB01965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QM( 蠻皮兒 ◎ 李潼 220

EB01965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MRP( 小小兵有品德 (全套12本書 ) ◎ 王文華 1560

EB01965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KSO( 小兔沙比立大功 ◎ 陳肇宜 140

EB01965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KTL( 學不會魔法的小女巫 ◎ 陳景聰 140

EB01965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LKR( 醜狼杜美力 ◎ 陳佩萱 140

EB01965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LLO( 大膽的膽小鬼 ◎ 陳肇宜 140

EB01965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LOP( 飛天小皮蛋 ◎ 伍劍 140

EB01966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LPM( 老鼠阿灰的煩惱 ◎ 陳可卉 140

EB01966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MT( 靈靈精精精靈靈 ◎ 陳昇群 140

EB01966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NQ( 魔法小象找朋友 ◎ 王洛夫 140

EB01966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ON( 貪心的小企鵝 ◎ 鄭宗弦 140

EB01966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7*LKRNSL( 聖誕老公公不見了 ◎ 可白 140

EB01966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NQR( 路燈阿亮亮亮亮 ◎ 陳昇群 140

EB01966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NTS( 嘟嘟減肥記 ◎ 李光福 140

EB01966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RN( 老鼠吉力古 ◎ 李維明 140

EB01966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SK( 一根扁擔打到人 ◎ 陳可卉 140

EB01966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TR( 我的老爸大明星 ◎ 兔子波西 140

EB01967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QP( 愛吹冷氣的河馬 ◎ 亞平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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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67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PS( 歡喜巫婆買掃把 ◎ 王文華 140

EB01967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PTQ( Lucky的晚餐 ◎ 兔子波西 140

EB01967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KM( 西瓜星球，砰！ ◎ 李維明 140

EB01967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MQ( 愛生氣的小王子 ◎ 陳可卉 140

EB01967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NN( 鱷魚先生之首部曲 搶救胖老六 ◎ 李維明 140

EB01967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OK( 鱷魚先生之鄉下來的大英雄 ◎ 李維明 140

EB01967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PR( 鱷魚先生之一塊錢吃到飽 ◎ 李維明 140

EB01967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QO( 鱷魚先生之我要當警察 ◎ 李維明 140

EB01967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RL( 鱷魚先生之灰灰狼不哭了 ◎ 李維明 140

EB01968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QSS( 鱷魚先生之是誰偷了錢 ◎ 李維明 140

EB01968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LS( 負責任的小猴子 ◎ 陳惠珠 140

EB01968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KL( 無敵懶惰蟲 ◎ 李維明 140

EB01968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MP( 外星人的禮物 ◎ 兔子波西 140

EB01968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NM( 搗蛋鬼倒大楣 ◎ 陳可卉 140

EB01968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SR( 搶救大白鵝 ◎ 陳正治 140

EB01968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RTO( 彈簧腿跳跳 ◎ 陳沛慈 140

EB01968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KK( 大象小姐談戀愛 ◎ 黃文輝 140

EB01968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NL( 米娜娜的神奇保鑣 ◎ 李維明 140

EB01968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MO( 傻瓜老鼠誤會貓 ◎ 王洛夫 140

EB01969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PP( 巫婆哈妹不說話 ◎ 林佑儒 140

EB01969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SQM( 獅子王子惡作劇 ◎ 葉雅琪 140

EB01969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KT( 老鼠娶新娘 ◎ 可白 140

EB01969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MN( 傳說中的螢光貓 ◎ 阿德蝸 140

EB01969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NK( 吹破牛皮的阿 ? ◎ 林淑玟 140

EB01969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RS( 蜘蛛絲魔咒 ◎ 王洛夫 140

EB01969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TM( 驚嘆號馬戲團 ◎ 林淑玟 140

EB01969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7*LKRTSP( 生氣蛙 ◎ 小星星 140

EB01969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NN( 100次跌倒 ◎ 王文華 140

EB01969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LT( 迷糊公主 ◎ 陳希耘 140

EB01970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PR( 不會游泳的青蛙 ◎ 阿德蝸 140

EB01970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QO( 颱風的生日禮物 ◎ 山鷹 140

EB01970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KTP( 吠城故事 ◎ 林淑玟 140

EB01970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8G6*POOLKL( 唱歌的聖誕樹 ◎ 鄭宗弦 140

EB01970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LS( 危雞總動員 ◎ 王文華 140

EB01970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MP( 甜甜圈公主 ◎ 王文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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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70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RK( 招風耳巫婆 ◎ 陳景聰 140

EB01970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KK( 真愛天使 ◎ 王文華 140

EB01970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LTO( 河馬先生搬新家 ◎ 黃文輝 140

EB01970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LR( 故事樹 ◎ 陳景聰 140

EB019710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NL( 飛天鴨子與黑貓女巫 ◎ 林茵 140

EB019711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POOMPP( 傻蛋天神 ◎ 王文華 140

EB019712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MSQ( 米蟲幾步拉 ◎ 徐瑞蓮 140

EB019713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MTN( 愛打架的獨角仙 ◎ 柯心平 (PSK) 140

EB019714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OR( 妙妙公主徵婚記 ◎ 王洛夫、賴玉敏 140

EB019715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KT( 北極熊王子流浪記 ◎ 姜子安 190

EB01971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QL( 名字離家 ◎ 陳昇群 190

EB01971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RS( 神犬奇兵 ◎ 廖炳焜 190

EB01971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8G6*POONPO( 我有一隻鳥 ◎ 亞平 190

EB01971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ORT( 鏡花緣 ◎ 李汝珍 140

EB01972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KKQP( 聊齋誌異 ◎ 蒲松齡 140

EB01972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OTN( 今古奇觀 ◎ 140

EB01972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KT( 封神傳 ◎ 140

EB01972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NK( 濟公傳 (上 ) ◎ 140

EB01972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OR( 濟公傳 (下 ) ◎ 140

EB01972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PO( 西遊記 ◎ 吳承恩 140

EB01972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QL( 兒女英雄傳 ◎ 140

EB01972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KQNS( 水滸傳 ◎ 施耐庵 140

EB01972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RKKLKM( 薛仁貴征東 ◎ 140

EB01972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RKKLMQ( 薛丁山征西 ◎ 140

EB01973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4*TMQNQR( 薛剛鬧花燈 ◎ 140

EB01973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4*TMRTMK( 王昭君 ◎ 140

EB01973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RKKLMQ( +=!" 楊家將 ◎ 140

EB01973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KLMQ( +=!& 大明英烈傳 ◎ 140

EB01973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KLMQ( +=!\ 鄭和下西洋 ◎ 140

EB01973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KLMQ( +$!= 紅樓夢 (上 ) ◎ 曹雪芹 140

EB01973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KLMQ( +?!$ 紅樓夢 (下 ) ◎ 曹雪芹 140

EB01973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MP( 鐘樓怪人 ◎ 雨果 140

EB01973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OT( 叢林奇談 (上 ) ◎ 吉布林 140

EB01973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QN( 叢林奇談 (下 ) ◎ 吉布林 140

EB01974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SR( 小婦人 ◎ 露伊莎 . 媚 . 奧爾柯特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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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74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KK( 孤星淚 ◎ 雨果 140

EB01974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MO( 愛的教育 ◎ 阿米契斯 140

EB01974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OS( 天方夜譚 ◎ 140

EB01974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QM( 埃及豔后 ◎ 莎士比亞 140

EB01974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SQ( 羅密歐與茱麗葉 ◎ 莎士比亞 140

EB01974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KT( 仲夏夜之夢 ◎ 莎士比亞 140

EB01974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MN( 茶花女 ◎ 小仲馬 140

EB01974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OR( 戰爭與和平 ◎ 李奧 . 托爾斯泰 140

EB01974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QL( 王子復仇記 ◎ 莎士比亞 140

EB01975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SP( 所羅門寶藏 ◎ 哈格特 140

EB01975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KS( 基督山恩仇記 ◎ 亞歷山大 . 仲馬 . 彼埃 140

EB01975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MM( 簡愛 ◎ 夏綠蒂 . 白朗特 140

EB01975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OQ( 乞丐王子 ◎ 馬克吐溫 140

EB01975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QK( 湯姆歷險記 ◎ 馬克吐溫 140

EB01975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SO( 圓桌武士 ◎ 威廉 . 馬羅尼 140

EB01975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QKR( 孤雛淚 ◎ 查理士 . 狄更司 140

EB01975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OM( 三劍客 ◎ 亞歷山大 . 仲馬 . 彼埃 140

EB01975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QQ( 小公主 ◎ 白涅德夫人 140

EB01975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SK( 十五少年飄流記 ◎ 裘爾 . 維納 140

EB01976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KK( 雙城記 ◎ 查理士 . 狄更司 140

EB01976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MO( 凱撒大帝 ◎ 莎士比亞 140

EB01976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OS( 唐‧吉訶德 ◎ 塞凡提斯 140

EB01976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QM( 鐵假面具 ◎ 亞歷山大 . 仲馬 . 彼埃 140

EB01976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SQ( 地底旅行 ◎ 裘爾 . 維納 140

EB01976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LKT( 湯姆叔叔的小屋 ◎ 史杜威夫人 140

EB01976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MS( 大地 ◎ 賽珍珠 140

EB01976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MK( 約翰‧克利斯朵夫 ◎ 羅曼 ˙羅蘭 140

EB01976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OO( 希臘神話 ◎ 140

EB01976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QS( 孤女努力記 ◎ 耶克特 ˙馬洛 140

EB01977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SM( 小公子 ◎ 白涅德夫人 140

EB01977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KP( 倫敦塔 ◎ 威利亞姆 ˙哈里遜 ˙維布朗 140

EB01977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MT( 苦兒流浪記 ◎ 耶克特 ˙馬洛 140

EB01977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QR( 罪與罰 ◎ 杜斯妥也夫斯基 140

EB01977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ON( 上尉的女兒 ◎ 普希金 140

EB01977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SL( 苦海孤雛 ◎ 查理士 ˙狄更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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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77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QKO( 劫後英雄傳 ◎ 華爾德 ˙司各脫 140

EB01977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KM( 齊瓦哥醫生 ◎ 巴斯特納克 140

EB01977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MQ( 野性的呼喚 ◎ 傑克 ˙倫敦 140

EB01977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OK( 獅子與我 ◎ 喬伊 ˙亞當遜 140

EB01978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QO( 紅花俠 ◎ 奧爾瑞夫人 140

EB01978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SS( 白鯨記 ◎ 哈馬恩‧梅魯比爾 140

EB01978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RQM( 海底歷險記 ◎ 朱勒‧韋爾納 140

EB01978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RRT( 杜立德醫生 ◎ 赫夫‧羅弗庭 140

EB01978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MSOR( 咆哮山莊 ◎ 愛蜜麗‧勃朗特 140

EB01978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MSPO( 格列佛遊記 ◎ 強納生‧史威佛特 140

EB01978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MSQL( 安妮的日記 ◎ 安妮‧法蘭克 140

EB01978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QM( 動物農莊 ◎ 喬治‧歐威爾 140

EB01978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SQ( 金銀島 ◎ 羅伯特‧路易士 ˙史帝文生 140

EB01978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RT( 傲慢與偏見 ◎ 珍‧奧斯汀 140

EB01979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MKT( 海倫凱勒傳 ◎ 海倫‧凱勒 140

EB01979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TN( 綠屋的安妮 ◎ 露西‧莫德 ˙蒙哥馬利 140

EB01979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OO( 魯賓遜飄流記 ◎ 丹尼爾‧狄佛 140

EB01979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SM( 鹿苑長春 ◎ 瑪喬利‧金南 ˙勞玲絲 140

EB01979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RP( 柳林中的風聲 ◎ 肯尼士‧葛拉罕姆 140

EB01979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QS( 祕密花園 ◎ 法蘭西絲‧巴納德 140

EB01979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PL( 會飛的教室 ◎ 艾利克‧卡斯特納 140

EB01979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NRO( 莎翁名劇 --暴風雨 ◎ 莎士比亞‧威廉 140

EB01979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OKO( 龐貝的最後一日 ◎ 普華‧李頓 140

EB01979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NTS( 橫越撒哈拉 ◎ 顯克維茲 140

EB01980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NSL( 喜馬拉雅的傳信鴿 ◎ 達恩 ˙科巴爾 ˙穆克奇 140

EB01980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OLL( 頑童歷險記 ◎ 馬克吐溫 140

EB01980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ONP( 環遊世界八十天 ◎ 朱勒 ˙凡爾納 140

EB01980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OMS( 少年酋長 ◎ 杜瑞 ˙吉爾 140

EB01980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PKN( 酷哥潘諾 ◎ 布斯‧泰金頓 140

EB01980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OOM( 小矮人火山歷險 ◎ 雅帝里奧‧茄帝 140

EB01980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PLK( 密西西比河上 ◎ 馬克吐溫 140

EB01980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LS( 化身博士 ◎ 羅勃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140

EB01980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KL( 皇帝的密使 ◎ 朱勒‧凡爾納 140

EB01980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MP( 靈犬萊西 ◎ 咢力‧耐特 140

EB01981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NM( 青鳥 ◎ 莫理斯‧梅特林克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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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81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OT( 怒海餘生 ◎ 洛得亞德‧吉布林 140

EB01981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RK( 歌劇魅影 ◎ 卡斯頓‧勒胡 140

EB01981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PQ( 長腿叔叔 ◎ 珍‧韋伯斯特 140

EB01981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TO( 小天使海蒂 ◎ 喬安娜‧史派瑞 140

EB01981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QN( 綠野仙蹤 ◎ 利曼‧富蘭克‧包姆 140

EB01981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SR( 俠盜羅賓漢 ◎ 霍華德‧派里 140

EB01981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RT( 銀河鐵道之夜 ◎ 宮澤賢治 140

EB01981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PP( 小王子 ◎ 聖‧修伯里 140

EB01981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SQ( 白牙 ◎ 傑克‧倫敦 140

EB01982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TN( 森林裡的小木屋 ◎ 蘿拉‧英格斯‧懷德 140

EB01982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QM( 伊索寓言 ◎ 伊索 140

EB01982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MN( 小飛俠 ◎ 詹姆斯‧巴利 140

EB01982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TM( 尼爾斯騎鵝旅行 ◎ 塞爾瑪‧拉格洛芙 140

EB01982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QKKP( 吹牛男爵 ◎ 戈‧奧 ˙畢格爾 140

EB01982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PO( 水孩子 ◎ 查爾斯‧金斯萊 140

EB01982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SP( 木偶奇遇記 ◎ 卡洛‧柯洛第 140

EB01982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LQ( 航向光明 ◎ 珍‧李 ˙拉珊 140

EB01982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NK( 希蒂一百歲 ◎ 瑞雪爾‧菲爾德 140

EB01982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RS( 波柏企鵝表演團 ◎ 理查‧阿特沃特 140

EB01983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OR( 隱身新娘 ◎ 朱勒‧韋爾納 140

EB01983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QL( 荒島歷險記 ◎ 羅伯特‧巴利坦 140

EB01983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QR( 海角一樂園 ◎ 江恩 ˙威斯 140

EB01983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PK( 公主與妖怪 ◎ 喬治‧麥克唐納 140

EB01983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NQ( 木馬屠城記 ◎ 140

EB01983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MT( 國王與我 ◎ 瑪格麗特‧蘭登 140

EB01983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NMQ( 山月桂 ◎ 瑞雪爾‧菲爾德 140

EB01983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NNN( 失去真面目的人 ◎ 亞歷山大‧貝里埃 140

EB01983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PLR( 聖誕頌歌 ◎ 查理士‧狄更斯 140

EB01983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PKK( 科學怪人 ◎ 瑪麗‧雪萊 140

EB01984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PMO( 半個魔法 ◎ 愛德華‧伊格 140

EB01984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QMN( 永久糧食 ◎ 亞歷山大‧貝里埃 140

EB01984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QOR( 恐龍探險隊 ◎ 柯南‧道爾 140

EB01984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QSP( 愛麗絲夢遊奇境 ◎ 路易士‧卡洛爾 140

EB01984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RLP( 貝絲丫頭 ◎ 桃樂絲‧肯非爾德‧費雪 140

EB01984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SLO( 奧德賽奇航記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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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846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SNS( 銀色溜冰鞋 ◎ 瑪麗‧伊莉莎白‧梅普‧杜德吉 140

EB019847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KL( 快樂天使 ◎ 艾琳娜．波特 140

EB019848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LS( 人猿泰山 ◎ 愛德加．巴勒斯 140

EB019849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NM( 陽溪農莊的呂貝嘉 ◎ 凱蒂．道格拉斯．威金 140

EB019850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OT( 兔子山 ◎ 羅伯特．勞森 140

EB019851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QN( 飛天老爺車 ◎ 艾安．傅來明 140

EB019852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MOP( 153天的寒冬 ◎ 佩提 220

EB019853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NSP( 風的女兒 ◎ 蘇珊‧費雪‧史戴伯斯 200

EB019854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KTKKQ( 今古奇觀 ◎ 抱甕老人 200

EB019855 小魯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KTKPL( 聊齋誌異 ◎ 蒲松齡 200

EB019856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0*PMMPRK( 魔鎖 冬雪裡的精靈 ◎ 趙寶珍 (古梅 ) 320

EB019857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0*PMMPOT( 魔鎖 春天的魔法 ◎ 趙寶珍 (古梅 ) 320

EB019858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0*PMMPQN( 魔鎖 秋葉中的藏寶圖 ◎ 趙寶珍 (古梅 ) 350

EB019859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0*PMMPPQ( 魔鎖 夏日冰宮 ◎ 趙寶珍 (古梅 ) 350

EB01986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LTKR( 有情樹：兒童文學散文選集1988～ 1998 ◎ 馮輝岳 400

EB01986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LTQT( 沖天炮 VS. 彈子王 ◎ 張子樟 380

EB01986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MLOK( 青春風神榜 ◎ 幼獅文化公司 120

EB01986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MMRK( 甜雨‧超人‧丟丟銅 (故事選集 )(1988-1998) ◎ 馮季眉 400

EB01986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MRKQ( 當東方故事遇到西方童話 ◎ 管家琪 120

EB01986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ONKTN( 貓打嗝@搖尾河岸 ◎ 侯維玲 160

EB01986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ONMNT( 潛水艇和流浪狗 ◎ 侯維玲 120

EB01986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ONPPK( 半大不小≠沒大沒小 ◎ 吳智惠 170

EB01986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NRKN( 星星人在敲我的門 ◎ 陳璐茜 270

EB01986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NRLK( 希望音樂盒 ◎ 陳璐茜 280

EB01987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NRMR( 咖啡杯裡的微笑 ◎ 陳璐茜 300

EB01987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NRRM( 黑熊舞蹈家 ◎ 沈石溪 230

EB01987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NRST( 美女與雄獅 ◎ 沈石溪 230

EB01987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OKTK( 大頭鬼的青春情事 ◎ 武維香 270

EB01987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MRO( 海洋之書 ◎ 張嘉驊 250

EB01987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OOMSL( 喂，穿裙子的！ ◎ 張友漁 220

EB01987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NSK( 山鬼之謎 ◎ 韋伶 240

EB01987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NTR( 遇上一個夢中情人 ◎ 管家琪 160

EB01987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ORM( 西遊記：取經傳奇 ◎ 管家琪 200

EB01987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PLT( 野犬姊妹 ◎ 沈石溪 230

EB01988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PNN( 水滸傳：綠林好漢的故事 ◎ 管家琪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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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88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PQO( 唐詩的故事：傑作的背後 ◎ 管家琪 200

EB01988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QKL( 封神演義：神魔大戰 ◎ 管家琪 200

EB01988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QLS( 聊齋：燈下說鬼 ◎ 管家琪 200

EB01988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QMP( 三國演義：英雄之歌 ◎ 管家琪 200

EB01988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QPQ( 鏡花緣：暢遊奇幻國度 ◎ 管家琪 200

EB01988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QRK( 戲曲的故事：人生如戲 ◎ 管家琪 200

EB01988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OOQTO( 紅樓夢：不朽的愛情故事 ◎ 管家琪 200

EB01988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OPKTR( 虎女金葉子 ◎ 沈石溪 200

EB01988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OPMLT( 警犬拉拉 ◎ 沈石溪 插圖／黃凱 220

EB01989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OPOLR( 星星家族妙鮮事 ◎ 汪淑玲 220

EB01989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OPPQL( 結伴同行 ◎ 沈石溪 250

EB01989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OPPRS( 快樂上學趣 ◎ 王瑞琪 200

EB01989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OPQTL( 怪奇故事袋 ◎ 管家琪 200

EB01989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OPRKR( 沒有城堡的公主 ◎ 溫小平 200

EB01989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OPRTK( 豬八妹的青春筆記 ◎ 吳孟樵 220

EB01989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OQKNM( 貓總統被綁架了 ◎ 劉映吟 220

EB01989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OQLPP( 快樂天使心 ◎ 溫小平 180

EB01989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LSQ( 史記――精采生動的人物傳記 ◎ 管家琪改寫 200

EB01989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MKT( 唐宋傳奇－－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 ◎ 管家琪改寫 200

EB01990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MLQ( 儒林外史－－最精釆的諷刺小說 ◎ 管家琪改寫 200

EB01990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MMN( 包青天奇案－－看古代神探辦案 ◎ 管家琪改寫 200

EB01990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MNK( 世說新語－－回味無窮的小故事 ◎ 管家琪改寫 200

EB01990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MOR( 東周列國誌――英雄輩出的年代 ◎ 管家琪改寫 200

EB01990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OQMPO( 我和我的家人們 ◎ 楊麗玲 200

EB01990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PPL( 瘋羊血頂兒 ◎ 沈石溪 250

EB01990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RSK( 我是劉乃蘋 ◎ 溫小平 220

EB01990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QSQP( 影子不上學 ◎ 管家琪 250

EB01990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QSRM( 不可思議的一天 ◎ 管家琪 250

EB01990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QSST( 東東和稻草人 ◎ 管家琪 250

EB01991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KMM( 我的壞毛病 ◎ 賴小禾 200

EB01991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KNT( 長髮女妖梅杜莎 ◎ 管家琪 220

EB01991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KOQ( 百變維琪 ◎ 溫小平 220

EB01991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KQK( 林良爺爺寫童年 ◎ 林良 250

EB01991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KTL( 陪鍬形蟲回家 ◎ 李偉文 270

EB01991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LKR( 歡喜回家 ◎ 吳孟樵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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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91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LLO( 月光男孩 ◎ 溫小平 200

EB01991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LOP( 幫青蛙找新家 ◎ 李偉文 270

EB019918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MMK( 毛毛蟲過河 ◎ 管家琪 250

EB01991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MNR( 最豪華的機器人 ◎ 管家琪 250

EB01992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MOO( 遇到一隻送子鳥 ◎ 管家琪 250

EB01992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NLM( 老鼠和長頸鹿賽跑 ◎ 王坤仁 250

EB01992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OLL( 貓頭鷹說故事 ◎ 溫小平 220

EB01992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ORPPS( 尋找獨角獸 ◎ 管家琪 250

EB01992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ORPQP( 種下一棵吉祥樹 ◎ 管家琪 250

EB01992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ORPRM( 冬天的童話 ◎ 管家琪 250

EB019926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10 y(7IJ5H5*RORPST( 龍的選擇 ◎ 管家琪 250

EB019927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惡魔和傻大個兒 ◎ 管家琪 160

EB01992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MN( 茶花女 ◎ 小仲馬 140

EB01992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OO( 魯賓遜飄流記 ◎ 丹尼爾‧狄佛 140

EB01993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KM( 齊瓦哥醫生 ◎ 巴斯特納克 140

EB01993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QKKP( 吹牛男爵 ◎ 戈‧奧 ˙畢格爾 140

EB01993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SP( 木偶奇遇記 ◎ 卡洛‧柯洛第 140

EB01993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RK( 歌劇魅影 ◎ 卡斯頓‧勒胡 140

EB01993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LKT( 湯姆叔叔的小屋 ◎ 史杜威夫人 140

EB01993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PKN( 酷哥潘諾 ◎ 布斯‧泰金頓 140

EB01993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QQ( 小公主 ◎ 白涅德夫人 140

EB01993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SM( 小公子 ◎ 白涅德夫人 140

EB01993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QM( 伊索寓言 ◎ 伊索 140

EB01993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OT( 叢林奇談 (上 ) ◎ 吉布林 140

EB01994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QN( 叢林奇談 (下 ) ◎ 吉布林 140

EB01994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MSQL( 安妮的日記 ◎ 安妮‧法蘭克 140

EB01994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ONP( 環遊世界八十天 ◎ 朱勒 ˙凡爾納 140

EB01994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KL( 皇帝的密使 ◎ 朱勒‧凡爾納 140

EB01994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RQM( 海底歷險記 ◎ 朱勒‧韋爾納 140

EB01994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OR( 隱身新娘 ◎ 朱勒‧韋爾納 140

EB01994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QR( 海角一樂園 ◎ 江恩 ˙威斯 140

EB01994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QN( 飛天老爺車 ◎ 艾安．傅來明 140

EB01994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PL( 會飛的教室 ◎ 艾利克‧卡斯特納 140

EB01994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KL( 快樂天使 ◎ 艾琳娜．波特 140

EB01995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QN( 綠野仙蹤 ◎ 利曼‧富蘭克‧包姆 140



 - 571 - 

．
︹
中
國
兒
童
文
學
︺
．

EB01995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PO( 西遊記 ◎ 吳承恩 140

EB01995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ORT( 鏡花緣 ◎ 李汝珍 140

EB01995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OR( 戰爭與和平 ◎ 李奧 . 托爾斯泰 140

EB01995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QR( 罪與罰 ◎ 杜斯妥也夫斯基 140

EB01995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OMS( 少年酋長 ◎ 杜瑞 ˙吉爾 140

EB01995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KS( 基督山恩仇記 ◎ 亞歷山大 . 仲馬 . 彼埃 140

EB01995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OM( 三劍客 ◎ 亞歷山大 . 仲馬 . 彼埃 140

EB01995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QM( 鐵假面具 ◎ 亞歷山大 . 仲馬 . 彼埃 140

EB01995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NNN( 失去真面目的人 ◎ 亞歷山大‧貝里埃 140

EB01996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QMN( 永久糧食 ◎ 亞歷山大‧貝里埃 140

EB01996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5H5*RKSMOP( 153天的寒冬 ◎ 佩提 220

EB01996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QS( 祕密花園 ◎ 法蘭西絲‧巴納德 140

EB01996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RP( 柳林中的風聲 ◎ 肯尼士‧葛拉罕姆 140

EB01996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MO( 愛的教育 ◎ 阿米契斯 140

EB01996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MP( 鐘樓怪人 ◎ 雨果 140

EB01996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KK( 孤星淚 ◎ 雨果 140

EB01996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SP( 所羅門寶藏 ◎ 哈格特 140

EB01996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SS( 白鯨記 ◎ 哈馬恩‧梅魯比爾 140

EB01996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KP( 倫敦塔 ◎ 威利亞姆 ˙哈里遜 ˙維布朗 140

EB01997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SO( 圓桌武士 ◎ 威廉 . 馬羅尼 140

EB01997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KQNS( 水滸傳 ◎ 施耐庵 140

EB01997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QOR( 恐龍探險隊 ◎ 柯南‧道爾 140

EB01997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QKR( 孤雛淚 ◎ 查理士 . 狄更司 140

EB01997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KK( 雙城記 ◎ 查理士 . 狄更司 140

EB01997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SL( 苦海孤雛 ◎ 查理士 ˙狄更斯 140

EB01997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PLR( 聖誕頌歌 ◎ 查理士‧狄更斯 140

EB01997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PO( 水孩子 ◎ 查爾斯‧金斯萊 140

EB01997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OT( 怒海餘生 ◎ 洛得亞德‧吉布林 140

EB01997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LQ( 航向光明 ◎ 珍‧李 ˙拉珊 140

EB01998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PQ( 長腿叔叔 ◎ 珍‧韋伯斯特 140

EB01998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RT( 傲慢與偏見 ◎ 珍‧奧斯汀 140

EB01998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QS( 孤女努力記 ◎ 耶克特 ˙馬洛 140

EB01998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MT( 苦兒流浪記 ◎ 耶克特 ˙馬洛 140

EB01998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MP( 靈犬萊西 ◎ 咢力‧耐特 140

EB01998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MM( 簡愛 ◎ 夏綠蒂 . 白朗特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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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1998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RT( 銀河鐵道之夜 ◎ 宮澤賢治 140

EB01998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RLP( 貝絲丫頭 ◎ 桃樂絲‧肯非爾德‧費雪 140

EB01998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MKT( 海倫凱勒傳 ◎ 海倫‧凱勒 140

EB01998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OQ( 乞丐王子 ◎ 馬克吐溫 140

EB01999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PQK( 湯姆歷險記 ◎ 馬克吐溫 140

EB01999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OLL( 頑童歷險記 ◎ 馬克吐溫 140

EB01999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PLK( 密西西比河上 ◎ 馬克吐溫 140

EB01999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MSPO( 格列佛遊記 ◎ 強納生‧史威佛特 140

EB01999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KLMQ( +?!$ 紅樓夢 (下 ) ◎ 曹雪芹 140

EB01999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KLMQ( +$!= 紅樓夢 (上 ) ◎ 曹雪芹 140

EB01999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RS( 波柏企鵝表演團 ◎ 理查‧阿特沃特 140

EB01999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QM( 埃及豔后 ◎ 莎士比亞 140

EB01999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KT( 仲夏夜之夢 ◎ 莎士比亞 140

EB01999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OQL( 王子復仇記 ◎ 莎士比亞 140

EB02000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SQ( 羅密歐與茱麗葉 ◎ 莎士比亞 140

EB02000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MO( 凱撒大帝 ◎ 莎士比亞 140

EB02000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NRO( 莎翁名劇 --暴風雨 ◎ 莎士比亞‧威廉 140

EB02000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NM( 青鳥 ◎ 莫理斯‧梅特林克 140

EB02000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MQ( 野性的呼喚 ◎ 傑克 ˙倫敦 140

EB02000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SQ( 白牙 ◎ 傑克‧倫敦 140

EB02000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NM( 陽溪農莊的呂貝嘉 ◎ 凱蒂．道格拉斯．威金 140

EB02000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OK( 獅子與我 ◎ 喬伊 ˙亞當遜 140

EB02000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TO( 小天使海蒂 ◎ 喬安娜‧史派瑞 140

EB02000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PK( 公主與妖怪 ◎ 喬治‧麥克唐納 140

EB02001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QM( 動物農莊 ◎ 喬治‧歐威爾 140

EB02001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PON( 上尉的女兒 ◎ 普希金 140

EB02001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OKO( 龐貝的最後一日 ◎ 普華‧李頓 140

EB02001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QKO( 劫後英雄傳 ◎ 華爾德 ˙司各脫 140

EB02001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OOM( 小矮人火山歷險 ◎ 雅帝里奧‧茄帝 140

EB02001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OS( 唐‧吉訶德 ◎ 塞凡提斯 140

EB02001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TM( 尼爾斯騎鵝旅行 ◎ 塞爾瑪‧拉格洛芙 140

EB02001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PQO( 紅花俠 ◎ 奧爾瑞夫人 140

EB02001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MSOR( 咆哮山莊 ◎ 愛蜜麗‧勃朗特 140

EB02001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LS( 人猿泰山 ◎ 愛德加．巴勒斯 140

EB02002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PMO( 半個魔法 ◎ 愛德華‧伊格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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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02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NK( 希蒂一百歲 ◎ 瑞雪爾‧菲爾德 140

EB02002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NMQ( 山月桂 ◎ 瑞雪爾‧菲爾德 140

EB02002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PP( 小王子 ◎ 聖‧修伯里 140

EB02002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SK( 十五少年飄流記 ◎ 裘爾 . 維納 140

EB02002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LKSQ( 地底旅行 ◎ 裘爾 . 維納 140

EB02002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MN( 小飛俠 ◎ 詹姆斯‧巴利 140

EB02002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QSP( 愛麗絲夢遊奇境 ◎ 路易士‧卡洛爾 140

EB02002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NSL( 喜馬拉雅的傳信鴿 ◎ 達恩 ˙科巴爾 ˙穆克奇 140

EB02002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MT( 國王與我 ◎ 瑪格麗特‧蘭登 140

EB02003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5*RKOPSM( 鹿苑長春 ◎ 瑪喬利‧金南 ˙勞玲絲 140

EB02003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SNS( 銀色溜冰鞋 ◎ 瑪麗‧伊莉莎白‧梅普‧杜德吉 140

EB02003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KQPKK( 科學怪人 ◎ 瑪麗‧雪萊 140

EB02003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KKQP( 聊齋誌異 ◎ 蒲松齡 140

EB02003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KTKPL( 聊齋誌異 ◎ 蒲松齡 200

EB02003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2 y(7IJ5H5*RKMRRT( 杜立德醫生 ◎ 赫夫‧羅弗庭 140

EB02003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RSR( 俠盜羅賓漢 ◎ 霍華德‧派里 140

EB02003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TMS( 大地 ◎ 賽珍珠 140

EB02003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5*RKRLOT( 兔子山 ◎ 羅伯特．勞森 140

EB02003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TQL( 荒島歷險記 ◎ 羅伯特‧巴利坦 140

EB02004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SQ( 金銀島 ◎ 羅伯特‧路易士 ˙史帝文生 140

EB02004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5*RKPRLS( 化身博士 ◎ 羅勃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140

EB02004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MK( 約翰‧克利斯朵夫 ◎ 羅曼 ˙羅蘭 140

EB02004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5*RKRNSP( 風的女兒 ◎ 蘇珊‧費雪‧史戴伯斯 200

EB02004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MSR( 小婦人 ◎ 露伊莎 . 媚 . 奧爾柯特 140

EB02004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3 y(7IJ5H5*RKOLTN( 綠屋的安妮 ◎ 露西‧莫德 ˙蒙哥馬利 140

EB02004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5*RKPSTN( 森林裡的小木屋 ◎ 蘿拉‧英格斯‧懷德 140

EB02004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6 y(7IJ5H5*RKPNTS( 橫越撒哈拉 ◎ 顯克維茲 140

EB02004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OTN( 今古奇觀 ◎ 140

EB02004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KT( 封神傳 ◎ 140

EB02005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NK( 濟公傳 (上 ) ◎ 140

EB02005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OR( 濟公傳 (下 ) ◎ 140

EB02005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7 y(7IJ5H5*RKNPQL( 兒女英雄傳 ◎ 140

EB02005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RKKLKM( 薛仁貴征東 ◎ 140

EB020054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RKKLMQ( 薛丁山征西 ◎ 140

EB020055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4*TMQNQR( 薛剛鬧花燈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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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056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4*TMRTMK( 王昭君 ◎ 140

EB020057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88 y(7IJ5H5*RKKLMQ( +=!" 楊家將 ◎ 140

EB020058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0 y(7IJ5H5*RKKNOS( 天方夜譚 ◎ 140

EB020059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KLMQ( +=!& 大明英烈傳 ◎ 140

EB020060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KLMQ( +=!\ 鄭和下西洋 ◎ 140

EB020061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1 y(7IJ5H5*RKLOOO( 希臘神話 ◎ 140

EB020062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1999 y(7IJ5H5*RKQKNQ( 木馬屠城記 ◎ 140

EB020063 東方出版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5*RKQSLO( 奧德賽奇航記 ◎ 140

EB020064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3*QKNKQL( 小朋友故事選 (1) ◎ 編譯組 120

EB020065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3*QKNKRS( 小朋友故事選 (2) ◎ 編譯組 120

EB020066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3*QKNKSP( 小朋友故事選 (3) ◎ 編譯組 120

EB020067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3*QKNKTM( 小朋友故事選 (4) ◎ 編譯組 120

EB020068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3*QKNLKS( 小朋友故事選 (5) ◎ 編譯組 120

EB020069 國家 ﹝中國兒童文學﹞ 1994 y(7IJ5H3*QKNLLP( 小朋友故事選 (6) ◎ 編譯組 120

EB020070 靜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6*QQLLPK( 天使工廠 (新版 ) ◎ 郭 ?婷 260

EB020071 靜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NLKMOS( 給像花朵的你 ◎ 大愛電視台「地球的孩子」節目、慈濟月刊 200

EB020072 靜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8G7*NLKMPP( 給像陽光的你 ◎ 大愛電視台「地球的孩子」節目 180

EB020073 靜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8G1*PLQRML( 五公分的距離 ◎ 子魚 250

EB020074 野人 ﹝中國兒童文學﹞ 2006 y(7IJ8G8*MKPTKL( 小黃狗的窩 ◎ 皮亞芭蘇倫戴娃 220

EB020075 黎明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1982 三國歷史論文集 [平 ] ◎ 李則芬 90

EB02007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8*QMOPNP( 草莓心事 ◎ 林佑儒 220

EB02007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4 y(7IJ5H8*QMOPSK( 校園歪檔案 ◎ 洪志明 220

EB020078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RKM( 我是大姐頭 ◎ 可白主編 220

EB020079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8*QMORLT( 太陽餅 ◎ 可白主編 220

EB020080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1 y(7IJ5H5*RONMMM( 非常任務 ◎ 陳素宜 120

EB020081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5*ROPPSP( 小小茉莉 ◎ ?涵 200

EB02008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5*ROQPSM( 爸爸星 ◎ 馬景賢主編 160

EB020083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5*RORKRR( 砍彩虹 ◎ 馮輝岳 250

EB020084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MQS( 夢想起飛：勵志散文集 ◎ 歐銀釧主編 180

EB020085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5*ROROMS( 尋找自己的價值 ◎ 陳義芝主編 180

EB020086 靜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2*TPLMPP( 給像藍天的你 ◎ 原著 / 慈濟月刊 180

EB020087 靜思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2*TPLMOS( 給像大樹的你 ◎ 原著 / 慈濟月刊 200

EB02008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NSMRQ( 黑白狂想曲 (平 ) ◎ 陳黎著；楊淑雅繪 250

EB02008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MNMST( 童話風 (平 ) ◎ 陳黎著；王蘭繪 250

EB02009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小詩人系列 (1-20冊 ) ◎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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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09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B98FE*TNKONR( 小詩人系列 (1-10冊 ) ◎ 2800

EB02009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MMMTT( 穿過老樹林 ◎ 蘇紹連著；陳致元繪 280

EB02009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MMNKP( 樹媽媽 ◎ 葉維廉著；陳璐茜繪 280

EB02009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1*OMMSRT( 螢火蟲 ◎ 向明著；董心如繪 280

EB02009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MMSSQ( 稻草人 ◎ 敻虹著；拉拉繪 280

EB02009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1*OMMSTN( 魚和蝦的對話 ◎ 張默著；董心如繪 280

EB02009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1*OMNMST( 童話風 (精 ) ◎ 陳黎著；王蘭繪 280

EB02009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1*OMNOSR( 我的夢夢見我在夢中作夢 ◎ 向陽著；陳璐茜繪 280

EB02009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1*OMNOTO( 妖怪的本事 ◎ 白靈著；吳應堅繪 280

EB02010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1*OMPKTM( 雙胞胎月亮 ◎ 蘇紹連著；藍珮禎繪 280

EB02010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MPLLP( 網一把星 ◎ 葉維廉著；朱美靜繪 280

EB02010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MSQLL( 到大海去呀，孩子 ◎ 汪啟疆 280

EB02010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MSQMS( 夢中音樂會 ◎ 朵思著；郝洛玟繪 280

EB02010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1998 y(7IJ5H1*OMSQNP( 小孩與鸚鵡 ◎ 陳義芝著；曹俊彥繪 280

EB02010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NKMQN( 家是我放心的地方 ◎ 林煥彰著；施政廷繪 280

EB020106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MOST( 旋轉木馬 ◎ 尹玲著；莊孝先繪 280

EB020107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1*ONMTRR( 我是西瓜爸爸 ◎ 蕭蕭著；施正廷繪 280

EB020108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5H1*ONNOQM( 跟天空玩遊戲 (二版 ) ◎ 顏艾琳 280

EB020109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2 y(7IJ5H1*ONPSNL( 春天的短歌 ◎ 向陽著；何華仁繪 280

EB020110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9 y(7IJ5H1*ONSMRQ( 黑白狂想曲 (精） ◎ 陳黎 -著；楊淑雅 -繪 280

EB02011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3 y(7IJ5H1*ONSMSN( 臺北正在飛 (精 ) ◎ 白靈 -著；鄭慧荷 -繪 280

EB020112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TMTMMO( 公公和寶寶 (一 )(修訂初版 ) ◎ 齊玉 -編 180

EB020113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TMTMNL( 公公和寶寶 (二 )(修訂初版 ) ◎ 齊玉 -編 180

EB020114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TMTMOS( 公公和寶寶 (三 )(修訂初版 ) ◎ 齊玉 -編 180

EB020115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8 y(7IJ5H1*TMTMPP( 公公和寶寶 (四 )(修訂初版 ) ◎ 齊玉 -編 180

EB020116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MS( 我愛青蛙呱呱呱 ◎ 林煥彰 159

EB020117 小兵 ﹝中國兒童文學﹞ 2007 y(7IJ8G7*LKRONP( 夢和誰玩 ◎ 林煥彰 159

EB020118 台灣商務 ﹝中國兒童文學﹞ 1989 y(7IJ5H0*PLLSTP( 兒歌研究 ◎ 馮輝岳 著 200

EB020119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MMQN( 童詩萬花筒：兒童文學詩歌選集1988~1998 ◎ 洪志明 420

EB020120 國史館 ﹝中國兒童文學﹞ 1997 y(7IJ5H0*KTQOSO( 臺灣童謠選編專輯 ◎ 林金田 280

EB020121 三民書局 ﹝中國兒童文學﹞ 2005 y(7IJ5H1*OOMLLM( 要勇敢喔！——第一次上幼稚園 ◎ 方梓 -著、皮卡、豆卡 -繪 200

EB020122 幼獅文化 ﹝中國兒童文學﹞ 2000 y(7IJ5H5*ROMNPP( 紡紗女：有趣的童話寓言故事 ◎ 管家琪 180

EB020123 昭明 ﹝東方文學總論﹞ 2001 y(7IJ5H0*NNQRRL( 亞非文學導讀 (上 )(昭明 ) ◎ 梁立基 陶 320

EB020124 昭明 ﹝東方文學總論﹞ 2001 y(7IJ5H0*NNQRSS( 亞非文學導讀 (下 )(昭明 ) ◎ 梁立基 陶 320

EB020125 大塊 ﹝日本文學﹞ 9709 y(7IJ8G2*LNKSPS( 福利社的魔力留言板 ◎ 白石昌則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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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126 小異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8*OPQTKR( 他人事 ◎ 平山夢明 260

EB020127 小異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8*OPQTQT( 世界橫麥卡托投影地圖的獨白 ◎ 平山夢明 260

EB020128 小異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8*OPQTSN( 導彈人 ◎ 平山夢明 280

EB020129 大穎文化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MNPKTL( 小兔子的鋸齒耳朵 ◎ 寮美千子文 ; 金尾惠子繪 ; 湯心怡譯 240

EB020130 大穎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7*MNPRKL( 小仙子的蒲公英汁店 ◎ 垣內磯子文 ; 松原里惠圖 ; 葉美貞譯 270

EB020131 大穎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7*MNPRSR( 愛嘟嘴的嘟嘟香 ◎ 薰久美子文 ; 山西源一圖 ; 林嘉麗譯 280

EB020132 大穎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OKRKNL( 數羊的大野狼 ◎ 岸良真由子文 . 圖 ; 林嘉麗譯 270

EB020133 大穎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7*MNPLNS( 橋的孩子 ◎ 司修文 . 圖 ; 湯心怡譯 260

EB020134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PPT( 四個第一次 ◎ 佐藤牧子 250

EB020135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MKR( 平底鍋爺爺 ◎ 神澤利子 180

EB020136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MQT( 魔女的決心 ◎ 中島和子 180

EB020137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NKQ( 管家貓 ◎ 竹下文子 180

EB020138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OLM( 黃色水桶 ◎ 森山京 180

EB020139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PQQ( 吊橋搖呀搖 ◎ 森山京 180

EB020140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TPP( 管家貓送手帕 ◎ 竹下文子 180

EB020141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NQ( 長頸鹿的信 ◎ 岩佐惠 200

EB020142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SL( 寶貝飛呀飛 ◎ 森山京 180

EB020143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MQQ( 終於見到她了 ◎ 森山京 180

EB020144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MPT( 只有我知道 ◎ 森山京 180

EB020145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4 y(7IJ5H0*PLSPPT( 愛吵架的山 ◎ 花島美紀子 作著 220

EB020146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MQT( 魔女的決心 ◎ 中島和子 180

EB020147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NKQ( 管家貓 ◎ 竹下文子 180

EB020148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RQO( 公車來了 ◎ 竹下文子 260

EB020149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TPP( 管家貓送手帕 ◎ 竹下文子 180

EB020150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TS( 快 !快 !宅急便 ◎ 竹下文子 260

EB020151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MMS( 加油 !警車 ◎ 竹下文子 260

EB020152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PPT( 四個第一次 ◎ 佐藤牧子 250

EB020153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TLR( 冰箱放暑假 ◎ 村上 ??? 180

EB020154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4 y(7IJ5H5*RKRQMK( 寶寶要出生了 ◎ 角野榮子 250

EB020155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NMK( 爺爺的肉丸子湯 ◎ 角野榮子 260

EB020156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TKK( 魔女圖鑑 ◎ 角野榮子 260

EB020157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NQ( 長頸鹿的信 ◎ 岩佐惠 200

EB020158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ON( 鯨老師的信 ◎ 岩佐惠 200

EB020159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PRN( 土撥鼠博士的地震探險 ◎ 松岡達英 299

EB020160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5*RKSMKR( 平底鍋爺爺 ◎ 神澤利子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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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161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OLM( 黃色水桶 ◎ 森山京 180

EB020162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PQQ( 吊橋搖呀搖 ◎ 森山京 180

EB020163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SL( 寶貝飛呀飛 ◎ 森山京 180

EB020164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MQQ( 終於見到她了 ◎ 森山京 180

EB020165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MPT( 只有我知道 ◎ 森山京 180

EB020166 奧林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0*NTLQLT( 我家寶貝要出生 ◎ 280

EB020167 奧林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0*NTLROT( 爺爺的幸福咒語 ◎ 250

EB020168 三悅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MQQSTT( 唉呀兒子 ◎ 西原理惠子 180

EB020169 三悅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MQQTKP( 唉呀女兒 ◎ 西原理惠子 180

EB020170 瑞昇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MQROPM( 五感的野餐 ◎ 杉田比呂美 180

EB020171 瑞昇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MQRPOO( 山手二十九次 ◎ 間宮健二 220

EB020172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LSM( 番茄小姐 ◎ 田中清代 200

EB020173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MLM( 天涯一匹狼 ◎ 佐佐木 MAKI 200

EB020174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NKO( 怕鬼的小孩 ◎ 田中清代 220

EB020175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NQQ( 觀像鏡 ◎ 陳志勇 / 葛雷 ˙克勞 220

EB020176 三民書局 ﹝日本文學﹞ 1997 y(7IJ5H1*OMPPQQ( 日本近代文學概說 ◎ 劉崇稜 150

EB020177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1982 y(7IJ5H0*PKPMSN( 日本古典文學評介 ◎ 余 我 編著 160

EB020178 國家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3*QKTRTR( 近代日本名作家評傳 ◎ 余　我 250

EB020179 九歌 ﹝日本文學﹞ 1999 y(7IJ5H5*QKQNQR( 星闌干（精） ◎ 井上靖 380

EB020180 九歌 ﹝日本文學﹞ 1999 y(7IJ5H5*QKQNRO( 星闌干 ◎ 井上靖 260

EB020181 九歌 ﹝日本文學﹞ 1998 y(7IJ5H5*QKPKTO( 乾河道（精） ◎ 井上靖 360

EB020182 九歌 ﹝日本文學﹞ 1998 y(7IJ5H5*QKPLKK( 乾河道 ◎ 井上靖 220

EB020183 三民書局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1*OOOLRS( 源氏物語的女性 ◎ 林水福 180

EB020184 九歌 ﹝日本文學﹞ 2003 y(7IJ5H4*OOKPSK( 綠色的奇蹟――十原登小說集（原：家族寫真） ◎ 十原登 180

EB020185 健行 ﹝日本文學﹞ 2003 y(7IJ8G7*RPNKPM( 母親呀飛馳 ◎ 長山鳥有 170

EB020186 健行 ﹝日本文學﹞ 2002 y(7IJ5H5*QKTTLR( 歸零的戀曲 （原：冰炎） ◎ 高樹信子 192

EB020187 九歌 ﹝日本文學﹞ 2002 y(7IJ5H5*QKTMOP( 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 ◎ 庄司總一 320

EB020188 健行 ﹝日本文學﹞ 2001 y(7IJ5H5*QKSMPP( 透光的樹 ◎ 高樹信子 260

EB020189 健行 ﹝日本文學﹞ 2000 y(7IJ5H9*QSKTPK( 燃燒的長春藤 ◎ 高樹信子 190

EB020190 健行 ﹝日本文學﹞ 1998 y(7IJ5H9*QSKQLP( 熱愛 ◎ 高樹信子 190

EB020191 大塊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2*LNKNMM( 露琪雅會發光 ◎ 高樓方子‧著∕出久根育‧繪 220

EB020192 大塊 ﹝日本文學﹞ 9701 y(7IJ8G2*LNKNMM( 露琪雅會發光 ◎ 高樓方子‧著∕出久根育‧繪 220

EB020193 茵山外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6*TLQKKR( 女人一生的12個禮物 ◎ 角田光代‧著∕松尾泰子‧繪 280

EB020194 茵山外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6*TLQKSN( 七情處方箋 ◎ 中島玳子 220

EB020195 茵山外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6*TLQKTK( 就要來了 ◎ 中島玳子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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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196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8*MONNRS( 螢火蟲之墓 ◎ 野 ?昭如 280

EB020197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1998 y(7IJ5H0*PLPKTL( 好色一代男 ◎ 井原西鶴 著 350

EB020198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0*PMMSMM( 冰點的感情世界 ◎ 朱佩蘭 200

EB020199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0*PMKQKQ( 美麗的靈魂 ◎ 島田雅彥 350

EB020200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0*PMKOKS( 彗星住民 ◎ 島田雅彥 380

EB020201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0*PMKRPK( 擇捉島之戀 ◎ 島田雅彥 250

EB020202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10 y(7IJ5H0*PMONPM( 山本勘助 ◎ 童門冬二 240

EB020203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0*PMOKKK( 直江兼續―雄姿英發、改變戰國的智將 ◎ 童門冬二 280

EB020204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0*PMNSMT( 篤姬 ◎ 童門冬二 280

EB020205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10 W(01CA0A*LMNOPS( 童門冬二 大河三部曲 ◎ 童門冬二 800

EB020206 奧林文化 ﹝日本文學﹞ 1999 y(7IJ5H9*SNLPQR( 感官新世界 SADA ◎ 250

EB020207 繆思 ﹝日本文學﹞ 2003 y(7IJ5H2*SRRNLT( 陰陽師 ◎ 夢枕貘 199

EB020208 繆思 ﹝日本文學﹞ 2003 y(7IJ5H2*SKLMTL( 陰陽師 : 飛天卷 ◎ 夢枕貘 220

EB020209 繆思 ﹝日本文學﹞ 2003 y(7IJ5H2*SRRNQO( 陰陽師 付喪神卷 ◎ 夢枕貘 250

EB020210 繆思 ﹝日本文學﹞ 2004 y(7IJ5H2*SRRNSS( 陰陽師 :鳳凰卷 ◎ 夢枕貘 200

EB020211 繆思 ﹝日本文學﹞ 2004 y(7IJ5H2*TPNKOO( 陰陽師 龍笛卷 ◎ 夢枕貘 180

EB020212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LQS( 陰陽師 晴明取瘤 ◎ 夢枕貘 250

EB020213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MON( 陰陽師 太極卷 ◎ 夢枕貘 200

EB020214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MSL( 陰陽師 首塚 ◎ 夢枕貘 220

EB020215 繆思 ﹝日本文學﹞ 2005 y(7IJ8G7*NTTNLL( 鳥葬之山 ◎ 夢枕貘 220

EB020216 繆思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7*NTTOMR( 陰陽師 生成姬 ◎ 夢枕貘 250

EB020217 繆思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7*NTTOTQ( 娑婆氣 ◎ ?中 惠 260

EB020218 野人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6*SKRLOP( 昆蟲偵探 ◎ 鳥飼否宇 280

EB020219 繆思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7*NTTRPP( 陰陽師 -瀧夜叉姬 (上 . 下套書 ) ◎ 夢枕貘 500

EB020220 繆思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7*NTTRLR( 娑婆氣2-致當家大人 ◎ ?中 惠 260

EB020221 繆思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7*NTTSNK( 娑婆氣3-貓婆婆 ◎ ?中 惠 240

EB020222 繆思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7*NTTSRS( 幽靈救命急先鋒 ◎ 高野 和明 380

EB020223 繆思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7*NTTTRR( 陰陽師 -三腳鐵環 ◎ 夢枕貘 220

EB020224 繆思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QQPLMR( SKIP-快轉 ◎ 北村 薰 320

EB020225 繆思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QQPKMS( 會說話的骷髏 ◎ 夢枕貘 220

EB020226 繆思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QQPLLK( 陰陽師 -夜光杯卷 ◎ 夢枕貘 240

EB020227 繆思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QQPMMQ( 娑婆氣4-會動的怪影 ◎ ?中 惠 240

EB020228 木馬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OSSOKP( 三名惡人 ◎ 淺田次郎 280

EB020229 繆思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QQPMSS( 救急 !黑色經濟學 ◎ 橘玲 260

EB020230 木馬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OSSOLM( 渾身是血的瑪麗亞 ◎ 淺田次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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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231 繆思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QQPMNN( 眾神的山嶺 (上 ) ◎ 夢枕貘 320

EB020232 木馬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OSSNKQ( 猴兔超人2 ◎ 田宮知佳 200

EB020233 繆思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QQPMOK( 眾神的山嶺 (下 ) ◎ 夢枕貘 320

EB020234 木馬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OSSNPL( 算計 ◎ 米澤穗信 300

EB020235 健行 ﹝日本文學﹞ 1998 y(7IJ5H9*QSKOTN( 代做功課股份有限公司 ◎ 古田足日 220

EB020236 健行 ﹝日本文學﹞ 1998 y(7IJ5H9*QSKPKT( 點子老師 ◎ 宮川比呂 130

EB020237 三民書局 ﹝日本文學﹞ 2001 y(7IJ5H1*ONOPOO( 日本現代兒童文學 ◎ 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 230

EB020238 大塊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7*KPTKRT( 小光 ◎ 須賀敦子‧文∕酒井駒子‧繪 220

EB020239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5*RKRTLK( 冰箱裡的企鵝 ◎ 竹下文子 180

EB020240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5*RKRSMS( 最後的魔法 ◎ 中島和子 180

EB020241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5*RKRTST( 貓計程車司機 ◎ 南部和也 180

EB020242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ROK( 愛挖耳朵的國王 ◎ 小 ?江圭子 180

EB020243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TLR( 冰箱放暑假 ◎ 村上 ??? 180

EB020244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ON( 鯨老師的信 ◎ 岩佐惠 200

EB020245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QR( 金色的小鳥 ◎ 阿萬紀美子 180

EB020246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MNP( 愛唱歌的青蛙 ◎ 加古里子 180

EB020247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NTQ( 送你一顆蘋果 ◎ 三枝寬子 180

EB020248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KM( 灰狼有用商店 ◎ 中島和子 220

EB020249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LT( 誰要收養小貓 ◎ 成行和加子 180

EB020250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NN( 失敗了也沒關係 ◎ 宮川比呂 180

EB020251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OK( 獅子變小豬 ◎ 木村裕一 180

EB020252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RL( 獅子超人誕生了 ◎ 木村裕一 180

EB020253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SS( 小獅子向前走 ◎ 木村裕一 180

EB020254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B11EI*MPKMLO( 魔女宅急便系列套書 (1-4)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980

EB020255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MOMNNN( +#!. 魔女宅急便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40

EB020256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MONNMN( 魔女宅急便2：琪琪的新魔法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50

EB020257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MONNPO( 魔女宅急便3：遇見另一個魔女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50

EB020258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8*MONNQL( 魔女宅急便4：琪琪談戀愛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40

EB020259 小魯文化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SLLKTS( 魔女宅急便5：魔法的歇腳樹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40

EB020260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NTQ( 送你一顆蘋果 ◎ 三枝寬子 180

EB020261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5H5*RKSROK( 愛挖耳朵的國王 ◎ 小 ?江圭子 180

EB020262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5*RKRSMS( 最後的魔法 ◎ 中島和子 180

EB020263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KM( 灰狼有用商店 ◎ 中島和子 220

EB020264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OK( 獅子變小豬 ◎ 木村裕一 180

EB020265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RL( 獅子超人誕生了 ◎ 木村裕一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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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266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SS( 小獅子向前走 ◎ 木村裕一 180

EB020267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愛唱歌的青蛙 ◎ 加古里子 180

EB020268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LT( 誰要收養小貓 ◎ 成行和加子 180

EB020269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5*RKRTLK( 冰箱裡的企鵝 ◎ 竹下文子 180

EB020270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MOMNNN( +#!. 魔女宅急便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40

EB020271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MONNMN( 魔女宅急便2：琪琪的新魔法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50

EB020272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MONNPO( 魔女宅急便3：遇見另一個魔女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50

EB020273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8*MONNQL( 魔女宅急便4：琪琪談戀愛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40

EB020274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7 Y(7B11EI*MPKMLO( 魔女宅急便系列套書 (1-4)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980

EB020275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SLLKTS( 魔女宅急便5：魔法的歇腳樹 ◎ 角野榮子（角野 ?子） 240

EB020276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8 y(7IJ5H5*RKTLQR( 金色的小鳥 ◎ 阿萬紀美子 180

EB020277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5 y(7IJ5H5*RKRTST( 貓計程車司機 ◎ 南部和也 180

EB020278 東方出版 ﹝日本文學﹞ 2009 y(7IJ5H5*RKTONN( 失敗了也沒關係 ◎ 宮川比呂 180

EB020279 野人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SKRMPL( 里歐的小狼日記 ◎ 那須田 淳 280

EB020280 健行 ﹝日本文學﹞ 2002 y(7IJ5H5*QKTMLO( 給女兒的禮物書 （原：給虛擬女兒五十個愛的叮嚀） ◎ 草野仁 180

EB020281 大塊 ﹝日本文學﹞ 9809 y(7IJ8G2*LNLNSL( 青木由香工作手帖 ◎ 青木由香 230

EB020282 台灣商務 ﹝日本文學﹞ 2006 y(7IJ5H0*PMKMMO( 人生的自由時間 ◎ 藤本義一 著 250

EB020283 田園城市 ﹝日本文學﹞ 2002 y(7IJ5H0*OKQQKN( 安藤忠雄的都市彷徨 ◎ 安藤忠雄 350

EB020284
典藏藝
術家庭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SNNPSS( 手作的溫度—小野節郎 ◎ 祥見知生著 . 黃碧君譯 260

EB020285 奧林文化 ﹝日本文學﹞ 1999 y(7IJ5H0*NTLKNT( 最後的生命力量 ◎ 180

EB020286 奧林文化 ﹝日本文學﹞ 1999 y(7IJ5H0*NTLKPN( 美好的心靈花園 ◎ 180

EB020287 奧林文化 ﹝日本文學﹞ 2002 y(7IJ5H0*NTLLRQ( 流浪狗太郎的故事 ◎ 180

EB020288 西遊記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LRPLTS( k. m. p. 的搶錢計畫 ◎ 村松江梨子 . 中川碧 250

EB020289 西遊記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LRPLON( 北歐瑞典的幸福設計 ◎ 山本由香 300

EB020290 西遊記 ﹝日本文學﹞ 2006 y(7IJ8G8*LRPLRO( 葡萄牙早 . 午 . ? ◎ 村松江梨子 . 中川碧 250

EB020291 木馬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6*TRNMSO( 全力兔 ◎ IKEDA Kei 200

EB020292 野人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8*NKOQNP( 走吧～走吧～散步去 ◎ 杉浦沙也加 199

EB020293 繆思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7*NTTSLQ( 跟媽媽去旅行 ◎ 村松江梨子 . 中川碧 260

EB020294 木馬 ﹝日本文學﹞ 2007 y(7IJ8G6*TRNORP( 全力兔2-第二工程 ◎ IKEDA Kei 220

EB020295 野人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SKRLSN( 永遠的約定 ◎ 黑柳徹子、鎌田實 250

EB020296 木馬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TRNQPT( 猴兔超人 ◎ 田宮知佳 200

EB020297 木馬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OSSKPO( 全力兔3-第三工程 ◎ IKEDA Kei 220

EB020298 野人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SKRPMR( 女醫花道 . 續 :拜犬女醫大復活 ◎ 大田和史繪 220

EB020299 野人 ﹝日本文學﹞ 2009 y(7IJ8G6*SKROTR( 女醫花道 ◎ 大田和史繪 220

EB020300 三民書局 ﹝日本文學﹞ 1997 y(7IJ5H1*OMQSPN( 和泉式部日記 ◎ 林文月譯‧圖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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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301 繆思 ﹝日本文學﹞ 2008 y(7IJ8G6*QQPLOL( 多桑的櫻花 ◎ 平野久美子 280

EB020302 天培 ﹝韓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OT( 鋼琴教師的情人 ◎ 李倫京（ Janice Y. K. Lee） 350

EB020303 繆思 ﹝韓國文學﹞ 2009 y(7IJ8G7*NTTRTN( 家守綺譚 ◎ 梨木香步 240

EB020304 大塊 ﹝韓國文學﹞ 2006 y(7IJ8G7*KPTORP( 雪貓在巴黎 ◎ 權潤珠 260

EB020305 大塊 ﹝韓國文學﹞ 9605 y(7IJ8G7*KPTSNN( to Cats ◎ 權潤珠 260

EB020306 耶魯國際 ﹝臺灣文學﹞ 2009 y(7IJ5H8*NMNRPT( 檳榔．陶珠．小女巫、斯卡羅人 ◎ BADAI 300

EB020307 國史館 ﹝臺灣文學﹞ 1993 y(7IJ5H0*KMKKKR( 八州詩草 ◎ 洪繻 155

EB020308 國史館 ﹝臺灣文學﹞ 1993 y(7IJ5H0*KLTTTP( 八州遊記 ◎ 洪繻 350

EB020309 群學文化 ﹝臺灣文學﹞ 2009 y(7IJ8G6*PMPLMO( 台灣文學本土論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 
Nativist Literary Discourse ◎ 游勝冠 著

450

EB020310 九歌 ﹝臺灣文學﹞ 2008 y(7IJ5H4*OOOTRR( 評論30家 (上冊 )精裝 ◎ 李瑞騰 / 編 450

EB020311 九歌 ﹝臺灣文學﹞ 2008 y(7IJ5H4*OOOTSO( 評論30家 (下冊 )精裝 ◎ 李瑞騰 / 編 450

EB020312 九歌 ﹝臺灣文學﹞ 2008 y(7IJ5H4*OOPKTR( 評論30家 (上冊 ) ◎ 李瑞騰 / 編 350

EB020313 九歌 ﹝臺灣文學﹞ 2008 y(7IJ5H4*OOPLKN( 評論30家 (下冊 ) ◎ 李瑞騰 / 編 350

EB020314 萬卷樓 ﹝臺灣文學﹞ 2007 y(7IJ5H7*NTQKKQ( 舌尖與筆尖的對話：台灣當代飲食書寫研究 (1949-2004） ◎ 徐耀焜 360

EB020315 萬卷樓 ﹝臺灣文學﹞ 2007 y(7IJ5H7*NTQLRO( 雪的聲音：臺灣新詩理論 ◎ 李翠瑛 280

EB020316 九歌 ﹝臺灣文學﹞ 2009 y(7IJ5H4*OOPTQR( 分水嶺上 ◎ 余光中 300

EB020317 國家 ﹝臺灣文學﹞ 2009 y(7IJ5H3*QLLRNS( 台灣歌仔四論【增訂本】 ◎ 曾子良 400

EB020318 蘭臺 ﹝臺灣文學﹞ 2008 y(7IJ8G7*QMQQRR( 清代噶瑪蘭文學發展史 ◎ 陳錦玉 380

EB020319 網路與書 ﹝中東文學﹞ 2008 y(7IJ8G6*SOLMQM( 烽火守書人：伊拉克國家圖書館館長日記 ◎ 薩德．伊斯康德 320

EB020320 小魯文化 ﹝中東文學﹞ 2006 y(7IJ5H5*RKSNLN( 鳥街上的孤島 ◎ 烏里‧奧勒夫 250

EB020321 東方出版 ﹝中東文學﹞ 2006 y(7IJ5H5*RKSNLN( 鳥街上的孤島 ◎ 烏里‧奧勒夫 250

EB020322 小魯文化 ﹝中東文學﹞ 2002 y(7IJ5H5*RKQRNT( 天堂之星 ◎ 但以理‧加爾密 220

EB020323 小魯文化 ﹝中東文學﹞ 2005 y(7IJ5H5*RKRSQQ( 當幸福來臨時 ◎ 米莉亞‧裴斯勒 220

EB020324 東方出版 ﹝中東文學﹞ 2005 y(7IJ5H5*RKRSQQ( 當幸福來臨時 ◎ 米莉亞‧裴斯勒 220

EB020325 東方出版 ﹝中東文學﹞ 2002 y(7IJ5H5*RKQRNT( 天堂之星 ◎ 但以理‧加爾密 220

EB020326 出色 ﹝阿拉伯文學﹞ 2005 y(7IJ5H2*TRRRNQ( 心靈書 ◎ 紀伯倫 190

EB020327 三民書局 ﹝阿拉伯文學﹞ 1968 y(7IJ5H1*OKSMMO( 普雷姜德小說集 ◎ 糜文開、糜榴麗譯 33

EB020328 台灣商務 ﹝阿拉伯文學﹞ 1997 y(7IJ5H0*PLOLLR( 天方夜譚一百段 ◎ 張信威 編譯 280

EB020329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2003 y(7IJ5H1*OKSMPP( 泰戈爾詩集 (精 ) ◎ 糜文開主譯 280

EB020330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2006 y(7IJ5H1*OKSMQM( 泰戈爾詩集 (平 ) ◎ 糜文開主譯 230

EB020331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75 y(7IJ5H1*OLMNSM( 印度文學欣賞 (精 ) ◎ 糜文開 110

EB020332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75 y(7IJ5H1*OLMNTT( 印度文學欣賞 (平 ) ◎ 糜文開 70

EB020333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2008 y(7IJ5H1*OOSMMK( 印度文學欣賞 (二版 ) ◎ 糜文開 160

EB020334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81 y(7IJ5H1*TKQROO( 印度文學歷代名著選 (上 )(精 ) ◎ 糜文開編譯 300

EB020335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81 y(7IJ5H1*TKQRQS( 印度文學歷代名著選 (下 )(精 ) ◎ 糜文開編譯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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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336 出色 ﹝印度文學﹞ 2005 y(7IJ8G7*NPLLMS( 心情書 ◎ 泰戈爾 140

EB020337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81 y(7IJ5H1*TKQRPL( 印度文學歷代名著選 (上 )(平 ) ◎ 糜文開編譯 244

EB020338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81 y(7IJ5H1*TKQRRP( 印度文學歷代名著選 (下 )(平 ) ◎ 糜文開編譯 244

EB020339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2004 y(7IJ5H1*ONTNTQ( 泰戈爾小說戲劇集 ◎ 糜文開；裴普賢譯 120

EB020340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75 y(7IJ5H1*OKSMKK( 奈都夫人詩全集 ◎ 糜文開譯 55

EB020341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68 y(7IJ5H1*OKSMLR( 黛瑪鶯蒂 ◎ 糜文開譯 33

EB020342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93 y(7IJ5H1*OKSNNK( 採果集 ◎ 糜文開譯 33

EB020343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77 y(7IJ5H1*OKSNOR( 頌歌集 ◎ 糜文開譯 33

EB020344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73 y(7IJ5H1*OKSNPO( 園丁集 ◎ 糜文開譯 33

EB020345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73 y(7IJ5H1*OKSNQL( 愛貽集 ◎ 糜文開譯 33

EB020346 三民書局 ﹝印度文學﹞ 1993 y(7IJ5H1*OKSNRS( 橫渡集 ◎ 糜文開譯 33

EB020347 台灣商務 ﹝印度文學﹞ 1967 y(7IJ5H0*PLSOTS( 印度兩大史詩 ◎ 糜文開 譯 280

EB020348 天培 ﹝印度文學﹞ 2003 y(7IJ8G7*RPTKMN( 舞蛇者之歌 ◎ 桑傑‧尼岡（ Sanjay Nigam） 210

EB020349 台灣商務 ﹝印度文學﹞ 1998 y(7IJ5H0*PLOOTK( 眼中沙 ◎ 泰戈爾 著 250

EB020350 野人 ﹝印度文學﹞ 2009 y(7IJ8G6*SKRPNO( 我心姐妹 ◎ 奇塔‧蒂娃卡魯尼 280

EB020351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3 y(7IJ5H7*NTOQLN( 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 ◎ 吳耀宗 主編 500

EB020352 野人 ﹝東南亞文學﹞ 2009 y(7IJ8G6*SKRNRO( 卡娣的幸福 ◎ 珍．維查奇瓦 220

EB020353 野人 ﹝東南亞文學﹞ 2009 y(7IJ8G6*SKROKO( 愛的預習課 ◎ 珍．維查奇瓦 250

EB020354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4 y(7IJ5H7*NTOQNR( 赤道回聲 ◎ 陳大為等主編 600

EB020355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9 y(7IJ5H7*NTQORL( 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 ◎ 鍾怡雯 320

EB020356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0 y(7IJ5H7*NTMRTO( 赤道形聲 ◎ 陳大為 編 600

EB020357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7 y(7IJ5H7*NTQLNQ( 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卷一 ] ◎ 鍾怡雯 陳大為 編 400

EB020358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7 y(7IJ5H7*NTQLPK( 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卷二 ] ◎ 鍾怡雯 陳大為 編 380

EB020359 萬卷樓 ﹝東南亞文學﹞ 2007 y(7IJ5H7*NTQLQR( 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卷三 ] ◎ 鍾怡雯 陳大為 編 420

EB020360 台灣商務 ﹝西洋文學總論﹞ 1966 y(7IJ5H0*PKSLRS( 西洋文學研究 ◎ 胡品清 著 100

EB020361 昭明 ﹝西洋文學總論﹞ 2000 y(7IJ5H0*NNQPLL( 西洋文學導讀 (上下冊 ,不分售 )(昭明 ) ◎ 黃晉凱 560

EB020362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3*TKSPPP( 一百年的孤寂 ◎ 賈西亞 ˙馬奎斯 200

EB020363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LRKT( 齊瓦哥醫生 ◎ 巴斯特納克 360

EB020364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LQSQ( 約翰 ˙克利斯朵夫 (二冊 ) ◎ 羅曼 ˙羅蘭 750

EB020365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LQQM( 包法利夫人 ◎ 福婁拜 240

EB020366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MKPS( 紅字 ◎ 霍桑 160

EB020367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KTQ( 父與子 ◎ 屠格涅夫 160

EB020368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PLST( 理性與感性 ◎ 珍 ˙ 奧斯汀 180

EB020369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LMQ( 紅與黑 ◎ 斯湯達爾 280

EB020370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LNN( 咆哮山莊 ◎ 愛彌兒 ˙白朗特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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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371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NRT( 塊肉餘生錄 (二冊 ) ◎ 狄更斯 400

EB020372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ONK( 復活 ◎ 托爾斯泰 180

EB020373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MOQL( 天方夜譚 (二冊 ) ◎ 佚名 500

EB020374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LTRQ( 你往何處去 ◎ 顯克維支 650

EB020375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PRR( 娜娜 ◎ 左拉 180

EB020376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8 y(7IJ5H3*TKPTMT( 鐵面人 (八冊 ) ◎ 大仲馬 2000

EB020377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QKR( 羅生門 ◎ 芥川龍之介 240

EB020378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QML( 細雪 ◎ 谷崎潤一郎 360

EB020379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RTT( 浮華世界 ◎ 薩克萊 360

EB020380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LRRS( 靜靜的頓河 (四冊 ) ◎ 蕭洛霍夫 2000

EB020381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QRQ( 浮士德 ◎ 歌德 250

EB020382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QSN( 死靈魂 ◎ 果戈里 240

EB020383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2 y(7IJ5H3*TKMRLN( 基度山恩仇記 (二冊 ) ◎ 大仲馬 680

EB020384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RTT( 十日談 ◎ 薄伽丘 360

EB020385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3*TKMSKP( 我是貓 ◎ 夏目漱石 240

EB020386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SMT( 小婦人 ◎ 阿爾柯特 160

EB020387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SPK( 悲慘世界 (五冊 ) ◎ 雨果 900

EB020388 遠景 ﹝西洋文學總論﹞ 1994 y(7IJ5H3*TKMSQR( 酒店 ◎ 佐拉 240

EB020389 繆思 ﹝西洋文學總論﹞ 2004 y(7IJ8G7*NTTKTK( 封面灰狼 ◎ 尚 -瑪喜 . 侯必亞 200

EB020390 繆思 ﹝西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2*TPNKKQ( 小小戀人 ◎ 海貝卡‧朵特梅 200

EB020391 繆思 ﹝西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2*TPNKLN( 我是野狼 ◎ 菲利浦 勒榭米耶 200

EB020392 繆思 ﹝西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2*TPNKNR( 芭芭亞嘎 ◎ 海貝卡‧朵特梅 200

EB020393 繆思 ﹝西洋文學總論﹞ 2004 y(7IJ5H2*TPNKTT( 壞脾氣小姐 ◎ Frau Sappralott 200

EB020394 繆思 ﹝西洋文學總論﹞ 2005 y(7IJ8G7*NTTLMK( 兔子 ◎ 陳志勇 / 約翰‧馬斯坦 200

EB020395 遠足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y(7IJ8G6*RNLMRN( 逛逛水族館 ◎ 艾麗奇布蘭登堡 240

EB020396 遠足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y(7IJ8G6*RNLMSK( 逛逛動物園 ◎ 艾麗奇布蘭登堡 240

EB020397 遠足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y(7IJ8G6*RNLNNO( 希臘眾神 ◎ 艾麗奇布蘭登堡 280

EB020398 遠足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y(7IJ8G6*RNLNRM( 莎士比亞 -環球劇場的誕生 ◎ 艾麗奇布蘭登堡 280

EB020399 遠足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x(6G7BA6*PKKTPL( 艾麗奇．自然博物館（全二冊套書） ◎ 艾麗奇布蘭登堡 480

EB020400 遠足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x(6G7BA6*PKKTQS( 艾麗奇．人文博物館（全三冊套書） ◎ 艾麗奇布蘭登堡 840

EB020401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MMK( 簡愛 [下 ][精 ] ◎ 夏綠蒂．伯朗特原著 ;呂琳改寫 280

EB020402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MLN( 簡愛 [上 ][精 ] ◎ 夏綠蒂．伯朗特原著 ;呂琳改寫 280

EB020403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NPK( 鐘樓怪人 [下 ][精 ] ◎ 維克多．雨果原著 ; 游瑄惠改寫 280

EB020404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NON( 鐘樓怪人 [上 ][精 ] ◎ 維克多．雨果原著 ; 游瑄惠改寫 280

EB020405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NQR( 雲雀之歌 [精 ] ◎ 約翰．班奈特原著 ; 陳玫琪改寫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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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406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NNQ( 黑奴籲天錄 [下 ][精 ] ◎ 史托夫人原著 ; 郭妙芳改寫 280

EB020407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NMT( 黑奴籲天錄 [上 ][精 ] ◎ 史托夫人原著 ; 郭妙芳改寫 280

EB020408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5 y(7IJ5H1*QKOOKO( 黑箭 [精 ] ◎ 史蒂文生原著 ; 李惠美改寫 280

EB020409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MKN( 戰爭與和平 [下 ][精 ] ◎ 李奧托爾斯泰原著 ; 杜文靖改寫 280

EB020410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TR( 戰爭與和平 [上 ][精 ] ◎ 李奧托爾斯泰原著 ; 杜文靖改寫 280

EB020411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KON( 莎士比亞故事集 [精 ] ◎ 莎士比亞原劇 ; 蘭姆姐弟原著 ; 張蕙玉改寫 280

EB020412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PT( 塊肉餘生記 [下 ][精 ] ◎ 查爾斯．狄更斯原著 ; 邱玉華改寫 280

EB020413 黎明文化 ﹝西洋文學總論﹞ 1997 y(7IJ5H1*QKPLOM( 塊肉餘生記 [上 ][精 ] ◎ 查爾斯．狄更斯原著 ; 邱玉華改寫 280

EB020414 台灣商務 ﹝西洋文學總論﹞ 2003 y(7IJ5H0*PLRTOL( 意義與形式 -英美作家作品風格生成論 ◎ 易曉明 著 320

EB020415 台灣商務 ﹝西洋文學總論﹞ 1996 y(7IJ5H0*PLMNMS( 歐洲近代文學論評 ◎ 曹讓庭 著 350

EB020416 藝術家 ﹝西洋文學總論﹞ 2009 y(7IJ8G7*KNOSTM( 移動的地平線 --藝文烏托邦簡史 ◎ 高千惠 280

EB020417 大塊 ﹝西洋文學總論﹞ 2006 y(7IJ8G7*KPTNOP( 歷史學家 ◎ 伊麗莎白．柯斯托娃 380

EB020418 九歌 ﹝西洋文學總論﹞ 2006 y(7IJ5H4*OONLNK( 西洋文學大教室――精讀經典（新版） ◎ 彭鏡禧主編 300

EB020419 台灣商務 ﹝西洋文學總論﹞ 1988 y(7IJ5H0*PKRMQN( 西洋文學欣賞 ◎ 蕭傳文 著 270

EB020420 台灣商務 ﹝西洋文學總論﹞ 1976 y(7IJ5H0*PLLRQP( 西洋文學介紹 ◎ 盧月化 著 200

EB020421 小語言 ﹝古代西洋文學﹞ 2009 y(7IJ8G6*TQNMSP( 伊索寓言【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圖兒童版 ) ◎ Aesop作 ; 冷沂改寫 160

EB020422 出色 ﹝古代西洋文學﹞ 2007 y(7IJ8G7*NPLSPM( 心態影響成敗 ◎ 伊索 190

EB020423 左岸 ﹝古代西洋文學﹞ 2002 y(7IJ8G7*SPOKRK( 情慾幽林 ◎ 呂健忠 300

EB020424 黎明文化 ﹝古代西洋文學﹞ 1997 y(7IJ5H1*QKPKPK( 伊利亞德 ,奧德賽 [精 ] ◎ 荷馬原著 ; 黃逸晴改寫 280

EB020425 正中書局 ﹝古代西洋文學﹞ 2003 y(7IJ5H0*TLPNRM( 奧德賽 ◎ Homer著 / 卲夢蘭譯 99

EB020426 三民書局 ﹝古代西洋文學﹞ 1993 y(7IJ5H1*OKSMOS( 天馬集 ◎ 蘇雪林 67

EB020427 台灣商務 ﹝古代西洋文學﹞ 1999 y(7IJ5H0*PLPOOM( 工作與時日 神譜 ◎ (希臘 )赫西俄德著 180

EB020428 台灣商務 ﹝古代西洋文學﹞ 2001 y(7IJ5H0*PLRLRK( 詩學 ◎ 亞里斯多德 著 300

EB020429 左岸 ﹝古代西洋文學﹞ 2006 y(7IJ8G7*LRONKR( 奧瑞斯泰亞 :阿格門儂 奠酒人和善女神 ◎ 埃思庫羅斯 350

EB020430 左岸 ﹝古代西洋文學﹞ 2005 y(7IJ8G7*SPOTRL( 西塞羅全集 (一 ):修辭學 ◎ 西塞羅 500

EB020431 左岸 ﹝古代西洋文學﹞ 2006 y(7IJ8G7*LROOOO( 西塞羅全集 (卷二 ):演說詞 (上 ) ◎ 西塞羅 550

EB020432 左岸 ﹝古代西洋文學﹞ 2007 y(7IJ8G7*LROTNM( 西塞羅全集 (卷三 ):演說詞 (下 ) ◎ 西塞羅 500

EB020433 台灣商務 ﹝古代西洋文學﹞ 1998 y(7IJ5H0*PLONSO( 阿普留斯變形記 -金驢傳奇 ◎ 阿普留斯 著 200

EB020434 九歌 ﹝古代西洋文學﹞ 1991 y(7IJ5H5*QKLPPN(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 梁實秋譯 160

EB020435 台灣商務 ﹝近代西洋文學﹞ 1993 y(7IJ5H0*PKQSSO( 現代英美詩一百首100 Modern English Poems ◎ 張曼儀 主編 300

EB020436 大塊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OLO( 戀人版中英詞典 ◎ 郭小櫓 360

EB020437 大塊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2*LNLKTL( 黃昏老爸的煩惱習題 ◎ 馬克‧海登 360

EB020438 網路與書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TLQLOO( 魔女的復仇 ◎ 菲‧維爾登 280

EB020439 大穎文化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MNPPLK( 不管怎麼樣，你都會愛我嗎？ ◎ 黛比 . 葛莉歐利 (Debi Gliori)文 . 圖 ; 卿敏良譯 270

EB020440 小語言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TQNNLP( 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
圖注音版 ) ◎ Mary Macgregor著 ; 冷沂改寫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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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441 小語言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TQNNKS( 快樂王子【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 ◎ Oscar Wilde作 ; 冷沂改寫 150

EB020442 小語言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TQNMTM( 小氣財神【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圖
兒童版 ) ◎ Charles Dickens著 ; 冷沂改寫

160

EB020443 小語言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TQNMRS( 彼得潘【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圖兒童
版 ) ◎ James Matthew Barrie作 ; 冷沂改寫

160

EB020444 小語言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1*SOPNNN( 愛麗絲夢遊仙境【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圖兒童版 ) ◎ Lewis Carroll作 160

EB020445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RNN( 聰明的波麗和大野狼 ◎ 凱薩琳‧史都 180

EB020446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SRLT( 艾薇拉的禮物 ◎ 奧斯卡 . 塞魯托 著 250

EB020447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RNN( 聰明的波麗和大野狼 ◎ 凱薩琳‧史都 180

EB020448 米娜貝爾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QOKQNP( 沙仙 -孩子王國平裝4本 (米娜貝爾 ) ◎ 內斯比特 799

EB020449 米娜貝爾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0*OTMRRO( 五個孩子和一個怪物 (米娜貝爾 ) ◎ 內斯比特 199

EB020450 米娜貝爾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0*OTMRQR( 五個孩子和鳳凰與魔毯 (米娜貝爾 ) ◎ 內斯比特 220

EB020451 米娜貝爾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0*OTMRSL( 五個孩子和一個護身符 (米娜貝爾 ) ◎ 內斯比特 210

EB020452 米娜貝爾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0*OTMRPK( 魔法城堡 (米娜貝爾 ) ◎ 內斯比特 199

EB020453 米娜貝爾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0*OTMNNK( 歡愉的代價 (米娜貝爾 ) ◎ John Lanchester 280

EB020454 深思文化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1*SOPNOK( 走進文學世界：如何研究英國文學 (25K) ◎ Nicholas Marsh 360

EB020455 深思文化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1*SOMMPR( 你也是文學批評家 -實際批評的技巧與方法（25K） ◎ John Peck & Martin Coyle 380

EB020456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0*TLNTRM( 清秀佳人 ◎ 沈櫻 99

EB020457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LRR( 塵世情緣 ◎ 梁實秋 99

EB020458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QOL( 輕輕公主〈輕經典〉 ◎ 羅婷以 99

EB020459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QPS( 羅密歐與茱麗葉 ◎ Willam Shakespeare / 羅漢譯 99

EB020460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STO( 金鑰匙 ◎ George McDonald / 陳莉苓譯 99

EB020461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SSR( 威尼斯商人 ◎ 楊東霞 99

EB020462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TLPNKN( 公主與柯迪 ◎ 劉會梁 99

EB020463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TLPQMO( 格列佛遊記 ◎ Jonathan Swift著 / 馬昱旻譯 99

EB020464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TLPSOQ( 公主與妖精 ◎ George McDonald著 / 羅婷以譯 280

EB020465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TLPSPN( 北風的背後 ◎ 王怡棻〈王曉陽〉、蔡舜玉〈藍藍 299

EB020466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TLPQRT( 公主與柯迪第二版 ◎ 羅婷以 250

EB020467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TLRKOS( 輕輕公主第二版 ◎ 羅婷以 150

EB020468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TLRKPP( 金鑰匙第二版 ◎ 羅婷以 120

EB020469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0*TLROSM( 咕咕鐘 ◎ Mrs. Molesworth著 / 羅婷以譯 180

EB020470 正中書局 ﹝英國文學﹞ 2005 y(7IJ8G8*LLMQPK( 路易的第九條命 ◎ 杜可名 199

EB020471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5 y(7IJ5H1*TLRSQN( 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諷刺詩與小說 (精 ) ◎ 宋美 ?-著 230

EB020472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5 y(7IJ5H1*TLRSRK( 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諷刺詩與小說 (平 ) ◎ 宋美 ?-著 160

EB020473 國家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3*QKQPNQ( 英國文學名著巡禮 ◎ 潘壽康 300

EB020474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1991 y(7IJ5H0*PKNLRN( 英詩格律與賞析 ◎ 高東山 編著 240

EB020475 國家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3*QKTTTP( 莎士比亞戲劇故事 ◎ 編譯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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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476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0*PKKSPL( 莎劇精選一百段 ◎ 黃兆傑 編譯 200

EB020477 國家 ﹝英國文學﹞ 2007 y(7IJ5H3*QLKQNM( 莎士比亞名言精選 (修訂本 ) ◎ 林佩璇 200

EB020478 國家 ﹝英國文學﹞ 2007 y(7IJ5H3*QLKQOT( 莎士比亞名言精選 (中英對照 ) ◎ 林佩璇 250

EB020479 國家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3*QKQLQL( 莎士比亞五大喜劇 ◎ 朱生豪 400

EB020480 國家 ﹝英國文學﹞ 1996 y(7IJ5H3*QKOSQK(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平裝 ) ◎ 朱生豪 350

EB020481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3 y(7IJ5H1*OLTTPO( 愛情‧仇恨‧政治―漢姆雷特專論及其他 ◎ 朱立民 167

EB020482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1966 y(7IJ5H0*PLNQKS( 丹麥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劇 ◎ 梁實秋 譯 140

EB020483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1994 y(7IJ5H0*PLKPMM(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一百首 ◎ 屠 岸 編譯 200

EB020484 天培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RNN( 自己的房間 (導讀新版） ◎ 維金尼亞‧吳爾芙（ VirginiaWoolf） 220

EB020485 九歌 ﹝英國文學﹞ 2008 y(7IJ5H4*OOPNKL( 不要緊的女人 ◎ 余光中 200

EB020486 九歌 ﹝英國文學﹞ 1992 y(7IJ5H5*QKLTKO( 潘彼得 ◎ 200

EB020487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RT( 愛情不滅 ◎ 丹尼‧雪曼 (Danny Scheinmann) 320

EB020488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PP( 一分為二的童年 ◎ 希沙姆‧馬塔爾 (Hisham Matar) 240

EB020489 天培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SLS( 夜訪牛頓 ◎ 蕾蓓嘉‧斯托特（ Rebecca Stott） 320

EB020490 天培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RRL( 山楂林的故事 ◎ 梅芙‧賓奇（ Maeve Binchy） 320

EB020491 天培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QNO( SATURDAY星期六 ◎ 伊恩‧麥克伊旺（ Ian McEwan） 280

EB020492 天培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PT( 慾望倫敦 ◎ 凱特桑德斯（ Kate Saunders） 280

EB020493 天培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KO( 玫瑰的性別 ◎ 衛斯理‧史戴西（Wesley Stace） 320

EB020494 天培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QQ( 玩火自焚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300

EB020495 天培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OM( 真相使者 ◎ 賈桂琳‧溫斯皮爾（ Jacqueline Winspear） 280

EB020496 天培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MML( 大師 ◎ 柯姆‧托賓（ Colm Toibin） 300

EB020497 天培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LM( 白色謊言 ◎ 賈桂琳‧溫斯皮爾（ Jacqueline Winspear） 280

EB020498 天培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NTT( 地獄、惡魔和賤狗 ◎ 安東尼‧邁高文 (Anthony Mcgowan) 240

EB020499 九歌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4*OOMTOM( 杜連魁 (增訂新版） ◎ 王爾德（ Oscar Wilde） 250

EB020500 天培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MSN( 愛無可忍 ◎ 伊恩‧麥克伊旺（ Ian McEwan） 280

EB020501 天培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NPL( 歡迎來到誘惑鎮 ◎ 珍妮佛．克魯茲（ Jennifer Crusie） 260

EB020502 天培 ﹝英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NMK( 婚禮向前衝 ◎ 卡蘿‧麥修（ Carole Matthews） 230

EB020503 九歌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4*OOMKMR( 面對尤利西斯 ◎ 莊信正 260

EB020504 九歌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4*OOMMSR( 尤利西斯 / 上 (增訂版） 平裝本 ◎ 喬伊斯（ James Joyce） 650

EB020505 九歌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4*OOMMTO( 尤利西斯 / 下（增訂版）平裝本 ◎ 喬伊斯（ James Joyce） 650

EB020506 天培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RPTLMM( 維農少年 ◎ DBC皮耶 （ DBC Pierre） 280

EB020507 天培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RPTLLP( 陌生語言的樂音 ◎ 安卓‧庫魯梅（ Andrew Crumey） 250

EB020508 九歌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OON( 雨夜的月亮（新版） ◎ 蔡文甫 280

EB020509 天培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LQK( 心理遊戲陷阱 ◎ 海特．麥當那（ Hector Macdonald） 250

EB020510 天培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KNK( 穿越看不見的界線 ◎ 帕特‧巴克（ Pat Barker）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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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511 天培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QKRQTM( 三枚金幣 ◎ 維金尼亞‧吳爾芙（ VirginiaWoolf） 220

EB020512 天培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QKSLNM( 第五個孩子 ◎ 多麗斯‧萊辛（ Doris Lessing） 200

EB020513 天培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QKSLOT( 浮世畸零人 ◎ 多麗斯‧萊辛（ Doris Lessing） 210

EB020514 天培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QKQTOR( 從月亮來的男孩 ◎ 安卓‧米勒（ Andrew Miller） 280

EB020515 天培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QKQQTP( 紐約女人夜未眠 ◎ 琳恩．提曼（ LynneTillman） 220

EB020516 天培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QKQPTQ( 一點特別的 ◎ 愛瑞絲．莫道克（ Iris Murdoch） 99

EB020517 九歌 ﹝英國文學﹞ 1996 y(7IJ5H5*QKOMSS( 尤利西斯（下）精裝本 ◎ 喬伊斯（ James Joyce） 750

EB020518 九歌 ﹝英國文學﹞ 1993 y(7IJ5H5*QKMRPS( 尤利西斯（上）精裝本 ◎ 喬伊斯（ James Joyce） 750

EB020519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1 y(7IJ5H1*TLNLKK( 一九八四 (精 ) ◎ GeorgeOrwell原著；劉紹銘譯 278

EB020520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1 y(7IJ5H1*TLNLLR( 一九八四 (平 ) ◎ GeorgeOrwell原著；劉紹銘譯 211

EB020521 大塊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PSL( 卓九勒伯爵 ◎ 布蘭姆．史托克‧著∕愛德華‧戈里‧插圖 360

EB020522 大塊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RNO( 簽名買賣人 ◎ 莎娣．史密斯 450

EB020523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SN( 深夜疑案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24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PL( 夜光怪獸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25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NR( 王冠之謎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26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SM( 閃光暗號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27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MK( 恐怖谷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28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KQ( 怪盜奪寶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29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LN( 雜色的繩子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0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OP( 間諜大王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1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QS( 盜馬記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2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RP( 謎屋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3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PM( 地獄船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4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RQ( 鑰匙與地下鐵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5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QT( 獅子的爪子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6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TK( 神秘的人像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7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OO( 惡魔的腳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8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TT( 黑蛇紳士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39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KP( 魔術師的傳奇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40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LM( 土人的毒箭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41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MT( 蠟面人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42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NQ( 黑色魔船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43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5*RKQKSL( 明信片之謎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44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5*RKQKTS( 魔鬼的蹄印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45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RPT( 金銀島 ◎ R. L. 史蒂文生 著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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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546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PLSKMN( 化身博士 ◎ 史蒂文生 著 240

EB020547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SOSL( 黑神駿 ◎ 安娜 . 史威爾 著 320

EB020548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7 y(7IJ5H0*PMLRMQ( 旅館世界 ◎ 艾莉‧史密斯 200

EB020549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7 y(7IJ5H0*PMLNOO( 迷 ◎ 艾莉‧史密斯 300

EB020550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SRMQ( 巴斯克維爾獵犬 ◎ 亞瑟 . 柯南 . 道爾著 320

EB020551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RON( 捕鼠器 ◎ 阿嘉莎 . 克莉絲蒂 220

EB020552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PLROLP( 小氣財神 ◎ 查爾斯 . 狄更斯 著 200

EB020553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PLSMTK( 肉身之道 ◎ 桑謬爾 . 巴斯勒 著 480

EB020554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PLSKNK( 一個無名小卒的日記 ◎ 格羅史密斯兄弟著 220

EB020555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SSMP( 格雷的畫像 ◎ 奧斯卡 . 王爾德 著 360

EB020556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PLPPKN( 科學怪人 ◎ 瑪麗 . 雪萊 著 350

EB020557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PLPOTR( 森林王子 ◎ 魯迪亞 . 吉卜林 著 300

EB020558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9 y(7IJ5H0*PMOLNK( 26a―稚嫩與浪漫的童年 ◎ 黛安娜‧伊文思 300

EB020559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SNQS( 午夜之子 ◎ 薩爾曼 . 魯西迪 著 680

EB020560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0*PLRPPM( 羞恥 ◎ 薩爾曼 . 魯西迪 著 350

EB020561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0*PLSMML(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 ◎ 薩爾曼 . 魯西迪 著 510

EB020562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TMKO( 幻想大師 Roald Dahl的異想世界 ◎ 羅爾德 . 達爾 490

EB020563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SN( 深夜疑案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64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PL( 夜光怪獸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65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NR( 王冠之謎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66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SM( 閃光暗號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67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MK( 恐怖谷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68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KQ( 怪盜奪寶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69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LN( 雜色的繩子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0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OP( 間諜大王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1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QS( 盜馬記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2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RP( 謎屋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3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PM( 地獄船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4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RQ( 鑰匙與地下鐵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5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QT( 獅子的爪子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6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QTK( 神秘的人像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7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OO( 惡魔的腳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8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RTT( 黑蛇紳士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79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KP( 魔術師的傳奇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80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LM( 土人的毒箭 ◎ 柯南．道爾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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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581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MT( 蠟面人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82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0 y(7IJ5H5*RKKSNQ( 黑色魔船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83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5*RKQKSL( 明信片之謎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84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5*RKQKTS( 魔鬼的蹄印 ◎ 柯南．道爾 140

EB020585 繆思 ﹝英國文學﹞ 2005 y(7IJ8G7*NTTMPK( 星塵 ◎ 尼爾 ˙蓋曼 260

EB020586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TPN( 萊拉的牛津 ◎ 菲力普‧普曼 200

EB020587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TOQ( 黃金羅盤 (黑暗元素 I ) ◎ 菲力普‧普曼 350

EB020588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TMM( 奧祕匕首 (黑暗元素 II ) ◎ 菲力普‧普曼 350

EB020589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TNT( 琥珀望遠鏡 (黑暗元素 III ) ◎ 菲力普‧普曼 400

EB020590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QNM( 殘缺騎士 ◎ 懷特 280

EB020591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QQN( 風中燭 ◎ 懷特 220

EB020592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RKK( 煙與鏡 ◎ 尼爾．蓋曼 350

EB020593 繆思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RRT( 巨靈首部曲 -古都護符的陰謀 ◎ 喬 ?森 ˙史特勞 350

EB020594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QQPLNO( 魔是魔法的魔 ◎ 尼爾．蓋曼 280

EB020595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QQPLQP( 巨靈三部曲 -托勒密之門 ◎ 喬 ?森 ˙史特勞 350

EB020596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7*NTTSOR( 美國眾神 ◎ 尼爾．蓋曼 370

EB020597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QQPKPT( 無有鄉 (新版 ) ◎ 尼爾 . 蓋曼 380

EB020598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QQPKOM( 好預兆 ◎ 尼爾．蓋曼 333

EB020599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7*NTTSSP( 巨靈二部曲 -魔眼之謎 ◎ 喬 ?森 ˙史特勞 350

EB020600 繆思 ﹝英國文學﹞ 2008 x(6G7BA6*PKKRNT( 好神套書 (好預兆 +美國眾神 +贈品磁鐵 ) ◎ 尼爾．蓋曼 703

EB020601 繆思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QQPLRM( 巴黎 . 賽啦 ! ◎ 史蒂芬‧克拉克 280

EB020602 大家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8*PKSSSK( 愛是妳 . 愛是屎 ◎ 史蒂芬‧克拉克 320

EB020603 繆思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QQPLST( 偽倫敦 ◎ 柴納．米耶維 340

EB020604 繆思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QQPLTQ( 阿南西之子 ◎ 尼爾．蓋曼 320

EB020605 繆思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QQPMLT( 紅寶石迷霧 ◎ 菲力普．普曼 199

EB020606 繆思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QQPMPR( 北方之星 ◎ 菲力普．普曼 250

EB020607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SMP( 歐珀的詭計：阿特米斯奇幻歷險4 ◎ 艾歐因 . 寇弗（ Eoin Colfer） 300

EB020608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OS( 惡魔來襲：阿特米斯奇幻歷險5 ◎ 艾歐因 . 寇弗（ Eoin Colfer） 320

EB020609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LR( 精靈的贖金：阿特米斯奇幻歷險1 ◎ 艾歐因 . 寇弗（ Eoin Colfer） 169

EB020610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MO( 北極圈的挑戰：阿特米斯奇幻歷險2 ◎ 艾歐因 . 寇弗（ Eoin Colfer） 280

EB020611 天培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NL( 永恆的密碼：阿特米斯奇幻歷險3 ◎ 艾歐因 . 寇弗（ Eoin Colfer） 280

EB020612 天培 ﹝英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MQT( 遺失翅膀的天使 ◎ 奧耶耶美（ Helen Oyeyemi） 260

EB020613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MTTTL( 畢卡索―綠色小樹蛙 (附 CD1片 ) ◎ AmandaGraham著；JohnSiow繪；本局編輯部譯 200

EB020614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QQT( (蒙弟闖幽靈屋 )下雨天／媽媽驚魂記 (附 CD1
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洪敦信譯

180

EB020615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QRQ( (蒙弟闖幽靈屋 )寂寞小屋／蒙弟撞見幽靈 (附 CD1
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洪敦信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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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616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QSN( (皮皮和爺爺 )賣蘋果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沈品攸譯 170

EB020617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QTK( (皮皮和爺爺 )地道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沈品攸譯 170

EB020618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KQ( (皮皮和爺爺 )狂風天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沈品攸譯 170

EB020619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LN( (皮皮和爺爺 )皮皮的禮物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沈品攸譯 170

EB020620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MK( (絲絲森林逗毛毛 )毛毛有個點子／毛毛下蛋記 (附
CD1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洪敦信譯

180

EB020621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NR( (絲絲森林逗毛毛 )毛毛美麗的尾巴／驚喜的派對 (附
CD1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洪敦信譯

180

EB020622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OO( (哈啦陽光山丘 )滴滴；答答和多多 (附 CD1
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郭雅瑜譯

170

EB020623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PL( (哈啦陽光山丘 )水獺歐力 (附 CD1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郭雅瑜譯 170

EB020624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QS( (哈啦陽光山丘 )青蛙哈潑 (附 CD1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郭雅瑜譯 170

EB020625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RP( (哈啦陽光山丘 )努努和諾諾 (附 CD1片 ) ◎ GillDavies著；EricKincaid繪；郭雅瑜譯 170

EB020626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SM( (寶貝一族 )熊寶寶 (附 CD1片 ) ◎ TerryDinning著；GillGuile繪；陳孟如譯 190

EB020627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RTT( (寶貝一族 )小松鼠山咪 (附 CD1片 ) ◎ TerryDinning-著；GillGuile-繪；陳孟如 -譯 190

EB020628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KP( (寶貝一族 )小兔子哈維 (附 CD1片 ) ◎ TerryDinning著；GillGuile繪；陳孟如譯 190

EB020629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LM( (小龍嗡嗡嗡 )小龍和貓頭鷹 (附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陳韋倩譯 180

EB020630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MT( (小龍嗡嗡嗡 )小龍藏身處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陳韋倩譯 180

EB020631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NQ( (小龍嗡嗡嗡 )小龍和兔子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陳韋倩譯 180

EB020632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ON( (小龍嗡嗡嗡 )樹林裡的小龍 (附CD1片 ) ◎ LucyKincaid著；EricKincaid繪；陳韋倩譯 180

EB020633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PK( (淘氣一族 )巫婆姬達 (附 CD1片 ) ◎ TerryDinning著；AngelaKincaid繪；陳 190

EB020634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QR( (淘氣一族 )淘氣小貓咪 (附 CD1片 ) ◎ TerryDinning著；AngelaKincaid繪；陳 190

EB020635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RO( (淘氣一族 )小狐狸弗瑞迪 (附 CD1片 ) ◎ TerryDinning著；AngelaKincaid繪；陳 190

EB020636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SL( (頑皮一族 )牧羊犬山姆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GillGuile繪；曾蕙蘭譯 190

EB020637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STS( (頑皮一族 )斑斑學汪汪叫 (附 CD1片 ) ◎ LucyKincaid著；GillGuile繪；曾蕙蘭譯 190

EB020638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1*ONKTKO( (頑皮一族 )六隻吵鬧的狗寶寶 (附CD1片 ) ◎ LucyKincaid著；GillGuile繪；曾蕙蘭譯 190

EB020639 三民書局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1*ONPMOO( 烏龍森林 (附 CD1片 ) ◎ Tracey、AndrewRogers著／繪；何信彰譯 210

EB020640 大塊 ﹝英國文學﹞ 9712 y(7IJ8G2*LNKSRM( 吃掉黑暗的怪獸 ◎ 幾米‧繪∕喬依絲．唐巴‧文 280

EB020641 大塊 ﹝英國文學﹞ 2005 y(7IJ8G7*MTLLLK( 深夜小狗神祕習題 ◎ 馬克．海登 280

EB020642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PQM( 火星人入侵 ◎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140

EB020643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QKT( 老人與海 ◎ 厄尼斯特‧海明威 140

EB020644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QKM( 尋寶奇謀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45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QLT( 淘氣鬼行善記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46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PTQ( 魔法墜子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47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QMQ( 許願精靈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48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NP( 鐵路邊的小孩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49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OM( 亞頓城的魔法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50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RN( 迪奇的時空旅行 ◎ 意‧奈士比特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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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651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PT( 湯姆的午夜花園 ◎ 菲利帕 ˙皮亞斯 260

EB020652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RR( 山楂樹下 ◎ 瑪莉塔麥‧肯納 220

EB020653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MK( 真相 ◎ 貝佛莉‧奈杜 320

EB020654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NN( 手提箱小孩 ◎ 賈桂琳‧威爾森 200

EB020655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PR( 麵粉娃娃 ◎ 安‧范 240

EB020656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MP( 雙胞胎行動 ◎ 賈桂琳‧威爾森 250

EB020657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QK( 十三號月台的秘密 ◎ 艾娃‧伊寶森 250

EB020658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KT( 島王 ◎ 麥克‧莫波格 220

EB020659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RNQ( 蝴蝶獅 ◎ 麥克‧莫波格 200

EB020660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MN( 尋找天使 ◎ 希拉蕊‧麥凱 240

EB020661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SP( 瑪麗安的夢 ◎ 凱薩琳‧史都（ Catherine Storr） 240

EB020662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PN( 梭河上的寶藏 ◎ 菲利帕‧皮亞斯 280

EB020663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KR( 棒棒糖小姐 ◎ 狄克‧金‧史密斯 220

EB020664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OP( 幸運的棒棒糖 ◎ 狄克‧金‧史密斯 220

EB020665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MM( 少年間諜艾列克 -風暴剋星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40

EB020666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8*MONNNK( 少年間諜艾列克 -直擊巔峰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50

EB020667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8*MONNOR( 少年間諜艾列克 -骷髏島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50

EB020668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SLLKQR( 少年間諜艾列克 -飛鷹特擊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80

EB020669 小魯文化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SLLKRO( 少年間諜艾列克 -毒蠍獵殺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80

EB020670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0*PLTMSK( 小水手探險記 ◎ 亞瑟 . 然森 360

EB020671 幼獅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OQKRK( 長頸鹿小鵜兒和我 ◎ 羅爾德．達爾 180

EB020672 幼獅文化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OQKSR( 大大大大的鱷魚 ◎ 羅爾德．達爾 180

EB020673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QKT( 老人與海 ◎ 厄尼斯特‧海明威 140

EB020674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MM( 少年間諜艾列克 -風暴剋星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40

EB020675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8*MONNNK( 少年間諜艾列克 -直擊巔峰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50

EB020676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8*MONNOR( 少年間諜艾列克 -骷髏島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50

EB020677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SLLKQR( 少年間諜艾列克 -飛鷹特擊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80

EB020678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SLLKRO( 少年間諜艾列克 -毒蠍獵殺 ◎ 安東尼‧赫洛維茲 Anthony Horowitz 280

EB020679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PR( 麵粉娃娃 ◎ 安‧范 240

EB020680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QK( 十三號月台的秘密 ◎ 艾娃‧伊寶森 250

EB020681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MN( 尋找天使 ◎ 希拉蕊‧麥凱 240

EB020682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KR( 棒棒糖小姐 ◎ 狄克‧金‧史密斯 220

EB020683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OP( 幸運的棒棒糖 ◎ 狄克‧金‧史密斯 220

EB020684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MK( 真相 ◎ 貝佛莉‧奈杜 320

EB020685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RNQ( 蝴蝶獅 ◎ 麥克‧莫波格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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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686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KT( 島王 ◎ 麥克‧莫波格 220

EB020687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SP( 瑪麗安的夢 ◎ 凱薩琳‧史都（ Catherine Storr） 240

EB020688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PT( 湯姆的午夜花園 ◎ 菲利帕 ˙皮亞斯 260

EB020689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PN( 梭河上的寶藏 ◎ 菲利帕‧皮亞斯 280

EB020690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QKM( 尋寶奇謀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1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QLT( 淘氣鬼行善記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2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PTQ( 魔法墜子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3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1997 y(7IJ5H5*RKPQMQ( 許願精靈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4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NP( 鐵路邊的小孩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5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OM( 亞頓城的魔法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6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RN( 迪奇的時空旅行 ◎ 意‧奈士比特 160

EB020697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NN( 手提箱小孩 ◎ 賈桂琳‧威爾森 200

EB020698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MP( 雙胞胎行動 ◎ 賈桂琳‧威爾森 250

EB020699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RR( 山楂樹下 ◎ 瑪莉塔麥‧肯納 220

EB020700 東方出版 ﹝英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PQM( 火星人入侵 ◎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140

EB020701 繆思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2*SRRNRL( 我是老鼠 ◎ 菲力普‧普曼 260

EB020702 繆思 ﹝英國文學﹞ 2003 y(7IJ5H2*SKLMPN( 深邃林之外 ◎ 保羅．史都沃，克利斯．瑞德 240

EB020703 繆思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2*SRRNOK( 卡斯坦伯爵 ◎ 菲力普‧普曼 200

EB020704 繆思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NTTKQT( 牆璧裡的狼 ◎ 尼爾‧蓋曼 / 大衛 . 麥金 220

EB020705 繆思 ﹝英國文學﹞ 2004 y(7IJ5H2*TPNKSM( 石中劍 ◎ 懷特 199

EB020706 繆思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NTTKOP( 空暗女王 ◎ 懷特 220

EB020707 繆思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NTTKPM( 那天 . 我用爸爸換了兩條金魚 ◎ 尼爾‧蓋曼 220

EB020708 繆思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PMQ( 彼得潘 ◎ 詹姆斯．馬修．巴利 220

EB020709 繆思 ﹝英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PNN( 紅衣彼得潘 ◎ 潔若汀．麥考琳 220

EB020710 野人 ﹝英國文學﹞ 2008 y(7IJ8G6*SKRNNQ( 半月偵探 ◎ 歐文．寇弗 280

EB020711 網路與書 ﹝英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KRL( 伊利亞隨筆 ◎ 查爾斯．蘭姆 360

EB020712 網路與書 ﹝英國文學﹞ 2009 y(7IJ8G6*SOLNOR( 托爾金的袍子 ◎ 瑞克‧傑寇斯基 280

EB020713 台灣商務 ﹝英國文學﹞ 2009 y(7IJ5H0*PMNTSK( 最後的告別 ◎ 布萊克‧摩里森 280

EB020714 智庫文化 ﹝英國文學﹞ 1999 y(7IJ5H8*NTQRMM( 唯愛最真 ◎ 280

EB020715 左岸 ﹝英國文學﹞ 2004 y(7IJ8G7*SPOSKN( 小心 . 偏見 ! ◎ 彼得 . 尤斯提諾夫 250

EB020716 一覽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8*MOQSQR( 臥底女狼 -單身女子第一名 ◎ 珍妮佛 ˙歐康娜 199

EB020717 一覽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8*MKMLOQ( 單身女子第一名（舊版書） ◎ 珍妮佛．歐康娜 250

EB020718 一覽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8*MKMLMM( 販賣美好生活 --一場非勝不可的行銷之戰 ◎ 馬爾特 . 維克斯 350

EB020719 大塊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QQR( 海柏利昂2 ◎ 丹．西蒙斯 550

EB020720 大塊 ﹝美國文學﹞ 2010 y(7IJ8G2*LNLQKM( 星火燎原（飢餓遊戲2） ◎ 蘇珊．柯林斯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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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721 大塊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2*LNLPNO( 夜之屋 ◎ 菲莉絲．卡司特＋克麗絲婷．卡司特 99

EB020722 大塊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2*LNLMQS( 帶走月亮的女孩 ◎ 朗達‧婕拉爾 280

EB020723 小異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8*OPQTRQ( 死後四十種生活 ◎ 大衛‧伊葛門 / 著 &伊卡魯斯 / 繪 250

EB020724 小異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8*MLROTM( 禁入廢墟 ◎ 史考特．史密斯 350

EB020725 小異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8*OPQTNS( 惡搞研習營 ◎ 恰克‧帕拉尼克 399

EB020726 小異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8*OPQTTK( 鄰家女孩 ◎ 傑克．凱堔 280

EB020727 小異 ﹝美國文學﹞ 2010 y(7IJ8G8*PSORKT( 傲慢與偏見與殭屍 ◎ 珍‧奧斯汀 &賽斯‧葛雷恩 -史密斯 280

EB020728 大穎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7*MNPQRL( 聽不見的音樂會 ◎ 以撒 . 米爾曼 (Isaac Millman)文 . 圖 ; 孔繁璐譯 280

EB020729 大穎文化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7*MNPTNK( 不愛鬥牛的小小鬥牛士 ◎ 朱利安 . 海特 (Julian Hector)作 ; 胡洲賢譯 220

EB02073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TOS( 雨果的祕密 ◎ 布萊恩‧賽茲尼克 Brian Selznick 630

EB02073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KQS( 海蒂的天空 ◎ 克比‧萊森 280

EB02073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10 y(7IJ5H5*RKTOTP( 魔術師的大象 ◎ 凱特‧狄卡密歐 260

EB020733 出色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2*TRRRMT( 開心遊戲 ◎ 伊蓮娜．波特 240

EB020734 好 FUN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TLMMRQ( 開心遊戲 ◎ 伊蓮娜 220

EB020735
典藏藝
術家庭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SNNMLM( 偉大的甜甜圈阿尼 ◎ 羅莉‧凱樂 280

EB020736
典藏藝
術家庭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SNNNLL( 普利斯奶奶的瓶子屋 ◎ 梅麗莎‧史雷梅克 280

EB020737
典藏藝
術家庭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SNNMSL( 小桃紅 ◎ 梅麗莎‧斯威特 280

EB02073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TOS( 雨果的祕密 ◎ 布萊恩‧賽茲尼克 Brian Selznick 630

EB02073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KQS( 海蒂的天空 ◎ 克比‧萊森 280

EB02074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RP( 寶兒―穿背心的野鴨 ◎ 約翰‧伯寧罕 260

EB02074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10 y(7IJ5H5*RKTOTP( 魔術師的大象 ◎ 凱特‧狄卡密歐 260

EB02074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LP( 洛克的小被被 ◎ 凱瓊安．雅瑟比 250

EB020743 法鼓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TSONLL( 九歲的成年禮 ◎ 320

EB020744 米娜貝爾 ﹝美國文學﹞ 2003 y(7IJ8G7*QOKKOS( 愛蜜莉亞的家 (米娜貝爾 ) ◎ 伊莉沙 . 湯瑪斯 200

EB020745 胡桃木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OTMSLL( 被國際換日線絆倒 (再見優格騎士 ) ◎ 提姆、卡希爾 280

EB020746 胡桃木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OTMSMS( 鴨子啄得我滿頭包 -新版 (胡桃木 ) ◎ 提姆、卡希爾 280

EB020747 奧林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MNPLPM( 我喜歡爸爸在家 ◎ 220

EB020748 意象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8*OKROQQ( 上帝的5個孩子 ◎ SuzanneSmith&韓明媚 250

EB020749 黎明文化 ﹝美國文學﹞ 1997 y(7IJ5H1*QKPKNQ( 小婦人 [精 ] ◎ 露意莎梅 ,奧柯特原著 ; 林家玲改寫 280

EB020750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0*TLOKMN( 小鹿斑比 ◎ 蘊雯 99

EB020751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0*TLNTQP( 大亨小傳 ◎ 黃淑慎 99

EB020752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0*TLRPON( 魔法或是瘋狂 ◎ 林淑芬 320

EB020753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LLMQON( 史密斯任務 ◎ 杜可名 300

EB020754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LLMQRO( 人質 ◎ 莊琇雲 380

EB020755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LLMQTS( 心機掃描 ◎ 陳怡芬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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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756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LQQOKK( 記憶裂痕 ◎ 周慧萍 299

EB020757 正中書局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0*TLQSMT( 關鍵下一秒 ◎ 菲利普狄克 350

EB020758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1997 y(7IJ5H1*TMLNOL( 禪與美國文學 (精 ) ◎ 陳元音 300

EB020759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1997 y(7IJ5H1*TMLNPS( 禪與美國文學 (平 ) ◎ 陳元音 230

EB020760 國家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3*QKQPRO( 美俄文學名著巡禮 ◎ 潘壽康 250

EB020761 九歌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4*OOLSQK( 美國三大小說家賞析 ――海明威福克納厄卜代
克（原：海明威、福克納、厄卜代克） ◎ 朱炎

299

EB020762 天培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QKRQMN( 醫生的翻譯員 ◎ 鍾芭．拉希莉（ Jhumpa Lahiri） 240

EB020763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PLSKLQ( 我不是灰姑娘 ◎ 黛博拉 . 葛瑞森 著 200

EB02076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5*RKTOQO( 好心的大爺！幫幫忙！ 聽聽 來自一座古老莊
園的聲音 ◎ 蘿拉‧愛米‧舒麗茲

320

EB020765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POO( 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 ◎ 皮藍德婁 原著 220

EB02076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5*RKTOQO( 好心的大爺！幫幫忙！ 聽聽 來自一座古老莊
園的聲音 ◎ 蘿拉‧愛米‧舒麗茲

320

EB020767 天培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MP( 午夜雙胞胎 ◎ 賈桂琳‧米察 (Jacquelyn Mitchard) 260

EB020768 天培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KL( 海明威家族的詛咒 ◎ 約翰．海明威（ John Hemingway） 250

EB020769 天培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TN( 無形之愛 ◎ 詹姆士‧派特森（ James Patterson）、嘉伯莉‧查本（Gabrielle Charbonnet） 280

EB020770 天培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RTP( 查考 ◎ 吉兒．桂葛芮（ Jill Gregory） 凱倫．汀托瑞（ Karen Tintori） 300

EB020771 天培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ROK( 要命的搖滾 ◎ 蘿拉．李普曼（ Laura Lippman） 300

EB020772 天培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RPR( 罪惡之果 ◎ 克萊兒 ˙蘭霍（ ClareLangley-Hawthorne） 280

EB020773 天培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QPS( 純真證人 ◎ 蘿拉．李普曼（ Laura Lippman） 280

EB020774 天培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QMR( 在極光中遺忘 ◎ 范達拉．薇達 (Vendela Vida ) 250

EB020775 天培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QLK( 幽暗森林 ◎ 亞嫚達‧奎格（ Amanda Craig） 300

EB020776 天培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TR( 守護天使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300

EB020777 天培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RN( 暗夜沉樹 ◎ 卡蘿．古德曼（ Carol Goodman） 320

EB020778 天培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LL( 大象的眼淚 ◎ 莎拉‧格魯恩（ Sara Gruen） 320

EB020779 天培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MS( 試驗年代 ◎ 麥可‧康寧漢（ Michael Cunningham） 320

EB020780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TS( 魅惑之城 ◎ 蘿拉．李普曼（ Laura Lippman） 280

EB020781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SL( 暗紅殺機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280

EB020782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NQ( 亡語湖 ◎ 卡蘿．古德曼（ Carol Goodman） 330

EB020783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QR( 遺愛基列 ◎ 瑪莉蓮．羅賓遜（ Marilynne Robinson） 250

EB020784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RO( 巴爾的摩藍調 ◎ 蘿拉．李普曼（ Laura Lippman） 280

EB020785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ON( 海之魅惑 ◎ 卡蘿．古德曼（ Carol Goodman） 320

EB020786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PK( 失 ?的病歷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280

EB020787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KP( 聖堂格殺令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280

EB020788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NQS( 一丘之貉 ◎ 賈桂琳‧溫斯皮爾（ Jacqueline Winspear） 320

EB020789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NRP( 奪命碼頭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280

EB020790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NNR( 曙色謀殺 ◎ 賈桂琳‧溫斯皮爾（ Jacqueline Winspear）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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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791 天培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NOO( 索命賠償 ◎ 莎拉‧派瑞斯基（ Sara Paretsky） 260

EB020792 天培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NLN( 瘋狂聖誕 ◎ 大衛．塞德里（ David Sedaris） 180

EB020793 天培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MTK( 相約八號月台 ◎ 卡蘿‧麥修（ Carole Matthews） 250

EB020794 天培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MRQ( 愛情芥末醬 ◎ 莎拉鄧（ Sarah Dunn） 199

EB020795 天培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NKQ( 陽性反應（限制級） ◎ 保羅‧羅素（ Paul Russell） 320

EB020796 天培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RPTMNS( 冬日將盡 ◎ 凱特．摩絲（ Kate Moses ） 280

EB020797 天培 ﹝美國文學﹞ 2004 y(7IJ8G7*RPTLSO( 同名之人 ◎ 鍾芭．拉希莉（ Jhumpa Lahiri） 280

EB020798 天培 ﹝美國文學﹞ 2003 y(7IJ8G7*RPTKRS( 羅丹島之戀 ◎ 尼可拉斯‧史派克（ Nicholas Sparks） 220

EB020799 天培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PLL( 風水行騙 ◎ 王涵（ Han Ong） 280

EB020800 天培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KKT( 布魯克林孤兒 ◎ 強納森‧列瑟（ Jonathan Lethem） 250

EB020801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1*ONKTTR( 黛安的日記1 ◎ RonaldBrown著；呂亨英譯；劉俊男繪圖 190

EB020802 大塊 ﹝美國文學﹞ 9311 y(7IJ8G7*QKKRTK(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 米奇．艾爾邦 250

EB020803 大塊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RMR( 再給我一天 ◎ 米奇．艾爾邦 250

EB020804 大塊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2*LNKMKT( 海柏利昂 ◎ 丹．西蒙斯 450

EB020805 大塊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2*LNLNQR( 飢餓遊戲 ◎ 蘇珊．柯林斯 320

EB020806 大塊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PRO( 天殺的熱帶日子 ◎ 大衛‧昂格 380

EB020807 大塊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TQN( 優雅仕女的私密旅館 ◎ 愛倫．昆妮 380

EB020808 大塊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TTO( 最後一秒的溫度 ◎ 蓉琳．朵蒙 380

EB020809 網路與書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8*MRLLSK( 輪子上的帕那索斯 ◎ 克里斯多夫．墨里 200

EB020810 網路與書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6*SOLNRS( 狂野的夜！ ◎ 喬伊斯‧卡洛‧奧茲 280

EB02081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SK( 我那特異的奶奶 ◎ 瑞奇‧派克 220

EB02081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8*MONNKT( 她是我哥哥 ◎ 茱莉．安．彼得絲 260

EB020813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SLLKSL( 分解人 ◎ 尼爾．舒斯特曼 320

EB02081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LLKPK( 生存遊戲 ◎ 安德雅．懷特 280

EB020815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10 y(7IJ5H0*PMOPSL( 那樣的美麗 ◎ 芮妮．羅森 280

EB020816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1999 y(7IJ5H0*PLQLNP( 善惡花園 ◎ 約翰 . 伯蘭特 著 380

EB020817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10 y(7IJ5H0*PMOPKP( 小心輕放 ◎ 茱迪‧皮考特 350

EB020818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0*PMNQQT( 死亡約定 ◎ 茱迪‧皮考特 350

EB020819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0*PMMPSR( 事發的19分鐘 ◎ 茱迪‧皮考特 350

EB020820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0*PMLLTL( 姊姊的守護者 ◎ 茱迪‧皮考特 340

EB020821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0*PMMTNS( 第十層地獄 ◎ 茱迪‧皮考特 320

EB020822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0*PMNNSQ( 換心 ◎ 茱迪‧皮考特 350

EB020823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RRN( 湯姆歷險記 ◎ 馬克吐溫 著 350

EB020824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PLSLSO( 白牙 ◎ 傑克 . 倫敦 著 340

EB020825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RSK( 野性的呼喚 ◎ 傑克 . 倫敦 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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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826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LTO( 愛倫的故事 ◎ 凱伊‧吉本絲 著 200

EB020827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0*PMKKMQ( LOVE ◎ 童妮 . 摩里森 300

EB020828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0*PMNKPS( 所羅門之歌 ◎ 童妮 . 摩里森 380

EB020829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0*PMMPKL( 最藍的眼睛 ◎ 童妮 . 摩里森 260

EB020830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0*PLTKTT( 樂園 ◎ 童妮 . 摩里森 350

EB020831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PLRTMR( 爵士樂 ◎ 童妮 . 摩里森 300

EB020832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PLRRQR( 寵兒 ◎ 童妮 . 摩里森 350

EB020833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0*PMMRKT( 蘇拉 ◎ 童妮 . 摩里森 240

EB020834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0*PMNPSO( 玫瑰之殤 ◎ 愛妮塔‧愛密瑞茲凡尼 340

EB020835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0*PLRPLO( 陷阱與鐘擺 -愛倫坡短篇小說選 ◎ 愛倫坡 著 250

EB020836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QPK( 第凡內早餐 ◎ 楚門 . 卡波提 著 160

EB020837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0*PMNSTS( 禁忌界線 ◎ 蜜雪兒‧凡奧‧柯倫茲 320

EB020838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RNQ( 凱文怎麼了 ? ◎ 蘭諾 . 絲薇佛 490

EB020839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0*PLPORN( 小婦人 ◎ 露意莎梅奧珂特著 350

EB020840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RTM( 美麗的哀傷 ◎ 蘿莉 . 溫斯頓 390

EB020841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ONRNO( 神啊！ ?在嗎？ ◎ Arts & Licensing Inter 200

EB020842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ONROL( Forever ◎ Arts & Licensing Inter 250

EB020843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OPMNN( 回家 (上 ) ◎ 辛西亞．佛特（ Cynthia Voigt）譯者／柯倩華 320

EB020844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OPMOK( 回家 (下 ) ◎ 辛西亞．佛特（ Cynthia Voigt）譯者／柯倩華 320

EB020845 好 FUN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TLMKSP( 羊皮紙上的密碼 ◎ 艾倫坡 190

EB02084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SLLKSL( 分解人 ◎ 尼爾．舒斯特曼 320

EB02084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LLKPK( 生存遊戲 ◎ 安德雅．懷特 280

EB02084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SK( 我那特異的奶奶 ◎ 瑞奇‧派克 220

EB020849 國家 ﹝美國文學﹞ 1992 y(7IJ5H3*QKKSRT( 愛倫坡恐怖小說選 ◎ 蔡為熞 200

EB020850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8G7*SSKKPP( 古城夢 ◎ 420

EB020851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1996 y(7IJ5H9*PPNQKP( 十二根金線 ◎ 180

EB020852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1996 y(7IJ5H9*PPNRKO( 醜女與野獸 ◎ 240

EB020853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1999 y(7IJ5H8*NTQPRT( 當你看到 EMU在天空時：你就會聽到曠野的聲音 ◎ 280

EB020854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0*OSONQQ( 讓愛傳出去 ◎ 360

EB020855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8G7*SSKMQK( 心中的阿樹――一個女孩的愛、分享與奉獻的故事 ◎ 190

EB020856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8G7*SSKNQT( 靈象莫妲 ◎ 340

EB020857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8G7*SSKRST( 半世紀祖孫情 ◎ 280

EB020858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8G7*SSKLOR( 伊波拉病毒 ◎ 280

EB020859 奧林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MPL( 偉大之翼 ◎ 200

EB020860 奧林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0*NTLOKO( 樺樹皮小屋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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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861 繆思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2*SKLMOQ( 赫德御謎士 ◎ 派翠西亞．麥奇莉普 250

EB020862 繆思 ﹝美國文學﹞ 2004 y(7IJ8G7*NTTKNS( 黑暗的左手 ◎ 姚蘇拉‧勒瑰恩 380

EB020863 繆思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2*TPNKRP( 幽城迷影 ◎ 派翠西亞．麥奇莉普 320

EB020864 繆思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NTTLRP( 一無所有 ◎ 姚蘇拉‧勒瑰恩 380

EB020865 繆思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NTTLTT( 時間的皺紋 ◎ 麥德琳 ˙蘭歌 220

EB020866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NTR( 傾斜的星球 ◎ 麥德琳 ˙蘭歌 260

EB020867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QLS( 巨魔海 ◎ 南茜．法墨 320

EB020868 野人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8*MKPTMP( 冰狗任務 ◎ 蓋瑞 ˙伯森 250

EB020869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LK( 水中荒漠 ◎ 麥德琳 ˙蘭歌 260

EB020870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PS( 微光 ◎ 琴娜 ˙杜普洛 250

EB020871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NO( 星火 ◎ 琴娜 ˙杜普洛 280

EB020872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ST( 通往女人國度之門 ◎ 雪莉 ˙泰珀 380

EB020873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POK( 地海巫師 (地海六部曲 I) ◎ 姚蘇拉‧勒瑰恩 250

EB020874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PPR( 地海古墓 (地海六部曲 II) ◎ 姚蘇拉‧勒瑰恩 250

EB020875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PQO( 地海彼岸 (地海六部曲 III) ◎ 姚蘇拉‧勒瑰恩 250

EB020876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PRL( 地海孤雛 (地海六部曲 IV) ◎ 姚蘇拉‧勒瑰恩 250

EB020877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PSS( 地海故事集 (地海六部曲 V) ◎ 姚蘇拉‧勒瑰恩 250

EB020878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PTP( 地海奇風 (地海六部曲 VI) ◎ 姚蘇拉‧勒瑰恩 250

EB020879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LPM( 追蹤師3-草原狼導師 ◎ 湯姆 ˙布朗 250

EB020880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QOT( 亞法隆女王（亞法隆迷霧 I） ◎ 瑪麗安．紀默．布蕾利 360

EB020881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QPQ( 卡美洛王后（亞法隆迷霧Ⅱ） ◎ 瑪麗安．紀默．布蕾利 320

EB020882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QTO( 鹿王（亞法隆迷霧Ⅲ） ◎ 瑪麗安．紀默．布蕾利 290

EB020883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RMO( 橡樹之囚（亞法隆迷霧 IV） ◎ 瑪麗安．紀默．布蕾利 320

EB020884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SMN( 王城闇影 (五神傳奇第一部 ) ◎ 洛伊斯．莫瑪絲特．布約德 400

EB020885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KTL( 追蹤師1-松林少年的追尋 ◎ 湯姆 ˙布朗 280

EB020886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LML( 星星婆婆的雪鞋 ◎ 威兒瑪．瓦歷斯 200

EB020887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LNS( 追蹤師2-追蹤師的足跡 ◎ 湯姆 ˙布朗 250

EB020888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TLP( 靈魂護衛 (五神傳奇第二部 ) ◎ 洛伊斯．莫瑪絲特．布約德 380

EB020889 木馬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TRNTMP( 打鬼戰士 (2):檔案 Z ◎ 麥克斯‧布魯克斯 300

EB020890 大塊 ﹝美國文學﹞ 2010 y(7IJ8G2*LNLROT( 背叛（夜之屋2） ◎ 菲莉絲．卡司特＋克麗絲婷．卡司特 280

EB020891 九歌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4*OOPRQT( 菲利的幸運符咒 ◎ 約翰‧保利斯 220

EB020892 九歌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4*OOPPSP( 小偵探菲利 ◎ 約翰‧保利斯 220

EB020893 九歌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4*OOOSTM( 愛吃糖的菲利 ◎ 約翰‧保利斯 220

EB020894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1997 y(7IG6G1*OKKMRO( 農場裡的小故事系列 (4冊 ) ◎ 480

EB020895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6 y(7IG6G1*OKKORM( 我愛阿瑟系列 (3冊 ) ◎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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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896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1999 y(7IJ5H1*OKLTLL( 伍史利的大日記 (精 )―哈洛森林的妙生活 (Ⅱ ) ◎ 本局編輯部編譯 420

EB020897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1996 y(7IJ5H1*OMNOPQ( 伍史利的大日記 (精 )―哈洛森林的妙生活 (Ⅰ ) ◎ 本局編輯部編譯 420

EB020898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1*OMPMML( 永遠的阿瑟 (精 ) ◎ AmandaGraham、DonnaGynell著；本局編輯 200

EB020899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1*OMPMNS( 阿瑟做家事 (精 ) ◎ AmandaGraham、DonnaGynell-著；本局編輯部 -編 200

EB020900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1*OMPMOP( 阿瑟找新家 (精 ) ◎ AmandaGraham、DonnaGynell著；本局編輯 200

EB020901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1997 y(7IJ5H1*OMRKTQ( 快快睡！豬小弟！ ◎ MoiraButterfield著；RachaelO`Nei 120

EB020902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1*OMRLKM( 別貪心！斑斑貓！ ◎ MoiraButterfield著；RachaelO`Nei 120

EB020903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1*OMRLNN( 別吵了！小母雞！ ◎ MoiraButterfield著；RachaelO`Nei 120

EB020904 三民書局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1*OMRLOK( 別害怕！羊咩咩！ ◎ MoiraButterfield著；RachaelO`Nei 120

EB020905 大穎文化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MNPLLO(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兒童版，注音） ◎ 史賓
賽 . 強森 (Spencer Johnson)著 ; 胡洲賢譯

260

EB020906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MKN( 珊瑚島 ◎ 狄奧多爾 ˙泰勒 200

EB020907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NLT( 回家的路 ◎ 貝茲‧拜阿爾斯 200

EB020908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NOK( 出事的那一天 ◎ 瑪利安‧丹‧包爾 200

EB020909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ORK( 十三歲新娘 ◎ 葛羅莉亞‧魏蘭 220

EB02091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PTN( 傻狗溫迪客 ◎ 凱特‧狄卡密歐 200

EB02091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QLQ( 淘金英雄妙管家 ◎ 席德‧弗雷希門 240

EB02091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QNK( 那一年在奶奶家 ◎ 瑞奇 ˙派克 220

EB020913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QTM( 納梭河上的女孩 ◎ 珍妮芙‧賀牡 260

EB02091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KS( 車燈下起舞 ◎ 金伯莉‧威利斯‧霍特 250

EB020915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MM( 狒狒王 ◎ 安東‧昆塔納 250

EB020916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OQ( 挨鞭僮 ◎ 席德‧弗雷希門 200

EB020917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PN( 夏日天鵝 ◎ 貝茲‧拜阿爾斯 220

EB020918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QK( 我不是兇手 ◎ 法蘭絲‧杜威爾 220

EB020919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SO( 想念五月 ◎ 辛西亞‧賴藍特 200

EB02092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KR( 橋下人家 ◎ 娜塔莉‧卡森 200

EB02092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ML( 時報廣場的蟋蟀 ◎ 喬治‧賽爾登 220

EB02092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PM( 山居歲月 ◎ 珍‧克雷賀德‧喬治 240

EB020923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RQ( 記憶傳授人 ◎ 露薏絲‧勞瑞 260

EB02092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QT( 吞鑰匙的男孩 ◎ 傑克‧甘圖斯 240

EB020925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SSN( 藍色海豚島 ◎ 司卡特‧歐德爾 240

EB020926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STK( 高飛 ◎ 凱特‧狄卡密歐 200

EB020927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KQ( 繼承人遊戲 ◎ 艾倫‧拉斯金 320

EB020928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LN( 碎瓷片 ◎ 琳達‧蘇‧帕克 220

EB020929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PL( 天使雕像 ◎ 柯尼斯柏格 220

EB02093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SM( 孿生姊妹 ◎ 凱瑟琳‧佩特森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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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93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TT( 海狸的記號 ◎ 伊麗莎白‧喬治‧史畢爾 220

EB02093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OK( 喬伊失控了 ◎ 傑克‧甘圖斯 250

EB020933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RL( 親愛的漢修先生 ◎ 貝芙莉‧克萊瑞 220

EB02093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TP( 窈窕奶爸 ◎ 安‧范 250

EB020935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PQ( 亞當舅舅 ◎ 安‧馬汀 250

EB020936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RK( 蠍子之家 (上 ) ◎ 南茜‧法墨 250

EB020937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SR( 蠍子之家 (下 ) ◎ 南茜‧法墨 250

EB020938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TM( 菁菁的畫 ◎ 派翠西亞‧萊利‧吉夫 220

EB020939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RS( 吶喊紅寶石 ◎ 莎朗‧克里奇 300

EB02094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SSK( 創意學苑歷險 ◎ 史蒂芬妮‧司‧托蘭 250

EB02094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PS( 雙鼠記 ◎ 凱特‧狄卡密歐 280

EB02094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LP( 鯨眼 ◎ 蓋瑞．施密特 300

EB020943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OQ( 閃亮閃亮 ◎ 辛西亞‧角火田 250

EB02094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SO( 卡彭老大幫我洗襯衫 ◎ 貞妮佛‧邱丹柯 280

EB020945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MRQ( 誰來當王妃 ◎ 姍寧‧海爾 280

EB020946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NPL( 愛德華的神奇旅行 ◎ 凱特‧狄卡密歐 280

EB020947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RPR( 大偉的規則 ◎ 辛西亞．洛德 240

EB020948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SSR( 樂琦的神奇力量 ◎ 蘇珊‧派特隆 240

EB020949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TNL( 幸運小銅板 ◎ 珍妮芙‧賀杜 280

EB02095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KNR( 淘氣的阿柑 ◎ 莎拉‧潘尼培克 200

EB02095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MKK( 伊爾莎離家出走 ◎ 克莉絲蒂娜．涅斯林格 220

EB020952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MNL( 沉默到頂 -布藍威眨眼之謎 ◎ 柯尼斯柏格 220

EB020953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SM( 苦澀巧克力 ◎ 米莉亞．裴斯勒 250

EB020954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KP( 遇見靈熊 ◎ 班．麥可森 220

EB020955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QR( 風中玫瑰 ◎ 潘．慕諾茲．里安 220

EB020956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NK( 狗兒沉睡時分 ◎ 米莉亞‧裴斯勒 280

EB020957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RKM( 看不見的訪客 ◎ 瑪麗亞‧格里珀 220

EB020958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TKMK( 微笑吧！蒙娜麗莎 ◎ 柯尼斯柏格 260

EB020959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LPK( 隱形男孩 vs. 盲眼女孩 ◎ 安德魯‧克雷門斯 220

EB020960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5*RKTMRN( 火女孩 ◎ 東尼‧艾伯特 300

EB020961 小魯文化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5*RKTMRN( 星期三戰爭 ◎ 蓋瑞‧施密特

EB020962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OPNSR( 逃出1840 ◎ Margaret Peterson Haddix 280

EB020963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OPNTO( 妖精的小孩 ◎ Eloise McGraw 299

EB020964 幼獅文化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OQRQQ( 動物我愛你 ◎ 辛西亞．賴藍特 220

EB020965
典藏藝
術家庭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SNNMRO( 夏綠蒂遊巴黎 ◎ 瓊安‧奈特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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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0966
典藏藝
術家庭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6*SNNPOK( 夏綠蒂遊紐約 ◎ 作者／瓊安‧奈特 繪者／梅麗莎‧斯威特 300

EB020967
典藏藝
術家庭

﹝美國文學﹞ 2010 y(7IJ8G6*SNNQNM( 夏綠蒂遊倫敦 ◎ 瓊安‧奈特 (Joan MacPhail Knight) 320

EB02096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SNP( 艾莉森的家 ◎ Allen Say 260

EB02096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LN( 咬人花 ◎ H. A. 雷 260

EB02097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LQ( 鴿子的天使 ◎ 大衛 ˙麥考利 260

EB02097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SSN( 藍色海豚島 ◎ 司卡特‧歐德爾 240

EB02097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SSK( 創意學苑歷險 ◎ 史蒂芬妮‧司‧托蘭 250

EB02097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MLR( 一隻聖誕雞 ◎ 尼奇‧達利 260

EB02097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MM( 小熊的小船 ◎ 伊芙‧邦婷 250

EB02097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MT( 我想有個家 ◎ 伊芙‧邦婷 260

EB02097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TT( 海狸的記號 ◎ 伊麗莎白‧喬治‧史畢爾 220

EB02097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SS( 木筏的夏天 ◎ 吉姆‧拉瑪奇 299

EB02097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MM( 狒狒王 ◎ 安東‧昆塔納 250

EB02097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TP( 窈窕奶爸 ◎ 安‧范 250

EB02098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PQ( 亞當舅舅 ◎ 安‧馬汀 250

EB02098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LPK( 隱形男孩 vs. 盲眼女孩 ◎ 安德魯‧克雷門斯 220

EB02098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SM( 苦澀巧克力 ◎ 米莉亞．裴斯勒 250

EB02098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NK( 狗兒沉睡時分 ◎ 米莉亞‧裴斯勒 280

EB02098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RR( 大腳ㄚ跳芭蕾 ◎ 艾美‧楊 260

EB02098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KQ( 繼承人遊戲 ◎ 艾倫‧拉斯金 320

EB02098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TT( 妮娜的奶嘴 ◎ 克莉絲汀‧瑙曼‧維明 250

EB02098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MKK( 伊爾莎離家出走 ◎ 克莉絲蒂娜．涅斯林格 220

EB02098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LM( 鬆餅生日會 ◎ 呂奎希‧雷奎斯 250

EB02098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PM( 凱琪的包裹 ◎ 坎達絲‧弗萊明 280

EB02099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MKN( 珊瑚島 ◎ 狄奧多爾 ˙泰勒 200

EB02099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RL( 親愛的漢修先生 ◎ 貝芙莉‧克萊瑞 220

EB02099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NLT( 回家的路 ◎ 貝茲‧拜阿爾斯 200

EB02099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PN( 夏日天鵝 ◎ 貝茲‧拜阿爾斯 220

EB02099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RPR( 大偉的規則 ◎ 辛西亞．洛德 240

EB02099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OQ( 閃亮閃亮 ◎ 辛西亞‧角火田 250

EB02099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SO( 想念五月 ◎ 辛西亞‧賴藍特 200

EB02099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MRQ( 誰來當王妃 ◎ 姍寧‧海爾 280

EB02099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QS( 艾蜜莉的畫 ◎ 彼得‧加泰隆諾多 260

EB02099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9 y(7IJ5H5*RKTMRN( 火女孩 ◎ 東尼‧艾伯特 300

EB02100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PK( 輪椅是我的腳 ◎ 法蘭茲 -約瑟夫‧豪尼格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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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00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QK( 我不是兇手 ◎ 法蘭絲‧杜威爾 220

EB02100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KS( 車燈下起舞 ◎ 金伯莉‧威利斯‧霍特 250

EB02100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RON( 我自己做 ! ◎ 保羅‧弗立斯特（奧地利） 250

EB02100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RK( 蠍子之家 (上 ) ◎ 南茜‧法墨 250

EB02100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SR( 蠍子之家 (下 ) ◎ 南茜‧法墨 250

EB02100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NR( 安娜的新大衣 ◎ 哈里特．齊飛 260

EB02100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PL( 天使雕像 ◎ 柯尼斯柏格 220

EB02100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MNL( 沉默到頂 -布藍威眨眼之謎 ◎ 柯尼斯柏格 220

EB02100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TKMK( 微笑吧！蒙娜麗莎 ◎ 柯尼斯柏格 260

EB02101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PN( 送奶奶一頂帽子 ◎ 派翠西亞‧波拉蔻 260

EB02101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MPM( 我的紅髮臭老哥 ◎ 派翠西亞‧波拉蔻 260

EB02101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TM( 菁菁的畫 ◎ 派翠西亞‧萊利‧吉夫 220

EB02101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PM( 山居歲月 ◎ 珍‧克雷賀德‧喬治 240

EB02101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TNL( 幸運小銅板 ◎ 珍妮芙‧賀杜 280

EB02101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QTM( 納梭河上的女孩 ◎ 珍妮芙‧賀牡 260

EB02101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SO( 卡彭老大幫我洗襯衫 ◎ 貞妮佛‧邱丹柯 280

EB02101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KR( 橋下人家 ◎ 娜塔莉‧卡森 200

EB02101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QLQ( 淘金英雄妙管家 ◎ 席德‧弗雷希門 240

EB02101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ROQ( 挨鞭僮 ◎ 席德‧弗雷希門 200

EB02102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KP( 遇見靈熊 ◎ 班．麥可森 220

EB02102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MR( 想念巴尼 ◎ 茱蒂．威爾斯特 260

EB02102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KNR( 淘氣的阿柑 ◎ 莎拉‧潘尼培克 200

EB02102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RS( 吶喊紅寶石 ◎ 莎朗‧克里奇 300

EB02102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PO( 蝴蝶和大雁 ◎ 荷莉‧凱勒 260

EB02102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QT( 吞鑰匙的男孩 ◎ 傑克‧甘圖斯 240

EB02102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KOK( 喬伊失控了 ◎ 傑克‧甘圖斯 250

EB02102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PTN( 傻狗溫迪客 ◎ 凱特‧狄卡密歐 200

EB02102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STK( 高飛 ◎ 凱特‧狄卡密歐 200

EB02102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PS( 雙鼠記 ◎ 凱特‧狄卡密歐 280

EB02103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NPL( 愛德華的神奇旅行 ◎ 凱特‧狄卡密歐 280

EB02103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SO( 媽媽就要回家嘍 ◎ 凱特‧班克斯 250

EB02103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SM( 孿生姊妹 ◎ 凱瑟琳‧佩特森 280

EB02103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OO( 外婆萬歲 ◎ 凱瑞‧貝斯特 280

EB02103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NS( 媽媽小時候 ◎ 凱薩琳‧萊斯基 250

EB02103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KS( 馬桶裡有妖怪 ◎ 勞倫斯‧波居農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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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03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ML( 時報廣場的蟋蟀 ◎ 喬治‧賽爾登 220

EB02103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QS( 22個孤兒 ◎ 堤吉比‧費爾德肯卜 260

EB02103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5*RKQTLN( 碎瓷片 ◎ 琳達‧蘇‧帕克 220

EB02103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OQ( 公園小霸王 ◎ 菲力斯‧雷諾茲‧奈勒 260

EB02104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QNK( 那一年在奶奶家 ◎ 瑞奇 ˙派克 220

EB021041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ORK( 十三歲新娘 ◎ 葛羅莉亞‧魏蘭 220

EB021042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TL( 拼被上散步 ◎ 葳廉明 260

EB021043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NOK( 出事的那一天 ◎ 瑪利安‧丹‧包爾 200

EB021044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TL( 豬奶奶說再見 ◎ 瑪格麗特‧威爾德 260

EB021045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KTM( 歡迎你，畫眉 ◎ 瑪麗‧蓮‧芮 260

EB021046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RKM( 看不見的訪客 ◎ 瑪麗亞‧格里珀 220

EB021047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6 y(7IJ5H5*RKSLLP( 鯨眼 ◎ 蓋瑞．施密特 300

EB021048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RQR( 風中玫瑰 ◎ 潘．慕諾茲．里安 220

EB021049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SSR( 樂琦的神奇力量 ◎ 蘇珊‧派特隆 240

EB021050 東方出版 ﹝美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RQ( 記憶傳授人 ◎ 露薏絲‧勞瑞 260

EB021051 繆思 ﹝美國文學﹞ 2003 y(7IJ5H2*SKLMNT( 發條鐘 ◎ 菲力普‧普曼 160

EB021052 繆思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2*SRRNTP( 天大好事 ◎ 羅德列克 . 湯立 200

EB021053 野人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LPNNOT( 手斧男孩4:鹿精靈 ◎ 蓋瑞 ˙伯森 200

EB021054 野人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KPTMSN( 手斧男孩 ◎ 蓋瑞 ˙伯森 99

EB021055 繆思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NTTMQR( 微核之戰 ◎ 麥德琳 ˙蘭歌 220

EB021056 野人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KPTMTK( 手斧男孩2:領帶河 ◎ 蓋瑞 ˙伯森 200

EB021057 野人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8*LPNNLS( 手斧男孩3:另一種結局 ◎ 蓋瑞 ˙伯森 200

EB021058 野人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8*LPNNSR( 手斧男孩5:獵殺布 ?恩 ◎ 蓋瑞 ˙伯森 200

EB021059 繆思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QKL( 我是摩根勒菲 :卡美洛傳說之一 ◎ 南西．史賓格 240

EB021060 野人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8*LPNNRK( 手斧男孩冒險全紀錄 ◎ 蓋瑞 ˙伯森 999

EB021061 繆思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7*NTTQMP( 我是莫桀 :卡美洛傳說之二 ◎ 南西．史賓格 220

EB021062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8*NKOQOM( 生態小偵探1-知更鳥事件簿 ◎ 珍 ˙喬琪 250

EB021063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KKS( 生態小偵探2-鱷魚事件簿 ◎ 珍 ˙喬琪 250

EB021064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KNT( 生態小偵探全集 (1-4冊套書 ) ◎ 珍 ˙喬琪 870

EB021065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KLP( 生態小偵探3-鱒魚事件簿 ◎ 珍 ˙喬琪 250

EB021066 野人 ﹝美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KMM( 生態小偵探4-推理冒險攻略本 ◎ 珍 ˙喬琪 120

EB021067 野人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6*SKRPPS( 偷書鬼 ◎ Kate klise 250

EB021068 天培 ﹝美國文學﹞ 2003 y(7IJ8G7*RPTKLQ( 我的語言夢 ◎ 大衛‧塞德里（ David Sedaris） 220

EB021069 網路與書 ﹝美國文學﹞ 2006 y(7IJ8G8*MKMRTP( 我一生中的書 ◎ 亨利．米勒 350

EB021070 台灣商務 ﹝美國文學﹞ 2007 y(7IJ5H0*PMMNOL( 地球玩一年 ◎ 芙蘭西絲‧梅耶思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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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071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1995 y(7IJ5H8*SMTNKP( 心牆裡的女人 ◎ 200

EB021072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1995 y(7IJ5H8*SMTPMR( 天使不會死 ◎ 180

EB021073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1996 y(7IJ5H9*PPNOSN( 艾倫：非常玩笑 ◎ 200

EB021074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0 y(7IJ5H0*OSOMQR( 海邊的一年 ◎ 260

EB021075 智庫文化 ﹝美國文學﹞ 2005 y(7IJ8G7*MQOLRQ( 親愛的，只剩下我和你了 ◎ 260

EB021076 木馬 ﹝美國文學﹞ 2008 y(7IJ8G6*TRNRTQ( 打鬼戰士 (1):世界末日求生指南 ◎ 麥克斯‧布魯克斯 280

EB021077 幸福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8*PPPQLR( 朝女聖經 A-Z 甜美生活百分百指南 ◎ DailyCandy 280

EB021078 黎明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1*QKRLNT( 給上帝放個假 [平 ] ◎ 托馬斯．沃特曼等著 280

EB021079 黎明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1*QKRLPN( 讓心靈透透氣 [平 ] ◎ 托馬斯．沃特曼等著 280

EB021080 黎明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1*QKRLOQ( 讓感覺跟著跑 [平 ] ◎ 托馬斯．沃特曼等著 280

EB021081 黎明文化 ﹝美國文學﹞ 2004 y(7IJ5H1*QKRLMM( 讓靈魂躲躲雨 [平 ] ◎ 托馬斯．沃特曼等著 280

EB021082 天培 ﹝美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NM( 陌生的土地 ◎ 鍾芭‧拉希利 (Jhumpa Lahiri) 320

EB021083 小異 ﹝德國文學﹞ 2008 y(7IJ8G8*OPQTLO( 收集孩子的人 ◎ 莎賓娜．提斯勒 360

EB021084 小異 ﹝德國文學﹞ 2009 y(7IJ8G8*OPQTOP( 魔女之子 ◎ 莎賓娜．提斯勒 320

EB021085 大穎文化 ﹝德國文學﹞ 2005 y(7IJ8G8*KSMLMK( 全世界最棒的冒險 ◎ 貝蒂納 . 威格納斯特 (Bettina Wegenast)
文 ; 茱莉亞 . 卡爾格 (Julia Kaergel)圖 ; 張敏慧譯

230

EB021086 大穎文化 ﹝德國文學﹞ 2005 y(7IJ8G8*KSMLNR( 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走！ ◎ 佩特拉 . 夢特 (Petra Monter)
文 ; 莎賓娜 . 威蒙 (Sabine Wiemers)圖 ; 林硯芬譯

250

EB021087 大穎文化 ﹝德國文學﹞ 2005 y(7IJ8G8*KSMLQS( 我比誰大？我比誰小？ ◎ 卡倫 . 何蘭德 (Karen Hollander)文 . 圖 ; 李容棻譯 280

EB021088 大穎文化 ﹝德國文學﹞ 2006 y(7IJ8G7*MNPLRQ( 夢是什麼樣的東西？ ◎ 胡伯特 . 席爾聶克 (Hubert Schirneck)
作 ; 席維亞 . 葛勞普諾 (Sylvia Graupner)繪 ; 陳皇玲譯

260

EB021089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0*PLTKSM( 我的希臘小毛驢 ◎ 李默 250

EB021090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NTQ( 麗麗的新毛衣 ◎ 帕潘著葛呂克繪 220

EB021091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PTO( 乳牙不見了 ◎ 柯奈莉亞 . 馮克 :文 尤麗亞 . 凱爾格圖 220

EB021092 好 FUN ﹝德國文學﹞ 2008 y(7IJ8G6*TLMNQS( 吹牛男爵的異想世界 -帶你進入神奇的幻想境界 ◎ 畢爾格 160

EB021093 法鼓文化 ﹝德國文學﹞ 2006 y(7IJ5H5*TSNOMK( 路卡斯之死 ◎ 350

EB021094 善本書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5*SPQLLN( 三國演義 -毛宗崗批著本 (上 / 下冊不分售 )(20K) ◎ 羅貫中 580

EB021095 繆思 ﹝德國文學﹞ 2004 y(7IJ8G7*NTTKKR( 小熊星期天 ◎ 阿克塞爾 哈克 / 米夏埃爾 佐瓦 200

EB021096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QRM( 少年維特的煩惱 ◎ Gothe,Johann Wolfgan von / 韓耀 99

EB021097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TKK( 茵夢湖 ◎ 施篤母 99

EB021098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TLPOPR( 藍熊船長的奇幻大冒險 ◎ 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 299

EB021099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TLRNQT( 穿越夜空的瘋狂旅行 ◎ 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 220

EB021100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TLROMK( 來自矮人國的小兄妹 ◎ 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 220

EB021101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TLRPKP( 一隻沃泊亭格的誕生：魯莫和黑暗 ◎ 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 299

EB021102 正中書局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TLRPLM( 黑暗世界大冒險：魯莫與黑暗中的 ◎ 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 / 朱 299

EB021103 天培 ﹝德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QN( 香味 ◎ 卡爾‧歐斯貝格（ Karl Olsberg） 320

EB021104 天培 ﹝德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SSR( 藍 ◎ 約格‧凱斯納（ JOrg Kastner） 320

EB021105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OSN( 咖哩香腸之誕生 ◎ 烏韋 . 提姆 著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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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106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1999 y(7IJ5H0*PLQMPS( 獵頭人 ◎ 烏韋．提姆 著 320

EB021107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MOO( 愛情不過是一場謀殺！ ◎ 250

EB021108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NLM( 愛的郵差，保羅 ◎ 190

EB021109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NPK( 別人家的孩子 ◎ 200

EB021110 野人 ﹝德國文學﹞ 2007 y(7IJ8G6*SKRKPN( 群 (上 +下冊 . 不分售 ) ◎ 法蘭克．薛慶 499

EB021111 野人 ﹝德國文學﹞ 2008 y(7IJ8G6*SKRLTK( 海 . 另一個未知的宇宙 ◎ 法蘭克．薛慶 399

EB021112 野人 ﹝德國文學﹞ 2009 y(7IJ8G6*SKRORN( 科隆911 ◎ 法蘭克．薛慶 299

EB021113 野人 ﹝德國文學﹞ 2009 y(7IJ8G6*SKRPKN( 悄無聲息 ◎ 法蘭克．薛慶 399

EB021114 三民書局 ﹝德國文學﹞ 1996 y(7IJ5H1*OMOPPM( 非尋常童話 (精 ) ◎ WilhelmBusch著；陸谷孫譯 200

EB021115 三民書局 ﹝德國文學﹞ 1996 y(7IJ5H1*OMOQKQ( 100%頑童手記 (精 ) ◎ WilhelmBusch著；陸谷孫譯 200

EB021116 小魯文化 ﹝德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OP( 強盜與我 ◎ 約瑟夫‧霍盧布 280

EB021117 小魯文化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RP( 當獅子向你問時間 ◎ 赫曼．舒爾茲 200

EB021118 小魯文化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QL( 美國老爸台灣媽 ◎ 趙映雪 220

EB021119 小魯文化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KQ( 阿非的青春心事 ◎ 克莉絲蒂娜．涅斯林格 220

EB021120 小魯文化 ﹝德國文學﹞ 2005 y(7JJ5H5*RKRSOL( 16歲爸爸 ◎ 安潔拉．強森 220

EB021121 小魯文化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OL( 快跑！男孩 ◎ 烏里‧奧勒夫 250

EB021122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TKR( 菠菜吸血鬼 ◎ 古德隆‧鮑瑟汪著馬爾庫斯‧格羅力克繪 220

EB021123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0*PLTKMK( 討厭 !我是人魚啦 ! ◎ 波伊著 莎恩柏格圖 280

EB021124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0*PLTNLK( 耶誕老人不能親 ◎ 莎賓娜 . 陸德薇 ;莎賓娜 . 魏樂菡 200

EB021125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PQN( 氣死人 ◎ 莎賓娜 . 陸德薇著 莎賓娜 . 魏樂菡繪 180

EB021126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SSO( 藍色胡椒貝 ◎ 愛娃 . 波拉克著瑪里翁 . 戈德特繪 200

EB021127 東方出版 ﹝德國文學﹞ 2005 y(7JJ5H5*RKRSOL( 16歲爸爸 ◎ 安潔拉．強森 220

EB021128 東方出版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KQ( 阿非的青春心事 ◎ 克莉絲蒂娜．涅斯林格 220

EB021129 東方出版 ﹝德國文學﹞ 2002 y(7IJ5H5*RKQSOP( 強盜與我 ◎ 約瑟夫‧霍盧布 280

EB021130 東方出版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OL( 快跑！男孩 ◎ 烏里‧奧勒夫 250

EB021131 東方出版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QRP( 當獅子向你問時間 ◎ 赫曼．舒爾茲 200

EB021132 東方出版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NQL( 美國老爸台灣媽 ◎ 趙映雪 220

EB021133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MQS( 出賣笑容的孩子 ◎ 220

EB021134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MSM( 夢想的希望號 ◎ 190

EB021135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MTT( 孩子的冬天 ◎ 190

EB021136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NMT( 紅鴨子 ◎ 190

EB021137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NON( 我永遠的老朋友 ◎ 250

EB021138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0*NTLOLL( 財富偶戲團：出賣笑容的孩子2 ◎ 220

EB021139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4 y(7IJ5H0*NTLOOM( 機械王子 ◎ 230

EB021140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TRQ( 20歲的環遊世界 ◎ 瑪麗‧保羅 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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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141 台灣商務 ﹝德國文學﹞ 1968 y(7IJ5H0*PLMLPL( 飯桶生涯記趣 ◎ 鄭壽麟 譯 140

EB021142 田園城市 ﹝德國文學﹞ 2005 y(7IJ8G7*RKPRNK( 一次：影像和故事 ◎ WimWenders 360

EB021143 奧林文化 ﹝德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NRO( 一路上有你 ◎ 189

EB021144 九歌 ﹝德國文學﹞ 2005 y(7IJ5H4*OOMPQK( 金水嬸（新典藏版） ◎ 王拓 250

EB021145 三民書局 ﹝德國文學﹞ 1991 y(7IJ5H1*TKPTKR( 浮士德研究 (精 ) ◎ 李辰冬 233

EB021146 九歌 ﹝法國文學﹞ 2001 y(7IJ5H5*QKSMMO( 拿破崙的愛與死（原：拿破崙情書選） ◎ 拿破崙 250

EB021147 大塊 ﹝法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RKO( 無愛繁殖 ◎ 米榭．韋勒貝克 300

EB021148 大塊 ﹝法國文學﹞ 2009 y(7IJ8G2*LNLLQT( 情色度假村 ◎ 米榭．韋勒貝克 300

EB021149 大穎文化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MNPMRP( 野狼盒 ◎ 阿娜 . 布羅 -亨利 (Anouk Bloch-Henry)作 ; 彭都繪 ; 羅麗意譯 260

EB021150 大穎文化 ﹝法國文學﹞ 2008 y(7IJ8G7*MNPROT( 可不可以不要上學？ ◎ 席樂維 . 馬帝季尤 (Sylvie de Mathisieux)等
文 ; 蕾貝卡 . 兜特梅 (Rebecca Dautremer)圖 ; 黃秀錦譯

250

EB021151 小語言 ﹝法國文學﹞ 2009 y(7IJ8G6*TQNMQL( 小王子【經典閱讀 &寫作引導】(25K彩圖兒童版 +完整版
故事有聲書1MP3) ◎ 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 冷沂改寫

180

EB021152 出色 ﹝法國文學﹞ 2005 y(7IJ8G7*NPLNSS( 皮埃爾的森林奇幻歷險 ◎ 莫里斯．盧布朗 240

EB021153 出色 ﹝法國文學﹞ 2005 y(7IJ8G7*NPLLRN( 寓言書 ◎ 拉封登 200

EB021154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66 y(7IJ5H0*PKTKNS( 法國文學史 ◎ 吳達元 編著 500

EB021155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LLS( 露珠王冠 ◎ 賽巴斯提．穆罕 繪 220

EB021156 好 FUN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TLMMKR( 皮埃爾的森林奇幻歷險 ◎ 莫里斯‧盧布朗 199

EB021157 好 FUN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TLMLRR( 教給孩子人生的智慧 --看寓言 ,長智慧 ◎ 拉封登 190

EB021158 米娜貝爾 ﹝法國文學﹞ 2002 y(7IJ5H0*OTMRLM( 國王 . 賢臣和弄臣 (米娜貝爾 ) ◎ 夏菲克 . 科 280

EB021159 奧林文化 ﹝法國文學﹞ 2007 y(7IJ5H0*NTLRSR( 合恩角 ◎ 260

EB021160 繆思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QP( 卡斯柏去海邊 ◎ 安 ˙居特曼 200

EB021161 繆思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OL( 給媽媽的禮物 ◎ 安 ˙居特曼 200

EB021162 正中書局 ﹝法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LQK( 俠女可侖巴 ◎ 王夢鷗 99

EB021163 正中書局 ﹝法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LTL( 紀德隨想札記 ◎ 紀德 99

EB021164 正中書局 ﹝法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QQP( 魔沼 ◎ George Sand / 黎烈文譯 99

EB021165 正中書局 ﹝法國文學﹞ 2005 y(7IJ8G8*LLMQSL( 波勒先生的異想世界 ◎ 劉美安 199

EB021166 三民書局 ﹝法國文學﹞ 1993 y(7IJ5H1*TLPPMO( 里柯 (精 ) ◎ 廖炳惠 233

EB021167 三民書局 ﹝法國文學﹞ 1993 y(7IJ5H1*TLPPNL( 里柯 (平 ) ◎ 廖炳惠 167

EB021168 國家 ﹝法國文學﹞ 2000 y(7IJ5H3*QKQPQR( 法國文學名著巡禮 ◎ 潘壽康 250

EB021169 三民書局 ﹝法國文學﹞ 1993 y(7IJ5H1*OLTMOO( 由英雄的人到人的泯滅―法國當代文學論集 ◎ 金恒杰 156

EB021170 天培 ﹝法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RK( 背叛者之歌 ◎ 索耶‧夏隆東 (Sorj Chalandon) 240

EB021171 天培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QKN( 閣樓上的秘密 ◎ 菲利浦‧甘貝爾（ Philippe GRIMBERT） 220

EB021172 天培 ﹝法國文學﹞ 2004 y(7IJ8G7*RPTLRR( 我曾經愛過 ◎ 安娜．戈華達（ Anna Gavalda） 200

EB021173 九歌 ﹝法國文學﹞ 2003 y(7IJ5H4*OOKLRR( 拒絕出生的胎兒 （原：神嬰） ◎ 已斯卡．卡內克律（ Pascal Bruckenr） 200

EB021174 九歌 ﹝法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PTR( 真愛永不敗北（原：怯寒的愛神） ◎ 莎岡 190

EB021175 天培 ﹝法國文學﹞ 2001 y(7IJ5H5*QKSOTL( 我希望有人在什麼地方等我 ◎ 安娜．戈華達（ Anna Gavalda）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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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176 天培 ﹝法國文學﹞ 2001 y(7IJ5H5*QKSNQL( 噓！亞莉安在飛 ◎ 克里斯提昂‧博班（ Christian Bobin） 180

EB021177 大辣 ﹝法國文學﹞ 2003 y(7IJ5H2*SOOTNT( 追憶似水年華 I ◎ 普魯斯特‧文字∕史蒂芬．黑雨‧繪圖 320

EB021178 大辣 ﹝法國文學﹞ 2004 y(7IJ5H2*TRQQLQ( 追憶似水年華 II ◎ 普魯斯特‧文字∕史蒂芬．黑雨‧繪圖 320

EB021179 大辣 ﹝法國文學﹞ 2005 y(7IJ8G8*LLRRQL( 追憶似水年華 III ◎ 普魯斯特‧文字∕史蒂芬．黑雨‧繪圖 320

EB021180 大辣 ﹝法國文學﹞ 2008 y(7IJ8G8*NPPSTR( 追憶似水年華 IV ◎ 普魯斯特‧文字∕史蒂芬．黑雨‧繪圖 320

EB021181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LQ( 怪盜亞森‧羅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2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MN( 虎牙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3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NK( 黃金三角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4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OR( 八大奇案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5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PO( 奇巖城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6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QL( 玻璃瓶塞的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7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RS( 棺材島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8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SP( 怪盜與名偵探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89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TM( 七大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0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KS( 綠眼睛的少女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1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LP( 8‧1‧3的謎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2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MM( 奇怪的屋子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3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NT( 消失的王冠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4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OQ( 金字塔的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5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PN( 魔女與羅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6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QK( 魔人與海盜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7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RR( 羅蘋的大冒險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8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SO( 幻影殺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199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TL( 羅蘋的大失敗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0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LO( 妖魔與女偵探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1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ML( 名探羅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2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NS( 惡魔詛咒的紅圈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3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OP( 羅蘋與怪人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4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PM( 魔女的復仇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5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QT( 黑色的吸血蝙蝠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6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RQ( 惡魔鑽石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7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SN( 白色秋牡丹的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8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TK( 雙面人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09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OKQ( 羅蘋與殺人魔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10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OLN( 千鈞一髮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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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211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NTM( 藍色圓圈之謎 ◎ 弗雷德 瓦格斯 240

EB021212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PLO( CLT ◎ 弗雷德 . 瓦格斯 360

EB021213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2 y(7IJ5H0*PLPOSK( 環遊世界八十天 ◎ 朱勒 . 凡爾納 著 350

EB021214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9 y(7IJ5H0*PMNQML( 惡魔的天使面具 ◎ 朱絲婷‧李維 180

EB021215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5 y(7IJ5H0*PLTRSP( 無花果鶯的夏天 ◎ 艾格拉兒 . 愛荷哈著勞杭 . 柯威吉耶繪 150

EB021216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POP( 海神疑雲 ◎ 弗雷德 . 瓦格斯 420

EB021217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LQ( 怪盜亞森‧羅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18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MN( 虎牙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19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NK( 黃金三角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0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OR( 八大奇案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1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PO( 奇巖城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2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QL( 玻璃瓶塞的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3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RS( 棺材島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4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SP( 怪盜與名偵探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5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KS( 綠眼睛的少女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6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LP( 8‧1‧3的謎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7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MM( 奇怪的屋子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8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NT( 消失的王冠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29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PN( 魔女與羅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0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QK( 魔人與海盜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1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RR( 羅蘋的大冒險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2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SO( 幻影殺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3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TL( 羅蘋的大失敗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4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LO( 妖魔與女偵探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5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ML( 名探羅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6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NS( 惡魔詛咒的紅圈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7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OP( 羅蘋與怪人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8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PM( 魔女的復仇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39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QT( 黑色的吸血蝙蝠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0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RQ( 惡魔鑽石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1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SN( 白色秋牡丹的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2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NTK( 雙面人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3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OKQ( 羅蘋與殺人魔王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4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OLN( 千鈞一髮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5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LTM( 七大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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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246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1992 y(7IJ5H5*RKLMOQ( 金字塔的祕密 ◎ 莫理士‧盧布朗 140

EB021247 繆思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RM( 殺手之淚 ◎ 安 ˙蘿爾 ˙邦杜 200

EB021248 繆思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PKM( 逆流河 . 托梅克 ◎ 尚克勞．穆勒法 240

EB021249 繆思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PLT( 逆流河 . 漢娜 ◎ 尚克勞．穆勒法 200

EB021250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2008 橡樹部落合輯 (Ⅰ托比大逃亡Ⅱ +艾立莎的眼淚 ) ◎ 蒂莫泰‧德‧豐拜勒 特價499

EB021251 天培 ﹝法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SRK( 週三的謊言 ◎ 克里斯瓊‧葛尼耶（ Christian Grenier） 200

EB021252 網路與書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KSS( 小淘氣的尼古拉的新故事1：尼古拉回來了 ◎ 勒
內．戈西尼‧文∕讓 -雅克．桑貝‧圖

180

EB021253 網路與書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KTP( 小淘氣的尼古拉的新故事2：尼古拉的遊樂園 ◎ 勒
內．戈西尼‧文∕讓 -雅克．桑貝‧圖

180

EB021254 網路與書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LKL( 小淘氣的尼古拉的新故事3：尼古拉的怪鄰居 ◎ 勒
內．戈西尼‧文∕讓 -雅克．桑貝‧圖

180

EB021255 網路與書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LMP( 小淘氣的尼古拉的新故事4：尼古拉給爸爸的禮
物 ◎ 勒內．戈西尼‧文∕讓 -雅克．桑貝‧圖

180

EB021256 網路與書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LNM( 小淘氣的尼古拉的新故事5：尼古拉要當大人 ◎ 勒
內．戈西尼‧文∕讓 -雅克．桑貝‧圖

180

EB021257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NPR( 0到10的情書 ◎ 蘇西‧摩根斯特恩 220

EB021258 小魯文化 ﹝法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RQ( 綠拇指男孩 ◎ 莫里斯．圖翁 200

EB021259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78 y(7IJ5H0*PMNPNT( 苦兒流浪記 (POD) ◎ 愛克脫‧麥羅 940

EB021260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RQ( 綠拇指男孩 ◎ 莫里斯．圖翁 200

EB021261 東方出版 ﹝法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NPR( 0到10的情書 ◎ 蘇西‧摩根斯特恩 220

EB021262 繆思 ﹝法國文學﹞ 2005 y(7IJ8G7*NTTMTS( 小公主與船長 ◎ 安蘿爾邦杜 380

EB021263 繆思 ﹝法國文學﹞ 2006 y(7IJ8G7*NTTOKN( 被遺忘的公主 ◎ 菲利浦 勒榭米耶 500

EB021264 網路與書 ﹝法國文學﹞ 2007 y(7IJ8G8*MRLLRN( 庸見詞典 ◎ 古斯塔夫．福樓拜 220

EB021265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OPM( 蒙田隨筆全集 下卷 ◎ 蒙 田 著 320

EB021266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NPN( 蒙田隨筆全集 中卷 ◎ 蒙 田 著 390

EB021267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97 y(7IJ5H0*PLOMKT( 蒙田隨筆全集 上卷 ◎ 潘麗珍 譯 290

EB021268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OKR( 莫斯科日記 ◎ 羅曼 . 羅蘭 著 250

EB021269 雄獅 ﹝法國文學﹞ 1997 y(7IJ5H8*TSKPOT( 西藏古文明之旅 (上、下冊 ) ◎ 巴荒 1980

EB021270 台灣商務 ﹝法國文學﹞ 1966 y(7IJ5H0*PLNOQM( 法國文學的故事 ◎ 徐霞村 編著 180

EB021271 大塊 ﹝義大利文學﹞ 2009 y(7IJ8G2*LNLKSO( 馬賽克拼圖謀殺案 ◎ 朱利歐‧萊奧尼 340

EB021272 知書房 ﹝義大利文學﹞ 2009 y(7IJ8G7*LPLTOK( 斯巴達克思和他萬夫莫敵的角鬥士 (16K) ◎ 陶比．布朗 200

EB021273 九歌 ﹝義大利文學﹞ 2003 y(7IJ5H4*OOKNLN( 神曲1地獄篇 ◎ 但丁‧阿利格耶里 600

EB021274 九歌 ﹝義大利文學﹞ 2003 y(7IJ5H4*OOKNMK( 神曲2煉獄篇 ◎ 但丁‧阿利格耶里 500

EB021275 九歌 ﹝義大利文學﹞ 2003 y(7IJ5H4*OOKNNR( 神曲3天堂篇 ◎ 但丁‧阿利格耶里 500

EB021276 九歌 ﹝義大利文學﹞ 2003 y(7IJ5H4*OOKNPL( 神曲1地獄篇（精裝本） ◎ 但丁‧阿利格耶里 700

EB021277 九歌 ﹝義大利文學﹞ 2003 y(7IJ5H4*OOKNQS( 神曲2煉獄篇（精裝本） ◎ 但丁‧阿利格耶里 600

EB021278 九歌 ﹝義大利文學﹞ 2003 y(7IJ5H4*OOKNRP( 神曲3天堂篇（精裝本） ◎ 但丁‧阿利格耶里 600

EB021279 天培 ﹝義大利文學﹞ 2008 y(7IJ5H5*QKRRMM( 雙面小提琴 ◎ 帕羅‧莫倫西（ Paolo Maurensig） 200

EB021280 天培 ﹝義大利文學﹞ 2008 y(7IJ5H5*QKTTMO( 珍瓏棋局 ◎ 帕羅‧莫倫西（ Paolo Maurensig）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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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281 台灣商務 ﹝義大利文學﹞ 2005 y(7IJ5H0*PLTRLQ( 重生 ◎ 喬瑟伯 . 彭堤加 著 250

EB021282 大塊 ﹝西班牙文學﹞ 2008 y(7IJ8G2*LNKPMK( 娜芙蒂蒂 ◎ 米雪兒．莫倫 380

EB021283 九歌 ﹝西班牙文學﹞ 2009 y(7IJ5H4*OOPQRR( 聶魯達雙情詩：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 +二十首情詩
和一首絕望的歌 ◎ 聶魯達 (Pablo Neruda)

300

EB021284 大塊 ﹝西班牙文學﹞ 2007 y(7IJ8G2*LNKKKL( 祕密晚餐 ◎ 哈維爾．西耶拉 280

EB021285 小魯文化 ﹝西班牙文學﹞ 2002 y(7IJ5H5*RKQRTL( 學徒 ◎ 比拉兒‧羅倫蒂 200

EB021286 東方出版 ﹝西班牙文學﹞ 2002 y(7IJ5H5*RKQRTL( 學徒 ◎ 比拉兒‧羅倫蒂 200

EB021287 智庫文化 ﹝西班牙文學﹞ 2001 y(7IJ5H0*OSONMS( 成功的思維 -上 ◎ 280

EB021288 智庫文化 ﹝西班牙文學﹞ 2001 y(7IJ5H0*OSONNP( 成功的思維 -下 ◎ 280

EB021289 三民書局 ﹝俄國文學﹞ 1976 y(7IJ5H1*TKPTML( 蘇忍尼辛選集 (精 ) ◎ 劉安雲譯 167

EB021290 亞太 ﹝俄國文學﹞ 2004 y(7IJ8G7*SKTMOR( 俄羅斯文學史 ◎ 李明濱 280

EB021291 昭明 ﹝俄國文學﹞ 2009 y(7IJ8G7*LPLTRL( 落日、莫斯科 (昭明 ) ◎ 波里斯．巴斯特納克 180

EB021292 網路與書 ﹝俄國文學﹞ 2006 y(7IJ8G8*MRLLNP( 果戈里是怎樣寫作的 ◎ 魏列薩耶夫 200

EB021293 天培 ﹝俄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NP( 俄羅斯奢華愛戀 ◎ 歐克珊娜‧羅布斯基（ Oksana Robski） 250

EB021294 三民書局 ﹝俄國文學﹞ 1988 y(7IJ5H1*TKPTNS( 蘇忍尼辛選集 (平 ) ◎ 劉安雲譯 111

EB021295 大塊 ﹝俄國文學﹞ 2006 y(7IJ8G7*MTLTSL( 包心菜奇蹟 ◎ 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著∕弗拉基米爾．柳巴羅夫‧繪 250

EB021296 大塊 ﹝俄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QKO( 恐怖頭盔 ◎ 佩列文 250

EB021297 大塊 ﹝俄國文學﹞ 2006 y(7IJ8G7*KPTOQS( 幽冥的火 ◎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380

EB021298 大塊 ﹝俄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PTS( 索涅奇卡 ◎ 柳得蜜拉‧烏利茨卡婭 220

EB021299 大塊 ﹝俄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OOP( 您忠實的舒里克 ◎ 烏利茨卡婭 480

EB021300 網路與書 ﹝俄國文學﹞ 2008 y(7IJ8G6*SOLMMO( 我們 ◎ 薩米爾欽 250

EB021301 台灣商務 ﹝俄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NTL( 諸神之死 -背教者尤利安 ◎ 梅列日科夫斯基著 280

EB021302 小異 ﹝北歐各國文學﹞ 2009 y(7IJ8G8*OPQTPM( 血色童話 ◎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 350

EB021303 大穎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8G7*MNPKRR( 小王子為什麼不開心？ ◎ 克勞德 . K. 都伯伊 (Claude K. Dubois)文 . 繪 ; 簡伊婕譯 240

EB021304 大穎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6 y(7IJ8G7*MNPMPL( 一吋蟲 ◎ 李歐 . 李歐尼 (Leo. Lionni)作 . 繪 ; 楊茂秀譯 280

EB021305 大穎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MNPNPK( 艾斯頓的石頭 ◎ 蘿塔 . 傑芬布拉德 (Lotta Geffenblad)文 . 圖 ; 孔繁璐譯 250

EB021306 大穎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MNPOLL( 我想要長大 ◎ Elwina de Ruiter文 ; Marielle Bonenkamp圖 ; 孔繁璐譯 260

EB021307 大穎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8G7*MNPPST( 這個禮物不想送人，我想要！ ◎ 林德 . 克羅姆特 (Rindert Kromhout)
文 ; 安娜馬莉 . 封 . 荷翎爾 (Annemarie van Haeringen)圖 ; 卿敏良譯

190

EB021308 小魯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NSM( 史庫樂街19號 ◎ 柯尼斯柏格 260

EB021309 東方出版 ﹝北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5H5*RKSNSM( 史庫樂街19號 ◎ 柯尼斯柏格 260

EB021310 奧林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6 y(7IJ5H0*NTLQMQ( 爸爸變小了 ◎ 220

EB021311 大塊 ﹝北歐各國文學﹞ 2010 y(7IJ8G8*PSORLQ( 斯德哥爾摩復活人 ◎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 300

EB021312 正中書局 ﹝北歐各國文學﹞ 2002 y(7IJ5H0*TLOTNL( 青鳥 ◎ Maurice Maetrlinck / 陳難能 譯 99

EB021313 台灣商務 ﹝北歐各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QQR( 夢幻劇 -生命之旅 ◎ 史特林堡 原著 240

EB021314 小魯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NO( 爺爺與狼 ◎ 派歐羅‧安奎斯特 200

EB021315 小魯文化 ﹝北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QP( 火焰的祕密 ◎ 海寧‧曼凱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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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316 東方出版 ﹝北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NO( 爺爺與狼 ◎ 派歐羅‧安奎斯特 200

EB021317 東方出版 ﹝北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TQP( 火焰的祕密 ◎ 海寧‧曼凱爾 220

EB021318 台灣商務 ﹝北歐各國文學﹞ 1966 y(7IJ5H0*PLRLQN( 易卜生集 ◎ 潘家洵 譯 320

EB021319 左岸 ﹝北歐各國文學﹞ 2004 y(7IJ8G7*SPOPMK( 易卜生兩性關係戲劇選 (二 ):家庭倫理篇 ◎ 呂健忠 350

EB021320 網路與書 ﹝北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6*SOLKOK( 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 ◎ 奧斯娜．塞厄斯塔 280

EB021321 大塊 ﹝北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RTQ( 醜小鴨上班，怎麼變天鵝？ ◎ 梅特．諾加 220

EB021322 左岸 ﹝北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8G7*SPOTKM( 安徒生日記 ◎ 安徒生 650

EB021323 小魯文化 ﹝中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LRO( 小黃瓜國王 ◎ 克莉絲蒂娜‧諾斯特林格 250

EB021324 東方出版 ﹝中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5H5*RKTLRO( 小黃瓜國王 ◎ 克莉絲蒂娜‧諾斯特林格 250

EB021325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6 y(7IJ8G7*TRPTTR(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 (十年典藏版 ) ◎ 奧爾嘉．朵卡萩 320

EB021326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6 y(7IJ8G7*KPTOLN( 費爾迪杜凱 ◎ 貢布羅維奇 350

EB021327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2*LNKMNK( 收集夢的剪貼簿 ◎ 奧爾嘉．朵卡萩 380

EB021328 台灣商務 ﹝中歐各國文學﹞ 2005 y(7IJ5H0*PMKKRL( 杜伊諾哀歌 ◎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 著 250

EB021329 天培 ﹝中歐各國文學﹞ 2006 y(7IJ8G7*RPTOMT( 情慾 ◎ 艾芙烈‧葉利尼克（ Elfriede Jelinek） 250

EB021330 小魯文化 ﹝中歐各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ML( 變身 ◎ 瑪格麗特．梅罕 220

EB021331 東方出版 ﹝中歐各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ML( 變身 ◎ 瑪格麗特．梅罕 220

EB021332 小魯文化 ﹝中歐各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TO( 青春悅讀 -Bridge ◎ 200

EB021333 東方出版 ﹝中歐各國文學﹞ 2003 y(7IJ5H5*RKRLTO( 青春悅讀 -Bridge ◎ 200

EB021334 網路與書 ﹝中歐各國文學﹞ 2009 y(7IJ8G6*SOLOKS(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 ◎ 斯蒂芬‧褚威格 380

EB021335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2*LNKLPP( 偽裝成獨白的愛情 ◎ 桑多．馬芮 450

EB021336 台灣商務 ﹝中歐各國文學﹞ 2004 y(7IJ5H0*PLSTMO( 清算 ◎ 因惹 . 卡爾特斯 著 200

EB021337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9 y(7IJ8G2*LNLKNT( 過於喧囂的孤獨（20週年紀念版精裝） ◎ 赫拉巴爾 220

EB021338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SSS( 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 ◎ 赫拉巴爾 150

EB021339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NOQ( 妻子的眼睛三部曲之一：婚禮瘋狂 ◎ 赫拉巴爾 220

EB021340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NPN( 妻子的眼睛三部曲之二：漂浮的打字機 ◎ 赫拉巴爾 280

EB021341 大塊 ﹝中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NQK( 妻子的眼睛三部曲之三：遮住眼睛的貓 ◎ 赫拉巴爾 220

EB021342 奧林文化 ﹝中歐各國文學﹞ 2004 y(7IJ5H0*NTLNSL( 艾力亞斯與蛋奶奶 ◎ 200

EB021343 台灣商務 ﹝中歐各國文學﹞ 2008 y(7IJ5H0*PMNLRL( 羅姆魯斯大帝 ◎ 弗利德里‧狄倫馬特 220

EB021344 台灣商務 ﹝中歐各國文學﹞ 1998 y(7IJ5H0*PLORQQ( 海蒂 ◎ 喬安娜 . 史碧瑞 著 250

EB021345 九歌 ﹝東歐各國文學﹞ 1997 y(7IJ5H5*QKORKR( 我沒有時間了－－南斯拉夫詩選 ◎ 250

EB021346 大塊 ﹝東歐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TPQ( 我可以不是艾蓮妮 ◎ 麗亞．嘉蘭娜基 280

EB021347 健行 ﹝美洲各國文學﹞ 2005 y(7IJ8G7*RPNRPP( 美國幽默挖．哇．哇（原：咖啡黑白講） ◎ 周愚 190

EB021348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4 y(7IJ8G7*RPTLKS( 徒步 ◎ 王家祥 230

EB021349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QKQOSK( 實證美學 ◎ 黃光男 200

EB021350 大塊 ﹝美洲各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SST( 一千零一次死亡 ◎ 塞吉歐．拉米瑞斯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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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351 大塊 ﹝美洲各國文學﹞ 2008 y(7IJ8G2*LNKTLT( 醫生這件事 ◎ Vincent Lam(林浩聰 ) 320

EB021352 大塊 ﹝美洲各國文學﹞ 2009 y(7IJ8G2*LNKTPR( 抵達不了的港灣 ◎ 阿爾巴羅．穆迪斯 150

EB021353 大穎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2005 y(7IJ8G7*MNPKPN( 養怪獸 ◎ 愛麗斯 . 格拉維勒 (Elise Gravel)文 . 圖 ; 張一喬譯 260

EB021354 佛光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1992 y(7IJ5H5*ONKTTN( 弘一大師與文化名流 ◎ 陳星 150

EB021355 佛光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1994 y(7IJ5H5*ONLTQT( 疼惜阮青春～琉璃人生 ◎ 王靜蓉等 150

EB021356 正中書局 ﹝美洲各國文學﹞ 2007 y(7IJ5H0*TLRRPS( 遇見幸福 ◎ 琴涵 220

EB021357 台灣商務 ﹝美洲各國文學﹞ 2009 y(7IJ5H0*PMOLQL( 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 ◎ 林婷婷 劉慧琴 390

EB021358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PQ( 盲眼刺客（新版）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380

EB021359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QM( 橋上的抉擇 ◎ 瑪麗‧羅森（ Mary Lawson） 320

EB021360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9 y(7IJ8G7*RPTTKK( 女祭司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320

EB021361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QOL( 那年夏日湖畔 ◎ 瑪麗‧羅森（ Mary Lawson） 280

EB021362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RPTPSK( 雙面葛蕾絲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380

EB021363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4 y(7IJ8G7*RPTLQK( 末世男女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280

EB021364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2 y(7IJ5H5*QKTSOT( 使女的故事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280

EB021365 小魯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MLK( 地板下的舊懷錶 ◎ 姬特 ˙皮爾森 240

EB021366 小魯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NKM( 許我一個家 ◎ 姬特 ˙皮爾森 280

EB021367 東方出版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MLK( 地板下的舊懷錶 ◎ 姬特 ˙皮爾森 240

EB021368 東方出版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NKM( 許我一個家 ◎ 姬特 ˙皮爾森 280

EB021369 小魯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LO( 戰火下的小花 ◎ 黛伯拉‧艾里斯 200

EB021370 小魯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SPT( 帕瓦娜的旅程 ◎ 黛伯拉‧艾里斯 200

EB021371 東方出版 ﹝美洲各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PLO( 戰火下的小花 ◎ 黛伯拉‧艾里斯 200

EB021372 東方出版 ﹝美洲各國文學﹞ 2005 y(7IJ5H5*RKRSPT( 帕瓦娜的旅程 ◎ 黛伯拉‧艾里斯 200

EB021373 天培 ﹝美洲各國文學﹞ 2008 y(7IJ8G7*RPTQRM( 當半個神不容易――愛特伍隨想手札 ◎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200

EB021374 台灣商務 ﹝美洲各國文學﹞ 2006 y(7IJ5H0*PMKOLP( 閱讀日誌 ◎ 阿爾維托 . 曼古埃爾 380

EB021375 小魯文化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QQ( 小移民的天空 ◎ 法蘭西斯哥 ˙希麥內玆 200

EB021376 東方出版 ﹝美洲各國文學﹞ 2000 y(7IJ5H5*RKQLQQ( 小移民的天空 ◎ 法蘭西斯哥 ˙希麥內玆 200

EB021377 大塊 ﹝美洲各國文學﹞ 2004 y(7IJ8G7*QKKSTT( 我親愛的甜橙樹 ◎ 約瑟．德維斯康塞羅 250

EB021378 台灣商務 ﹝美洲各國文學﹞ 2002 y(7IJ5H0*PLRORR( 波赫士全集 Ⅰ . Ⅱ . Ⅲ . Ⅳ ◎ 波赫士 著 2200

EB021379 大塊 ﹝美洲各國文學﹞ 2007 y(7IJ8G2*LNKMOR( 牛津殺人規則 ◎ 吉耶摩．馬汀涅茲 220

EB021380 九歌 ﹝美洲各國文學﹞ 1999 y(7IJ5H5*QKQKMM( 聶魯達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 ◎ 聶魯達（ Pablo Neruda） 200

EB021381 大塊 ﹝非洲各國文學﹞ 2007 y(7IJ8G7*KPTSOK( 落日的召喚 ◎ 賈梅爾．吉丹尼 350

EB021382 天培 ﹝非洲各國文學﹞ 2009 y(7IJ8G6*NSPKLS( 緩慢的人 ◎ 柯慈（ J. M. Coetzee） 280

EB021383 九歌 ﹝非洲各國文學﹞ 2002 y(7IJ5H4*OOKKOR( 偶遇者 ◎ 娜汀‧葛蒂瑪（ Nadine Gordimer） 220

EB021384 九歌 ﹝非洲各國文學﹞ 1992 y(7IJ5H5*QKLTQQ( 我兒子的故事 ◎ 娜汀‧葛蒂瑪（ Nadine Gordimer） 190

EB021385 一覽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7 y(7IJ8G8*MKMLPN( 日蝕 -自殺回憶錄 ◎ 安東妮拉 . 坎伯托 . 勃克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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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386 大穎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6 y(7IJ8G7*MNPLQT( 我的奶奶不一樣 ◎ 蘇 . 羅森 (Sue Lawson)文 ; 卡洛

琳 . 馬吉爾 (Caroline Magerl)圖 ; 胡洲賢 譯
260

EB021387 大穎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8 y(7IJ8G7*MNPSKK( 潔西卡的箱子 ◎ 彼得 . 卡納華斯 (Peter Carnavas)文 . 圖 ; 卿敏良譯 230

EB021388 米娜貝爾 ﹝大洋洲各
國文學﹞ 1999 y(7IJ5H0*OTMMQM( Eat Me!(香蕉 )(米娜貝爾 ) ◎ 中村櫻子 250

EB021389 米娜貝爾 ﹝大洋洲各
國文學﹞ 1999 y(7IJ5H8*QMMRNT( Eat Me!(木瓜 )(米娜貝爾 ) ◎ Linda 250

EB021390 知書房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9 y(7IJ8G7*LPLTTP( 獸血紋首部曲：被遺棄的孩子 ◎ D. M. 康尼士 350

EB021391 智庫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3 y(7IJ5H8*NTQPLR( 銀姐――一位自梳女的人生豐富之旅 ◎ 260

EB021392 繆思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8 y(7IJ8G6*QQPKSK( 一的力量 ◎ 布萊思‧寇特內 340

EB021393 野人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8 y(7IJ8G6*SKRNKP( 項塔蘭 (上 ) ◎ Gregory David Roberts 299

EB021394 野人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8 y(7IJ8G6*SKRNLM( 項塔蘭 (下 ) ◎ Gregory David Roberts 330

EB021395 野人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8 y(7IJ8G6*SKRMTT( 項塔蘭上 / 下 (套書 ) ◎ Gregory David Roberts 629

EB021396 小魯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OQN( 思黛拉街的鮮事 ◎ 伊莉莎白‧函尼 260

EB021397 東方出版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OQN( 思黛拉街的鮮事 ◎ 伊莉莎白‧函尼 260

EB021398 奧林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3 y(7IJ5H0*NTLMNR( 棒極了，比利！ ◎ 180

EB021399 小魯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OSR( 魔法師的接班人 ◎ 瑪格麗特‧梅罕 220

EB021400 小魯文化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NT( 手中都是星星 ◎ 拉菲克．沙米 220

EB021401 東方出版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4 y(7IJ5H5*RKRONT( 手中都是星星 ◎ 拉菲克．沙米 220

EB021402 東方出版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1 y(7IJ5H5*RKQOSR( 魔法師的接班人 ◎ 瑪格麗特‧梅罕 220

EB021403 天培 ﹝大洋洲各
國文學﹞ 2002 y(7IJ8G7*RPTKKT( 嘻哈領隊 ◎ 布萊恩‧塔克（ Brian Thacker） 220

EB021404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1*OKQLPM( 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 ◎ 鄭貞銘 320

EB021405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3 y(7IJ5H1*OKQMTT( 新聞學 (精 ) ◎ 李瞻著 367

EB021406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7 y(7IJ5H1*OKQNMT( 新聞道德 ◎ 李瞻著 278

EB021407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8 y(7IJ5H1*OLSSKN( 新聞論 ◎ 彭家發 440

EB021408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2 y(7IJ5H1*OLTNON( 基礎新聞學 ◎ 彭家發 433

EB021409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1*OMKRLO( 新聞客觀性原理 (精 ) ◎ 彭家發 444

EB021410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1*OMKRML( 新聞客觀性原理 (平 ) ◎ 彭家發 367

EB021411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9 y(7IJ5H1*OMTSQL( 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 ◎ 臧國仁 450

EB021412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2000 y(7IJ5H1*ONNMPR( 臺灣地方新聞理論與實務 ◎ 王天濱 530

EB021413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7 y(7IJ5H1*TKOPSK( 大眾傳播的挑戰 (精 ) ◎ 石永貴 344

EB021414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7 y(7IJ5H1*TKOPTR( 大眾傳播的挑戰 (平 ) ◎ 石永貴 278

EB021415 台灣商務 ﹝新聞學總論﹞ 1967 y(7IJ5H0*PKPSPQ( 新聞學研究 ◎ 姚 朋 著 72

EB021416 台灣商務 ﹝新聞學總論﹞ 1988 y(7IJ5H0*PKNKPK( 媒介批評 ◎ 政大新聞學系 主編 180

EB021417 亞太 ﹝新聞學總論﹞ 2005 y(7IJ8G7*SKTNPN( 新聞自由 -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權 ◎ 王天濱 500

EB021418 亞太 ﹝新聞學總論﹞ 2002 y(7IJ5H8*MQOTOQ( 台灣社會新聞發展史 ◎ 王天濱 350

EB021419 亞太 ﹝新聞學總論﹞ 2000 y(7IJ5H8*PLKPRT( 新聞傳播史 ◎ 程之行 550

EB021420 亞太 ﹝新聞學總論﹞ 2000 y(7IJ5H8*MQOPOK( 新聞學勾沉 ◎ 彭家發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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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421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87 y(7IJ5H1*QKMLNO( 電視的原理與製作 [平 ] ◎ 蔡駿康 260

EB021422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KLO( 傳播社會學 [平 ] ◎ 200

EB021423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SOR( 新聞媒介與政治 [平 ] ◎ 彭芸 280

EB021424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92 y(7IJ5H1*QKLSKT( 新聞學原理 [平 ] ◎ 李瞻 400

EB021425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OLO( 傳播批判理論 [平 ] ◎ 張錦華 350

EB021426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MTM( 新聞理論與實證 [平 ] ◎ 羅文輝 300

EB021427 黎明文化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1*QKNTQO( 電視生態學 [平 ] ◎ 洪平峰 240

EB021428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7 y(7IJ5H0*TLLNQR( 實用廣播電視學 (大學用書 )(平 ) ◎ 楊仲揆 355

EB021429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0 y(7IJ5H0*TKMTSN( 電視在革命 ◎ 郎玉衡 165

EB021430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PTL( 當代新聞報導 ◎ 石麗東 270

EB021431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1 y(7IJ5H0*TKNSPK( 報業的一念之間 ◎ 皇甫河旺 155

EB021432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2 y(7IJ5H0*TKQLKN( 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 ◎ 鍾蔚文 195

EB021433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3 y(7IJ5H0*TKRPKQ( 記者 . 主播 . 螢光幕 (增訂本 ) ◎ 戴晨志 205

EB021434 正中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4 y(7IJ5H0*TKTQSP( 大陸新聞中的特殊用語 ◎ 王曉寒 270

EB021435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3 y(7IJ5H1*OLTQTP( 電視新聞神話的解讀 (平 ) ◎ 梁欣如 278

EB021436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3 y(7IJ5H1*OLTTOR( 電視新聞神話的解讀 (精 ) ◎ 梁欣如 356

EB021437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7 y(7IJ5H1*OMQORL( 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 (精 ) ◎ 翁秀琪、蘇湘琦、葉瓊瑜、許傳陽、楊韶彧著
340

EB021438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7 y(7IJ5H1*OMQOSS( 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 (平 ) ◎ 翁秀琪、蘇湘琦、葉瓊瑜、許傳陽、楊韶彧著
260

EB021439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8 y(7IJ5H1*TKOQLK( 傳播研究補白 (平 ) ◎ 彭家發 200

EB021440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5 y(7IJ5H1*TLSNMR( 新聞與我 (精 ) ◎ 楚崧秋 530

EB021441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5 y(7IJ5H1*TLSNNO( 新聞與我 (平 ) ◎ 楚崧秋 400

EB021442 台灣商務 ﹝新聞學總論﹞ 1984 y(7IJ5H0*PKQKRP( 新聞媒介‧社會責任 ◎ 潘家慶 著 153

EB021443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2 y(7IJ5H1*OKQLKR( 國際傳播 ◎ 李瞻著 433

EB021444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3 y(7IJ5H1*OKQMRP( 世界新聞史 (精 ) ◎ 李瞻著 756

EB021445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3 y(7IJ5H1*OKQMSM( 世界新聞史 (平 ) ◎ 李瞻著 689

EB021446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99 y(7IJ5H1*OKQMOO( 中國新聞傳播史 ◎ 賴光臨 280

EB021447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4 y(7IJ5H1*OKQMPL( 中國新聞史 (精 ) ◎ 曾虛白主編 644

EB021448 三民書局 ﹝新聞學總論﹞ 1989 y(7IJ5H1*OKQMQS( 中國新聞史 (平 ) ◎ 曾虛白主編 578

EB021449 台灣商務 ﹝新聞學總論﹞ 1993 y(7IJ5H0*PKSKRT( 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 ◎ 湯志鈞 著 800

EB021450 三民書局 ﹝新聞編輯報導﹞ 1992 y(7IJ5H1*OKQLRQ( 新聞編輯學 ◎ 徐昶著 356

EB021451 三民書局 ﹝新聞編輯報導﹞ 1995 y(7IJ5H1*OKQMKQ( 小型報刊實務 ◎ 彭家發 400

EB021452 台灣商務 ﹝新聞編輯報導﹞ 1979 y(7IJ5H0*PKSPON( 新聞編輯學 ◎ 荊溪人 著 380

EB021453 亞太 ﹝新聞編輯報導﹞ 2004 y(7IJ8G7*SKTMMN( 新世紀新聞編輯實務 ◎ 孟淑華 350

EB021454 亞太 ﹝新聞編輯報導﹞ 1999 y(7IJ5H8*MQOLPL( 新聞標題製作 -台灣五大報126個活教材 ◎ 顧朗麟 350

EB021455 正中書局 ﹝新聞編輯報導﹞ 1992 y(7IJ5H0*TKQSRP( 新聞用語變化多 ◎ 王曉寒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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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456 三民書局 ﹝新聞編輯報導﹞ 2007 y(7IJ5H1*OOQRNS( 文字追趕跑跳碰－如何製作漂亮標題 ◎ 馬西屏 150

EB021457 三民書局 ﹝新聞寫作﹞ 1993 y(7IJ5H1*OKQLSN( 採訪寫作 ◎ 歐陽醇 178

EB021458 三民書局 ﹝新聞寫作﹞ 1984 y(7IJ5H1*OKQLTK( 評論寫作 ◎ 程之行 222

EB021459 三民書局 ﹝新聞寫作﹞ 1991 y(7IJ5H1*OKQNLM( 新聞採訪學 ◎ 李瞻著 200

EB021460 三民書局 ﹝新聞寫作﹞ 2002 y(7IJ5H1*ONQLNP( 新聞採訪與編輯 (增訂二版 ) ◎ 鄭貞銘 440

EB021461 三民書局 ﹝新聞寫作﹞ 2007 y(7IJ5H1*OORKPQ( 新聞採訪與寫作 ◎ 張裕亮 -主編、張家琪、杜聖聰、趙莒玲 390

EB021462 台灣商務 ﹝新聞寫作﹞ 1986 y(7IJ5H0*PLQOKL( 特寫寫作 ◎ 彭家發 著 380

EB021463 台灣商務 ﹝新聞寫作﹞ 1966 y(7IJ5H0*PKPOKP( 新聞採訪的理論與實際 ◎ 鄭貞銘 編著 300

EB021464 正中書局 ﹝新聞寫作﹞ 1992 y(7IJ5H0*TKQKLL( 字斟句酌 (第二集 ) ◎ 劉潔 170

EB021465 正中書局 ﹝新聞寫作﹞ 1994 y(7IJ5H0*TKTMMR( 花邊新聞趣事多 ◎ 王曉寒 285

EB021466 正中書局 ﹝新聞寫作﹞ 1998 y(7IJ5H0*TLLQKM( 媒體徵才 -新聞機構甄募記者理念 ◎ 胡幼偉 220

EB021467 智庫文化 ﹝新聞寫作﹞ 2000 y(7IJ5H8*NTQTNR( 戰勝記者 ◎ 280

EB021468 三民書局 ﹝新聞寫作﹞ 2003 y(7IJ5H1*ONOTRL( 人情趣味新聞料理 ◎ 徐慰真 190

EB021469 三民書局 ﹝通訊社﹞ 1991 y(7IJ5H1*OLRQQK( 中央社的故事 (上 ) ◎ 周培敬 222

EB021470 三民書局 ﹝通訊社﹞ 1991 y(7IJ5H1*OLRQRR( 中央社的故事 (下 ) ◎ 周培敬 222

EB021471 三民書局 ﹝各種新聞媒體﹞ 1974 y(7IJ5H1*OLPTTO( 183. 文藝與傳播 (平 ) ◎ 王鼎鈞 70

EB021472 三民書局 ﹝各種新聞媒體﹞ 1988 y(7IJ5H1*TKOQKN( 傳播研究補白 (精 ) ◎ 彭家發 267

EB021473 黎明文化 ﹝各種新聞媒體﹞ 1994 y(7IJ5H1*QKNNNT( 國際傳播 [平 ] ◎ 李少南 270

EB021474 台灣商務 ﹝各種新聞媒體﹞ 2009 y(7IJ5H0*PMNNTN( 主播解碼 ◎ 羅文輝、蘇蘅、林書煒 240

EB021475 亞太 ﹝中國新聞事業﹞ 2003 y(7IJ8G7*SKTKSR( 臺灣報業史 ◎ 王天濱 550

EB021476 亞太 ﹝中國新聞事業﹞ 2002 y(7IJ5H8*MQOTTL( 臺灣新聞傳播史 ◎ 王天濱 700

EB021477 亞太 ﹝中國新聞事業﹞ 1999 y(7IJ5H8*MQOLSM( 解構媒體環境變遷與報業發展趨勢 ◎ 張宏源 450

EB021478 正中書局 ﹝中國新聞事業﹞ 1998 y(7IJ5H0*TLLRLS(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 ◎ 卓南生 250

EB021479 正中書局 ﹝各國新聞事業﹞ 1996 y(7IJ5H0*TLKQLM( 誰改變了艦隊街 -英國報業簡史 ◎ 楊孔鑫 180

EB021480 三民書局 ﹝各國新聞事業﹞ 1986 y(7IJ5H1*TKOQMR( 「時代」的經驗 (精 ) ◎ 汪琪、彭家發著 144

EB021481 三民書局 ﹝各國新聞事業﹞ 1986 y(7IJ5H1*TKOQNO( 「時代」的經驗 (平 ) ◎ 汪琪、彭家發著 89

EB021482 智庫文化 ﹝各國新聞事業﹞ 1995 y(7IJ5H8*SMTQMQ( 紐約時報 ◎ 340

EB021483 智庫文化 ﹝各國新聞事業﹞ 2004 y(7IJ8G7*SSKRNO( 天下第一報 -紐約時報 ◎ 400

EB021484 瑞昇 ﹝藝術總論﹞ 2007 y(7IJ5H5*MQQROP( 亂碼塗鴉隨意畫 ◎ 櫻亞子 120

EB021485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2005 繪畫入門系列 (精 )(共十五冊 ) ◎ 2700

EB021486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1982 y(7IJ5H1*OKSRQR( 美學 ◎ 田曼詩 280

EB021487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2006 y(7IJ5H1*OMNMTQ( 美術鑑賞 (修訂版 ) ◎ 趙惠玲 450

EB021488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2006 y(7IJ5H1*OMNNKM( 藝術概論 (增訂新版 ) ◎ 陳瓊花 360

EB021489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1*ONLPLM( 兒童與青少年如何說畫―在描述；表示喜好；和判斷繪畫作品時的觀念傾向 ◎ 陳瓊花
210

EB021490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1*TKSMMT( 與當代藝術家的對話 (精 ) ◎ 葉維廉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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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491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1988 y(7IJ5H1*TKSMON( 藝術的興味 (精 ) ◎ 吳道文 522

EB021492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1981 y(7IJ5H1*TKSOMR( 人體工學與安全 (精 ) ◎ 劉其偉 211

EB021493 三民書局 ﹝藝術總論﹞ 1990 y(7IJ5H1*TKSOST( 色彩基礎 (精 ) ◎ 何耀宗 167

EB021494 大辣 ﹝藝術總論﹞ 2004 y(7IJ5H2*TRQQKT( 出生在她方 ◎ 約翰娜 320

EB021495 大辣 ﹝藝術總論﹞ 2006 y(7IJ8G8*MRLTNR( 巴尼藍調 ◎ 賈克．路斯塔‧繪∕菲力普．巴希果‧編劇 280

EB021496 大辣 ﹝藝術總論﹞ 2008 y(7IJ8G8*NPPSSK( 阿鼻劍1-2（套書合售版） ◎ 鄭問‧繪者∕馬利‧編劇 560

EB021497 大辣 ﹝藝術總論﹞ 2010 y(7IJ8G6*QNOLMN( 刺客列傳 ◎ 鄭問 280

EB021498 台灣商務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0*PLKRRP( 藝術概論與欣賞 ◎ 邢福泉 著 450

EB021499 台灣商務 ﹝藝術總論﹞ 2008 y(7IJ5H0*PMMMTR( 畫天畫地 ◎ 李費蒙 150

EB021500 台灣商務 ﹝藝術總論﹞ 2004 y(7IJ5H0*PLTLLM( 太極少女 (The Happy Maiden) ◎ 林兆麟著 瑪麗安 . 戴萊繪 200

EB021501 台灣商務 ﹝藝術總論﹞ 2005 y(7IJ5H0*PLTMQQ( 太極少女 The Happy Maiden中英對照 ◎ 林兆麟著 . 瑪麗安 . 戴萊繪 250

EB021502 台灣商務 ﹝藝術總論﹞ 1978 y(7IJ5H0*PKOOLP( 藝術品味 ◎ 劉文潭 著 99

EB021503 幼獅文化 ﹝藝術總論﹞ 2002 y(7IJ5H5*RONONR( 沒有圍牆的美術館 ◎ 劉惠媛 380

EB021504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總論﹞ 2002 y(7IJ5H7*OOTROK( 大捐贈者的傳奇 ◎ 瓦德瑪‧尼爾遜 350

EB021505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PLTPLL( 美術館風暴 -藝術偵探大冒險 ◎ 安娜‧尼爾森 ( Anna Nilsen) 599

EB021506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總論﹞ 2007 y(7IJ8G8*NMLLKQ( 第二層皮膚 -當代設計新肌體 ◎ 財團法人當代藝術基金會 200

EB021507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總論﹞ 2008 y(7IJ8G6*SNNLNR( 我的一雙手 -動手做 玩美力 ◎ 露薏絲艾勒特 / 宋珮 280

EB021508 國史館 ﹝藝術總論﹞ 1979 臺南所見南管的手抄本 ◎ 陳秀芳 200

EB021509 國史館 ﹝藝術總論﹞ 1981 臺灣所見的北管手抄本（1） ◎ 陳秀芳 200

EB021510 國史館 ﹝藝術總論﹞ 1981 臺灣所見的北管手抄本（2） ◎ 陳秀芳 200

EB021511 國史館 ﹝藝術總論﹞ 1981 臺灣所見的北管手抄本（3） ◎ 陳秀芳 200

EB021512 國史館 ﹝藝術總論﹞ 1978 鹿港所見南管的手抄本 ◎ 陳秀芳 200

EB021513 雄獅 ﹝藝術總論﹞ 1978 y(7IJ5H9*OMKRQL( 敦煌藝術 ◎ 沈以正 180

EB021514 雄獅 ﹝藝術總論﹞ 1984 y(7IJ5H9*OMKQLR( 藝術欣賞與人生 ◎ 李霖燦 200

EB021515 雄獅 ﹝藝術總論﹞ 1984 y(7IJ5H9*OMKNST( 中國繪畫史 ◎ 高居翰著／李渝譯 380

EB021516 雄獅 ﹝藝術總論﹞ 1986 y(7IJ5H9*OMKSLP( 中國古代繪畫名品 ◎ 石守謙等著 280

EB021517 雄獅 ﹝藝術總論﹞ 1986 y(7IJ5H9*OMKKOO( 美的沈思 (黑白版 ) ◎ 蔣勳 220

EB021518 雄獅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9*OMKOPR( 中國美術史稿 ◎ 李霖燦 320

EB02151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2 y(7IJ5H9*OMKSKS( 永遠的童顏 ◎ 莊伯和 250

EB021520 雄獅 ﹝藝術總論﹞ 1992 y(7IJ5H9*OMKSMM( 審美的趣味 ◎ 莊伯和 250

EB021521 雄獅 ﹝藝術總論﹞ 1974 y(7IJ5H9*OMKPRK( 台灣民間藝術 ◎ 席德進 180

EB021522 雄獅 ﹝藝術總論﹞ 1976 y(7IJ5H9*OMKONN( 台灣宗教藝術 ◎ 劉文三 180

EB021523 雄獅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8*TSKMQQ( 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 ◎ 劉其偉 300

EB021524 雄獅 ﹝藝術總論﹞ 1981 y(7IJ5H9*OMKNNO( 台灣近代建築 ◎ 李乾朗 280

EB021525 雄獅 ﹝藝術總論﹞ 1986 y(7IJ5H9*OMKPQN( 台灣建築史 ◎ 李乾朗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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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526 雄獅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9*OMKNMR( 板橋林本源庭園 ◎ 李乾朗 200

EB021527 雄獅 ﹝藝術總論﹞ 1988 y(7IJ5H9*OMKQMO( 藝術史的原則 ◎ 曾雅雲譯 320

EB021528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9*OMKTOP( 日本美術史話 ◎ 李欽賢 320

EB02152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9*OMKTPM( 日本美術的近代光譜 ◎ 李欽賢著 320

EB021530 雄獅 ﹝藝術總論﹞ 1981 y(7IJ5H9*OMKQNL( 現代畫是什麼 ◎ 李渝譯 120

EB021531 雄獅 ﹝藝術總論﹞ 1984 y(7IJ5H9*OMKNRM( 造形原理 ◎ 呂清夫 180

EB021532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OMKQTN( 現代繪畫基本理論 ◎ 劉其偉 280

EB021533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9*OMKTRQ( 視覺藝術概論 ◎ 李美蓉 350

EB021534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OMKPOT( 自在容顏 ◎ 奚淞 1600

EB021535 雄獅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8*TSKOMQ( 李可染評傳 ◎ 萬青力 280

EB021536 雄獅 ﹝藝術總論﹞ 1990 y(7IJ5H9*OMKKTT( 巨匠之足跡 (一 ) ◎ 賴傳鑑 200

EB021537 雄獅 ﹝藝術總論﹞ 1989 y(7IJ5H9*OMKLKP( 巨匠之足跡 (二 ) ◎ 賴傳鑑 200

EB021538 雄獅 ﹝藝術總論﹞ 1989 y(7IJ5H9*OMKLLM( 巨匠之足跡 (三 ) ◎ 賴傳鑑 200

EB02153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0 y(7IJ5H9*OMKNTQ( 天才之悲劇 (一 ) ◎ 賴傳鑑 200

EB021540 雄獅 ﹝藝術總論﹞ 1990 y(7IJ5H9*OMKOKM( 天才之悲劇 (二 ) ◎ 賴傳鑑 200

EB021541 雄獅 ﹝藝術總論﹞ 1979 y(7IJ5H9*OMKMRN( 關於羅丹 --日記擇抄 ◎ 熊秉明 160

EB021542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OMKRMN( 西湖雪山故人情 ◎ 李霖燦 220

EB021543 雄獅 ﹝藝術總論﹞ 1979 y(7IJ5H9*OMKROR( 攝影台灣 ◎ 雄獅美術編 160

EB021544 雄獅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8*TSKMTR( 進階黑白攝影 ◎ 蔣載榮 560

EB021545 雄獅 ﹝藝術總論﹞ 1974 y(7IJ5H9*OMKQPP( 版畫藝術 ◎ 廖修平 170

EB021546 雄獅 ﹝藝術總論﹞ 1984 y(7IJ5H9*OMKSTL( 山水畫法123 ◎ 王耀庭編 330

EB021547 雄獅 ﹝藝術總論﹞ 1984 y(7IJ5H9*OMKKNR( 花鳥畫法123 ◎ 林柏亭編 380

EB021548 雄獅 ﹝藝術總論﹞ 1984 y(7IJ5H9*OMKLPK( 素描學 ◎ 林文昌‧蘇益家 250

EB021549 雄獅 ﹝藝術總論﹞ 1986 y(7IJ5H9*OMKKMK( 陶藝技法123 ◎ 李亮一編 380

EB021550 雄獅 ﹝藝術總論﹞ 1986 y(7IJ5H9*OMKNKN( 書道技法123 ◎ 杜忠誥 280

EB021551 雄獅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9*OMKKLN( 版畫技法123 ◎ 廖修平．董振平 380

EB021552 雄獅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9*OMKMPT( 染色技法123 ◎ 莊世琦 420

EB021553 雄獅 ﹝藝術總論﹞ 1987 y(7IJ5H9*OMKLMT( 水彩技法手冊 --靜物 ◎ 楊恩生 250

EB021554 雄獅 ﹝藝術總論﹞ 1989 y(7IJ5H9*OMKMQQ( 噴畫技法123 ◎ 何慎吾 450

EB021555 雄獅 ﹝藝術總論﹞ 2006 y(7IJ5H4*ROLKNS( 大人塗畫簿 --宋代花鳥 book1 ◎ 雄獅美術編 180

EB021556 雄獅 ﹝藝術總論﹞ 2006 y(7IJ5H4*ROLKOP( 大人塗畫簿 --宋代花鳥 book2 ◎ 雄獅美術編 180

EB021557 雄獅 ﹝藝術總論﹞ 2007 y(7IJ5H4*ROLKSN( 大人塗畫簿――吉祥蔬果篇 ◎ 雄獅美術編 180

EB021558 雄獅 ﹝藝術總論﹞ 1974 y(7IJ5H9*OMKQQM( 商業設計入門 ◎ 何耀宗 180

EB021559 雄獅 ﹝藝術總論﹞ 1974 y(7IJ5H9*OMKNQP( 平面廣告設計 ◎ 何耀宗 160

EB021560 雄獅 ﹝藝術總論﹞ 1974 y(7IJ5H9*OMKLNQ( 平面設計原理 ◎ 王無邪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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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561 雄獅 ﹝藝術總論﹞ 1980 y(7IJ5H9*OMKLON( 立體設計原理 ◎ 王無邪 140

EB021562 雄獅 ﹝藝術總論﹞ 1983 y(7IJ5H9*OMKMSK( 實用色彩學 ◎ 歐秀明‧賴來洋編著 300

EB021563 雄獅 ﹝藝術總論﹞ 1988 y(7IJ6C1*MKTSKL( 形美集 (一 ) ◎ 畢子融編著 220

EB021564 雄獅 ﹝藝術總論﹞ 1988 y(7IJ6C1*MKTSNM( 形美集 (二 ) ◎ 畢子融編著 220

EB021565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LTS( 應用色彩學 ◎ 歐秀明 380

EB021566 雄獅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8*TSKMSK( 柯鴻圖作品集 ◎ 柯鴻圖 1000

EB021567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KTN( 黃土水‧釋迦出山 ◎ 江學瀅 250

EB021568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LKT( 顏水龍‧美麗的台灣農村 ◎ 江學瀅 250

EB021569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LLQ( 林玉山‧虎姑婆 ◎ 江學瀅 250

EB021570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LMN( 李澤藩‧西門教堂附近 ◎ 江學瀅 250

EB021571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LNK( 楊三郎‧花與靜物 ◎ 江學瀅 250

EB021572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LOR( 陳進‧悠閒 ◎ 江學瀅 250

EB021573 雄獅 ﹝藝術總論﹞ 1982 y(7IJ5H9*OMKNOL( 西洋美術辭典 (精美單冊版 ) ◎ 黃才郎 主編 2650

EB021574 雄獅 ﹝藝術總論﹞ 1989 y(7IJ5H9*OMKTTK( 中國美術辭典 ◎ 雄獅美術編委會 2000

EB021575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OMKRKT( 中國工藝美術辭典 ◎ 雄獅美術編委會 2400

EB021576 雄獅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8*TSKMRN( 1995年台灣美術年鑑 ◎ 雄獅美術編委會 800

EB021577 雄獅 ﹝藝術總論﹞ 1996 y(7IJ5H8*TSKOLT( 1996台灣美術年鑑 ◎ 雄獅美術編委會 1000

EB021578 雄獅 ﹝藝術總論﹞ 1988 y(7IJ5H9*OMKRRS( 紐約文化遊 ◎ 林樂群 280

EB02157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0 y(7IJ5H8*TSKLNQ( 星夜 --梵谷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0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8*TSKOOK( 美麗與哀愁 --莫迪里亞尼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1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8*TSKNMR( 流金歲月 --雷諾瓦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2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8*TSKLMT( 蒙馬特的宿醉 --羅特列克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3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8*TSKNNO( 老頑童與小精靈 --米羅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4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NOL( 迅光中的印象 --莫內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5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NPS( 永遠的沈思者 --羅丹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6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OKM( 靈魂與海浪的對話 --卡蜜兒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7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OPR( 情繫大溪地 --高更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8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NTQ( 孤寂的調色板 --塞尚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8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8 y(7IJ5H8*TSKRTM( 愛與生的喜悅 --畢卡索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90 雄獅 ﹝藝術總論﹞ 1998 y(7IJ5H8*TSKSKS( 金色情迷 --克林姆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91 雄獅 ﹝藝術總論﹞ 1998 y(7IJ5H8*TSKSLP( 舞影迴旋 --竇加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92 雄獅 ﹝藝術總論﹞ 1998 y(7IJ5H8*TSKSMM( 孤絕靈魂的吶喊 --孟克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93 雄獅 ﹝藝術總論﹞ 1998 y(7IJ5H8*TSKSNT( 與線條攜手同遊 --克利 ◎ 雄獅美術編 100

EB021594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KQM( 神秘的微笑 --達文西 ◎ 雄獅美術編 120

EB021595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8*TSKTTK( 火的熾烈 ◎ 雄獅美術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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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596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KKK( 土的溫厚 ◎ 雄獅美術編 200

EB021597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KLR( 風的恣意 ◎ 雄獅美術編 200

EB021598 雄獅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KMO( 水的迷離 ◎ 雄獅美術編 200

EB02159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OMKPNM( 三十三堂札記 ◎ 奚淞 160

EB021600 雄獅 ﹝藝術總論﹞ 1992 y(7IJ5H9*OMKSPN( 陽春白雪集 ◎ 李霖燦 160

EB021601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9*OMKTML( 素履之往 ◎ 木心 160

EB021602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KSM( 活活潑潑的孔子 ◎ 李霖燦 160

EB021603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KKQ( 從名畫瞭解藝術史 ◎ 張心龍 350

EB021604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LON( 名畫與畫家 ◎ 張心龍 350

EB021605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MLL( 從題材欣賞繪畫 ◎ 張心龍 350

EB021606 雄獅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8*TSKNQP( 如何參觀美術館 ◎ 張心龍 350

EB021607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LRO( 揮不走的美 ◎ 李美蓉 350

EB021608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9*OMKTSN( 三峽‧寫實‧李梅樹 ◎ 湯皇珍 600

EB021609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KLN( 雲山‧潑墨‧張大千 ◎ 湯皇珍 600

EB021610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KMK( 閨秀‧時代‧陳進 ◎ 田麗卿 600

EB021611 雄獅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8*TSKKQS( 蘭嶼‧裝飾‧顏水龍 ◎ 涂瑛娥 600

EB021612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KTT( 陽光‧印象‧楊三郎 ◎ 湯皇珍 600

EB021613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LLM( 鄉園‧彩筆‧李澤藩 ◎ 陳惠玉 600

EB021614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LQR( 飛瀑‧煙雲‧黃君璧 ◎ 劉芳如 600

EB021615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MMS( 自然‧寫生‧林玉山 ◎ 林瓊花 600

EB021616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MOM( 抒情‧韻律‧劉啟祥 ◎ 林育淳 600

EB021617 雄獅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KMPT( 野趣‧摯情‧沈耀初 ◎ 鄭水萍 600

EB021618 遠景 ﹝藝術總論﹞ 1990 y(7IJ5H9*KQQKKQ( 要藝術不要命 ◎ 吳冠中 240

EB021619 遠景 ﹝藝術總論﹞ 2008 y(7IJ5H3*TKSQMN( 流光洗石―陳文輝畫輯 ◎ 陳文輝 390

EB021620 遠景 ﹝藝術總論﹞ 1998 y(7IJ5H3*TKPRPM( 水滸人物 ◎ 黃永玉 600

EB021621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PKKMMR( 大陸名畫家探訪錄 ◎ 黎朗 300

EB021622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2 y(7IJ5H9*PKKNKM( 大陸美術全集1．羅中立 ◎ 藝術家 編 1600

EB021623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PKKMKN( 王美幸彩色的夢 ◎ 王美幸 500

EB021624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9*PNKLLS( 台灣美術運動史 ◎ 謝里法 著 380

EB021625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1 y(7IJ5H9*PKKKSL( 近代中國美術論集 (1-6) ◎ 何懷碩主編

EB021626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9*PKKSKR( 後現代的藝術現象 ◎ 陸蓉之 300

EB021627 藝術家 ﹝藝術總論﹞ 2000 y(7IJ5H8*MRNROK( 原生藝術的故事 ◎ 洪米貞 著 480

EB021628 藝術家 ﹝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NONSK( 教你看懂藝術 ◎ 王偉光 280

EB021629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9*PKKPLR( 趙無極自畫像 ◎ 劉俐 譯 300

EB021630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9*PKKQRS( 鄭浩千畫集 ◎ 鄭浩千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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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631 藝術家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9*PNKLKL( 藝術的精神性 ◎ 吳瑪★ 譯 150

EB021632 藝術家 ﹝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SRQPK( 邊緣戰鬥的回歸 ◎ 赫島社 編選 380

EB021633 黎明文化 ﹝藝術總論﹞ 1980 現代繪畫哲學 [平 ] ◎ 孫旗 95

EB021634 黎明文化 ﹝藝術總論﹞ 1987 藝術概論 [平 ] ◎ 孫旗 200

EB021635 黎明文化 ﹝藝術總論﹞ 1989 健康快樂的生活環境 [平 ] ◎ 楊建華 90

EB021636 黎明文化 ﹝藝術總論﹞ 1993 y(7IJ5H1*QKMOTN( 國劇藝術輯論 [平 ] ◎ 王元富 280

EB021637 黎明文化 ﹝藝術總論﹞ 1994 y(7IJ5H1*QKNPMK( 音樂辭典 [上 / 下 ][精 ] ◎ 洪萬隆 3800

EB021638 黎明文化 ﹝藝術總論﹞ 1995 y(7IJ5H1*QKOMNR( 古董店 [精 ] ◎ 查爾士．狄更斯原著 ; 陳玫琪改寫 280

EB021639 藝術家 ﹝藝術總論﹞ 2008 y(7IJ8G7*KNOSQL( 數位美學 --電腦時代的藝術創作及文化潮流剖析 ◎ 葉謹睿 380

EB021640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1991 y(7IJ5H1*TKSSOR( 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 (1945～ 1970)(精 ) ◎ 蕭瓊瑞
1222

EB021641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1994 y(7IJ5H1*TLQMOS( 挫萬物於筆端―藝術史與藝術批評文集 (精 ) ◎ 郭繼生 344

EB021642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1994 y(7IJ5H1*TLQPKR( 貓。蝶。圖―黃智溶談藝錄 (精 ) ◎ 黃智溶 378

EB021643 台灣商務 ﹝藝術理論﹞ 2004 y(7IJ5H0*PLSNNR( 美學新鑰 ◎ 劉文潭 著 320

EB021644 亞太 ﹝藝術理論﹞ 2007 y(7IJ5H8*PLKNLT( 美術形態學 ◎ 王林 350

EB021645 亞太 ﹝藝術理論﹞ 1995 y(7IJ5H8*PLKRNT( 藝術人類學 ◎ 吳信鴻 350

EB021646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理論﹞ 2010 y(7IJ8G6*SNNQPQ( 蝸牛出發了 -帶你去找一幅現代名畫 ◎ 喬‧莎克斯丹 260

EB021647 台灣商務 ﹝藝術理論﹞ 2002 y(7IJ5H0*PLRPKR( 意象地圖 -閱讀圖像中的愛與憎 ◎ 阿爾維托 . 曼古埃爾 350

EB021648 台灣商務 ﹝藝術理論﹞ 1993 y(7IJ5H0*PKQQTN( 藝術觀賞之道 (Ways of Seeing) ◎ 戴行鉞 譯 200

EB021649 田園城市 ﹝藝術理論﹞ 2001 y(7IJ5H0*OKQOLM( 造形的生命 ◎ HenriFocillon 300

EB021650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理論﹞ 2007 y(7IJ8G6*SNNLMK( 尋找山中的塞尚 -精裝限量版 ◎ 史作檉 450

EB021651 藝術家 ﹝藝術理論﹞ 1999 y(7IJ5H8*MRNOQR( 保羅克利教學手冊 ◎ 保羅克利 著 280

EB021652 藝術家 ﹝藝術理論﹞ 1996 y(7IJ5H9*PNKOSO( 點線面 ◎ 吳瑪★ 譯 200

EB021653 藝術家 ﹝藝術理論﹞ 1996 y(7IJ5H9*PNKOLP( 藝術學手冊 ◎ 潘★ 譯 300

EB021654 左岸 ﹝藝術理論﹞ 2002 y(7IJ8G7*SPOKMP( 別鬧了，這是藝術嗎？ ◎ 辛西亞．弗瑞蘭 250

EB021655 雄獅 ﹝藝術理論﹞ 1999 y(7IJ5H8*TSKSSO(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 漢寶德、張振益……等 250

EB021656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1992 y(7IJ5H1*OLSOPM( 形象與言語―西方現代藝術評論文集 ◎ 李明明 222

EB021657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2005 y(7IJ5H1*OMOOQK( 藝術批評 ◎ 姚一葦 350

EB021658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理論﹞ 2005 y(7IJ8G7*PLTQKN( 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 ◎ 林宏璋 250

EB021659 藝術家 ﹝藝術理論﹞ 1996 y(7IJ5H9*PNKMOS( 台灣美術影像閱讀 ◎ 黃寶萍 著 250

EB021660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2 y(7IJ8G7*TPRLLP( 西方當代藝術史批評 ◎ 陳英德 譯 380

EB021661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5 y(7IJ8G7*OSRPOO( 非藝評的書寫 ◎ 高千惠 著 200

EB021662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2 y(7IJ8G7*TPRLQK( 現代藝術啟示錄 ◎ 黃文叡 著 600

EB021663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6 y(7IJ8G7*OSRROM( 藝術批評的視野 ◎ 王秀雄 著 380

EB021664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6 y(7IJ8G7*KNOMKP( 藝術批評學 ◎ 謝東山 380

EB021665 台灣商務 ﹝藝術理論﹞ 1992 y(7IJ5H0*PKQNPS( 藝術心理學新論 ◎ 郭小平 譯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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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666 藝術家 ﹝藝術理論﹞ 1998 y(7IJ5H9*PNKTST( 藝術心理學 --藝術與創造 ◎ 劉思量 著 250

EB021667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理論﹞ 2010 y(7IJ8G6*SNNQMP(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 譯者 :楊佩芸 420

EB021668 雄獅 ﹝藝術理論﹞ 2002 y(7IJ5H4*ROKNPM( 藝術人類學 ◎ 劉其偉 380

EB021669 群學文化 ﹝藝術理論﹞ 2007 y(7IJ8G8*MTSMNL( 閱讀魅影 : 尋找後班雅明精神 The Phantom of Reading: 
In Search of the Post-Benjamin's Spirit ◎ 石計生 著

300

EB021670 左岸 ﹝藝術理論﹞ 2003 y(7IJ8G7*SPOOOP( 藝術與社會 ◎ 石計生 260

EB021671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2008 y(7IJ5H1*OPLLOP( 林布蘭特與聖經 -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 ◎ 花亦芬 300

EB021672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7 y(7IJ8G7*KNOQSR( 藝術原理 --柏拉圖至今日的藝術哲學、批評和歷史 ◎ 瓊 -呂克．夏呂姆 360

EB021673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1998 y(7IJ5H1*TMLOOK( 中國南方民族文化之美 (精 ) ◎ 陳野著 520

EB021674 三民書局 ﹝藝術理論﹞ 1998 y(7IJ5H1*TMLOPR( 中國南方民族文化之美 (平 ) ◎ 陳野著 420

EB021675 雄獅 ﹝藝術理論﹞ 2003 y(7IJ5H4*ROKQMS( 美的沈思 (彩色珍藏版 ) ◎ 蔣勳 660

EB021676 藝術家 ﹝藝術理論﹞ 2004 y(7IJ8G7*OSRLPP( 德國表現主義藝術 ◎ 魏伶容 譯 680

EB021677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圖譜﹞ 2008 y(7IJ8G6*SNNMMT( 2008中國書畫拍賣大典 ◎ 編輯部 2000

EB021678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7 y(7IJ8G0*KTKRQP( 後解嚴與後八九 --兩岸當代美術對照 ◎ 胡永芬 650

EB021679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5 y(7IJ8G7*OSRQTS( 楊英風全集第一卷 ◎ 交大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1800

EB021680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6 y(7IJ8G7*OSRTSS( 楊英風全集第二卷 ◎ 交大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1800

EB021681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6 y(7IJ8G7*KNOLSM( 楊英風全集 --第四卷：美術設計、插畫、漫畫 ◎ 國立交通大學 1800

EB021682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6 y(7IJ8G7*KNOKTK( 楊英風全集 --創作篇第三卷 ◎ 蕭瓊瑞 1800

EB021683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7 y(7IJ8G7*KNOOOL( 楊英風全集 --創作篇第五卷 ◎ 釋寬謙／蕭瓊瑞 1800

EB021684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5 y(7IJ8G7*OSRRLL( 蔡國強 ◎ 蔡國強 著 1200

EB021685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9 y(7IJ8G6*PQPNKO( 生命之渺 --方力鈞創作25年展 ◎ 胡永芬 1200

EB021686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7 y(7IJ8G7*KNOPTP( 網路藝術 ◎ 鄭月秀 360

EB021687 藝術家 ﹝藝術圖譜﹞ 2005 y(7IJ8G7*OSRQRO( 數位藝術概論 ◎ 葉謹睿 著 380

EB021688 心理 ﹝藝術教育
及研究﹞ 2003 y(7IJ5H7*KMPRKS( 理性的藝術　 ◎ David Best著；廣梅芳譯 350

EB021689 心理 ﹝藝術教育
及研究﹞ 2009 y(7IJ8G1*TLMMMQ( 學院藝術批評教學理論之研究 -形式主義、絡

脈主義、及其整合之應用 ◎ 何文玲著
230

EB021690 雄獅 ﹝藝術教育
及研究﹞ 2000 y(7IJ5H4*ROKKNL( 台灣視覺藝術教育研究 ◎ 林曼麗 480

EB021691 藝術家 ﹝藝術教育
及研究﹞ 2006 y(7IJ8G7*KNOMMT( 一起發現藝術 ◎ 曾惠青 280

EB021692 藝術家 ﹝藝術教育
及研究﹞ 2007 y(7IJ8G7*KNOOPS( 透過藝術的教育 ◎ 赫伯特．里德 280

EB021693 藝術家 ﹝藝術辭典﹞ 1996 y(7IJ5H9*PNKNTM( 藝術開講 ◎ 黃麗絹 著 360

EB021694 台灣商務 ﹝藝術辭典﹞ 1989 y(7IJ5H0*PKPSNM( 中國美藝菁華 ◎ 朱國榮 編著 90

EB021695 藝術家 ﹝藝術團體﹞ 2008 y(7IJ8G6*PQPMMT( 前進北京藝術區 ◎ 鳥口木子 280

EB021696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團體﹞ 2010 y(7IJ8G6*SNNQOT( 逛前衛 -全球雙年展晃遊 ◎ 姚瑞中、胡朝聖 350

EB021697 藝術家 ﹝藝術團體﹞ 1997 y(7IJ5H9*PNKRQR( 日本美術館巡禮 ◎ 何肇衢 著 380

EB021698 藝術家 ﹝藝術團體﹞ 2002 y(7IJ8G7*TPRLTL( 西班牙美術之旅 ◎ 徐芬蘭 著 380

EB021699 藝術家 ﹝藝術團體﹞ 1997 y(7IJ5H9*PNKSNP( 美術館行政 ◎ 黃光男 著 280

EB021700 藝術家 ﹝藝術團體﹞ 2001 y(7IJ5H8*MRNTOS( 英倫藝術走看 ◎ 朱紀蓉 著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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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701 藝術家 ﹝藝術團體﹞ 2004 y(7IJ8G7*OSRMMN( 畢卡索美術館導覽 ◎ 徐芬蘭 著 180

EB021702 藝術家 ﹝藝術團體﹞ 1997 y(7IJ5H9*PNKRRO( 歐洲美術館導覽 ◎ 何肇衢 著 380

EB021703 藝術家 ﹝藝術團體﹞ 2007 y(7IJ8G7*KNOOMR( 環球美術館見聞錄 ◎ 何政廣 360

EB021704 遠足 ﹝藝術團體﹞ 2004 y(7IJ8G7*QNKNKS( 台灣的美術館與藝文空間 ◎ 侯幸佑 400

EB021705 藝術家 ﹝藝術團體﹞ 2006 y(7IJ8G7*KNOLRP( 美術館的魅力 --21世紀初美術館教育經驗分享 ◎ 黃鈺琴 280

EB021706 藝術家 ﹝藝術團體﹞ 1998 y(7IJ5H9*PNKTMR( 美術館廣角鏡 ◎ 黃光男 著 280

EB021707 九歌 ﹝藝術論文集﹞ 2007 y(7IJ5H4*OONSNN( 移動觀點：藝術‧空間‧生活戲劇 ◎ 邱坤良 300

EB021708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91 y(7IJ5H1*OLSKMP( 干 ?集 ◎ 黃翰荻 211

EB021709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2 y(7IJ5H1*ONQPLR( 尋求飛翔的本質―關於藝術和藝術家的札記 ◎ 孟昌明 170

EB021710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5H1*ONTNKN( 藝術零縑 ◎ 劉其偉 140

EB021711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5H1*OOKNOR( 藝術殿堂內外 ◎ 杜正勝 400

EB021712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5H1*OOKOPN( 群星閃爍的法蘭西 ◎ 孟昌明 310

EB021713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99 y(7IJ5H1*TKSMPK( 藝術的興味 (平 ) ◎ 吳道文 460

EB021714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78 y(7IJ5H1*TKSNLL( 繪畫隨筆 (平 ) ◎ 陳景容 189

EB021715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93 y(7IJ5H1*TLOPST( 當代藝術采風 (精 ) ◎ 王保雲 344

EB021716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94 y(7IJ5H1*TLQMPP( 挫萬物於筆端―藝術史與藝術批評文集 (平 ) ◎ 郭繼生 278

EB021717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94 y(7IJ5H1*TLQSQQ( 推翻前人 (精 ) ◎ 施叔青 400

EB021718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5 y(7IJ5H1*TMRQKM( 盡頭的起點―藝術中的人與自然 ◎ 蕭瓊瑞 370

EB021719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5 y(7IJ5H1*TMRQMQ( 清晰的模糊―藝術中的人與人 ◎ 吳奕芳 370

EB021720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5 y(7IJ5H1*TMRSKK( 變幻的容顏―藝術中的人與人 ◎ 陳英偉 300

EB021721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5 y(7IJ5H1*TMRSLR( 流轉與凝望―藝術中的人與自然 ◎ 吳雅鳳 370

EB021722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6 y(7IJ5H1*TMRTNK( 記憶的表情―藝術中的人與自我 ◎ 陳香君 350

EB021723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6 y(7IJ5H1*TMRTSP( 岔路與轉角――藝術中的人與自我 ◎ 楊文敏 350

EB021724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6 y(7IJ5H1*TMRTTM( 自在與飛揚――藝術中的人與物 ◎ 蕭瓊瑞 370

EB021725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6 y(7IJ5H1*TMSKKP( 觀想與超越――藝術中的人與物 ◎ 江如海 360

EB021726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2008 y(7IJ5H1*TMTLSR( 法國，這玩藝！―音樂、舞蹈 &戲劇 ◎ 蔡昆霖、戴君安、梁蓉 -著 390

EB021727 台灣商務 ﹝藝術論文集﹞ 1968 y(7IJ5H0*PLMSNK( 藝人與藝事 ◎ 容天圻 著 260

EB021728 台灣商務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5H0*PMNPTL( 藝術品味 (增訂版 ) ◎ 劉文潭 360

EB021729 台灣商務 ﹝藝術論文集﹞ 1994 y(7IJ5H0*PKSPLM( 楊新美術論文集 ◎ 楊 新 著 420

EB021730 田園城市 ﹝藝術論文集﹞ 2001 y(7IJ5H0*OKQOON( 自由，可是孤單 ◎ 佐依子 (Zoe) 320

EB021731 田園城市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8G7*RKPMQQ( LondonHug ◎ 佐依子 Zoe 300

EB021732 田園城市 ﹝藝術論文集﹞ 2006 y(7IJ8G7*RKPTRQ( 把藝術當作動詞 ◎ 劉惠媛 350

EB021733 田園城市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8G7*KKTORK( CO-Q ◎ 黃建宏、蘇育賢 380

EB021734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8G6*SNNPQO( 藝術，以 XX之名 ◎ 高千惠 320

EB021735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8G6*SNNPTP( 穿越縫合—台灣當代藝術‧自我與他者 ◎ 陳泰松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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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736 雄獅 ﹝藝術論文集﹞ 2006 y(7IJ5H4*ROLKKR( 藝術欣賞與人生 (彩色珍藏版 ) ◎ 李霖燦 520

EB021737 雄獅 ﹝藝術論文集﹞ 2001 y(7IJ5H4*ROKMRR( 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 ◎ 李渝 320

EB021738 雄獅 ﹝藝術論文集﹞ 2003 y(7IJ5H4*ROKPNQ( 時光的痕跡 --曹志漪紐約藝談 ◎ 曹志漪 380

EB021739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5 y(7IJ8G7*OSROKR( 日常的誘惑 --給白日夢者的藝術書 ◎ 高千惠 著 200

EB021740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1995 y(7IJ5H9*PKKTOO( 台灣視覺文化 ◎ 郭繼生 編選 380

EB021741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1995 y(7IJ5H9*PKKSSN( 民俗美術探訪錄 ◎ 莊伯和 著 380

EB021742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8G6*PQPNRN( 行動中的藝術家 --美術文集 ◎ 李渝 280

EB021743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3 y(7IJ5H0*OLLRQS( 何懷碩畫集 ◎ 何懷碩 320

EB021744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8 y(7IJ8G7*KNORPP( 楊英風全集 -- 第十三卷 ◎ 主編／蕭瓊瑞 600

EB021745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8G6*PQPPSS( 楊英風全集 --第二十二卷：工作札記 I ◎ 交大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600

EB021746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8 y(7IJ8G6*PQPLSM( 楊英風全集第十五卷 --文集 III ◎ 交通大學楊英風藝研中心 600

EB021747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9 y(7IJ8G6*PQPLRP( 楊英風全集第十四卷 --文集 II ◎ 國立交通大學楊英風藝研中 600

EB021748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1996 y(7IJ5H9*PNKLRK( 當代文化藝術澀相 ◎ 高千惠 著 380

EB021749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1 y(7IJ5H8*MRNTLR( 當代藝術思路之旅 ◎ 高千惠 著 380

EB021750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8 y(7IJ8G6*PQPKPM( 雍容似汝 --陶器、青銅、繪畫薈萃 ◎ 張錯 360

EB021751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8G7*OSRLLR( 藝術如此多嬌 ◎ 劉吉訶德 著 320

EB021752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8 y(7IJ8G7*KNOTNT( 藝術初體驗 ◎ 倪再沁 250

EB021753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8 y(7IJ8G7*KNOSMN( 藝術漂流文集 Art drifting ◎ 卓有瑞　 280

EB021754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1995 y(7IJ5H9*PKKTNR( 藝術與藝術家論 ◎ 吳瑪★ 譯 280

EB021755 藝術家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8G7*TPRSRK( 藝種不原始 ◎ 高千惠 著 380

EB021756 左岸 ﹝藝術論文集﹞ 2004 y(7IJ8G7*SPOSMR( 21個與藝術擁抱的姿勢 ◎ 永和社區大學 / 全國促進大學 280

EB021757 三民書局 ﹝藝術論文集﹞ 1986 y(7IJ5H1*OLOQTK( 樂於藝 (平 ) ◎ 劉其偉 70

EB021758 佛光文化 ﹝藝術史﹞ 1993 y(7IJ5H5*ONLSQK( 豐子愷的藝術世界 ◎ 陳星 160

EB021759 亞太 ﹝藝術史﹞ 1996 y(7IJ5H8*PLKMST( 法國現代美術 ◎ 張延風 300

EB021760 米娜貝爾 ﹝藝術史﹞ 2004 y(7IJ8G7*QOKPMT( 藝術故事 (米娜貝爾 ) ◎ 常和 250

EB021761 米娜貝爾 ﹝藝術史﹞ 1999 y(7IJ5H8*QMMROQ( 人類的藝術 (上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80

EB021762 米娜貝爾 ﹝藝術史﹞ 1999 y(7IJ5H8*QMMRPN( 人類的藝術 (下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80

EB021763 知書房 ﹝藝術史﹞ 2009 y(7IJ8G7*LPLTQO( 達文西和他的天才密碼 (16K) ◎ 麥克、考斯 200

EB021764 藝術家 ﹝藝術史﹞ 1995 y(7IJ5H9*PKKTQS( 西藏藝術集萃 ◎ 韓書力 著 1200

EB021765 木馬 ﹝藝術史﹞ 2006 y(7IJ8G6*TRNLLQ( 新‧藝術的故事 ◎ 保羅‧約翰遜 1200

EB021766 正中書局 ﹝藝術史﹞ 2005 y(7IJ5H0*TLRNML( 現代藝術家的故事 ◎ 李素真 150

EB02176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5H8*MRNSKL( 世界現代美術發展 ◎ 王受之 著 500

EB021768 木馬 ﹝藝術史﹞ 2001 y(7IJ5H4*QTPNPP( 世界藝術史 ◎ 修‧歐納；約翰‧弗萊明 2800

EB021769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2 y(7IJ5H1*TKSMQR( 根源之美 (精 ) ◎ 莊申編 1560

EB021770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2 y(7IJ5H1*TKSMRO( 根源之美 (平 ) ◎ 莊申編 1389



 - 623 - 

．
︹
藝
術
史
︺
．

EB021771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8 y(7IJ5H1*TLRKKT( 中國美術年表 (精 ) ◎ 曾堉編 450

EB021772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7 y(7IJ5H1*TLTSKP( 美的覺醒―高爾泰文選之二 (精 ) ◎ 高爾泰 500

EB021773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7 y(7IJ5H1*TLTSLM( 美的覺醒―高爾泰文選之二 (平 ) ◎ 高爾泰 400

EB021774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7 y(7IJ5H1*TMLLON( 島嶼色彩―臺灣美術史論 (平 ) ◎ 蕭瓊瑞 480

EB021775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7 y(7IJ5H1*TMLOQO( 島嶼色彩―臺灣美術史論 (精 ) ◎ 蕭瓊瑞 560

EB021776 台灣商務 ﹝藝術史﹞ 1965 y(7IJ5H0*PKQOTP( 中國美術史 ◎ 陳彬龢 譯 126

EB021777 國家 ﹝藝術史﹞ 2008 y(7IJ5H3*QLLKSK( 中國民間美術 ◎ 靳之林 400

EB021778 雄獅 ﹝藝術史﹞ 2008 y(7IJ5H4*ROLLLN( 中國美術史稿 (彩色實用版 ) ◎ 李霖燦 660

EB021779 雄獅 ﹝藝術史﹞ 1996 y(7IJ5H8*TSKRSP( 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 ◎ 顏娟英編著 700

EB021780 石頭出版 ﹝藝術史﹞ 2007 y(7IJ5H9*KSTTPL( 中國美術備忘錄 (增訂版 ) ◎ 石頭出版 420

EB021781 石頭出版 ﹝藝術史﹞ 2007 y(7IJ5H9*KSTTSM( 李後主和她的時代 -南唐藝術與歷史論文集 ◎ 陳葆真 560

EB021782 藝術家 ﹝藝術史﹞ 1995 y(7IJ5H9*PKKTPL( 藝術家←→台灣美術 (細說從頭 ) ◎ 倪再沁 著 460

EB021783 三民書局 ﹝藝術史﹞ 2004 y(7IJ5H1*ONTRTM( 島嶼測量－臺灣美術定向 ◎ 蕭瓊瑞 400

EB021784 雄獅 ﹝藝術史﹞ 2001 y(7IJ5H4*ROKMMM( 風景心境 --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 ◎ 顏娟英編著 2400

EB02178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5H8*MRNSSR( 千濤拍岸－台灣美術－百年圖錄 ◎ 何政廣 980

EB02178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RNNP( 文人寫意水墨 (水墨類 ) ◎ 吳繼濤 著 700

EB02178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TPRMTK( 台灣 (當代 )女性藝術史 ◎ 陸蓉之 著 480

EB02178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5 y(7IJ8G7*OSRPMK( 台灣當代美術通鑑 --藝術家雜誌三十年版 ◎ 倪再沁 著 600

EB02178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NQS( 台灣當代藝術1980-2000 ◎ 謝東山 著 450

EB02179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NLR( 抒情印象繪畫 (西方媒材類 ) ◎ 陳長華 著 700

EB02179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NMO( 抒情抽象繪畫 (西方媒材類 ) ◎ 黃麗絹 著 700

EB02179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POQ( 抒情表現繪畫 (西方媒材類 ) ◎ 黃舒屏 著 700

EB02179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NKK( 抒情新象膠彩 (膠彩類 ) ◎ 廖瑾瑗 著 700

EB02179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NM( 抽象抒情水墨 (水墨類 ) ◎ 蕭瓊瑞 著 700

EB02179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RNMS( 抽象構成雕塑 (雕塑類 ) ◎ 江衍疇 著 700

EB02179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NNL( 抽象構成繪畫 (西方媒材類 ) ◎ 劉永仁 著 700

EB02179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QQP( 美術風景 ◎ 李敏勇 著 200

EB021798 文建會 ﹝藝術史﹞ 1994 y(7IJ5H8*TSTMTK( 馬德里公共藝術 ◎ 陳建北 360

EB02179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RRKQK( 高雄現代美術誌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策劃 380

EB021800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OT( 現代造形版畫 (版畫類 ) ◎ 龔智明 著 700

EB021801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RK( 現代造形陶藝 (陶藝類 ) ◎ 謝慧青 著 700

EB021802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PPN( 現代意識攝影 (攝影類 ) ◎ 王雅倫、李文吉 著 700

EB021803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SPPQK( 報導紀實攝影 (攝影類 ) ◎ 林志明、蕭永盛 著 700

EB021804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NS( 媒材篇 --水墨與書法 ◎ 吳超然 著 600

EB021805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SN( 媒材篇 --材質藝術 ◎ 莊秀玲 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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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806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NKQ( 媒材篇 --身體與行為藝術 ◎ 黃寶萍 著 600

EB021807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OP( 媒材篇 --油彩與壓克力 ◎ 潘娉玉 著 600

EB021808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QT( 媒材篇 --版畫藝術 ◎ 陳奕凱、陳奕伶 著 600

EB021809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NNR( 媒材篇 --科技與數位藝術 ◎ 吳垠慧 著 600

EB021810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ML( 媒材篇 --素描與水彩 ◎ 施淑萍 著 600

EB021811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NLN( 媒材篇 --裝置與空間藝術 ◎ 孫立銓 著 600

EB021812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PM( 媒材篇 --膠彩藝術 ◎ 施世昱 著 600

EB021813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RQ( 媒材篇 --雕塑與公共藝術 ◎ 洪致美 著 600

EB021814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NMK( 媒材篇 --總體藝術 ◎ 王文宏 著 600

EB021815 文建會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TK( 媒材篇 --攝影與錄影藝術 ◎ 王品驊 著 600

EB021816 藝術家 ﹝藝術史﹞ 1997 y(7IJ5H9*PNKRPK( 渡越驚濤駭浪的台灣美術 ◎ 林惺嶽 500

EB02181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PLP( 超現實風繪畫 (西方媒材類 ) ◎ 曾長生 著 700

EB021818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PNT( 超寫實風繪畫 (西方媒材類 ◎ 李美玲 著 700

EB021819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LNN( 鄉土采風水墨 (水墨類 ) ◎ 陳瓊花 著 700

EB021820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SR( 鄉土情懷雕塑 (雕塑類 ) ◎ 林保堯 著 700

EB021821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RNLL( 鄉土意識版畫 (版畫類 ) ◎ 陳樹升 著 700

EB021822 文建會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PMM( 鄉土寫實繪畫 (西方媒材類 ) ◎ 鄭惠美 著 700

EB02182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QN( 傳承經典陶藝 (陶藝類 ) ◎ 羅森豪 著 700

EB02182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MP( 意象構成水墨 (水墨類 ) ◎ 曾肅良 著 700

EB02182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TO( 意象變造雕塑 (雕塑類 ) ◎ 李欽賢 著 700

EB02182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8G7*TPRRMQ( 圖說台灣美術史1--山海傳奇 (史前‧原住民篇 ) ◎ 蕭瓊瑞 著 380

EB02182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5 y(7IJ8G7*OSRMRS( 圖說台灣美術史Ⅱ --渡台讚歌（荷西‧明清篇） ◎ 蕭瓊瑞 著 380

EB02182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LMQ( 寫景造境水墨 (水墨類 ) ◎ 潘★ 著 700

EB02182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MPQ( 複合形態版畫 (版畫類 ) ◎ 林雪卿 著 700

EB02183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5H0*LSPPKS( 複合媒體藝術 (西方媒材類 ) ◎ 賴瑛瑛 著 700

EB02183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OQ( 議題篇 --文化‧殖民 ◎ 羅秀芝 著 600

EB02183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KTM( 議題篇 --社會‧世俗 ◎ 路況 著 600

EB02183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LP( 議題篇 --政治．權力 ◎ 尤傳莉 著 600

EB02183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MM( 議題篇 --原始‧樸素 ◎ 林建成 著 600

EB02183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RR( 議題篇 --商品‧消費 ◎ 李維菁 著 600

EB02183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PN( 議題篇 --陰性‧酷語 ◎ 謝鴻均 著 600

EB02183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TL( 議題篇 --虛擬‧實擬 ◎ 徐婉禎 著 600

EB02183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LO( 議題篇 --量化‧質變 ◎ 簡子傑 著 600

EB02183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SO( 議題篇 --遊戲‧互動 ◎ 張晴文 著 600

EB02184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QK( 議題篇 --慾望‧禁忌 ◎ 胡永芬 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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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84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LNT( 議題篇 --環境‧生態 ◎ 邱子容 著 600

EB02184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5H0*LPOMKR( 議題篇 --觀念‧辯證 ◎ 李思賢 著 600

EB02184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5H8*MRNSTO( 世紀烏托邦 --大陸前衛藝術 ◎ 高名潞 著 480

EB021844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1 y(7IJ5H1*TKSSPO( 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 (1945～ 1970)(平 ) ◎ 蕭瓊瑞
1111

EB021845 三民書局 ﹝藝術史﹞ 2000 y(7IJ5H1*TLTTMS( 亞洲藝術 (精 ) ◎ 高木森著；潘耀昌等譯 760

EB021846 三民書局 ﹝藝術史﹞ 2000 y(7IJ5H1*TLTTNP( 亞洲藝術 (平 ) ◎ 高木森著；潘耀昌等譯 660

EB021847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7 y(7IJ5H1*OMPPOM( 日本近代藝術史 ◎ 施慧美 230

EB021848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9 y(7IJ5H1*TMMKRM( 日本藝術史 (精 ) ◎ 邢福泉 590

EB021849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9 y(7IJ5H1*TMMKST( 日本藝術史 (平 ) ◎ 邢福泉 490

EB021850 台灣商務 ﹝藝術史﹞ 2004 y(7IJ5H0*PLSSPQ( 日本美術發展史 ◎ 余鶴清 著 350

EB021851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史﹞ 2008 y(7IJ8G6*SNNOKN( 台灣美術四論 ◎ 廖新田 350

EB021852 雄獅 ﹝藝術史﹞ 2007 y(7IJ5H4*ROLLKQ( 台灣美術之旅 ◎ 李欽賢 420

EB02185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7 y(7IJ8G7*KNOROS( 天還未亮 --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發展 ◎ 盧梅芬 380

EB02185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9 y(7IJ8G7*KNORMO( 台灣美術史綱 ◎ 劉益昌、高業榮、傅朝卿等 650

EB02185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7 y(7IJ8G7*KNOPPR( 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 ◎ 倪再沁 280

EB02185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7 y(7IJ8G7*KNOPOK( 台灣美術論衡 ◎ 倪再沁 280

EB021857 耶魯國際 ﹝藝術史﹞ 2005 y(7IJ5H8*NMNPQS( 古典美之祕 ◎ 潘 400

EB021858 耶魯國際 ﹝藝術史﹞ 2002 y(7IJ5H8*NMNOTK( 禁忌的春夢 ◎ 潘 ? 350

EB021859 雄獅 ﹝藝術史﹞ 1980 y(7IJ5H9*RNPMQL( 西洋美術史綱要 ◎ 李長俊 180

EB021860 雄獅 ﹝藝術史﹞ 1999 y(7IJ5H8*TSKTML( 西洋美術史之旅 ◎ 張心龍 520

EB02186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PRN( 百年世界美術圖象 ◎ 高千惠 著 500

EB02186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9 y(7IJ8G6*PQPOPS( 維納斯藝術的故事 ◎ 謝其淼 380

EB021863 雄獅 ﹝藝術史﹞ 2001 y(7IJ5H4*ROKMNT( 早期基督教藝術 ◎ 賴瑞鎣 450

EB021864 雄獅 ﹝藝術史﹞ 1996 y(7IJ5H8*TSKPMP( 文藝復興之旅 ◎ 張心龍 480

EB02186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OSL( 文藝復興美術 ◎ 杜里尼等 著 680

EB021866 雄獅 ﹝藝術史﹞ 1997 y(7IJ5H8*TSKQLR( 巴洛克之旅 ◎ 張心龍 480

EB02186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8G7*TPRKKT( 新古典與浪漫主義美術 ◎ 潘★ 著 680

EB02186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NSM( 歐洲後現代藝術 ◎ 陳奇相 著 380

EB021869 藝術家 ﹝藝術史﹞ 1994 y(7IJ5H9*PKKRPN( 歐美現代美術 ◎ 何政廣 著 580

EB021870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史﹞ 2006 y(7IJ8G7*PLTTOS( 相互性的迴盪 ◎ 彭宇薰 320

EB021871 藝術家 ﹝藝術史﹞ 1997 y(7IJ5H9*PNKRSL( 拉丁美洲現代藝術 ◎ 曾長生 著 480

EB02187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KNONLL( 俄羅斯美術史下冊 ◎ 奚靜之 380

EB02187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KNOMTS( 俄羅斯美術史上冊 ◎ 奚靜之 380

EB02187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KNOMTS( 俄羅斯蘇聯美術史 (上 ) ◎ 奚靜之 450

EB02187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KNONLL( 俄羅斯蘇聯美術史 (下 ) ◎ 奚靜之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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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876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3 y(7IJ5H1*TLOPTQ( 當代藝術采風 (平 ) ◎ 王保雲 278

EB021877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4 y(7IJ5H1*TLQSRN( 推翻前人 (平 ) ◎ 施叔青 333

EB02187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5H8*MRNTSQ( 百年台灣美術圖象 ◎ 林保堯 著 500

EB021879 石頭出版 ﹝藝術史﹞ 2009 y(7IJ8G6*QQKKPO( 雅債－文徵明的社交藝術 (精裝 ) ◎ 柯律格 (Craig Clunas) 2400

EB021880 石頭出版 ﹝藝術史﹞ 2009 y(7IJ8G6*QQKKQL( 雅債－文徵明的社交藝術 (平裝 ) ◎ 柯律格 (Craig Clunas) 1800

EB021881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6 y(7IJ5H1*TKSMNQ( 與當代藝術家的對話 (平 ) ◎ 葉維廉 560

EB02188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LMM( 埋在沙漠裡的青春 ◎ 賴傳鑑 著 360

EB021883 雄獅 ﹝藝術史﹞ 1996 y(7IJ5H8*TSKPKL( 大地‧牧歌‧黃土水 ◎ 李欽賢 600

EB021884 九歌 ﹝藝術史﹞ 1979 y(7IJ5H5*QKKTRQ( 傳燈 ◎ 林清玄 170

EB021885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4 y(7IJ5H1*TLQPLO( 貓。蝶。圖―黃智溶談藝錄 (平 ) ◎ 黃智溶 311

EB021886
典藏藝
術家庭

﹝藝術史﹞ 2006 y(7IJ8G7*PLTQQP( 看！誰在搞藝術 -第三屆台心藝術獎創作者群像 ◎ 盧怡安 / 王相和 270

EB021887 國史館 ﹝藝術史﹞ 1998 y(7IJ5H0*MNSKSM( 臺灣先賢先烈傳專輯 -藍蔭鼎傳 (精裝 ) ◎ 吳世全 430

EB021888 雄獅 ﹝藝術史﹞ 2001 y(7IJ5H4*ROKMOQ( 雋永‧自然‧陳慧坤 ◎ 陳淑華 600

EB021889 雄獅 ﹝藝術史﹞ 2002 y(7IJ5H4*ROKNTK( 完美‧心象‧陳夏雨 ◎ 廖雪芳 600

EB021890 雄獅 ﹝藝術史﹞ 2002 y(7IJ5H4*ROKOMK( 府城‧彩繪‧陳玉峰 ◎ 李弈興 600

EB021891 雄獅 ﹝藝術史﹞ 2002 y(7IJ5H4*ROKNLO( 文人‧四絕‧江兆申 ◎ 李蕭錕 600

EB021892 雄獅 ﹝藝術史﹞ 2002 y(7IJ5H4*ROKOSM( 書禪‧厚實‧曹秋圃 ◎ 李郁周 600

EB021893 雄獅 ﹝藝術史﹞ 2002 y(7IJ5H4*ROKOTT( 百歲‧師表‧吳梅嶺 ◎ 陳宏勉 600

EB021894 雄獅 ﹝藝術史﹞ 2003 y(7IJ5H4*ROKPTS( 古典‧陶藝‧林葆家 ◎ 廖雪芳 600

EB021895 雄獅 ﹝藝術史﹞ 2004 y(7IJ5H4*ROKRLK( 空間‧造境‧陳其寬 ◎ 鄭惠美 600

EB021896 雄獅 ﹝藝術史﹞ 2004 y(7IJ5H4*ROKSMQ( 景觀‧自在‧楊英風 ◎ 蕭瓊瑞 600

EB021897 雄獅 ﹝藝術史﹞ 2005 y(7IJ5H4*ROKTLS( 木雕‧暢意‧李松林 ◎ 邱士華 600

EB021898 雄獅 ﹝藝術史﹞ 2005 y(7IJ5H4*ROKTMP( 百年‧孤寂‧王攀元 ◎ 廖雪芳 600

EB02189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TQ( 工藝設計藝術卷1--染織編繡巧天工 ◎ 陳景林 著 700

EB02190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KM( 工藝設計藝術卷2--玻璃產業．琉璃光芒 ◎ 陳奕愷 著 700

EB02190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LT( 工藝設計藝術卷3--藝術陶瓷‧產業風華 ◎ 劉鎮州 著 700

EB02190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5 y(7IJ8G7*OSROLO( 台灣美術家一百年 (1905-2005)潘小俠攝影造像簿 ◎ 潘小俠 攝影／林偉嘉 撰文 900

EB02190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KNOKKR( 台灣美術家名鑑 ◎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策劃 380

EB02190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QO( 民間藝術卷1--民藝與文化 ◎ 趙淑芬 著 700

EB02190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RL( 民間藝術卷2--民藝與生活 ◎ 林保堯 著 700

EB02190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RQO( 李可染 ◎ 李墨生 著 480

EB02190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MQ( 建築藝術卷1--台灣建築的先行者 ◎ 黃健敏 著 700

EB02190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NN( 建築藝術卷2--台灣建築的中堅輩 ◎ 吳介禎 著 700

EB02190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OK( 建築藝術卷3--台灣建築中生代的文藝復興 ◎ 賴素鈴 著 700

EB02191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TPR( 建築藝術卷4--多元新銳的台灣建築 ◎ 劉瑞如 著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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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91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7 y(7IJ8G7*KNOPNN( 星星藝術家 --中國當代藝術的先鋒 ◎ 霍少霞 360

EB02191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RNP( 書法藝術卷1--渡台碩彥‧書海揚波 ◎ 杜忠誥、盧廷清 著 700

EB02191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RPT( 書法藝術卷2--風規器識‧當代典範 ◎ 陳欽忠 著 700

EB02191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RQQ( 書法藝術卷3--造化在手‧匠心獨運 ◎ 李蕭錕 著 700

EB02191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RRN( 書法藝術卷4--吐故納新‧承先啟後 ◎ 黃智陽 著 700

EB02191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RSK( 書法藝術卷5--筆歌墨舞‧任心馳騁 ◎ 林進忠 著 700

EB02191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MR( 插畫藝術卷1--台灣插畫圖像美學 ◎ 陳永賢 著 700

EB02191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NO( 插畫藝術卷2--探索圖畫書彩色森林 ◎ 曹俊彥、曹泰容 著 700

EB021919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OL( 插畫藝術卷3--寫實的風華 ◎ 翁清賢、劉敏敏 著 700

EB02192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MNS( 程式不當藝世代18 ◎ 李維菁 著 380

EB02192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PS( 視覺傳達藝術卷1--視覺設計 ◎ 林磐聳 著 700

EB02192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QP( 視覺傳達藝術卷2--平面廣告設計 ◎ 何清輝 著 700

EB02192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RM( 視覺傳達藝術卷3--廣告影像 ◎ 黃蕙清、王行恭 著 700

EB02192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ST( 視覺傳達藝術卷4--形象包裝 ◎ 龍冬陽 著 700

EB021925 藝術家 ﹝藝術史﹞ 1998 y(7IJ5H9*PNKTRM( 搖滾祖靈 :台灣原住民群像 ◎ 簡扶育 著 380

EB021926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MQT(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王白淵卷 ◎ 羅秀芝 著 600

EB021927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OLM(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王秀雄卷 ◎ 劉坤富 著 600

EB021928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NMK(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何懷碩卷 ◎ 顏娟英 著 600

EB021929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NLN(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何鐵華卷 ◎ 梅丁衍 著 600

EB021930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MNS(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吳天賞‧陳春德卷 ◎ 黃琪惠 著 600

EB021931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OON(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李仲生卷 ◎ 曾長生 著 600

EB021932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MKR(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林惺獄卷 ◎ 葉玉靜 著 600

EB021933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LTL(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劉國松卷 ◎ 蕭瓊瑞‧林伯欣 合著 600

EB021934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OKP( 臺灣美術評論全集 --謝里法卷 ◎ 邱琳婷 著 600

EB02193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RTR( 篆刻藝術卷1--篆印堂奧 ◎ 黃寶萍 著 700

EB02193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KN( 篆刻藝術卷2--璽印寄情 ◎ 陳宏勉 著 700

EB02193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6 y(7IJ8G7*OSRSLK( 篆刻藝術卷3--方寸乾坤 ◎ 林文彥 著 700

EB021938 黎明文化 ﹝藝術史﹞ 2006 y(7IJ5H1*QKRNNR( 美的自覺－台灣藝術家群像 [平 ] ◎ 王保雲 260

EB021939 健行 ﹝藝術史﹞ 2005 y(7IJ8G7*RPNPSS( 小努力大成就——30位藝術家的成功故事 ◎ 柯博文 200

EB021940 雄獅 ﹝藝術史﹞ 2006 y(7IJ8G0*KMTOLN( 台灣美術中的五十座山岳 ◎ 李賢文主編 520

EB02194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RNN( 百年華人美術圖象 ◎ 劉昌漢 編著 500

EB02194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8 y(7IJ8G7*KNOSOR( 藝術家的自畫像 --從文藝復興的杜勒到當代的鞏立 ◎ 方秀雲 280

EB02194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8 y(7IJ8G6*PQPLMK( 楊英風全集 第十六卷 --研究集 I ◎ 國立交通大學楊英風藝研中 600

EB02194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9 y(7IJ8G6*PQPNQQ( 楊英風全集第十七卷 --究集 II ◎ 交通大學楊英風藝研中心 600

EB02194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9 y(7IJ8G6*PQPQKL( 楊英風全集第十九卷：研究集 IV ◎ 交大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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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94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9 y(7IJ8G6*PQPPTP( 楊英風全集第十八卷：研究集 III ◎ 交大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600

EB02194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8G7*TPRRPR( 二十世紀雕塑大師 --亨利‧摩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4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8G7*TPRRPR( 亨利摩爾藝術全集 ◎ 藝術家 編 480

EB021949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NRP( 英國水彩畫大師 --泰納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8 y(7IJ8G7*KNOSLQ( 現代設計的先驅者 --威廉‧莫里斯 ◎ 何政廣　主 編 480

EB021951 三民書局 ﹝藝術史﹞ 1993 y(7IJ5H1*TLQKNN( 古典與象徵的界限―象徵主義畫家莫侯及其詩人寓意畫 (平 ) ◎ 李明明 444

EB021952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NTT( 先知派繪畫大師 --波納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3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ONQ( 印象主義創始者 --馬奈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8G7*TPRTSQ( 現代主義雕塑大師 --羅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5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5H8*MRNTRT( 現代藝術守護神 --杜象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8 y(7IJ8G6*PQPKOP( 新寫實主義藝術家 --克萊因 ◎ 陳英德／張彌彌 480

EB02195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RSS( 諷刺大師 --杜米埃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8G7*TPRSLS( 存在主義藝術大師 --傑克梅第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59 三民書局 ﹝藝術史﹞ 2008 y(7IJ5H1*OOTPNL( 文藝復興的全才畫家：達文西 ◎ 張雅晴 -著；倪靖、韓曉松 -繪 100

EB021960 三民書局 ﹝藝術史﹞ 2008 y(7IJ5H1*OOTPOS( 追求完美的藝術大師：米開蘭基羅 ◎ 蓬丹 -著；卡圖工作室 -繪 100

EB021961 網路與書 ﹝藝術史﹞ 2007 y(7IJ8G8*MRLLQQ( 達文西的筆記本―繪畫是怎麼回事 ◎ 達文西 300

EB021962 小魯文化 ﹝藝術史﹞ 2007 y(7IJ5H5*RKSQQP( 米開朗基羅 ◎ 盧勁杉 150

EB021963 東方出版 ﹝藝術史﹞ 2007 y(7IJ5H5*RKSQQP( 米開朗基羅 ◎ 盧勁杉 150

EB021964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OMT( 文藝復興畫聖 --拉斐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65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JJ5H8*MRNNPK( 全能的天才畫家 --達文西 (增訂新版 )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6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3 y(7IJ8G7*TPRSSR( 形而上派繪畫大師 --德‧基里訶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67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QOL( 威尼斯畫派大師 --提香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68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NOO( 翡冷翠的美神 --波蒂切利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69 左岸 ﹝藝術史﹞ 2007 y(7IJ8G7*LROLOR( 達文西 ◎ 謝爾溫‧奴蘭德 170

EB021970 小魯文化 ﹝藝術史﹞ 2007 y(7IJ5H5*RKSPLL( 畢卡索 ◎ 鄭清榮 150

EB021971 東方出版 ﹝藝術史﹞ 2007 y(7IJ5H5*RKSPLL( 畢卡索 ◎ 鄭清榮 150

EB02197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RPR( 西班牙的畫聖 --葛利哥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QPS( 畫家中的畫家 --維拉斯蓋茲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4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MOP( 至上主義藝術大師 --馬列維奇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5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NSM( 詩意的造型大師 --克利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6 藝術家 ﹝藝術史﹞ 2000 y(7IJ5H8*MRNQMR( 世紀水彩畫大師 --沙金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7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OPK( 沙漠中的花朵 --歐姬芙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8 藝術家 ﹝藝術史﹞ 2002 y(7IJ8G7*TPRMPM( 活動雕刻大師 --柯爾達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79 藝術家 ﹝藝術史﹞ 1999 y(7IJ5H8*MRNPPT( 彩繪親情女畫家 --卡沙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80 藝術家 ﹝藝術史﹞ 2008 y(7IJ8G7*KNOSRS( 普普藝術的超級明星 --李奇登斯坦 ◎ 李家祺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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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1981 藝術家 ﹝藝術史﹞ 2008 y(7IJ8G6*PQPLTT( 新普普藝術家 --凱斯‧哈林 ◎ 李家祺 480

EB021982 藝術家 ﹝藝術史﹞ 2001 y(7IJ8G7*TPRKTM( 不再有好女孩了 ◎ 廖雯 著 320

EB021983 藝術家 ﹝藝術史﹞ 2004 y(7IJ8G7*OSRMKT( 第三世界美學大師 --林飛龍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198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6 y(7IJ5H1*OMNPQM( 音樂欣賞 ◎ 陳樹熙、林谷芳著 450

EB02198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ONOSPS( 樂迷賞樂―歐洲古典到近代音樂 ◎ 張筱雲 320

EB02198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NSM( 音樂家系列 (共十冊 ) ◎ 三民書局 3200

EB021987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83 y(7IJ5H0*PKLSKN( 中國音樂史 -樂器篇 ◎ 薛宗明 著 990

EB021988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89 y(7IJ5H0*PKKQTL( 中外音樂大事年表 (附中外大事年表 ) ◎ 薛宗明 編 450

EB021989 幼獅文化 ﹝音樂總論﹞ 1998 y(7IJ5H5*ROKPMS( 音樂奇緣 ◎ 黃勳斌 120

EB021990
典藏藝
術家庭

﹝音樂總論﹞ 2004 y(7IJ8G7*PLTKQL( 藝術檔案‧社會閱讀 --藝術與社會的深層對話… ◎ 陳香君 380

EB021991 米娜貝爾 ﹝音樂總論﹞ 1999 y(7IJ5H8*QMMRLP( 古典音樂欣賞入門 (米娜貝爾 ) ◎ Alexander 499

EB021992 米娜貝爾 ﹝音樂總論﹞ 1999 y(7IJ5H8*QMMRKS( 莫札特的禮讚 (米娜貝爾 ) ◎ Joseph 250

EB021993 遠景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3*TKPNOT( 我的兒子馬友友 ◎ 馬廬雅文 240

EB021994 遠景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3*TKRKRR( 樂樂集3 ◎ 孔在齊 240

EB021995 遠景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3*TKRKSO( 樂樂集4 ◎ 孔在齊 240

EB021996 遠足 ﹝音樂總論﹞ 2009 y(7IJ8G6*RNLNTQ( 音樂真美妙 ◎ 艾麗奇布蘭登堡 281

EB021997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93 y(7IJ5H0*PKQRSP( 音樂天地 ◎ 葉明媚 著 120

EB02199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MQPNM( 音樂欣賞 (宮 ) ◎ 宮芳辰編著 300

EB02199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MP( 一看就知道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蘇郁惠著 370

EB02200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NM( 不看不知道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牛效華著 370

EB022001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OT( 怦然心動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陳郁秀、盧佳慧著 400

EB02200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PQ( 跨樂十六國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孫愛光著 400

EB02200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QN( 動物嘉年華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陳曉雰著 400

EB02200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RK( 大自然 SPA的呵護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吳舜文著 370

EB02200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SR( 天使的聲音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魏兆美著 370

EB02200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KTO( 四季繽紛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張己任著 400

EB02200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LKK( 心有靈犀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顏華容著 400

EB02200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1*TMQSPS( 文藝講堂 (附 CD1片 ) ◎ 陳郁秀主編；林明慧著 370

EB022009 幼獅文化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5*RONQLL( 音樂糖果屋 ◎ 黃瑞芬 160

EB022010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93 y(7IJ5H0*PKSMLP( 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 ◎ 曹本冶 著 360

EB022011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0*PLSLTL( 臺灣音樂辭典 ◎ 薛宗明 著 680

EB02201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0 y(7IJ5H1*OLQKOP( 186. 音樂創作散記 (一 )(精 ) ◎ 黃友棣 110

EB02201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1 y(7IJ5H1*OLQKPM( 186. 音樂創作散記 (一 )(平 ) ◎ 黃友棣 70

EB02201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4 y(7IJ5H1*OLQKQT( 186. 音樂創作散記 (二 )(精 ) ◎ 黃友棣 110

EB02201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4 y(7IJ5H1*OLQKRQ( 186. 音樂創作散記 (二 )(平 ) ◎ 黃友棣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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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01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2 y(7IJ5H1*OLSOQT( 伴我半世紀的那把琴 ◎ 鄧昌國 178

EB02201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9 y(7IJ5H1*TKKMOR( 樂苑春回 (精 ) ◎ 黃友棣 267

EB02201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9 y(7IJ5H1*TKKMPO( 樂苑春回 (平 ) ◎ 黃友棣 200

EB02201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9 y(7IJ5H1*TKRTQN( 音樂人生 (精 ) ◎ 黃友棣 289

EB02202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4 y(7IJ5H1*TKRTRK( 音樂人生 (平 ) ◎ 黃友棣 222

EB022021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8 y(7IJ5H1*TKRTSR( 音樂與我 (精 ) ◎ 趙琴著 311

EB02202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8 y(7IJ5H1*TKRTTO( 音樂與我 (平 ) ◎ 趙琴著 244

EB02202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5 y(7IJ5H1*TKSKKR( 爐邊閒話 (精 ) ◎ 李抱忱 200

EB02202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5 y(7IJ5H1*TKSKLO( 爐邊閒話 (平 ) ◎ 李抱忱 144

EB02202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7 y(7IJ5H1*TKSKML( 琴臺碎語 (精 ) ◎ 黃友棣 189

EB02202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4 y(7IJ5H1*TKSKNS( 琴臺碎語 (平 ) ◎ 黃友棣 133

EB02202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8 y(7IJ5H1*TKSKOP( 音樂隨筆 (精 ) ◎ 趙琴著 278

EB02202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4 y(7IJ5H1*TKSKPM( 音樂隨筆 (平 ) ◎ 趙琴著 211

EB02202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8 y(7IJ5H1*TKSKQT( 樂林蓽露 (精 ) ◎ 黃友棣 211

EB02203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0 y(7IJ5H1*TKSKRQ( 樂林蓽露 (平 ) ◎ 黃友棣 156

EB022031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79 y(7IJ5H1*TKSKSN( 樂谷鳴泉 (精 ) ◎ 黃友棣 278

EB02203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2 y(7IJ5H1*TKSKTK( 樂谷鳴泉 (平 ) ◎ 黃友棣 211

EB02203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2 y(7IJ5H1*TKSLKQ( 樂韻飄香 (精 ) ◎ 黃友棣 200

EB02203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2 y(7IJ5H1*TKSLLN( 樂韻飄香 (平 ) ◎ 黃友棣 144

EB02203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6 y(7IJ5H1*TKSLMK( 樂圃長春 (精 ) ◎ 黃友棣 256

EB02203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6 y(7IJ5H1*TKSLNR( 樂圃長春 (平 ) ◎ 黃友棣 189

EB02203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2 y(7IJ5H1*TKSLOO( 音樂伴我遊 (精 ) ◎ 趙琴著 167

EB02203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2 y(7IJ5H1*TKSLPL( 音樂伴我遊 (平 ) ◎ 趙琴著 111

EB02203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8 y(7IJ5H1*TKSLQS( 談音論樂 (精 ) ◎ 林聲翕 200

EB02204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88 y(7IJ5H1*TKSLRP( 談音論樂 (平 ) ◎ 林聲翕 133

EB022041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1 y(7IJ5H1*TLNLTN( 樂風泱泱 (精 ) ◎ 黃友棣 289

EB02204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1 y(7IJ5H1*TLNMKT( 樂風泱泱 (平 ) ◎ 黃友棣 222

EB02204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2 y(7IJ5H1*TLONTS( 樂境花開 (精 ) ◎ 黃友棣 278

EB02204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2 y(7IJ5H1*TLOOKO( 樂境花開 (平 ) ◎ 黃友棣 211

EB02204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4 y(7IJ5H1*TLQTQP( 樂浦珠還 (精 ) ◎ 黃友棣 300

EB02204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4 y(7IJ5H1*TLQTRM( 樂浦珠還 (平 ) ◎ 黃友棣 233

EB02204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1*TLTLRL( 樂海無涯 (精 ) ◎ 黃友棣 300

EB02204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1*TLTLSS( 樂海無涯 (平 ) ◎ 黃友棣 230

EB02204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8 y(7IJ5H1*TMMKLK( 樂教流芳 (精 ) ◎ 黃友棣 320

EB02205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8 y(7IJ5H1*TMMKMR( 樂教流芳 (平 ) ◎ 黃友棣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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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051 網路與書 ﹝音樂總論﹞ 2004 y(7IJ5H2*TPQRRT( 音樂事情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22052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94 y(7IJ5H0*PLKLLT( 音樂子午線 ◎ 陳永明 著 200

EB022053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2010 y(7IJ5H0*PMOPPK( 音符上的奧地利―山水之間的音樂旅行 ◎ 劉雪楓 350

EB02205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1997 y(7IJ5H1*OMQNST( 15音樂史 ◎ AnnieCouture、MarcRoquEfort著；韋德 250

EB022055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93 y(7IJ5H0*PKRTTR( 中國古代音樂 ◎ 伍國棟 著 140

EB022056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65 y(7IJ5H0*PLMRNL( 中國音樂小史 ◎ 許之衡 著 200

EB022057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65 y(7IJ5H0*PLQPNL( 中國音樂史 ◎ 陳清泉 譯 200

EB022058 國家 ﹝音樂總論﹞ 1999 y(7IJ5H3*QKQLMN( 中國音樂與文學史話集 ◎ 黃炳寅 200

EB022059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2004 y(7IJ5H0*PLTLNQ( 留聲中國 ◎ 安德魯 . 瓊斯 290

EB02206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OQRO( 奧林帕斯的回響―歐洲音樂史話 ◎ 陳希茹 250

EB022061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83 y(7IJ5H0*PKKTMT( 西洋音樂風格的演變 -中古至文藝復興 ◎ 張己任 著 320

EB022062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1967 y(7IJ5H0*PKQPQN( 西洋音樂研究 ◎ 許常惠 著 63

EB022063 幼獅文化 ﹝音樂總論﹞ 2002 y(7IJ5H5*ROOLOO( 幸福的 e小調 ◎ 黃瑞芬 280

EB022064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7 y(7IJ5H9*PPNTNN( 三大男高音的 X檔案 ◎ 240

EB022065
典藏藝
術家庭

﹝音樂總論﹞ 2008 y(7IJ8G6*SNNOOL( 台灣的真情樂章 -郭芝苑 ◎ 顏綠芬 280

EB022066 小魯文化 ﹝音樂總論﹞ 2007 y(7IJ5H5*RKSOON( 貝多芬 ◎ 文心 150

EB022067 小魯文化 ﹝音樂總論﹞ 2007 y(7IJ5H5*RKSQTQ( 莫札特 ◎ 周願同 150

EB022068 幼獅文化 ﹝音樂總論﹞ 2000 y(7IJ5H5*ROLRRS( 21世紀的夜鶯 ◎ 黃瑞芬 250

EB022069 東方出版 ﹝音樂總論﹞ 2007 y(7IJ5H5*RKSOON( 貝多芬 ◎ 文心 150

EB022070 東方出版 ﹝音樂總論﹞ 2007 y(7IJ5H5*RKSQTQ( 莫札特 ◎ 周願同 150

EB022071 左岸 ﹝音樂總論﹞ 2009 y(7IJ8G6*RMNLPP( 我不是阿瑪迪斯 -莫札特傳 ◎ 彼得‧蓋 250

EB022072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0 y(7IJ5H9*PPNMSP( 吉伯特與蘇利文 ◎ 300

EB022073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6 y(7IJ5H9*PPNMQL( 艾爾加 ◎ 300

EB022074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POL( 白遼士 ◎ 300

EB022075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TKT( 奧芬巴哈 ◎ 300

EB02207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NS( ET的第一次接觸―巴哈的音樂 ◎ 王明心著；郭文祥繪 280

EB02207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9 y(7IJ5H1*ONSMML( 永不屈服的巨人―樂聖貝多芬 ◎ 邱秀文著；陳澤新繪 280

EB02207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9 y(7IJ5H1*ONSMML( 永不屈服的巨人―樂聖貝多芬 ◎ 邱秀文著；陳澤新繪 320

EB02207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NS( ET的第一次接觸―巴哈的音樂 ◎ 王明心著；郭文祥繪 320

EB02208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7 y(7IJ5H1*OORRNP( 不朽的樂聖：貝多芬 ◎ 高遠 -著；杜曉西 -繪 100

EB022081 台灣商務 ﹝音樂總論﹞ 2007 y(7IJ5H0*PMLPNP( 貝多芬 ◎ 劉佑知 120

EB022082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NON( 巴哈 ◎ 300

EB022083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NMT( 舒曼 ◎ 300

EB022084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NNQ( 華格納 ◎ 300

EB022085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MQS( 布拉姆斯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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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086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PST( 韋伯 ◎ 300

EB022087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8*SMTPTQ( 孟德爾頌 ◎ 300

EB022088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9*PPNMRS( 理察‧史特勞斯 ◎ 300

EB022089 左岸 ﹝音樂總論﹞ 2007 y(7IJ8G6*RMNKMP( 於是 . 命運來敲門 -貝多芬 ◎ 艾德蒙．莫瑞斯 300

EB02209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8 y(7IJ5H1*ONSMLO( 吹奏魔笛的天使―音樂神童莫札特 (二版 ) ◎ 張純瑛著；沈苑苑繪 280

EB022091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RSOM( 那藍色、圓圓的雨滴―華爾滋國王小約翰‧史特勞斯 ◎ 韓秀著；王平繪 280

EB02209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KR( 愛唱歌的小蘑菇―歌曲大王舒伯特 ◎ 李寬宏著；倪靖繪 280

EB02209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RSOM( 那藍色、圓圓的雨滴―華爾滋國王小約翰‧史特勞斯 ◎ 韓秀著；王平繪 320

EB022094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KR( 愛唱歌的小蘑菇―歌曲大王舒伯特 ◎ 李寬宏 -著；倪靖 -繪 320

EB02209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8 y(7IJ5H1*ONSMLO( 吹奏魔笛的天使―音樂神童莫札特 (二版 ) ◎ 張純瑛 -著；沈苑苑 -繪 320

EB02209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8 y(7IJ5H1*OOTPRT( 搞怪神童：莫札特 ◎ 李寬宏 -著；十三月 -繪 100

EB022097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NQR( 海頓 ◎ 300

EB022098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NPK( 舒伯特 ◎ 300

EB022099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0 y(7IJ5H8*SMTSSQ( 史特勞斯家族 ◎ 300

EB022100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9 y(7IJ5H8*SMTSRT( 馬勒 ◎ 300

EB022101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0 y(7IJ5H8*SMTQLT( 李斯特 ◎ 300

EB022102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LTL( 再見，新世界―愛故鄉的德弗乍克 ◎ 程明琤著；朱正明繪 280

EB022103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LTL( 再見，新世界―愛故鄉的德弗乍克 ◎ 程明琤著；朱正明繪 320

EB022104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8*SMTPPS( 德弗札克 ◎ 300

EB022105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ROLP( 遠離祖國的波蘭孤兒―鋼琴詩人蕭邦 ◎ 孫禹著；張春英繪 280

EB022106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ROLP( 遠離祖國的波蘭孤兒―鋼琴詩人蕭邦 ◎ 孫禹著；張春英繪 320

EB022107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8 y(7IJ5H8*SMTSLR( 蕭邦 ◎ 300

EB02210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QT( 咪咪蝴蝶茉莉花―用歌劇訴說愛的普契尼 ◎ 張燕風著；吳健豐繪 280

EB022109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PM( 義大利之聲―歌劇英雄威爾第 ◎ 馬筱華著；王建國繪 280

EB022110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PM( 義大利之聲―歌劇英雄威爾第 ◎ 馬筱華著；王建國繪 320

EB022111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QT( 咪咪蝴蝶茉莉花―用歌劇訴說愛的普契尼 ◎ 張燕風著；吳健豐繪 320

EB022112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6 y(7IJ5H9*PPNOTK( 我的世界 -帕華洛帝自傳 ◎ 280

EB022113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NLM( 韋瓦第 ◎ 300

EB022114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PNO( 羅西尼 ◎ 300

EB022115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5 y(7IJ5H8*SMTSOS( 帕格尼尼 ◎ 300

EB022116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8*SMTSNL( 威爾第 ◎ 300

EB022117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OP( 讓天鵝跳芭蕾舞―最最俄國的柴可夫斯基 ◎ 陳永秀著；翱子繪 280

EB022118 三民書局 ﹝音樂總論﹞ 2003 y(7IJ5H1*ONSMOP( 讓天鵝跳芭蕾舞―最最俄國的柴可夫斯基 ◎ 陳永秀著；翱子繪 320

EB022119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2001 y(7IJ5H8*SMTSTN( 拉赫曼尼諾夫 ◎ 300

EB022120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8 y(7IJ5H9*PPNNPN( 普羅高菲夫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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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121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9 y(7IJ5H9*PPNNMM( 蕭士塔高維契 ◎ 300

EB022122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6 y(7IJ5H9*PPNMOR( 維拉‧羅伯斯 ◎ 300

EB022123 智庫文化 ﹝音樂總論﹞ 1996 y(7IJ5H9*PPNMPO( 西貝流士 ◎ 300

EB022124 米娜貝爾 ﹝音樂理論﹞ 2002 y(7IJ8G8*KLPTKQ( 巴黎、夜、爵士 (一套 )(米娜貝爾 ) ◎ 齈 ? 990

EB022125 台灣商務 ﹝音樂理論﹞ 1982 y(7IJ5H0*PLOSQP( 和聲學 -多種和聲法的詮釋與分析 ◎ 康 謳 著 360

EB022126 三民書局 ﹝音樂理論﹞ 1997 y(7IJ5H1*OMQLTS( 7樂器 ◎ NathalieDecorde著；孟筱敏譯 250

EB022127 雄獅 ﹝音樂理論﹞ 1997 y(7IJ5H0*KTQRON( 八音的世界 -中國傳統樂器分類 ◎ 林谷芳 / 文‧劉伯樂 / 圖 350

EB022128
典藏藝
術家庭

﹝合奏及樂團﹞ 2009 y(7IJ8G6*SNNPRL( 管絃樂的故事 ◎ 羅勃‧勒范恩（ Robert Levine）著梅瑞
迪絲‧哈彌爾頓（ Meredith Hamilton）插畫

499

EB022129 左岸 ﹝聲樂‧歌曲﹞ 2007 y(7IJ8G7*LROTMP( 毒舌教練教唱記 ◎ 馬任重 150

EB022130 三民書局 ﹝聲樂‧歌曲﹞ 1980 y(7IJ5H1*OLLPTK( 期待集 ◎ 林聲翕 44

EB022131 三民書局 ﹝聲樂‧歌曲﹞ 2004 y(7IJ5H1*TLOTLQ( 弘一大師歌曲集 ◎ 錢仁康編著 270

EB022132 向陽 ﹝聲樂‧歌曲﹞ 2005 y(7IJ8G8*KSQQRS( 台灣阿歌歌 -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 ◎ 黃裕元 299

EB022133 米娜貝爾 ﹝戲劇音樂﹞ 1999 y(7IJ5H8*QMMSSN( 歌劇欣賞入門 (米娜貝爾 ) ◎ Alexander 499

EB022134 國家 ﹝戲劇音樂﹞ 2006 y(7IJ5H3*QKTTSS( 崑腔傳奇與南雜劇 ◎ 王永健 400

EB022135 國家 ﹝戲劇音樂﹞ 2009 y(7IJ5H3*QLLPLQ( 吳新雷崑曲論集 ◎ 吳新雷 600

EB022136 國家 ﹝戲劇音樂﹞ 2002 y(7IJ5H3*QKSLKN( 從腔調說到崑劇 ◎ 曾永義 300

EB022137 國家 ﹝戲劇音樂﹞ 2002 y(7IJ5H3*QKSLLK( 蘇州崑曲 ◎ 周　秦 500

EB022138 國家 ﹝戲劇音樂﹞ 2002 y(7IJ5H3*QKSLNO( 崑曲演藝家曲家及學者訪問錄 ◎ 洪惟助 750

EB022139 國家 ﹝戲劇音樂﹞ 2010 y(7IJ5H3*QLLTKP( 名家論崑曲 ◎ 洪惟助 1500

EB022140 幼獅文化 ﹝戲劇音樂﹞ 2003 y(7IJ5H5*ROOPSS( 古韻新聲：潘麗珠吟誦教學 ◎ 潘麗珠 270

EB022141 萬卷樓 ﹝戲劇音樂﹞ 2002 y(7IJ5H7*NTNTPL( 名詩吟唱—唐詩天籟 (一書一 CD)(修訂版 ) ◎ 黃冠人 360

EB022142 萬卷樓 ﹝戲劇音樂﹞ 2003 y(7IJ5H7*NTOMOS( 大雅天籟—莫月娥古典詩歌吟唱專輯 (一書二 CD) ◎ 莫月娥 500

EB022143 萬卷樓 ﹝戲劇音樂﹞ 2003 y(7IJ5H7*NTOOKS( 唐詩正韻 ˙絕句（一書四 CD） ◎ 黃冠人 600

EB022144 萬卷樓 ﹝戲劇音樂﹞ 2003 y(7IJ5H7*NTONTM( 唐詩正韻 ˙律詩（一書四 CD） ◎ 黃冠人 600

EB022145 三民書局 ﹝戲劇音樂﹞ 1975 y(7IJ5H1*OLLQOO( 木蘭從軍 ◎ 黃友棣作曲 89

EB022146 台灣商務 ﹝絃樂﹞ 2007 y(7IJ5H0*PMLQNO( 匠心獨具 ◎ 陶比‧費博 320

EB022147 藝術家 ﹝絃樂﹞ 2008 y(7IJ8G7*KNOSKT( 提琴的祕密 --提琴的歷史、美學與相關的實用知識 ◎ 莊仲平 380

EB022148 大可 ﹝管樂﹞ 2009 y(7IJ8G8*NNMRRP( 神奇的陶笛水月指法 ◎ 李雅富 220

EB022149 國史館 ﹝民族音樂﹞ 1982 當前臺灣所見各省戲曲選集（下） ◎ 劉振魯 200

EB022150 國史館 ﹝民族音樂﹞ 1982 當前臺灣所見各省戲曲選集（上） ◎ 劉振魯 200

EB022151 國史館 ﹝民族音樂﹞ 1991 臺灣農村民謠與詩詠 ◎ 簡榮聰 250

EB022152 黎明文化 ﹝民族音樂﹞ 2002 y(7IJ5H1*QKMLLK( 中國聲韻學通論 [平 ] ◎ 林尹 ,林炯陽 280

EB022153 黎明文化 ﹝民族音樂﹞ 2002 y(7IJ5H1*QKQMLR( 音樂創作最佳拍檔 [平 ] ◎ 劉釗 540

EB022154 三民書局 ﹝建築藝術總論﹞ 1978 y(7IJ5H1*TKSPKM( 都巿計劃概論 (精 ) ◎ 王紀鯤 220

EB022155 大塊 ﹝建築藝術總論﹞ 9609 y(7IJ8G2*LNKKOT( 看見建築的聲音 ◎ Rae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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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156 台灣商務 ﹝建築藝術總論﹞ 1992 y(7IJ5H0*PKNKNQ( 地球大工程 ◎ 李 原 編著 90

EB022157 幼獅文化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5H5*ROPOPP( 建築向前走 ◎ 林芳怡 320

EB022158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1997 y(7IJ5H8*OOKKMT( 邁向建築 ◎ LeCorbusier 380

EB022159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1999 y(7IJ5H8*OOKQPO( 永續建築入門 ◎ DiannaLopezBarnett,WilliamD. Browning 300

EB02216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1999 y(7IJ5H8*OOKQQL( 閱讀貝聿銘 ◎ 黃健敏等 450

EB022161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1 y(7IJ5H0*OKQKTM( 裝置建築：區域形式與意識轉化之演繹 ◎ 林一中 360

EB022162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1 y(7IJ5H0*OKQLRR( 新人文建築：１３人書寫台北空間新美學 ◎ 阮慶岳 480

EB022163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OPK( 狂際 ◎ 吳治平 360

EB022164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PMS( 打開城市百寶盒 ◎ 阮如舫 250

EB022165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QLK( 十人：臺北空間美學第二波進擊 ◎ 阮慶岳 450

EB022166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STO( 挑戰的設計過程 ◎ 田中隆雄 280

EB022167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8G7*RKPLSL( 建築家的20歲年代 ◎ 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安藤忠雄研究室 350

EB022168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MRN( 台灣廢墟迷走 ◎ 姚瑞中 350

EB022169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NMR( 藝術與城市 ◎ 南條史生 360

EB02217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RKPQPP( 漫步布魯塞爾櫥窗 ◎ 陳美芬 280

EB022171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RKPRMN( 塗鴉．城市糖果地圖 ◎ 廖方瑜 / 孟成瀚 360

EB022172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MLK( 廢島 台灣離島廢墟浪遊 ◎ 姚瑞中 280

EB022173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9 y(7IJ8G7*KKTQNK( 新構築：邁向數位建築的新理論 ◎ 劉育東、林楚卿 400

EB022174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10 y(7IJ8G7*KKTSSN( 關於現代建築的16章 ◎ 五十嵐太郎 300

EB022175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2*SORQNN( 新干古玉 ◎ 彭適凡 480

EB022176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JJ5H2*SORQQN( 快樂地學習 --水彩畫 ◎ 鄭明進 250

EB022177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2*SORQRL( 美麗新視界 --電腦繪圖 ◎ 嚴凱信 250

EB022178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2*STPSRK( 藝術魔法學校 (套書共4冊 ) ◎ 華藝數位 499

EB022179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JJ5H2*SORQSR( 我有一枝鉛筆 --鉛筆畫 ◎ 劉伯樂 250

EB022180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JJ5H2*TKQRLL( 文化創意產業（上下）+丹麥的創意潛力 ◎ 理查 ˙考夫 650

EB022181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2*TKQRMT( 霽月光風 ◎ 顏雪花 1500

EB022182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2*STPSNM( 文化經濟學 ◎ 大衛 ˙索羅斯比 250

EB022183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2*STPSOT( 當藝術遇上經濟 --個案分析與文化政策 ◎ 布魯諾費萊 280

EB022184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JJ5H2*TKQRKO( 創意經濟 --好點子變成好生意 ◎ 約翰 ˙郝金斯 350

EB022185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PLTKLQ( 大理佛 ◎ 張永康 580

EB022186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PLTKKT( 快樂生活—陶瓷彩繒 ◎ 趙國宗 250

EB022187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5H2*TKQRRO( 開啟藝術心靈的窗 ◎ 丘永福 250

EB022188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PLTKMN( 美感的探險 ◎ 倪再沁 380

EB022189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SRQKP( 公共藝術在波士頓 ◎ 陳昌銘 380

EB022190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1997 y(7IJ5H9*PNKQSM( 公共藝術的文化觀 ◎ 林保堯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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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191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OSRQON( 公共藝術空間新美學 New genre public art ◎ 380

EB022192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SRPKQ( 心靈．醫療．藝術 ◎ 吳介禎 著 380

EB022193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9 y(7IJ8G6*PQPQPQ( 生活與藝術相遇 ◎ 王蘭生 280

EB022194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1997 y(7IJ5H9*PNKRLM( 和青少年談公共藝術 ◎ 劉伯樂 360

EB022195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SROTK( 洛杉磯捷運，令人驚豔的驛站 ◎ 尹倩妮 著 380

EB022196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1 y(7IJ5H8*MRNTNL( 為建築看相 ◎ 漢寶德 著 380

EB022197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KNOLPL( 帶你逛紐約無牆美術館 A Highlight Tour of Public Art in New York ◎ 何春寰 380

EB022198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8G7*TPROKP( 透視建築 ◎ 漢寶德 著 380

EB022199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SROML( 街道家具與城市美學 ◎ 楊子葆 著 380

EB022200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SROSN( 節慶公共藝術嘉年華 ◎ 黃健敏 著 380

EB022201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NOPMQ( 認識建築 ◎ 漢寶德 380

EB022202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NONQQ( 輝煌的俄羅斯公共藝術與建築 ◎ 馬曉瑛 380

EB022203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1997 y(7IJ5H9*PNKQTT( 藝術家看公共藝術 ◎ 鄭乃銘 360

EB022204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ORPKOQ( 建築巨無霸 ◎ 大衛 . 麥考利 450

EB022205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6*TRNNSN( 王大閎 :永恆的建築詩人 ◎ 徐明松 380

EB022206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6*TRNOQS( 永恆的空間 :尋訪24個世界遺產建築 ◎ 青山邦彥 鈴木博之解說 380

EB022207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1995 y(7IJ5H9*TRTRRL( 場所精神 --邁向建築現象學 ◎ ChrisianNorberg-Schulz 450

EB022208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RKPRKT( 建築之麻醉 ◎ 尼爾．林區 (NeilLeach) 240

EB022209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RKPQTN( 建築的社會場域：阿姆斯特丹．東京．紐約 ◎ ArieGraafland 380

EB02221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8 y(7IJ8G7*KKTNPR( 李承寬與德國有機建築 ◎ 孫全文、邱佩君 400

EB022211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9 y(7IJ8G7*KKTQRS( 光在建築中的安居：如詩的凝視 ◎ 徐純一 420

EB022212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10 y(7IJ8G7*KKTTKQ( 紙上建築 --身體的在場 &不在場 ◎ 劉克峰策刊 360

EB022213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RPPST( 建築大師談建築大師 ◎ 蘇珊．葛雷 400

EB022214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5 y(7IJ8G7*ORPQRL( 建築桂冠 -普立茲克建築大師 ◎ 施植明、黃健敏 350

EB022215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6*TRNKPP( 當代建築大師 ◎ 凱斯特．羅騰貝李 羅伯特．貝文 基朗．隆 400

EB022216 台灣商務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5H0*PMKNKT( 建築的七盞明燈 -淺談羅斯金的建築思維 ◎ 陳德如 著 220

EB022217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RLT( 柯比意：城市．烏托邦與超現實主義 ◎ 徐明松 380

EB022218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RRL( 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 ◎ 布希亞，努維勒 200

EB022219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8G7*RKPLTS( 路康建築設計哲學論文集 ◎ 王維潔 350

EB02222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8 y(7IJ8G7*KKTOLS( 新建築人獎作品集 YouTal 1 Young Talent Architectural Design Award ◎ 鄭晃二編作 400

EB022221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9 y(7IJ8G7*KKTRPN( 數位展演建築先例 The Therme Vals / Peter Zumthor ◎ 林志峰 480

EB022222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1999 y(7IJ5H8*OOKSTK( 讀建築‧寫建築 --建築文學‧文學建築 ◎ 褚瑞基 280

EB022223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0 y(7IJ5H8*OOKTKQ( 巴哈蓋房子 ◎ 李清志高晟 320

EB022224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SKL( 城市歸零：電影中的台北呈現 ◎ 洪月卿 350

EB022225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8G7*RKPKLN( CAADTALK1:數位建築發展 ◎ 邱茂林等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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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226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8G7*RKPKKQ( CAADTALK2:設計運算研究 ◎ 邱茂林等 320

EB022227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8G7*RKPMKO( CAADTALKS3:數位設計教育 ◎ 邱茂林編 360

EB022228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8G7*RKPMNP( 建築之心：陳其寬與東海建築 ◎ 漢寶德等 300

EB022229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OLT( 台灣東西向：十四場文化與建築的對話 ◎ 鄭晃二編作 250

EB02223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OSS( 可見的烏托邦：城市建築手記 ◎ 胡碩峰 450

EB022231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PQN( 當代建築思潮與評論 ◎ 孫全文 350

EB022232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RKPTSN( 弱建築：從《道德經》看台灣當代建築 ◎ 阮慶岳 360

EB022233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RKPQOS( 建築名詞：張永和的作文本 ◎ 張永和 260

EB022234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NMQ( 旅。建築的走法 ◎ 槻橋修編著 350

EB022235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8 y(7IJ8G7*KKTNTP( 伊東豐雄建築論文選—衍生的秩序 ◎ 伊東豐雄 450

EB022236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8 y(7IJ8G7*KKTONM( 建築省思 ◎ 施植明 400

EB022237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3 y(7IJ5H0*OKQTRT( Archigram with more ◎ 曾成德等 350

EB022238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1994 y(7IJ5H8*TSTOMT( 公共藝術與社會的互動 ◎ 黃才郎 360

EB022239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8 y(7IJ8G7*KNOTOQ( 公共藝術觸擊 ◎ 倪再沁 250

EB022240 藝術家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OSRMQL( 漢寶德談建築 ◎ 漢寶德 著 380

EB022241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STRSTN( 上了建築旅行的癮 ◎ 陳世良 280

EB022242 木馬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ORPRRK( 與建築相遇 -尋找旅遊中的空間人文況味 ◎ 揚舒斐 300

EB022243 左岸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LROOSM( 意中的建築 (上 ) ◎ 中村好文 400

EB022244 左岸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LROQTR( 意中的建築 (下 ) ◎ 中村好文 400

EB022245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PLS( 軟建築 ◎ 顏忠賢 600

EB022246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POT( 數位建築多樣性 ◎ 劉育東 600

EB022247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4 y(7IJ8G7*RKPPRK( 築夢者：漢寶德的建築 ◎ 郭肇立 400

EB022248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RKPPSR( 建築動詞：張永和．非常建築作品集 ◎ 張永和．非常建築 500

EB022249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LQQ( 東京製造 ◎ 貝島桃代 ,黑田潤三 ,塚本由晴 300

EB02225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MOL( 伊東豐雄的建築冒險記10則 ◎ 伊東豐雄建築塾 300

EB022251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6 y(7IJ8G7*KKTKQR( 流動性 Fluidity ◎ 伊東豐雄等 350

EB022252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總論﹞ 2009 y(7IJ8G7*KKTPOS( 職業 / 建築家：20位日本建築家側訪 20 Japanese Architects INTERVIEWS 
AND PHOTOS BY ROLAND HAGENBERG ◎ 羅蘭．哈根伯格著

350

EB022253
典藏藝
術家庭

﹝建築藝術總論﹞ 2008 y(7IJ8G6*SNNOMR( 情境與心象 -漢寶德 ◎ 羅時瑋 320

EB022254 三民書局 ﹝建築藝術設計﹞ 1978 y(7IJ5H1*TKSPMQ( 建築設計方法 (精 ) ◎ 陳政雄 233

EB022255 三民書局 ﹝建築藝術設計﹞ 1983 y(7IJ5H1*TKSPOK( 建築基本畫 (精 ) ◎ 陳榮美、楊麗黛著 256

EB022256 三民書局 ﹝建築藝術設計﹞ 1986 y(7IJ5H1*TKSPQO( 建築鋼屋架結構設計 (精 ) ◎ 王萬雄 267

EB022257 木馬 ﹝建築藝術設計﹞ 2004 y(7IJ8G7*STRTTM( 摩天大樓 ◎ 楊經文 650

EB022258 木馬 ﹝建築藝術設計﹞ 2005 y(7IJ8G7*ORPPMR( Big and Green: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永續建築 ◎ 大衛．吉森 350

EB022259 木馬 ﹝建築藝術設計﹞ 2005 y(7IJ8G7*ORPQSS( 建築的表情 -建築風格與流行時尚的演變 ◎ 魏滔．黎辛斯基 250

EB022260 田園城市 ﹝建築藝術設計﹞ 2008 y(7IJ8G7*KKTNOK( 哈佛大學建築系的八堂課： 八位當代建築師作品的理論
焦慮及設計策略 ◎ Rafael Moneo洛菲爾．莫內歐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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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261 藝術家 ﹝建築藝術設計﹞ 2005 y(7IJ8G7*OSRNTL( 設計圖學 ◎ 法蘭西斯．金 450

EB022262 藝術家 ﹝建築藝術設計﹞ 1995 y(7IJ5H9*PKKTMK( 台灣傳統彩繪 ◎ 何政廣 700

EB022263 三民書局 ﹝中國建築﹞ 1979 y(7IJ5H1*TKSPSS( 中國的建築藝術 (精 ) ◎ 張紹載 180

EB022264 三民書局 ﹝中國建築﹞ 1985 y(7IJ5H1*TKSPTP( 中國的建築藝術 (平 ) ◎ 張紹載 120

EB022265 台灣商務 ﹝中國建築﹞ 2005 y(7IJ5H0*PLTRQL( 林徽因的另面人生 :泛論古建築之美 ◎ 林徽因 220

EB022266 台灣商務 ﹝中國建築﹞ 1965 y(7IJ5H0*PLKLTP( 中國建築史 ◎ 陳清泉 譯補 250

EB022267 台灣商務 ﹝中國建築﹞ 1993 y(7IJ5H0*PKSKPP( 中國古代建築 ◎ 樓慶西 著 140

EB022268 藝術家 ﹝中國建築﹞ 1997 y(7IJ5H9*PNKSPT( 中國建築形態與文化 ◎ 樓慶西 著 480

EB022269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0 y(7IJ5H8*MRNPSK( 中國建築的門文化 ◎ 樓慶西 著 380

EB022270 藝術家 ﹝中國建築﹞ 1995 y(7IJ5H9*PKKTRP( 台灣傳統建築手冊 :形式與作法篇 ◎ 林會承 著 320

EB022271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7 y(7IJ8G7*KNOORM( 海峽兩岸古建築十六講 ◎ 劉致平／李乾朗 480

EB022272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0 y(7IJ5H8*MRNQNO( 林徽音建築文集 ◎ 梁從誡 編 360

EB022273 木馬 ﹝中國建築﹞ 2003 y(7IJ8G7*STRPOL( 中國古代建築 ◎ 劉敘杰、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孫大章、夏南悉 990

EB022274 遠足 ﹝中國建築﹞ 2004 y(7IJ8G7*QNKMLQ( 台灣的國家風景區 ◎ 陳永森 . 林孟龍 400

EB022275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3 y(7IJ8G7*TPRRKM( 西文興村 ◎ 李秋香 著 380

EB022276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3 y(7IJ8G7*TPRTNL( 庫村 ◎ 劉杰 撰文 380

EB022277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3 y(7IJ8G7*TPRQPS( 新葉村 ◎ 陳志華等 著 380

EB022278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3 y(7IJ8G7*TPRRQO( 流坑村 ◎ 陳志華‧李秋香 著 380

EB022279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3 y(7IJ8G7*TPRTKK( 豸峰村 ◎ 龔愷 撰文 380

EB022280 田園城市 ﹝中國建築﹞ 2001 y(7IJ5H0*OKQMKR( 台北 LOST&FOUND ◎ 李清志 350

EB022281 藝術家 ﹝中國建築﹞ 1999 y(7IJ5H0*MOOKSN( 傳統建築入門 ◎ 李乾朗 著 160

EB022282 木馬 ﹝中國建築﹞ 2001 y(7IJ5H4*QTQORP( 台北建築 MAP ◎ 施植明 380

EB022283 木馬 ﹝中國建築﹞ 2005 y(7IJ8G7*ORPPOL( 台灣的世界級 ◎ 林芳怡…等 340

EB022284 藝術家 ﹝中國建築﹞ 2005 y(7IJ8G7*OSRQQR( 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 ◎ 李乾朗 著 380

EB022285
典藏藝
術家庭

﹝各國建築﹞ 2009 y(7IJ8G6*SNNPPR( 建築，實相與再現 ◎ 黃恩宇 350

EB022286 大塊 ﹝各國建築﹞ 2007 y(7IJ8G7*KPTROL( 安藤忠雄的建築迷宮 ◎ 李清志 280

EB022287 木馬 ﹝各國建築﹞ 2005 y(7IJ8G7*ORPNON( 建築 . 在旅行的路上 ◎ 朱沛亭 300

EB022288 木馬 ﹝各國建築﹞ 2006 y(7IJ8G7*ORPTQL( 讓歐洲微笑的建築 ◎ 朱沛亭 300

EB022289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2 y(7IJ5H0*OKQPLL( “西化＂的歷程：中日建築近代化過程比較研究 ◎ 沙永杰 380

EB022290 九歌 ﹝各國建築﹞ 2006 y(7IJ5H4*OONMOQ( 漢寶德亞洲建築散步 ◎ 漢寶德著 黃健敏主編 300

EB022291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8 y(7IJ8G7*KKTOPQ( 東京論 ◎ 團紀彥編著 580

EB022292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8 y(7IJ8G7*KKTPKK( 邁向建築的軌跡 - 日本建築家的畢業設計 ◎ 五十嵐太郎編 300

EB022293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9 y(7IJ8G7*KKTRLP( 邁向建築的軌跡 2 ― 日本建築家的畢業設計 ◎ 五十嵐太郎編著 300

EB022294 木馬 ﹝各國建築﹞ 2008 y(7IJ8G6*TRNTNM( 粗獷與詩意 ◎ 王俊雄、徐明松 450

EB022295 三民書局 ﹝各國建築﹞ 2002 y(7IJ5H1*ONOQSL( 歐洲建築的眼波 ◎ 林秀姿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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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296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1999 y(7IJ5H8*OOKRTL( 建築師建築歷史 ◎ 褚瑞基 300

EB022297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6 y(7IJ8G7*KKTKPK( 美之饌：食物與物件的相對論 ◎ 李佩玲 260

EB022298 木馬 ﹝各國建築﹞ 2005 y(7IJ8G7*ORPNPK( 漢寶德歐洲建築散步 ◎ 漢寶德 300

EB022299 木馬 ﹝各國建築﹞ 2005 y(7IJ8G7*ORPPLK( 嬉遊城市光影間 ◎ 謝國鐘 350

EB022300 木馬 ﹝各國建築﹞ 2006 y(7IJ8G7*ORPSNL( 城市 :一個羅馬人規劃和建城的故事 ◎ 大衛 . 麥考利 250

EB022301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3 y(7IJ8G7*RKPLNQ( 古典、違逆與嘲諷：從布魯涅列斯基到帕拉底歐的文藝復興建築 ◎ 徐明松 300

EB022302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3 y(7IJ5H0*OKQTPP( 建築電訊 ◎ 彼得 ˙庫克、華倫 ˙裘克、丹尼斯 ˙克藍
普頓、大衛 ˙葛林、朗 ˙赫倫、麥克 ˙威柏

250

EB022303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3 y(7IJ5H0*OKQTSQ( 機器羊及其他－倫敦建築2000 ◎ 劉少奇 350

EB022304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3 y(7IJ8G7*RKPKMK( 庫哈斯談庫哈斯：二場對談及其它 ◎ 馮斯瓦．夏思藍 (FrancoisChaslin) 220

EB022305 木馬 ﹝各國建築﹞ 2002 y(7IJ8G7*STRMKQ( 科比意 ◎ 施植明 600

EB022306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3 y(7IJ8G7*RKPLLM( 穿牆故事：再造柏林城市 ◎ 沈祉杏 420

EB022307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6 y(7IJ8G7*KKTKSL(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設計上 ◎ 李俊明 360

EB022308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7 y(7IJ8G7*KKTMMR( 瑞士建築異境 ◎ 李俊明 320

EB022309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3 y(7IJ8G7*RKPKOO( 這裡，那裡：我所看到的義大利城市 ◎ 林一中 300

EB022310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4 y(7IJ8G7*RKPNTQ( 卡羅．史卡帕：空間中流動的詩性 ◎ 褚瑞基 380

EB022311 木馬 ﹝各國建築﹞ 2005 y(7IJ8G7*ORPRPQ( 完美的房子 -追尋文藝復興大師帕拉底毆的建築之旅 ◎ 魏滔．黎辛斯基 280

EB022312 藝術家 ﹝各國建築﹞ 2006 y(7IJ8G7*KNOLKQ( 解讀高第建築的奧秘 ◎ 徐芬蘭 譯 280

EB022313 藝術家 ﹝各國建築﹞ 2001 y(7IJ8G7*TPRKQL( 瞭解高第 ◎ 徐芬蘭 著 380

EB022314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5 y(7IJ8G7*RKPTNS( 荷蘭：看不見設計的設計，叫做風格的風格 ◎ 鄭晃二 320

EB022315 三民書局 ﹝各國建築﹞ 2008 y(7IJ5H1*TMTMRT( 俄羅斯，這玩藝 !―視覺藝術＆建築 ◎ 吳奕芳 340

EB022316 藝術家 ﹝各國建築﹞ 2007 y(7IJ8G7*KNOOLK( 看見北美當代建築 ◎ 張基義 380

EB022317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0 y(7IJ5H8*OOKTRP( 閱讀安藤忠雄 --建築創作作品論述 ◎ 王建國 450

EB022318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1 y(7IJ5H0*OKQMTK( 建築新桃花源 ◎ 徐純一．鍾慧美 1200

EB022319 田園城市 ﹝各國建築﹞ 2009 y(7IJ8G7*KKTPTN( 建築的開始：東方新意的崛起 ◎ 謝宗哲編著 220

EB022320 藝術家 ﹝宮殿城廓﹞ 1994 y(7IJ5H9*PKKQNK( 中國宮殿建築 ◎ 樓慶西 著 600

EB022321 萬卷樓 ﹝宮殿城廓﹞ 2000 y(7IJ5H7*NTMTNK( 巨麗平和帝王居—古代宮殿與都城建築 ◎ 蕭 默 200

EB022322 遠足 ﹝宮殿城廓﹞ 2007 y(7IJ8G6*RNLKKQ( 台灣的古城 ◎ 張志遠 400

EB022323 國家 ﹝宮殿城廓﹞ 2004 y(7IJ5H3*QKSTNQ( 西藏宮殿寺廟史話 ◎ 趙慧民 200

EB022324 國家 ﹝宮殿城廓﹞ 2004 y(7IJ5H3*QKSTMT( 宮殿建築史話 ◎ 楊鴻勛 200

EB022325 國史館 ﹝宮殿城廓﹞ 2006 y(7IJ8G0*KOOKMR( 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歷史建築圖錄1937-1942 ◎ 蘇睿弼 600

EB022326 向日葵 ﹝宮殿城廓﹞ 2004 y(7IJ5H2*TQRKKN( 總督府物語 ◎ 黃俊銘 300

EB022327 遠足 ﹝宮殿城廓﹞ 2004 y(7IJ8G7*QNKNTL( 台灣的再生空間 ◎ 李宜君 400

EB022328 遠足 ﹝道路橋樑﹞ 2007 y(7IJ8G7*QNKTNN( 台灣的橋梁 ◎ 余炳盛、王玉瑞、曹永德 400

EB022329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PQ( 公用電話亭國際設計競賽 ◎ 林同利 360

EB022330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MSN( 公共戶外家具 ◎ 官政能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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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331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ONQ( 公共空間 ◎ 夏鑄九 360

EB022332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OT( 公共設施與藝術結合的思考 ◎ 曾啟雄 360

EB022333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RP( 公共藝術在台灣 ◎ 陳惠婷 360

EB022334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OO( 公共藝術的方位 ◎ 陸蓉之 360

EB022335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MQT( 巴塞隆納新公共藝術運動 ◎ 后德仟 360

EB022336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KQ( 巴黎街道招牌藝術 ◎ 高燦榮 360

EB022337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MK( 日本公共藝術生態 ◎ 劉俐 360

EB022338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PPP( 冬山河經驗 ◎ 郭中端 360

EB022339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PL( 台灣公共藝術的探索 ◎ 倪再沁 360

EB022340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PNL( 布魯賽爾地鐵之藝術景觀 ◎ 傅維新 360

EB022341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MP( 民眾參與都市之綠化美化 ◎ 李明宗 360

EB022342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LN( 生活中的公共藝術 ◎ 黃健敏 360

EB022343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NR( 光環境與公共藝術 ◎ 周鍊 360

EB022344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PQM( 地景欣賞與環境藝術 ◎ 汪荷清 360

EB022345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9*PKKQMN( 百分比藝術 --美國環境藝術 ◎ 黃健敏 著 360

EB022346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NR( 米蘭公共藝術縱覽 ◎ 劉永仁 360

EB022347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5 y(7IJ5H9*PKKSTK( 貝聿銘的世界 ◎ 黃健敏 著 480

EB022348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1 y(7IJ5H9*PKKLNP( 波依斯傳 ◎ 海汐史塔赫 300

EB022349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KQ( 芝加哥公共藝術現代化運動 ◎ 高千惠 360

EB022350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OLM( 城市風格與建築形式 ◎ 吳光庭 360

EB022351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QS( 城市閱讀 ◎ 黃長美 360

EB022352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LN( 洛杉磯市中心的重建與公共藝術 ◎ 黃鐵嶼 360

EB022353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2 y(7IJ5H9*PKKNTP( 美國公眾藝術 ◎ 黃健敏 360

EB022354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1 y(7IJ5H9*PKKMLK( 從浪漫到新浪漫 ◎ 黃海雲 320

EB022355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PKK( 從景觀雕塑到雕塑公園 ◎ 郭少宗 360

EB022356 文建會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LS( 都市配備與街道景觀 ◎ 林貴榮 360

EB022357 文建會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SM( 都市景觀與環境美化 ◎ 林季雄 360

EB022358 文建會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NM( 都市開放空間與都市美學 ◎ 郭瓊瑩 360

EB022359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PMO( 景觀紀念性建築 ◎ 游明國 360

EB022360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QN( 植栽．綠化與景觀 ◎ 賴明洲 360

EB022361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3 y(7IJ5H9*PKKOTO( 街區組織 ◎ 陳明竺 360

EB022362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6 y(7JJ8G7*OSRNQT( 開啟巴洛克榮光的大師 --卡拉瓦喬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363 藝術家 ﹝公共建築﹞ 2005 y(7IJ8G7*OSRPPL( 感人的紀念性公共藝術 ◎ 黃承令 380

EB022364 藝術家 ﹝公共建築﹞ 1997 y(7IJ5H9*PNKQQS( 德國公共空間藝術新方向 ◎ 吳瑪琍 360

EB022365 文建會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MRQ( 慶典裝置與景觀美化 ◎ 莊伯和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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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366 文建會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NRP( 環境品質與社區參與 ◎ 劉可強 360

EB022367 文建會 ﹝公共建築﹞ 1994 y(7IJ5H8*TSTOKP( 環境設計與課題 ◎ 張世豪 360

EB022368 木馬 ﹝公共建築﹞ 2004 y(7IJ8G7*ORPMMK( 世界經典捷運建築 ◎ 楊子葆 300

EB022369 藝術家 ﹝公共建築﹞ 2004 y(7IJ8G7*OSRNPN( 中國小品建築十講 ◎ 樓慶西 著 280

EB022370 木馬 ﹝公共建築﹞ 2008 y(7IJ8G6*TRNTSR( 保羅‧安德魯的北京國家大劇院 ◎ 保羅‧安德魯 380

EB022371 田園城市 ﹝宗教建築﹞ 2003 y(7IJ8G7*RKPLMT( 虛擬聖境：世界宗教建築縮影 ◎ 漢寶德、傅朝卿、王維潔、王鎮華、劉惠媛 250

EB022372 法鼓文化 ﹝宗教建築﹞ 2007 y(7IJ5H5*TSNTTO( 佛教建築的傳統與創新 --2006法鼓山佛教建築研 ◎ 320

EB022373 國史館 ﹝宗教建築﹞ 1983 臺灣之寺廟與神明（1） ◎ 仇德哉 90

EB022374 國史館 ﹝宗教建築﹞ 1984 臺灣之寺廟與神明（2） ◎ 仇德哉 120

EB022375 國史館 ﹝宗教建築﹞ 1983 臺灣之寺廟與神明（3） ◎ 仇德哉 180

EB022376 國史館 ﹝宗教建築﹞ 1983 臺灣之寺廟與神明（4） ◎ 仇德哉 240

EB022377 萬卷樓 ﹝宗教建築﹞ 2000 y(7IJ5H7*NTMTTM( 眾神的殿堂―古代宗教建築 ◎ 雷從雲 200

EB022378 藝術家 ﹝宗教建築﹞ 1995 y(7IJ5H9*PNKLOT( 臺灣神像藝術 ◎ 何政廣 200

EB022379 遠足 ﹝宗教建築﹞ 2006 y(7IJ8G7*QNKSNO( 台灣的龍山寺 ◎ 李奕興 400

EB022380 藝術家 ﹝宗教建築﹞ 2008 y(7IJ8G6*PQPLPL( 台灣佛教美術Ⅱ --建築篇 ◎ 陳清香 380

EB022381 遠足 ﹝宗教建築﹞ 2003 y(7IJ8G7*QNKKPQ( 台灣的老齋堂 ◎ 張崑振 400

EB022382 田園城市 ﹝宗教建築﹞ 2009 y(7IJ8G7*KKTPRT( 方舟之石 : 基督教堂千禧之演 ◎ 王維潔作 300

EB022383 藝術家 ﹝宗教建築﹞ 2003 y(7IJ8G7*TPRPLL( 高第聖家堂導覽 ◎ 徐芬蘭 譯 200

EB022384 黎明文化 ﹝民屋‧住宅﹞ 1993 y(7IJ5H1*QKMTSL( 碉堡與古厝 [平 ] ◎ 林錫嘉編 190

EB022385 左岸 ﹝民屋‧住宅﹞ 2006 y(7IJ8G7*LROQKO( 住宅巡禮 ◎ 中村好文 400

EB022386 左岸 ﹝民屋‧住宅﹞ 2007 y(7IJ8G7*LROSQO( 住宅讀本 ◎ 中村好文 400

EB022387 國家 ﹝民屋‧住宅﹞ 2007 y(7IJ5H3*QLKPNN( 中國民居 ◎ 單德啟等 400

EB022388 藝術家 ﹝民屋‧住宅﹞ 2001 y(7IJ8G7*TPRKLQ( 中國居住建築簡史 ◎ 劉致平 著 460

EB022389 雄獅 ﹝民屋‧住宅﹞ 1998 y(7IJ5H0*MKSOON( 林老爺子蓋房子 --台灣傳統民居營造過程 ◎ 俞怡萍 / 文‧陳麗雅 / 圖 350

EB022390 遠足 ﹝民屋‧住宅﹞ 2004 y(7IJ8G7*QNKMQL( 台灣的園林宅第 ◎ 張運宗 400

EB022391 黎明文化 ﹝民屋‧住宅﹞ 2004 y(7IJ5H1*QKQSTR( 發現古厝之旅 [平 ] ◎ 黃柏勳 450

EB022392 田園城市 ﹝民屋‧住宅﹞ 2007 y(7IJ8G7*KKTLPT( 後泡沫城市的汪工房 ◎ AtelierBow-Wow(貝島桃代 ,塚本由晴 ) 450

EB022393 遠足 ﹝民屋‧住宅﹞ 2008 y(7IJ8G6*RNLLMT( 台灣的園林宅第 (更新版 ) ◎ 張運宗 400

EB022394 田園城市 ﹝景觀建築﹞ 1996 y(7IJ5H9*TRTRQO( 景觀建築概論 (第二版 ) ◎ MichaelLaurie 450

EB022395 田園城市 ﹝景觀建築﹞ 1998 y(7IJ5H8*OOKPNL( 現代都市地景 ◎ EdwardRelph 350

EB022396 國史館 ﹝景觀建築﹞ 1994 y(7IJ5H0*KNSKPR( 雲林縣珍貴老樹巡禮 ◎ 李西勳 250

EB022397 瑞昇 ﹝景觀建築﹞ 2005 y(7IJ5H5*MQPQSR( 居家日式庭院 ◎ 依版 晃太郎 350

EB022398 藝術家 ﹝景觀建築﹞ 1994 y(7IJ5H8*TSTNPL( 中國傳統市招 ◎ 王行恭 360

EB022399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4 y(7IJ8G7*OSRNNT( 魚求木緣 --景觀作品紀行 ◎ 郭中端、堀●憲二 合著 380

EB022400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7 y(7IJ8G7*KNOPSS( 楊英風全集（第六卷）--景觀規畫Ⅰ ◎ 蕭瓊瑞總主編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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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401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8 y(7IJ8G7*KNORTN( 楊英風全集第七卷 --景觀規畫Ⅱ ◎ 蕭瓊瑞總主編 1800

EB022402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9 y(7IJ8G6*PQPNPT( 楊英風全集第九卷 --景觀規畫 IV ◎ 國立交通大學 1800

EB022403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8 y(7IJ8G6*PQPKRQ( 楊英風全集第八卷 --景觀雕塑3 ◎ 國立交通大學 1800

EB022404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9 y(7IJ8G6*PQPQNM( 楊英風全集第十卷 --景觀規畫 V ◎ 國立交通大學 1800

EB022405 藝術家 ﹝景觀建築﹞ 1997 y(7IJ5H9*PNKRMT( 水景公共藝術 ◎ 陳燕靜 360

EB022406 三民書局 ﹝景觀建築﹞ 1997 y(7IJ5H1*TMLPMP( 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 (精 ) ◎ 侯迺慧 270

EB022407 三民書局 ﹝景觀建築﹞ 1997 y(7IJ5H1*TMLPNM( 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 (平 ) ◎ 侯迺慧 200

EB022408 台灣商務 ﹝景觀建築﹞ 1993 y(7IJ5H0*PKSKQM( 中國古代園林 ◎ 耿劉同 著 140

EB022409 國家 ﹝景觀建築﹞ 2004 y(7IJ5H3*QKTLRT( 園林史話 ◎ 楊鴻勛 200

EB022410 國家 ﹝景觀建築﹞ 2006 y(7IJ5H3*QLKNRN( 中國園林 ◎ 樓慶西 350

EB022411 萬卷樓 ﹝景觀建築﹞ 2000 y(7IJ5H7*NTNLLL( 微型山水—古代園林 ◎ 孟亞男 200

EB022412 萬卷樓 ﹝景觀建築﹞ 2000 y(7IJ5H7*NTMQNN( 塞上江南—避暑山莊與外八廟 ◎ 王思治 200

EB022413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1 y(7IJ5H8*MRNTPP( 中國園林藝術 ◎ 樓慶西 著 380

EB022414 藝術家 ﹝景觀建築﹞ 2003 y(7IJ8G7*TPRRLT( 西方園林藝術 ◎ 陳奇相 著 380

EB022415 三民書局 ﹝雕塑總論﹞ 1990 y(7IJ5H1*TKKSQP( 雕塑技法 (精 ) ◎ 何恆雄 322

EB022416 亞太 ﹝雕塑總論﹞ 1994 y(7IJ5H8*PLKOKL( 自然．空間．雕塑 ◎ 侯宜人 400

EB022417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LRR( 山水過渡 --中國水墨畫的南遷 ◎ 倪再沁 480

EB022418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LTL( 大蘋果英雄傳 ◎ 葉謹睿 380

EB022419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MKR( 異國文化行腳 --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境 ◎ 黃光男 280

EB022420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MML( 透視古根漢 ◎ 翁基峰 380

EB022421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MLO( 藝企風華 - 總論篇 ◎ 王玉齡等十人 200

EB022422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MPM( 東方文物在歐洲 --知性的收藏勢力 ◎ 曾肅良 380

EB022423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MNS( 蝴蝶 - 黃圻文詩集 ◎ 黃圻文 180

EB022424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MSN( 眺望文化群島 --曾肅良藝文評論集 ◎ 曾肅良 320

EB022425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NPL( 美感的魅惑 ◎ 倪再沁 380

EB022426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4 y(7IJ8G7*PLTNQS( 從景德鎮到西西里 --中義陶瓷版畫藝術精選 ◎ 黃淑津 450

EB022427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OKP( 影像探索－歐洲新銳攝影家作品賞析 ◎ 紀國章 580

EB022428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NSM( 春融 ◎ 張禮豪 200

EB022429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OLM( 品味經典－歐洲攝影大師作品賞析 ◎ 紀國章 580

EB022430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NKQ( 藝術，盡在街頭 - 美國東部城市藝術公共空間導覽 ◎ 黃健敏 380

EB022431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NLN( 潑彩敦煌 -張大千的藝術與生活 ◎ 巴東 580

EB022432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NTT( 全球古根漢效應 ◎ 蔡昭儀 270

EB022433
典藏藝
術家庭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PLTMQT( 藝術就是戰鬥 ◎ 朱孟庠 350

EB022434 藝術家 ﹝雕塑總論﹞ 1997 y(7IJ5H9*PNKQOO( 認識環境雕塑 ◎ 郭少宗 360

EB022435 藝術家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OSRNRR( 雕塑公園在亞洲 ◎ 郭少宗 著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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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436 藝術家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OSRORQ( 陳夏雨的祕密雕塑花園 ◎ 王偉光 撰文／攝影 480

EB022437 雄獅 ﹝雕塑總論﹞ 2008 y(7IJ5H4*ROLLMK( 鐵屑塵土雕塑談――李再鈐八十文鈔 ◎ 李再鈐 560

EB022438 台灣商務 ﹝雕塑總論﹞ 1991 y(7IJ5H0*PKMRTO( 中華雕刻史 (下 ) (POD) ◎ 那志良 編著 460

EB022439 台灣商務 ﹝雕塑總論﹞ 1987 y(7IJ5H0*PKRQLO( 中華雕刻史 (上 ) ◎ 鄭家樺 編著 225

EB022440 三民書局 ﹝雕塑總論﹞ 2002 y(7IJ5H1*ONNQSO( 閒窺石鏡清我心―歐洲雕塑的故事 ◎ 袁藝軒 310

EB022441 雄獅 ﹝雕塑總論﹞ 2009 y(7IJ8G0*MKRKRL( 尚璞‧素顏‧林淵 (附 DVD) ◎ 鄧相揚 600

EB022442 雄獅 ﹝雕塑總論﹞ 2009 y(7IJ8G0*MKRLQN( 神韻‧自信‧蒲添生 (附 DVD) ◎ 蕭瓊瑞 600

EB022443 藝術家 ﹝雕塑總論﹞ 2005 y(7IJ8G7*OSRPLN( 現代主義雕刻先驅 --布朗庫西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444 台灣商務 ﹝篆刻‧刻印﹞ 1993 y(7IJ5H0*PKRTPT( 中國的印章與篆刻 ◎ 王志敏 著 140

EB022445 台灣商務 ﹝篆刻‧刻印﹞ 1970 y(7IJ5H0*PLQROQ( 印通釋 ◎ 那志良 著 220

EB022446 國家 ﹝篆刻‧刻印﹞ 2004 y(7IJ5H3*QKSTKP( 鑒識田黃 ◎ 王敬之 200

EB022447 國史館 ﹝木雕﹞ 1988 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 ◎ 鄭喜夫 ,莊世宗 300

EB022448
典藏藝
術家庭

﹝石雕﹞ 2009 y(7IJ8G6*SNNPKM( 人人都需要一顆石頭 ◎ 文 / 拜爾德．貝勒 Byrd Baylor 圖 / 彼得．帕諾 Peter Parnall 260

EB022449 藝術家 ﹝石雕﹞ 2005 y(7IJ8G7*OSRONS( 石雕藝術在台灣 ◎ 潘小雪 著／黃錦城 攝影 380

EB022450 三悅 ﹝金屬雕刻﹞ 2005 y(7IJ5H5*MQPTKS( 初學者的庭院設計 ◎ 田淵增雄 350

EB022451 國家 ﹝玉雕‧象牙雕﹞ 2004 y(7IJ5H3*QKTNQK( 鑒識牙雕 ◎ 蔡國聲 200

EB022452 藝術家 ﹝玉雕‧象牙雕﹞ 1991 y(7IJ5H9*PKKLMS( 古代玉雕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22453 三民書局 ﹝版畫﹞ 2000 y(7IJ5H1*ONNMLT( 版畫 (普及版 ) ◎ 李延祥編著 450

EB022454 三民書局 ﹝版畫﹞ 2006 y(7IJ5H1*OOMMKO( 楊柳青青話年畫 ◎ 王樹村 480

EB022455 田園城市 ﹝版畫﹞ 2009 y(7IJ8G7*KKTPMO( 侯俊明的罪與罰 --1992-2008六腳侯氏版畫創作事件 (平裝版 ) ◎ 侯俊明 680

EB022456 三民書局 ﹝版畫﹞ 2002 y(7IJ5H1*ONOSOL( 閱讀歐洲版畫 ◎ 劉興華 360

EB022457 藝術家 ﹝版畫﹞ 1993 y(7IJ8G7*KNOSPO( 銅版畫技法與藏書票藝術 ◎ 熊愛儀 320

EB022458 國史館 ﹝陶瓷雕塑﹞ 2001 y(7IJ5H0*MTPMPM( 彩塑風華 -交趾陶專輯 ◎ 簡榮聰 . 鄭昭儀 235

EB022459 國史館 ﹝陶瓷雕塑﹞ 2008 y(7IJ8G0*MLPTRR( 陶花朵朵開 -沙鹿、大甲東的陶發源 ◎ 林金田、邵東亮 250

EB022460 國史館 ﹝陶瓷雕塑﹞ 2005 與甕相約 -臺灣甕王選拔入選百甕卷軸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528

EB022461 國史館 ﹝陶瓷雕塑﹞ 2005 y(7IJ8G0*KNKMOM( 與甕相約 -臺灣甕王選拔入選展專輯 ◎ 鄧淑慧 . 劉澤民 528

EB022462 藝術家 ﹝陶瓷雕塑﹞ 1996 y(7IJ5H9*PNKMRT( 古代陶瓷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22463 藝術家 ﹝陶瓷雕塑﹞ 1989 y(7IJ5H9*PKKKKP( 宋元陶瓷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22464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06 y(7IJ8G0*KOLRLM( 瓷金風華 --歐洲名窯瓷器藝術展 ◎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策劃 600

EB022465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07 y(7IJ8G7*KNOPKM( 第五屆臺北陶藝獎 --成就獎宋龍飛 ◎ 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策 380

EB022466 藝術家 ﹝陶瓷雕塑﹞ 1992 y(7IJ5H9*PKKNLT( 陶瓷探隱 ◎ 蔡和璧 480

EB022467 藝術家 ﹝陶瓷雕塑﹞ 1979 y(7IJ5H9*TMTMQO( 陶藝講座 ◎ 邱煥堂 著 180

EB022468 藝術家 ﹝陶瓷雕塑﹞ 1993 y(7IJ5H9*PKKPSQ( 景德鎮陶瓷大全 ◎ 藝術家 編 800

EB022469 藝術家 ﹝陶瓷雕塑﹞ 1985 y(7IJ5H9*PKMLLP( 實用陶藝入門 ◎ 郭佩琪 譯 180

EB022470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05 y(7IJ8G7*OSRRMS( 歐洲名窯陶瓷鑑賞 ◎ 吳曉芳 著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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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471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01 y(7IJ5H8*MRNSMP( 窯火中的創造 ◎ 孫超 1000

EB022472 台灣商務 ﹝陶瓷雕塑﹞ 1993 y(7IJ5H0*PKRTRN( 中國古代陶瓷 ◎ 李知宴 著 140

EB022473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05 y(7IJ8G7*OSRRKO( 台灣現代陶藝發展史 ◎ 謝東山 著 600

EB022474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10 y(7IJ8G6*PQPRKK( 法蘭西古典至後新古典雕刻 ◎ 陳英德 680

EB022475 藝術家 ﹝陶瓷雕塑﹞ 2008 y(7IJ8G6*PQPKLO(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雕漆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22476 三民書局 ﹝塑造﹞ 1983 y(7IJ5H1*TKSOQP( 石膏工藝 (精 ) ◎ 李鈞棫 189

EB022477 三民書局 ﹝塑造﹞ 1983 y(7IJ5H1*TKSORM( 石膏工藝 (平 ) ◎ 李鈞棫 133

EB022478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OMSQPT( 我喜歡紅色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50

EB022479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OMSQQQ( 我喜歡棕色 ◎ M. `AngelsComella-著；許玉燕 -譯 250

EB022480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OMSQRN( 我喜歡黃色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50

EB022481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OMSQSK( 我喜歡綠色 ◎ M. `AngelsComella-著；許玉燕 -譯 250

EB022482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OMSQTR( 我喜歡藍色 ◎ M. `AngelsComella-著；本局編輯部 -譯 250

EB022483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OMSRKN( 我喜歡白色和黑色 ◎ M. `AngelsComella-著；許玉燕 -譯 250

EB022484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78 y(7IJ5H1*TKSNKO( 繪畫隨筆 (精 ) ◎ 陳景容 244

EB022485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83 y(7IJ5H1*TKSNMS( 素描的技法 (精 ) ◎ 陳景容 256

EB022486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1*TMQQON( 畫中有話 (精 ) ◎ 張燕風 340

EB022487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1*TMQQPK( 畫中有話 (平 ) ◎ 張燕風 270

EB022488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OSL( 論博物館學 ◎ 張婉真 250

EB022489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OQR( 現代書法三步 ◎ 古干 320

EB022490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OTS( 水墨畫講 ◎ 倪再沁 480

EB022491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POM( 眾彩交響 -陳慧坤藝術研究論文集 ◎ 倪再沁 等 860

EB022492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KSPPP( 藝術反轉 --公民的公共藝術 ◎ 倪再沁 220

EB022493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KSPQM( 藝術進站 --捷運公共藝術 ◎ 楊子葆 220

EB022494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KSPRT( 魔幻城市 --科技公共藝術 ◎ 胡朝聖 袁廣鳴 220

EB022495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KSPSQ( 遊戲組曲 --裝置公共藝術 ◎ 朱惠芬 220

EB022496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KSPTN( 打造美樂地 --社區公共藝術 ◎ 曾旭正 220

EB022497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KSQKT( 心靈門診 --醫院公共藝術 ◎ 陳惠婷 220

EB022498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LKRPQ( 玩藝學堂 --校園公共藝術 ◎ 王玉齡 220

EB022499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LKROT( 街頭美學 --設施公共藝術 ◎ 林熹俊 220

EB022500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LKRNM( 全民書寫 --常民公共藝術 ◎ 李俊賢 220

EB022501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LKRMP( 場域游走 --互動公共藝術 ◎ 顏名宏 220

EB022502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LKRQN( 創意地帶 --園區公共藝術 ◎ 郭瑞坤 郭彰仁 220

EB022503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0*KLKRRK( 自然製造 --生態公共藝術 ◎ 郭瓊瑩 220

EB022504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5H4*LMTLSS( 萬世絕學裡的台灣漆藝 ◎ 賴作明 800

EB022505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PNP( 柏林灰色 -散步到德國博物館 ◎ 劉家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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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506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PPT( 印象‧普羅旺斯 -印象派畫家足跡尋旅 ◎ 紀國章 380

EB022507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PTR( 漢寶德談藝術 ◎ 漢寶德 350

EB022508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PSK( 紫砂壺 ◎ 台灣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 450

EB022509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QLK( 名家書畫辨偽匯輯（二）-朱屺瞻 / 徐悲鴻 / 張
大千 / 王 ?簃 / 李苦禪 ◎ 張紉慈 等

520

EB022510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PLTQMR( 易經美學十二講 ◎ 姜ㄧ涵 380

EB022511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6 y(7IJ8G7*PLTQST( 心靈畫語 ◎ 朱孟庠 350

EB022512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SNNLTT( 新人文表現主義美學 -江明賢 ◎ 郭文夫 799

EB022513 米娜貝爾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0*OTMPPM( 林布蘭時代1(新國家的驕傲 )-新版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50

EB022514 米娜貝爾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0*OTMPQT( 林布蘭時代2(荒原中的神話 )-新版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50

EB022515 米娜貝爾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0*OTMPRQ( 林布蘭時代3(黑暗中的亮光 )-新版 (米娜貝爾 ) ◎ 房龍著 280

EB022516 雲龍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QOKQSK( 趣話畫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22517 國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3*QKTLKK( 西方繪畫史 (精裝 ) ◎ 方祖燊 1,000

EB022518 國家 ﹝繪畫總論﹞ 2005 y(7IJ5H3*QKTKPQ( 西方繪畫史 (平裝 ) ◎ 方祖燊 800

EB02251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5 y(7IJ5H9*PKKSPM( 保羅．克利 ◎ 吳瑪★ 譯 200

EB02252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5 y(7IJ8G7*TPRTPP( 保羅．克利名著．繪畫（盒） ◎ 何政廣 1200

EB02252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TPP( 保羅‧克利名著‧繪畫 ◎ 何政廣編 1200

EB02252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9*PKKLQQ( 傅抱石畫論 ◎ 伍霖生編錄 180

EB02252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JJ8G7*TPRSMO( 擴大藝術觀念的德國前衛藝術家 --波依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524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QQKKNK(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IN EAST ASIA ◎ 臺灣2002年東亞繪畫史研討會 1200

EB022525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5 y(7IJ5H1*TLSSRR( 墨海精神―中國畫論縱橫談 (精 ) ◎ 張安治 480

EB022526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5 y(7IJ5H1*TLSSSO( 墨海精神―中國畫論縱橫談 (平 ) ◎ 張安治 400

EB022527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5 y(7IJ5H1*OOKPPM( 中國繪畫理論史 (增訂二版 ) ◎ 陳傳席 580

EB022528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5 y(7IJ5H1*OOMQQM( 明山淨水―明畫思想探微 ◎ 高木森 420

EB022529 雄獅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4*ROKMTL( 心與手 --寫心經‧畫觀音 ◎ 奚淞 380

EB022530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1*ONTRPO( 中國繪畫思想史 (增訂二版 ) ◎ 高木森 750

EB022531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1*TLTKQP( 橫看成嶺側成峰 (精 ) ◎ 薛永年 650

EB022532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1*TLTKRM( 橫看成嶺側成峰 (平 ) ◎ 薛永年 550

EB022533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1*TLTLPR( 江山代有才人出 (精 ) ◎ 薛永年 640

EB022534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1*TLTLQO( 江山代有才人出 (平 ) ◎ 薛永年 540

EB022535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1*TLTPOQ( 中國繪畫通史 (上 )(精 ) ◎ 王伯敏 850

EB022536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1*TLTPPN( 中國繪畫通史 (下 )(精 ) ◎ 王伯敏 900

EB022537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1*TMLPQN( 中國繪畫通史 (上 )(平 ) ◎ 王伯敏 750

EB022538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1*TMLPRK( 中國繪畫通史 (下 )(平 ) ◎ 王伯敏 800

EB022539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0 y(7IJ5H1*TMPQTL( 畫史解疑 (精 ) ◎ 余輝著 630

EB022540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0 y(7IJ5H1*TMPRKR( 畫史解疑 (平 ) ◎ 余輝著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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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541 台灣商務 ﹝繪畫總論﹞ 1965 y(7IJ5H0*PKMPKN( 中國繪畫史 ◎ 俞劍華 著 450

EB022542 國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3*QKSPKT( 繪畫史話 ◎ 李福順 200

EB022543 雄獅 ﹝繪畫總論﹞ 2005 y(7IJ5H4*ROKSRL( 並非衰落的百年 --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 ◎ 萬青力 780

EB022544 萬卷樓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7*NTMNKP( 丹青妙賞—中國古代繪畫 ◎ 楊 新 200

EB02254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NMK( 中國油畫百年史 ◎ 林惺嶽 著 800

EB02254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8*MRNSOT( 中國歷代畫派新論 ◎ 劉奇俊 著 680

EB022547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9*KSTMPS( 中國現代繪畫史：晚清之部1840-1911 ◎ 李鑄晉 萬青力 1800

EB022548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QQKKMN( 畫裡江山猶勝－百年藝術家族之趙宋家族 ◎ 余輝 330

EB022549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TMMNKK( 元氣淋漓―元畫思想探微 (精 ) ◎ 高木森 650

EB022550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TMMNLR( 元氣淋漓―元畫思想探微 (平 ) ◎ 高木森 550

EB022551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9*KSTMMR( 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 ◎ 高居翰 2600

EB022552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9*KSTMNO( 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 ◎ 高居翰 2600

EB022553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6 y(7IJ5H9*KSTMKN( 卷懷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藝苑查疑補證散考（上下不分售） ◎ 汪世清 800

EB022554 雄獅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TSKSRR( 情深筆墨靈 --清代繪畫名品欣賞 ◎ 羅青 450

EB022555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9*KSTMST( 中國現代繪畫史：民初之部1912-1949 ◎ 李鑄晉 萬青力 1800

EB022556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9*KSTNKM( 中國現代繪畫史：當代之部1950-2000 ◎ 李鑄晉 萬青力 1600

EB022557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RKN( 山谷跫音 --臺灣山岳美術圖像與呂基正 ◎ 林麗雲 600

EB022558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1*TLSOPR( 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 (精 ) ◎ 聶崇正 500

EB022559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1*TLSOQO( 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 (平 ) ◎ 聶崇正 420

EB022560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2 y(7IJ5H1*ONOSNO( 恣彩歐洲繪畫 ◎ 吳介祥 350

EB02256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9*PNKTLK( 法國繪畫史 ◎ 高階秀爾 著／潘★ 譯 480

EB02256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LQN( 愛與田園的畫家 --米勒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563 九歌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4*OOKTTN( 文人畫家的藝術與傳奇 ◎ 王家誠 240

EB022564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TLTNNL( 畫壇師友錄 (精 ) ◎ 黃苗子 540

EB022565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1*TLTNOS( 畫壇師友錄 (平 ) ◎ 黃苗子 450

EB022566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8 y(7IJ5H9*KSTTTT( 藝苑疑年叢談 增補版 ◎ 汪世清 360

EB022567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10 y(7IJ8G6*QQKKRS( 世代公卿閨閣獨秀－女畫家陳書與錢氏家族 ◎ 李湜 350

EB022568 石頭出版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9*KSTMKN( 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 ◎ 李鑄晉 350

EB02256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LQM( 文徵明 ◎ 石莉 著 480

EB02257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LKK( 董其昌 ◎ 陳辭 著 480

EB02257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6 y(7IJ8G7*KNOKNS( 八大山人 ◎ 劉墨 著 480

EB02257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ORR( 高鳳翰繪畫研究 ◎ 莊素娥 500

EB022573 台灣商務 ﹝繪畫總論﹞ 1986 y(7IJ5H0*PKNSPM( 民國書畫家彙傳 ◎ 惲茹辛 編著 250

EB02257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OT( 台灣近現代藝術11家 ◎ 蕭瓊瑞 著 800

EB02257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5 y(7IJ5H9*PNKKOK( 台灣新藝術測候部隊點名錄 ◎ 謝里法 編著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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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576 九歌 ﹝繪畫總論﹞ 2006 y(7IJ5H4*OOMTQQ( 畫壇奇才張大千（上） ◎ 王家誠 360

EB022577 九歌 ﹝繪畫總論﹞ 2006 y(7IJ5H4*OOMTRN( 畫壇奇才張大千（下） ◎ 王家誠 360

EB022578 台灣商務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0*PLSMOP( 張大千的八德園世界 ◎ 許啟泰 著 350

EB022579 台灣商務 ﹝繪畫總論﹞ 2006 y(7IJ5H0*PMLMLO( 繞道而行―畫家曾俊雄的彩繪人生 ◎ 傑生，曾俊雄 350

EB022580
典藏藝
術家庭

﹝繪畫總論﹞ 2007 y(7IJ8G6*SNNKLO( 宇宙即我心 -劉國松的藝術創作之路 ◎ 張孟起 480

EB022581 雄獅 ﹝繪畫總論﹞ 2006 y(7IJ5H4*ROLKML( 敢於下賭——劉其偉 ◎ 鄭惠美 320

EB022582 雄獅 ﹝繪畫總論﹞ 2006 y(7IJ5H4*ROLKLO( 壞人中的好人——劉其偉 ◎ 鄭惠美 320

EB022583 雄獅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8*TSKPLS( 山水‧獨行‧席德進 ◎ 鄭惠美 600

EB022584 雄獅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8*TSKPQN( 王孫‧逸士‧溥心畬 ◎ 林銓居 600

EB022585 雄獅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8*TSKQNL( 色彩‧和諧‧廖繼春 ◎ 李欽賢 600

EB022586 雄獅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8*TSKQMO( 氣質‧獨造‧郭柏川 ◎ 李欽賢 600

EB022587 雄獅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TSKQRT( 高彩‧智性‧李石樵 ◎ 李欽賢 600

EB022588 雄獅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TSKQSQ( 油彩‧熱情‧陳澄波 ◎ 林育淳 600

EB022589 雄獅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8*TSKQTN( 礦工‧太陽‧洪瑞麟 ◎ 江衍疇 600

EB022590 雄獅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TSKRKT( 隱士‧才情‧余承堯 ◎ 林銓居 600

EB022591 雄獅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TSKRNK( 草書‧美髯‧于右任 ◎ 林銓居 600

EB022592 雄獅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4*ROKNLO( 四季‧彩妍‧郭雪湖 ◎ 廖瑾瑗 600

EB022593 雄獅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4*ROKPON( 靈魅‧狂想‧洪通 ◎ 洪米貞 600

EB022594 雄獅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4*ROKPRO( 礦城‧麗島‧倪蔣懷 ◎ 白雪蘭 600

EB022595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RPS( 草書‧狂雲‧陳雲程 ◎ 陳宏勉 600

EB022596 雄獅 ﹝繪畫總論﹞ 2003 y(7IJ5H4*ROKPQR( 膠彩‧雅韻‧林之助 ◎ 廖瑾瑗 600

EB022597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RMR( 雲濤‧雙絕‧傅狷夫 ◎ 蔡文怡 600

EB022598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RQP( 在野‧雄風‧張萬傳 ◎ 廖瑾瑗 600

EB022599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SKM( 綠野‧樂章‧廖德政 ◎ 李欽賢 600

EB022600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SNN( 神遊‧物外‧陳庭詩 ◎ 鄭惠美 600

EB022601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SPR( 浪人‧秋歌‧張義雄 ◎ 黃小燕 600

EB022602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SOK( 彩墨‧千山‧馬白水 ◎ 席慕蓉 600

EB02260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OSRPQS( 余承堯 --時潮外的巨擘 ◎ 林銓居 著 600

EB02260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PMS( 吳昌碩 ◎ 梅墨生 著 480

EB02260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KPO( 典藏大師系列　張大千 ◎ 藝術家 380

EB02260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NM( 林風眠 ◎ 郎紹君 著 480

EB02260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OPK( 馬諦斯畫語錄 ◎ 馬諦斯 著 380

EB02260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TPRSNM( 高一峰 --台灣畫壇傳奇 ◎ 蕭瓊瑞 著 600

EB02260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POM( 高劍父 ◎ 蔡星儀 著 480

EB02261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TPRSPQ( 張大千 --譜出繪畫的天籟與傳奇 ◎ 巴東 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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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61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PRN( 陳之佛 ◎ 陳傳席 / 顧平 著 480

EB02261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5 y(7IJ5H9*PKKTSM( 陳德旺畫談 ◎ 王偉光 480

EB02261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8*MRNTKK( 傅抱石 ◎ 陳傳席 著 480

EB02261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TPRSTO( 傅狷夫 --書畫雙絕 ◎ 黃光男 著 600

EB02261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8*MRNTMO( 黃賓虹 ◎ 王魯湘 編著 480

EB02261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TPRSQN( 溥心畬 --復古的文人逸士 ◎ 詹前裕 著 600

EB02261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5H8*MRNSNM( 齊白石 ◎ 徐改 編著 480

EB02261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8G7*TPRKOR( 潘天壽 ◎ 盧炘 著 480

EB02261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TPRSKL( 鄭善禧 --畫壇拾荒老人 ◎ 鄭惠美 著 600

EB02262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6 y(7IJ8G7*KNONOM( 世界100大畫家 --從喬托到安迪．沃荷 ◎ 何政廣編 360

EB022621 雄獅 ﹝繪畫總論﹞ 2004 y(7IJ5H4*ROKRST( 灣生‧風土‧立石鐵臣 ◎ 邱函妮 600

EB022622 雄獅 ﹝繪畫總論﹞ 2005 y(7IJ5H4*ROKTNM( 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 ◎ 顏娟英 600

EB022623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LOT( 南國‧虹霓‧鹽月桃甫 (附 DVD) ◎ 王淑津 600

EB022624 九歌 ﹝繪畫總論﹞ 2007 y(7IJ5H4*OOOPTP( 張大千傳奇：五百年來第一人 ◎ 王家誠 240

EB022625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KSS( 遺民‧深情‧劉錦堂 (附 DVD) ◎ 李柏黎 600

EB022626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LKL( 俠氣‧叛逆‧陳植棋 (附 DVD) ◎ 李欽賢 600

EB022627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LMP( 日出‧台東‧丁學洙 (附 DVD) ◎ 林永發 600

EB022628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LLS( 懷鄉‧遊藝‧吳李玉哥 (附 DVD) ◎ 廖瑾瑗 600

EB022629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LNM( 抽象‧前衛‧李仲生 (附 DVD) ◎ 陶文岳 600

EB022630 雄獅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0*MKRLPQ( 油彩‧山脈‧呂基正 (附 DVD) ◎ 顏娟英 600

EB02263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7 y(7IJ8G7*KNOPQO( 台灣近現代水墨畫大系 --鄭月波 ◎ 盧瑞珽 600

EB02263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6*PQPMRO( 流轉的符號女性 --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 ◎ 賴明珠 280

EB02263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RTP( 破後現代藝術 ◎ 陸蓉之 著 300

EB02263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7 y(7IJ8G7*KNOQTO( 陳其寬 --東西美術交會的水墨畫先知 ◎ 潘 示番 600

EB02263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7*KNOTQK( 農夫般的畫人 --粟海 Plowing in the field of painting ◎ 王偉光 700

EB02263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LRT( 印象派風景畫大師 --席斯里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3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LSO( 英國風景畫大師 --康斯塔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3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ONQ( 現代心靈描繪大師 --培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39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7 y(7IJ5H1*OOQSQS( 永遠的漂亮寶貝―小巨人羅特列克 ◎ 張燕風 240

EB022640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7 y(7IJ5H1*OOQSRP( 孤傲的大師―追求完美的塞尚 (二版 ) ◎ 陳永秀 240

EB02264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NTT( 卄世紀貴族畫家 --巴爾杜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PPM( 立體派繪畫大師 --勃拉克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NKQ( 印象派畫家的師長 --畢沙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MKK( 印象派繪畫大師 --莫內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MSP( 那比派代表畫家 --威雅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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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64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MP( 抽象化第二代大家 --德‧史泰耶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MML( 法國古典畫象徵 --普桑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TPRTTN( 法國印象派異鄉人 --卡玉伯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4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LS( 法國學院派繪畫泰斗 --布格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NKQ( 洛可可繪畫大師 --布欣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6*PQPNLL( 洛可可繪畫大師 --福拉歌那 ◎ 潘 (衣番 ) 480

EB02265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PQPLQS( 風景畫最大宗師 --克勞德‧洛漢 ◎ 陳英德、張彌彌 480

EB02265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MPP( 原始與野性憧憬 --高更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KTM( 浪漫主義的靈魂 --德拉克洛瓦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KRS( 神祕的光線大師 --拉圖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MMO( 現代繪畫之父 --塞尚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LMO( 野獸主義繪畫大師 --弗拉曼克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SR( 野獸派回歸寫實畫家 --德朗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5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NRS( 描繪光與色大師 --杜菲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9*PNKPSN( 華麗野獸派大師 --馬諦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9*PNKPTK( 超越印象派大師 --竇加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7 y(7IJ8G7*KNOPRL( 塞尚書簡全集 ◎ 塞尚等 380

EB02266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PKO( 奧菲主義繪畫大師 --德洛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LQK( 新古典主義旗手 --大衛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MRQ( 新印象主義大師 --秀拉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LOS( 新印象主義繪畫巨匠 --席涅克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RRL( 達達與超達達派畫家 --畢卡比亞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NKT( 歌頌人體美畫家 --雷諾瓦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6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NLP( 蒙馬特風景畫家 --郁特里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LMM( 蒙馬特傳奇大師 --羅特列克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LPN( 寫實主義大師 --庫爾貝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NSP( 樸素藝術的旗手 --盧梭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OLM( 機械審美繪畫大師 --勒澤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ONT( 禮讚自然的畫家 --柯洛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MLR( 抽象派繪畫先驅 --康丁斯基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7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9*PNKRTS( 表現主義大師．克利的日記 ◎ 雨云 譯 360

EB02267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7*KNORSQ( 前普普繪畫大家 --理查‧林德涅 ◎ 陳英德／張彌彌 480

EB02267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7*KNORQM( 浪漫主義風景畫大師 --菲特烈 ◎ 陳英德／張彌彌 480

EB02267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OQR( 達達超現實大師 --恩斯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6*PQPOTQ( 德國文藝復興最偉大畫家 --丟勒 ◎ 何政廣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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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68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RSS( 維也納分離派大師 --克林姆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NKS( 維也納表現派天才畫家 --席勒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NOO( 新藝術風格大師 --慕夏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KQL( 文藝復興的巨匠 --米開朗基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LOQ( 西方繪畫開山人 --喬托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TRT( 形而上風景靜物大師 --莫朗迪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PPT( 空間主義大師 --封答那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MTM( 矯飾主義先聲 --彭托莫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8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MNL( 禮讚生命與情愛 --莫迪利亞尼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0 左岸 ﹝繪畫總論﹞ 2007 y(7IJ8G7*LRORRM( 卡拉瓦喬 ◎ 法蘭欣．普羅絲 220

EB02269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QST( 立體主義繪畫大師 --格里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KL( 西班牙非定形繪畫大師 --達比埃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LNT( 西班牙偉大畫家 --哥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8G7*TPRKPO( 西班牙陽光畫家 --索羅亞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5 y(7IJ8G7*OSRNSO( 西班牙黃金時代繪畫大師 --牟里尤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OPN( 現代藝術魔術師 --畢卡索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NNK( 超現實主義大師 --達利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NMN( 載詩載夢的畫家 --米羅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69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MRQ( 尼德蘭繪畫大師 --布魯格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0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MSN( 巴洛克繪畫大師 --魯本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0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TOS( 超現實夢幻色彩畫家 --德爾沃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0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PSK( 魔幻超現實大師 --馬格利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03 九歌 ﹝繪畫總論﹞ 2009 y(7IJ5H4*OOQORQ( 梵谷傳 ◎ 伊爾文‧史東 (Irving Stone) 600

EB022704 三民書局 ﹝繪畫總論﹞ 2007 y(7IJ5H1*OOQTKP( 戀戀太陽花：梵谷 ◎ 莊惠瑾 -著；李蓉 -繪 100

EB02270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ROK( 抽象表現主義大師 --杜庫寧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0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PQPLKQ( 科學思維版畫大師 --艾雪 ◎ 張光琪 480

EB02270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7 y(7IJ5H9*PNKRNQ( 梵谷書簡全集 :附錄梵谷名畫解說 ◎ 雨云 譯 600

EB02270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8 y(7IJ5H8*MRNLLP( 荷蘭黃金世紀大師 --維梅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0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10 y(7IJ8G6*PQPRLR( 創始油畫的尼德蘭大師 --凡艾克 ◎ 賴瑞鎣 480

EB02271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PQT( 幾何抽象畫大師 --蒙德利安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1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LMP( 瘋狂的天才畫家 --梵谷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1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6*PQPPLT( 踏尋梵谷的足跡 ◎ 丘彥明 380

EB02271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9 y(7IJ8G6*PQPPMQ( 翻開梵谷的時代 ◎ 丘彥明 380

EB02271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9 y(7IJ5H8*MRNMTK( 繪畫光影魔術師 --林布蘭特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1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6 y(7IJ8G7*KNOMRO( 鑑賞大美術家系列 --文生．梵谷 ◎ 汪亞塵／莊伯和等 680

戴維、方坦納
﹏﹏﹏﹏﹏﹏

﹏
﹏



 - 650 -

．
︹
繪
畫
總
論
︺
．

EB02271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MQM( 北歐表現派先驅 --孟克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1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OMM( 俄羅斯寫實派大師 --列賓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1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NLQ( 鄉愁與愛的畫家 --夏卡爾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1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PQPKQT( 美國著名大眾畫家 --洛克威爾 ◎ 李家祺 480

EB022720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PQ( 美國新通俗寫實畫家 --伍德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1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1 y(7IJ8G7*TPRKSP( 美國滴彩畫大師 --帕洛克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2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4 y(7IJ8G7*OSRKRK( 美國寫實人像大師 --艾金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3 藝術家 ﹝繪畫總論﹞ 1996 y(7IJ5H9*PNKOQK( 美國寫實派大師 --魏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4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MLO( 偉大的海洋畫家 --荷馬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5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8 y(7IJ8G6*PQPLLN( 現代主義色域繪畫大師 --羅斯柯 ◎ 曾長生 480

EB022726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LNT( 描繪現代生活畫家 --霍伯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7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LPN( 普普藝術大師 --安迪‧沃荷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8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2 y(7IJ8G7*TPRNPL( 墨西哥傳奇女畫家 --卡蘿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29 藝術家 ﹝繪畫總論﹞ 2003 y(7IJ8G7*TPRTQM( 墨西哥壁畫大師 --里維拉 ◎ 何政廣 主編 480

EB022730 蘭臺 ﹝中國書畫﹞ 1999 y(7IH5D2*MOQOPS( 國寶沉浮錄 ◎ 楊仁愷 2000

EB022731 蘭臺 ﹝中國書畫﹞ 2002 y(7IJ5H9*LPORQP( 中國書畫鑑定學稿 ◎ 楊仁愷 1200

EB022732 蘭臺 ﹝中國書畫﹞ 2002 y(7IJ5H9*LPOSLT( 王仲孚書法文字畫畫冊 ◎ 王仲孚 900

EB022733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2004 y(7IJ5H1*ONTKLN( 靜物畫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郭珮君譯 180

EB022734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1997 y(7IJ5H1*TLRRKM( 從白紙到白銀 (上 )―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 (精 ) ◎ 莊申著 800

EB022735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1997 y(7IJ5H1*TLRRLT( 從白紙到白銀 (上 )―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 (平 ) ◎ 莊申著 700

EB022736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1997 y(7IJ5H1*TMKNSM( 從白紙到白銀 (下 )―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 (精 ) ◎ 莊申著 1000

EB022737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1997 y(7IJ5H1*TMKNTT( 從白紙到白銀 (下 )―清末廣東書畫創作與收藏史 (平 ) ◎ 莊申著 900

EB022738 石頭出版 ﹝中國書畫﹞ 2007 y(7IJ5H9*KSTTQS( 南畫北渡 --清代書畫鑒藏中心研究 ◎ 劉金庫 540

EB022739 台灣商務 ﹝中國書畫﹞ 1993 y(7IJ5H0*PKRPLP( 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 ◎ 愛新覺羅‧溥儒作 3150

EB022740 藝術家 ﹝中國書畫﹞ 2006 y(7IJ8G7*KNOMLM( 李螢儒近作 --書畫‧篆刻 ◎ 800

EB022741 藝術家 ﹝中國書畫﹞ 1997 y(7IJ5H0*MKNQQK( 潘天壽畫集 ◎ 800

EB022742 木馬 ﹝中國書畫﹞ 2003 y(7JJ8G7*STRRTN( 荷年荷月 ◎ 陳世憲 340

EB022743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1996 y(7IJ5H1*TLTKKN( 傳統中的現代―中國畫選新語 (精 ) ◎ 曾佑和 430

EB022744 三民書局 ﹝中國書畫﹞ 1996 y(7IJ5H1*TLTKLK( 傳統中的現代―中國畫選新語 (平 ) ◎ 曾佑和 330

EB022745 台灣商務 ﹝中國書畫﹞ 1995 y(7IJ5H0*PLKRKQ( 中國文物精華大全 (書畫卷 ) ◎ 劉九庵 主編 2800

EB022746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書畫﹞ 2009 y(7IJ8G6*SNNPLT( 2009中國書畫拍賣大典 ◎ 編輯部 2000

EB022747 國史館 ﹝中國書畫﹞ 2003 y(7IJ5H0*LPNORR( 臺灣早期書畫專輯 ◎ 崔詠等雪 250

EB022748 國史館 ﹝中國書畫﹞ 2008 y(7IJ8G0*LQPMST( 翰墨因緣 -臺灣早期書畫專輯（2） ◎ 崔詠雪、 賴俊雄 350

EB022749 三民書局 ﹝書法﹞ 2008 y(7IJ5H1*TMTKRL( 推開書法藝術的大門 ◎ 許牧穀 230

EB022750 台灣商務 ﹝書法﹞ 1967 y(7IJ5H0*PKQLSL( 書法研究 ◎ 王壯為 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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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751 台灣商務 ﹝書法﹞ 2003 y(7IJ5H0*PLSMKR( 書學闡微 ◎ 王豐穀 著 560

EB022752 台灣商務 ﹝書法﹞ 1965 y(7IJ5H0*PLPOPT( 廣藝舟雙楫 ◎ 康有為 撰 100

EB022753 台灣商務 ﹝書法﹞ 1983 y(7IJ5H0*PLNPRS( 書法新義 ◎ 趙英山 著 260

EB022754 台灣商務 ﹝書法﹞ 1966 y(7IJ5H0*PKKNMP( 書法正傳 ◎ 馮 武 編著 150

EB022755 雄獅 ﹝書法﹞ 1999 y(7IJ5H8*TSKTKR( 中國書法理論體系 ◎ 熊秉明 360

EB022756 雄獅 ﹝書法﹞ 2002 y(7IJ5H4*ROKNOP( 靜心寫經 --修身心‧習書藝 ◎ 李蕭錕 380

EB022757 出色文化 ﹝書法﹞ 2009 y(7IJ8G6*RPOKTS( 中文常用五千字字型彙編 ◎ 周以德 300

EB022758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MQ( 王羲之 ◎ 陳麥青 180

EB022759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OK( 顏真卿 ◎ 李怡 180

EB02276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PR( 張旭‧懷素 ◎ 仲威 180

EB022761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NN( 蘇軾 ◎ 盧廷清 180

EB022762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TP( 趙佶（宋徽宗） ◎ 陳傳席 張小壯 180

EB022763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OKL( 歐陽詢‧虞世南 ◎ 周斌 180

EB022764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SS( 趙孟頫 ◎ 馬琳 180

EB022765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NRL( 書體介紹 ◎ 徐建融 180

EB022766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OMP( 如何欣賞書法 ◎ 徐建融 180

EB022767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OLS( 李叔同 ◎ 崔衛 180

EB022768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OOT( 王獻之及王氏一門 ◎ 華寧 180

EB022769 石頭出版 ﹝書法﹞ 2004 y(7IJ5H9*KSTONM( 金農 ◎ 于明詮 180

EB02277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ORK( 柳公權 ◎ 張小壯 180

EB022771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OSR( 李邕 ◎ 白鶴 180

EB022772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OPQ( 徐渭 ◎ 邵捷 180

EB022773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OQN( 褚遂良 ◎ 白鶴 180

EB022774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OTO( 李陽冰 ◎ 馬季戈 180

EB022775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LR( 張瑞圖 ◎ 沈傳鳳 180

EB022776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MO( 楊凝式 ◎ 黃緯中 180

EB022777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KK( 陸游‧范成大 ◎ 方愛龍 180

EB022778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NL( 黃庭堅 ◎ 王克文 180

EB022779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OS( 米芾 ◎ 石莉 180

EB02278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PP( 孫過庭 ◎ 張國宏 180

EB022781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QM( 碑帖藝術 ◎ 仲威 180

EB022782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RT( 張即之 ◎ 陳根民 180

EB022783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SQ( 沈周 ◎ 方展里 180

EB022784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PTN( 書法空間藝術 ◎ 李蕭錕 180

EB022785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KT( 鄧石如 ◎ 單志泉 180



 - 652 -

．
︹
書
法
︺
．

EB022786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LQ( 伊秉綬 ◎ 朱建華、郭奕華 180

EB022787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MN( 書寫的工具 ◎ 潘善助 180

EB022788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NK( 祝允明 ◎ 陳浩 180

EB022789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OR( 吳昌碩 ◎ 戴家妙 180

EB02279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PO( 書寫的技法 ◎ 徐建融 180

EB022791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QL( 趙之謙 ◎ 徐建融 180

EB022792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QSP( 陳淳 ◎ 張春記 180

EB022793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QTM( 文徵明 ◎ 劭勇、方玲波 180

EB022794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LP( 齊白石 ◎ 周斌 180

EB022795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MM( 鮮于樞 ◎ 張佳傑 180

EB022796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NT( 蔡襄 ◎ 陳瑞玲 180

EB022797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OQ( 曹秋圃 ◎ 黃恬昕 180

EB022798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PN( 董其昌 ◎ 李怡 180

EB022799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QK( 溥心畬 ◎ 麥青龠 180

EB02280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SO( 倪元璐 ◎ 朱書萱 180

EB022801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RTL( 臺靜農 ◎ 盧廷清 180

EB022802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KR( 黃道周 ◎ 馬琳、邵捷 180

EB022803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LO( 康里 ?? ◎ 張佳傑 180

EB022804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ML( 王寵 ◎ 朱書萱 180

EB022805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NS( 劉墉 ◎ 傅紅展 180

EB022806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OP( 何紹基 ◎ 馬琳、邵捷 180

EB022807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QT( 楊維楨 ◎ 華寧 180

EB022808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RQ( 王鐸 ◎ 單國強 180

EB022809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SN( 宋克‧沈度‧沈粲 ◎ 陳德馨 180

EB02281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STK( 書法與其他藝術的關係 ◎ 徐建融 180

EB022811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TMK( 錢灃 ◎ 方愛龍 180

EB022812 石頭出版 ﹝書法﹞ 2006 y(7IJ5H9*KSTTLN( 于右任 ◎ 麥青龠 180

EB022813 石頭出版 ﹝書法﹞ 2007 y(7IJ5H9*KSTTOO( 傅山 ◎ 白謙慎 / 張佳傑 180

EB022814 石頭出版 ﹝書法﹞ 2007 y(7IJ5H9*KSTTNR( 書法與生活 ◎ 李蕭錕 180

EB022815 正中書局 ﹝書法﹞ 1994 y(7IJ5H0*TKTOKL( 楷書入門 ◎ 張淑德 165

EB022816 三民書局 ﹝書法﹞ 1995 y(7IJ5H1*TLSKSM( 書法與認知 (精 ) ◎ 高尚仁、管慶慧著 250

EB022817 三民書局 ﹝書法﹞ 1995 y(7IJ5H1*TLSOMQ( 書法與認知 (平 ) ◎ 高尚仁、管慶慧著 180

EB022818 三民書局 ﹝書法﹞ 1986 y(7IJ5H1*TKOQOL( 書法心理學 (精 ) ◎ 高尚仁 278

EB022819 三民書局 ﹝書法﹞ 1991 y(7IJ5H1*TKOQPS( 書法心理學 (平 ) ◎ 高尚仁 211

EB022820 三民書局 ﹝書法﹞ 1995 y(7IJ5H1*TLRQKN( 唐人書法與文化 (平 ) ◎ 王元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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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821 台灣商務 ﹝書法﹞ 1981 y(7IJ5H0*PKSPTS( 中華書法史 ◎ 張光賓 編著 420

EB022822 台灣商務 ﹝書法﹞ 1978 y(7IJ5H0*PKPKRS( 中國書法概述 ◎ 釋廣元 著 90

EB022823 三民書局 ﹝書法﹞ 2008 y(7IJ5H1*TMTPKR( 唐人書法與文化 (二版 ) ◎ 王元軍 220

EB022824 台灣商務 ﹝書法﹞ 2001 y(7IJ5H0*PLRMNL( 書法天地 ◎ 歐陽中石 等著 450

EB022825 台灣商務 ﹝書法﹞ 1994 y(7IJ5H0*PKSSNN( 中國的書法 ◎ 歐陽中石 著 140

EB022826 國家 ﹝書法﹞ 2003 y(7IJ5H3*QKSOTN( 書法史話 ◎ 朱守道 200

EB022827 國家 ﹝書法﹞ 2007 y(7IJ5H3*QLKROS( 中國書法 ◎ 陳廷祐 400

EB022828 雄獅 ﹝書法﹞ 2002 y(7IJ5H4*ROKNML( 中國書法之旅 ◎ 李蕭錕 520

EB022829 雄獅 ﹝書法﹞ 2009 y(7IJ5H4*ROLMKP( 中國書法簡明史 ◎ 高明一 520

EB022830 石頭出版 ﹝書法﹞ 2005 y(7IJ5H9*KSTNQO( 傅山的世界 (Fu Shan's world)：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 ◎ 白謙慎 2400

EB022831 三民書局 ﹝書法﹞ 1995 y(7IJ5H1*TLRPTR( 唐人書法與文化 (精 ) ◎ 王元軍 260

EB022832 雄獅 ﹝書法﹞ 2009 y(7IJ8G0*MKRKTP( 博涉‧奇變‧陳丁奇 (附 DVD) ◎ 盧廷清 600

EB022833 台灣商務 ﹝書法﹞ 1993 y(7IJ5H0*PKRTOM( 中國的文房四寶 ◎ 齊 儆 著 140

EB022834 國家 ﹝書法﹞ 2003 y(7IJ5H3*QKSOSQ( 文房四寶史話 ◎ 李雪梅等 200

EB022835 萬卷樓 ﹝書法﹞ 2000 y(7IJ5H7*NTNMMR( 文房四寶—筆墨紙硯 ◎ 周心慧 嚴 樺 200

EB022836 國家 ﹝書法﹞ 2004 y(7IJ5H3*QKTKKL( 鑒識古墨 ◎ 孟　瀅 200

EB022837 國家 ﹝書法﹞ 2004 y(7IJ5H3*QKSTTS( 鑒識古硯 ◎ 吳戰壘 200

EB022838 佛光文化 ﹝法帖‧拓本﹞ 1997 y(7IJ5H5*ONQLSQ( 毫端舍利～弘一法師出家前後書法風格之比較 ◎ 李璧苑 250

EB022839 國史館 ﹝法帖‧拓本﹞ 1980 明清臺灣碑碣選集 ◎ 潘敬尉 1000

EB022840 國家 ﹝法帖‧拓本﹞ 1997 y(7IJ5H3*QKOTML( 王羲之法書字典 (精裝 ) ◎ 本　社 1,000

EB022841 國家 ﹝法帖‧拓本﹞ 1997 y(7IJ5H3*QKRNPT( 中國戲曲表演藝術辭典 ◎ 余漢東 700

EB022842 蘭臺 ﹝法帖‧拓本﹞ 2009 y(7IJ8G7*QMQSLN( 野石書藝薈集 ◎ 劉清水 1200

EB022843 台灣商務 ﹝法帖‧拓本﹞ 2005 y(7IJ5H0*PLTQNL( 于右任先生書法選萃暨標準草書 ◎ 于右任著 于彭編 300

EB022844
典藏藝
術家庭

﹝法帖‧拓本﹞ 2009 y(7IJ5H9*RRSKMM( 突兀巖巒氣 -王鐸 ◎ 倦勤齋 800

EB022845 雄獅 ﹝法帖‧拓本﹞ 1996 y(7IJ5H8*TSKOTP( 弘一法師翰墨因緣 ◎ 雄獅美術編 320

EB022846 三民書局 ﹝法帖‧拓本﹞ 1997 y(7IG6G1*OKKKPM( 實用商業美語Ⅰ―實況模擬 (錄音帶 ) ◎ 300

EB022847 台灣商務 ﹝法帖‧拓本﹞ 1970 y(7IJ5H0*PLPKKS( 草字彙 ◎ 石 梁 編集 300

EB022848 雄獅 ﹝法帖‧拓本﹞ 2008 y(7IJ5H4*ROLLOO( 大家來寫字――筆遊桃花源 ◎ 李柏黎主編 280

EB022849 雄獅 ﹝法帖‧拓本﹞ 2008 y(7IJ5H4*ROLLNR( 大家來寫字――筆遊赤壁 ◎ 李柏黎主編 280

EB022850 台灣商務 ﹝法帖‧拓本﹞ 1983 y(7IJ5H0*PKQSMM( 楷書行書鋼筆字範 ◎ 佘雪曼 書 70

EB022851 三民書局 ﹝中國畫﹞ 2002 y(7IJ5H1*ONNLRM( 國畫 (普及版 ) ◎ 林仁傑、江正吉、侯清地編著 290

EB022852 三民書局 ﹝中國畫﹞ 1978 y(7IJ5H1*TKSMSL( 水彩技巧與創作 (精 ) ◎ 劉其偉 156

EB022853 心理 ﹝中國畫﹞ 1996 y(7IJ5H7*KMLSMN( 水墨造形遊戲 ◎ 吳長鵬著 600

EB022854 台灣商務 ﹝中國畫﹞ 1991 y(7IJ5H0*PKLTOK( 溥心畬先生山水長卷 -遠岫浮煙、江山翠靄 ◎ 汪佩芬 主編 2025

EB022855 藝術家 ﹝中國畫﹞ 2001 y(7IJ5H8*MRNTQM( 中國美術思想新論 ◎ 劉思量 著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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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856 藝術家 ﹝中國畫﹞ 1993 y(7IJ5H9*PKKPTN( 中國畫顏色的運用與製作 ◎ 王定理 200

EB022857 藝術家 ﹝中國畫﹞ 1991 y(7IJ5H9*PKKKNQ( 唐一禾畫集 ◎ 唐一禾 380

EB022858 石頭出版 ﹝中國畫﹞ 2008 y(7IJ8G6*QQKKLQ( 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精裝） ◎ 喬迅（ Jonathan Hay） 3000

EB022859 石頭出版 ﹝中國畫﹞ 2008 y(7IJ8G6*QQKKKT( 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平裝） ◎ 喬迅（ Jonathan Hay） 2400

EB022860 石頭出版 ﹝中國畫﹞ 2005 y(7IJ5H9*KSTQRS( 書法簡史 ◎ 馬琳 180

EB022861 石頭出版 ﹝中國畫﹞ 2006 y(7IJ5H9*KSTRKS( 書法美術館巡禮 ◎ 何炎泉 180

EB022862 三民書局 ﹝中國畫﹞ 2000 y(7IJ5H1*TMMMSR( 自說自畫 (精 ) ◎ 高木森 500

EB022863 三民書局 ﹝中國畫﹞ 1999 y(7IJ5H1*TMMMTO( 自說自畫 (平 ) ◎ 高木森 420

EB022864 台灣商務 ﹝中國畫﹞ 2009 y(7IJ5H0*PMNMKL( 故宮名畫 找感動 找創意 ◎ 張麗華 350

EB022865 台灣商務 ﹝中國畫﹞ 1993 y(7IJ5H0*PKRTSK( 中國古代繪畫 ◎ 徐 改 著 140

EB022866 三民書局 ﹝中國畫﹞ 2003 Y(7B08EB*LKSQSQ( 彩色墨水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60

EB022867 三民書局 ﹝中國畫﹞ 2003 y(7IJ5H1*ONSPRN( 彩色墨水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80

EB022868
典藏藝
術家庭

﹝中國畫﹞ 2008 y(7IJ8G6*SNNNRN( 水墨十講：哲學觀畫 ◎ 史作檉 350

EB022869 雄獅 ﹝中國畫﹞ 1995 y(7IJ5H8*TSKNST( 花卉設色技法 ◎ 李長白 280

EB022870 法鼓文化 ﹝中國畫冊﹞ 2000 y(7IJ5H5*TSLOOK( 潑墨仙人畫 ◎ 400

EB022871 雄獅 ﹝中國畫冊﹞ 1998 y(7IJ5H8*TSKRMN( 畫外笛聲揚 --元明清繪畫名品欣賞 ◎ 羅青 450

EB022872 雄獅 ﹝中國畫冊﹞ 1998 y(7IJ5H8*TSKRRS( 紙上飄清香 --明清繪畫名品欣賞 ◎ 羅青 450

EB022873 三民書局 ﹝中國畫冊﹞ 1996 y(7IJ5H1*TLTLNN( 民俗畫集 (精 ) ◎ 吳廷標 700

EB022874 國史館 ﹝中國畫冊﹞ 2009 y(7IJ8G0*LSKNPK( 王雙寬 -臺灣百廟畫精選暨創作回顧展專輯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600

EB022875 藝術家 ﹝中國畫冊﹞ 2003 y(7IJ8G7*TPRQOL( 原鄉畫語 ◎ 朱振南 280

EB022876 藝術家 ﹝中國畫冊﹞ 2006 y(7IJ8G7*KNOKLO( 禪修的心靈世界 ◎ 林覃居士 700

EB022877 藝術家 ﹝中國畫冊﹞ 1996 y(7IJ5H9*PNKMTN( 韓書力繪畫集 ◎ 韓書力 著 480

EB022878 石頭出版 ﹝東洋畫﹞ 2000 y(7IJ5H9*ROPQTR( 日本美術之觀察◎與中國之比較 ◎ 林秀薇 800

EB022879 藝術家 ﹝東洋畫﹞ 2003 y(7IJ8G7*TPRPNP( 日本浮世繪簡史 ◎ 陳炎鋒 編著 250

EB022880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LTS( 麥克筆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吳鏘煌譯 160

EB022881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LRO( 不透明水彩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林瓊娟譯 160

EB022882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B08EB*LKTNNL( 風景畫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吳鏘煌譯 160

EB022883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B08EB*LKTNOS( 花畫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林瓊娟譯 160

EB022884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PTRT( 如何畫素描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林佳靜譯 250

EB022885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PTSQ( 繪畫入門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姜靜繪譯 250

EB022886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1*ONSRMQ( 風景畫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吳鏘煌譯 180

EB022887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1*ONSRNN( 花畫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林瓊娟譯 180

EB022888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LRO( 不透明水彩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林瓊娟譯 180

EB022889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LTS( 麥克筆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吳鏘煌譯 180

EB022890 大可 ﹝西洋繪畫﹞ 2008 y(7IJ8G8*NNMRPL( 541的上班週記 ◎ 吳志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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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891 大塊 ﹝西洋繪畫﹞ 9812 y(7IJ8G2*LNLPLK( 幾米畫冊‧創作精選 ◎ 幾米 2500

EB022892 大塊 ﹝西洋繪畫﹞ 9812 y(7IJ8G2*LNLPLK( 幾米畫冊‧創作精選 ◎ 幾米 2500

EB022893 佛光文化 ﹝西洋繪畫﹞ 1993 y(7IJ5H5*ONKLMM( 僧伽的光輝 (漫畫 ) ◎ 黃耀傑等繪 150

EB022894 佛光文化 ﹝西洋繪畫﹞ 1992 y(7IJ5H5*ONKTPP( 槃達龍王 (漫畫 ) ◎ 黃耀傑等繪 120

EB022895 三悅 ﹝西洋繪畫﹞ 2007 y(7IJ5H5*MQRLOS( 轉角遇到美 -淡彩街景寫生 ◎ 服部久美子 250

EB022896 三悅 ﹝西洋繪畫﹞ 2008 y(7IJ5H5*MQRSTQ( 似顏繪一本通 ◎ 小河原智子 180

EB022897 三悅 ﹝西洋繪畫﹞ 2008 y(7IJ5H5*MQRTPR( 20分鐘就上手！淡彩人物速寫 ◎ 服部久美子 280

EB022898 瑞昇 ﹝西洋繪畫﹞ 2009 y(7IJ5H5*MQSPKN( 隨時隨地！我用素描寫生活 ◎ ???美保 220

EB022899 三悅 ﹝西洋繪畫﹞ 2009 y(7IJ5H5*MQSROT( 似顏繪，怪可愛 ◎ 小河原智子 180

EB022900 瑞昇 ﹝西洋繪畫﹞ 2009 y(7IJ5H5*MQSRRK( 野村重存寫給你的風景畫指導書 ◎ 野村重存 320

EB022901 大塊 ﹝西洋繪畫﹞ 2010 y(7IJ8G2*LNLRMP( 鏡內底的囡仔 ◎ 幾米‧繪∕向陽‧文 280

EB022902 大塊 ﹝西洋繪畫﹞ 2010 y(7IJ8G2*LNLRNM( 鏡子裡的小孩 ◎ 幾米‧繪∕向陽‧文 250

EB022903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NNO( 選擇主題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王留栓譯 250

EB022904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0 y(7IJ5H8*MRNPTR( 藝術欣賞階梯 ◎ 何政廣 編著 480

EB022905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B08EB*LKTNMO( 構圖與透視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吳鏘煌譯 160

EB022906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PPQ( 構圖 ◎ DavidSanmiguelCuevas、AntonioMu 380

EB022907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1*ONSRLT( 構圖與透視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吳鏘煌譯 180

EB022908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LLM( 透視 ◎ MuntsaCalb`oAngrill、Jos`eM. Par 340

EB022909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ONN( 透視 ◎ Jos`eM. Parram`on著；吳欣潔譯；林昌德校訂 250

EB022910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KRP( 光與影的祕密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曾文中譯 250

EB022911 國家 ﹝西洋繪畫﹞ 2008 y(7IJ5H3*QLLMKM( 光與影的技法 ◎ 編譯組 180

EB022912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1*ONRSNP( 素描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60

EB022913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B08EB*LKSQNL( 水彩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郭珮君譯 160

EB022914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LQR( 素描 ◎ Jos`eM. Parram`on著；盛力譯；林文昌校訂 450

EB022915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6 y(7IJ5H1*ONNLOL( 素描 (普及版 ) ◎ 黃進龍、楊賢傑編著 450

EB022916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1*ONRSLL( 水彩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郭珮君譯 180

EB022917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1*ONRSNP( 素描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80

EB022918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85 y(7IJ5H1*TKSNNP( 素描的技法 (平 ) ◎ 陳景容 178

EB022919 國家 ﹝西洋繪畫﹞ 1993 y(7IJ5H3*QKMMPP( 人物素描入門 ◎ 編譯組 200

EB022920 國家 ﹝西洋繪畫﹞ 1993 y(7IJ5H3*QKMMQM( 頭 . 手素描技法 ◎ 編譯組 200

EB022921 國家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3*QKSTQR( 人物素描畫法 ◎ 編譯組 200

EB022922 國家 ﹝西洋繪畫﹞ 2008 y(7IJ5H3*QLLMNN( 素描基本技法 ◎ 編譯組 180

EB022923 雄獅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8*TSKQKK( 素描講義 ◎ 蘇錦皆 380

EB022924 雄獅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4*ROKPPK( 現代素描教與學 ◎ 王公澤 380

EB022925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OMQ( 混色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吳欣潔譯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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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926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LNQ( 名畫臨摹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謝瑤玲譯 250

EB022927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PTPP( 人體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洪瑞霞譯 250

EB022928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KKQ( 人體解剖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李姣姿譯 250

EB022929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OQO( 人體畫 ◎ MuntsaCalb`oAngrill、AntonioMun 450

EB022930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7 y(7IJ8G7*KNORLR( 裸體 ◎ 藝術家雜誌策劃 780

EB022931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PTLR( 肖像畫 ◎ MuntsaCalb`oAngrill著；鍾肇恒譯；李足新校 450

EB022932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5 y(7IJ5H1*OMQNPS( 肖像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陳碧珠譯 250

EB022933 國家 ﹝西洋繪畫﹞ 2008 y(7IJ5H3*QLLMLT( 肖像畫的技法 ◎ 編譯組 200

EB022934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OLT( 畫花世界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謝瑤玲譯 250

EB022935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KLN( 靜物畫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郭珮君譯 160

EB022936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KLN( 靜物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黃文範譯 250

EB022937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6 y(7IJ8G7*KNOKSN( 藝術主題圖像百科 --花卉 ◎ 藝術家雜誌策劃 780

EB022938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KKQ( 水景畫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楊立宏譯 160

EB022939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LON( 風景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柯美玲譯 250

EB022940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LPK( 海景畫 ◎ FrancescCrespo著；曾文中譯；蘇憲法校訂 250

EB022941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OKM( 風景油畫 ◎ Jos`eM. Parram`on著；毛蓓雯譯；蔡明勳校訂 250

EB022942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1 y(7IJ5H1*ONOOSN( 風景畫 ◎ DavidSanmiguel著；許玉燕譯 380

EB022943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1*ONTKKQ( 水景畫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楊立宏譯 180

EB022944 雄獅 ﹝西洋繪畫﹞ 2003 y(7IJ5H4*ROKRNO( 群玉山頭－－寫生‧寫意‧逍遙遊 ◎ 李賢文、盧廷清、鄭治桂 300

EB022945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KMK( 動物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陳培真譯 250

EB022946 雄獅 ﹝西洋繪畫﹞ 2002 y(7IJ5H4*ROKOPL( 風景．繪畫 -西洋風景畫名作賞析 ◎ 張心龍 400

EB022947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7 y(7IJ8G7*KNOQMP( 台灣野鳥生態繪畫 ◎ 劉伯樂 380

EB022948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6 y(7IJ8G7*KNOMSL( 藝術主題圖像百科 --天使 ◎ 藝術家雜誌策劃 780

EB022949 三民書局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1*OMQKPL( 建築之美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陳碧珠譯 250

EB022950 大塊 ﹝西洋繪畫﹞ 9705 y(7IJ8G2*LNKPPL( 天天向上 ◎ 榮念曾 280

EB022951 雄獅 ﹝西洋繪畫﹞ 2000 y(7IJ5H4*ROKKPP( 傑出漫畫家 --亞洲篇 ◎ 洪德麟 450

EB022952 雄獅 ﹝西洋繪畫﹞ 2000 y(7IJ5H4*ROKKRT( 漫畫百寶箱 --自編‧自導‧畫漫畫 ◎ 李賢文總編輯 380

EB022953 西遊記 ﹝西洋繪畫﹞ 2006 y(7IJ8G8*LRPLNQ( 日本漫畫60年 ◎ 保羅．葛拉維 700

EB022954 大塊 ﹝西洋繪畫﹞ 9702 y(7IJ8G2*LNKNSO( 幾米創作10年精選 ◎ 幾米 2500

EB022955 國家 ﹝西洋繪畫﹞ 2004 y(7IJ5H3*QKTKTO( 插畫繪圖範本 ◎ 編譯組 200

EB022956 雄獅 ﹝西洋繪畫﹞ 1999 y(7IJ5H8*TSKTOP( 傑出圖畫書插畫家 --亞洲篇 ◎ 鄭明進 500

EB022957 雄獅 ﹝西洋繪畫﹞ 1999 y(7IJ5H8*TSKTPM( 傑出圖畫書插畫家 --歐美篇 ◎ 鄭明進 500

EB022958 雄獅 ﹝西洋繪畫﹞ 2006 y(7IJ5H4*ROKTSR( 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 ◎ 珍‧杜南 Jane Doonan著；宋珮譯 290

EB022959 奧林文化 ﹝西洋繪畫﹞ 2007 y(7IJ5H0*NTLRKL( 從孩子的塗鴉看出他的內心世界 ◎ 260

EB022960 藝術家 ﹝西洋繪畫﹞ 1998 y(7IJ5H9*PNKTPS( 兒童畫的認識與指導 ◎ 陳輝東 著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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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961 田園城市 ﹝西洋繪畫﹞ 2009 y(7IJ8G7*KKTRKS( 弱繪畫 Weak Painting ◎ 張晴文、蘇俞安編著 380

EB022962
典藏藝
術家庭

﹝西洋繪畫﹞ 2010 y(7IJ8G6*SNNQQN( 李俊賢：台灣計劃（擴張版） ◎ 李俊賢、李思賢 1200

EB022963 耶魯國際 ﹝西洋繪畫﹞ 2002 y(7IJ5H8*NMNPPL( A片在美術館上演 . 禁忌的春夢 組裝版 ◎ 潘 ? 599

EB022964 耶魯國際 ﹝西洋繪畫﹞ 2002 y(7IJ5H8*NMNPMK( A片在美術館上演 ◎ 潘 ? 400

EB022965 國史館 ﹝西洋繪畫﹞ 2009 y(7IJ8G0*LTTQPT( 荷心荷境 -文霽畫集 ◎ 文霽 250

EB022966 雄獅 ﹝西洋繪畫﹞ 2008 y(7IJ5H4*ROLLQS( Look!米勒爺爺的名畫 ◎ 黃啟倫 330

EB022967 雄獅 ﹝西洋繪畫﹞ 2002 y(7IJ5H4*ROKNSN( 百幅名畫的啟示 ◎ 張心龍 380

EB022968 藝術家 ﹝西洋繪畫﹞ 1997 y(7IJ5H9*PNKRKP( 了解米羅 ◎ 徐芬蘭 譯 320

EB022969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2 y(7IJ8G7*TPRNLN( 台灣美術全集23--蔡蔭棠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2970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4 y(7IJ8G7*OSRMPO( 台灣美術全集24--蕭如松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2971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7 y(7IJ8G7*KNONNP( 台灣美術全集25--張萬傳 ◎ 蕭瓊瑞 1800

EB022972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7 y(7IJ8G7*KNOONO( 台灣美術全集26--金潤作 ◎ 蕭瓊瑞 1800

EB022973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8 y(7IJ8G7*KNOTKS( 米勒名畫150選 ◎ 亞力珊卓‧墨菲 460

EB022974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9 y(7IJ8G6*PQPQOT( 後期印象派大畫家 --梵谷名畫五百選 ◎ 羅伯‧修斯、林惺嶽等撰文 560

EB022975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1 y(7IJ5H8*MRNQRM( 徐悲鴻卷1--藝術生平論述 ◎ 藝術家 編 300

EB022976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1 y(7IJ5H8*MRNQST( 徐悲鴻卷2--油畫素描作品 ◎ 藝術家 編 650

EB022977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1 y(7IJ5H8*MRNQTQ( 徐悲鴻卷3--中國水墨作品 ◎ 藝術家 編 650

EB022978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1 y(7IJ5H8*MRNRLT( 徐悲鴻繪畫全集 (盒裝 )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2979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2 y(7IJ8G7*TPRLKS( 集郵欣賞名畫 ◎ 林良明 著 380

EB022980 藝術家 ﹝西洋繪畫﹞ 1998 y(7IJ5H9*PNKTQP( 劉其偉繪畫創作文件 ◎ 鄭惠美、薛平海 合編 1500

EB022981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7 y(7IJ8G7*KNOOKN( 龐曾瀛 ◎ 龐曾瀛 800

EB022982 藝術家 ﹝西洋繪畫﹞ 1999 y(7IJ5H8*MRNNNR( 繪畫寫生哲學論 ◎ 龐均 著 250

EB022983 左岸 ﹝西洋繪畫﹞ 2006 y(7IJ8G7*LROMTL( 閱讀的女人危險 ◎ 斯提凡 ˙博爾曼 400

EB022984 藝術家 ﹝西洋繪畫﹞ 2001 y(7IJ5H0*MRTRKM( 繪畫台灣之美 ◎ 藝術家 編 1200

EB022985 雄獅 ﹝西洋繪畫﹞ 2002 y(7IJ5H4*ROKOQS( 傑出科學圖畫書插畫家 ◎ 鄭明進 480

EB022986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4 y(7IJ5H1*OMQKOO( 素描的基礎與技法―炭筆、赭紅色粉筆與色粉筆的三角習題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林佳靜譯
250

EB022987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IJ5H5*MQQOKK( 給大人的彩繪著色本 (1)中國花卉篇 ◎ 心靈 ?覺小站 180特99

EB022988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IJ5H5*MQQOOS( 給大人的彩繪著色本 (2)西洋名畫花卉篇 ◎ 三悅編輯部 180

EB022989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IJ5H5*MQQOSQ( 給大人的彩繪著色本 (3)歐洲浪漫花選 ◎ 三悅編輯部 180

EB022990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IJ5H5*MQQOTN( 給大人的彩繪著色本 (4)中國古典花選 ◎ 三悅編輯部 180

EB022991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QPKT( 給大人的彩繪著色本 (5)世界風景名畫 ◎ 三悅編輯部 180

EB022992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QPMN( 給大人的彩繪著色本 (6)台灣景點記趣 ◎ 三悅編輯部 180

EB022993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QSQS( 拈花惹草 !花卉素描 &著色技法 ◎ 中 ?英敏 250

EB022994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RKKL( 手機色鉛筆構圖技法 --貓咪俏麻豆 ◎ 編輯部 220

EB022995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QTTS( 手機色鉛筆構圖技法 --狗狗好麻吉 ◎ 編輯部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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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2996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RKMP( 手機色鉛筆構圖技法 --印象淡水 ◎ 編輯部 220

EB022997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RKLS( 手機色鉛筆構圖技法 --風華古蹟 ◎ 編輯部 220

EB022998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5H5*MQRLPP( 把山水畫成明信片 -水彩旅行寫生 ◎ 久山一枝 250

EB022999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5*MQRNTL( 水彩畫的形狀 &上色基礎技法 ◎ 高崎尚志 280

EB023000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5*MQROLO( 水彩畫的初級透視圖 ◎ 高崎尚志 260

EB023001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5*MQROTK( 水彩畫的靜物 &風景應用技法 ◎ 高崎尚志 280

EB023002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5*MQRPPL( 水彩畫的混色實用技巧88例 ◎ 秋本不二春 260

EB023003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5*MQRQPK( 水彩畫的寫生實戰技巧110 ◎ 秋本不二春 280

EB023004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5H5*MQSLLO( 水彩畫的寧靜美感進階技法 ◎ 高崎尚昭 300

EB023005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5H5*MQSPLK( 水彩色鉛筆的必修9堂課 ◎ 杉原美由樹 250

EB023006 三悅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5H5*MQSTRS( 水彩色鉛筆的技法重點書 ◎ 遊友出版社 250

EB023007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NQO( 台灣美術全集10--郭柏川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08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3 y(7IJ5H9*PKKNRL( 台灣美術全集11--劉啟祥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09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3 y(7IJ5H9*PKKNSS( 台灣美術全集12--洪瑞麟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0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4 y(7IJ5H9*PKKQSP( 台灣美術全集13--李澤藩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1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KKSML( 台灣美術全集14--陳植棋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2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KKSNS( 台灣美術全集15--陳德旺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3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KKSOP( 台灣美術全集16--林克恭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4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NKKNN( 台灣美術全集17--陳慧坤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5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NKKSS( 台灣美術全集18--廖德政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6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NKOOQ( 台灣美術全集19--黃土水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7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MNO( 台灣美術全集1--陳澄波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8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MOL( 台灣美術全集2--陳進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19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MPS( 台灣美術全集3--林玉山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0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MQP( 台灣美術全集4--廖繼春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1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MRM( 台灣美術全集5--李梅樹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2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MST( 台灣美術全集6--顏水龍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3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NNN( 台灣美術全集7--楊三郎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4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NOK( 台灣美術全集8--李石樵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5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2 y(7IJ5H9*PKKNPR( 台灣美術全集9--郭雪湖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26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GJ5H0*LNKKRO( 劉其偉水彩集 ◎ 陳玉珍 800

EB023027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B08EB*LKSQRT( 炭筆與炭精筆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林宴夙譯 160

EB023028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5H1*ONSPSK( 炭筆與炭精筆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林宴夙譯 180

EB023029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PTOS( 色鉛筆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謝瑤玲譯 250

EB023030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5H1*ONRSKO( 色鉛筆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許玉燕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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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031 國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3*QLLMMQ( 彩色鉛筆技法 ◎ 編譯組 250

EB023032 雄獅 ﹝各種西洋畫法﹞ 2002 y(7IJ5H4*ROKNNS( 鉛筆素描的奧秘 ◎ 向明光 480

EB023033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PTQM( 創意水彩 ◎ EdiyorialTeam著；柯美玲譯 250

EB023034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5H1*OMQKSM( 水彩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余綺芳譯 250

EB023035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QPOT( 水彩畫 ◎ Jos`eM. Parram`on著；黃天海、王之光譯；柯適中 450

EB023036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1 y(7IJ5H1*ONNLPS( 水彩畫 (普及版 ) ◎ 黃進龍編著 450

EB023037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0 y(7IJ5H1*TKSMTS( 水彩技巧與創作 (平 ) ◎ 劉其偉 100

EB023038 國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5H3*QLLLTQ( 水彩畫的技法 ◎ 編譯組 300

EB023039 雄獅 ﹝各種西洋畫法﹞ 1996 y(7IJ5H8*TSKNLK( 水彩畫法的奧祕 ◎ 謝明錩 480

EB023040 雄獅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IJ5H4*ROKTRK( 看示範‧學水彩 --水彩畫法關鍵必學 ◎ 簡忠威 480

EB023041 雄獅 ﹝各種西洋畫法﹞ 2004 y(7IJ5H4*ROKSLT( 水彩經典 --英國水彩名家與名作導覽 ◎ 楊恩生 560

EB023042 雄獅 ﹝各種西洋畫法﹞ 2004 y(7IJ5H4*ROKQTR( 水彩台灣近代建築 --賞古蹟‧畫建築 ◎ 李乾朗 380

EB023043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4 y(7IJ5H9*PKKROQ( 曾景文水彩畫 ◎ 曾景文 著 480

EB023044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4 y(7IJ5H9*PKKRNT( 曾景文水彩畫（精裝本） ◎ 曾景文 580

EB023045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8G6*PQPOOL( 蔡蔭棠水彩素描選集 ◎ 蔡蔭棠 780

EB023046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8G6*PQPPRL( 藝術方舟 --畫家彩筆下的台灣與全球生態圖像 ◎ 楊恩生 580

EB023047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B08EB*LKSQMO( 油畫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60

EB023048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QKQS( 油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李佳倩譯 250

EB023049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QOTP( 油畫 ◎ Jos`eM. Parram`on著；錢祖育譯；張振宇校訂 450

EB023050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1 y(7IJ5H1*ONNLNO( 油畫 (普及版 ) ◎ 馮承芝、莊元薰編著 450

EB023051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5H1*ONRSMS( 油畫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80

EB023052
國立歷史
博物館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8G0*LTPPSN( 曹志漪畫展 ◎ 曹志漪 550

EB023053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8 y(7IJ5H9*PNKTTQ( 台灣美術全集21--呂基正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54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8 y(7IJ5H8*MRNKNK( 台灣美術全集22--張啟華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55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2 y(7IJ8G7*TPRMSN( 百年中國油畫圖象 ◎ 劉新 著 500

EB023056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8 y(7IJ5H9*PNKTOL( 油畫技法哲學 ◎ 龐均 著 250

EB023057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1 y(7IJ5H8*MRNTTN( 油畫技法創新論 ◎ 龐均 著 380

EB023058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5 y(7IJ5H9*PNKKPR( 華裔美術全集1．常玉 ◎ 陳炎鋒 著 980

EB023059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9 y(7IJ5H8*MRNLRR( 華裔美術全集2．朱德群 ◎ 廖瓊芳 著 980

EB023060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7 y(7IJ8G7*KNOOQP( 潘玉良 ◎ 柯孟德等著 800

EB023061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6 y(7IJ8G7*KNOLLN( 龐均 Pang,Jiun70 ◎ 龐均 400

EB023062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5 y(7IJ8G7*OSRPSM( 龐均 --走過58年藝術生涯 ◎ 龐均 著 1800

EB023063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8G7*TPRQKN( 龐均的藝術 ◎ 龐均 1200

EB023064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9 y(7IJ8G6*PQPPQO( 油畫的誕生 --1420年至1450年的尼德蘭繪畫 ◎ 賴瑞鎣 480

EB023065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8G6*PQPMKP( 普普教父 --安迪‧沃荷世界巡迴展 ◎ 藝術家出版社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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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066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B08EB*LKSQQM( 壓克力 (平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60

EB023067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PTMO( 粉彩畫 ◎ MuntsaCalb`oAngrill、Jos`eM. Par 380

EB023068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PTTN( 噴畫 ◎ MiquelFerr`on著；呂靜修譯；詹楊彬校訂 250

EB023069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QLRO( 壓克力畫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王留栓譯 250

EB023070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QNOL( 粉彩畫 ◎ S. G. OlmEdo著；何明珠譯；黃郁生校訂 250

EB023071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1997 y(7IJ5H1*OMQPLS( 噴畫 ◎ Jos`eM. Parram`on、MiquelFerr`on 340

EB023072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5H1*ONRRTS( 粉彩畫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80

EB023073 三民書局 ﹝各種西洋畫法﹞ 2003 y(7IJ5H1*ONSPOM( 壓克力 (精 ) ◎ MercedesBraunstein著陳淑華譯 180

EB023074 大辣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8G6*QNOKMO( 塗鴉人：轟炸台灣 ◎ REACH 600

EB023075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9 y(7IJ5H8*MRNOTS( 壁畫藝術 ◎ 陳景容 著 480

EB023076 繆思 ﹝各種西洋畫法﹞ 2008 y(7IJ8G6*QQPKRN( Wall and Piece－塗鴉教父 Banksy官方作品集 ◎ 班克西 500

EB023077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1998 y(7IJ5H9*PNKTKN( 台灣美術全集20--林之助 ◎ 藝術家 編 1800

EB023078 藝術家 ﹝各種西洋畫法﹞ 2002 y(7IJ8G7*TPRORO( 膠彩畫材料與技法 ◎ 廖瑞芬 譯 360

EB023079 三民書局 ﹝西洋畫各派﹞ 1993 y(7IJ5H1*TLPSSN( 古典與象徵的界限―象徵主義畫家莫侯及其詩人寓意畫 (精 ) ◎ 李明明 511

EB023080 藝術家 ﹝西洋畫各派﹞ 2003 y(7IJ8G7*TPRQNO( 拉斐爾前派與象徵主義美術 ◎ 朱伯雄 著 680

EB023081 藝術家 ﹝西洋畫各派﹞ 2000 y(7IJ5H8*MRNRKM( 法蘭西學院派繪畫 ◎ 陳英德 著 680

EB023082 藝術家 ﹝西洋畫各派﹞ 2003 y(7IJ8G7*TPRPQQ( 康丁斯基名著全集 (盒裝 ) ◎ 吳瑪★ 譯 1100

EB023083 藝術家 ﹝西洋畫各派﹞ 2004 y(7IJ8G7*OSRMNK( 巴比松與寫實主義繪畫 ◎ 潘★ 著 680

EB023084 雄獅 ﹝西洋畫各派﹞ 1998 y(7IJ5H8*TSKRLQ( 新古典浪漫之旅 ◎ 張心龍 480

EB023085 雄獅 ﹝西洋畫各派﹞ 1999 y(7IJ5H8*TSKSPN( 印象派之旅 ◎ 張心龍 480

EB023086 藝術家 ﹝西洋畫各派﹞ 2001 y(7IJ8G7*TPRKNK( 印象主義繪畫 ◎ 潘★ 著 680

EB023087 藝術家 ﹝西洋畫各派﹞ 2000 y(7IJ5H8*MRNRTP( 超現實主義藝術 ◎ 曾長生 著 680

EB023088 三民書局 ﹝攝影總論﹞ 1990 y(7IJ5H1*TKLKSO( 文物之美―與專業攝影技術 (精 ) ◎ 林傑人 533

EB023089 田園城市 ﹝攝影總論﹞ 2009 y(7IJ8G7*KKTQTM( 有影嘸？ 2009台灣攝影 BAZAAR－當代台灣攝影
家78人 ◎ 蔡文祥、台灣攝影博物館籌備會編著

380

EB023090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RNN( 漢寶德談藝術教育 ◎ 漢寶德 350

EB023091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KL( 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1965-2005 ◎ 台北市立美術館 980

EB023092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MP( 百歲流金 -陳慧坤100年人生行道 ◎ 李文 / 陳郁秀 350

EB023093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RQO( 光影中遇見林布蘭 ◎ 史作檉 380

EB023094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RPR( 聆聽原始的畢卡索 ◎ 史作檉 320

EB023095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QN( 紐約‧藝術時區 Sometime in New York ◎ 嚴華菊 320

EB023096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RMQ( 藝術拍賣大浩劫 ◎ 安娜尼爾森 599

EB023097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RK( 漫游‧波士頓 -都市建設與城市美學 ◎ 陳家祺 320

EB023098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PQ( 茶之書 ◎ 岡倉天心 / 鄭夙恩 譯 200

EB023099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TO( 疆界 ◎ 呂岱如等 420

EB023100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SOT( 漢寶德談文化 ◎ 漢寶德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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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101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TLR( 希臘美術模仿論 ◎ 溫克爾曼 380

EB023102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TNL( 守護理想 -我的藝術與人生 ◎ 潘公凱 860

EB023103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8*KTMLQR( CO4台灣前衛文件展 ◎ 文化總會 700

EB023104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PLTTKK( 台灣寫實主義美術1895-2005 ◎ 朱佩儀 謝東山 480

EB023105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7 y(7IJ8G7*PLTSNM( 筆精墨妙‧氣雅韻深 -渡海來台系列二 ◎ 熊宜敬 650

EB023106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7 y(7IJ8G7*PLTRTP( 懷鄉與認同 -台灣方志八景圖 ◎ 蕭瓊瑞 480

EB023107
典藏藝
術家庭

﹝攝影總論﹞ 2007 y(7IJ8G7*PLTTQM( 禪與現代美術 ◎ 海倫‧威斯格茲 420

EB023108 正中書局 ﹝攝影總論﹞ 1994 y(7IJ5H0*TKSSOS( 鏡頭下的沈思 ◎ 中華民國攝影教育協會 215

EB023109 大塊 ﹝攝影總論﹞ 2006 y(7IJ8G7*KPTPKP( 心的視界 ◎ 柯錫杰 280

EB023110 田園城市 ﹝攝影總論﹞ 2000 y(7IJ5H0*OKQKPO( 複製真實 ◎ 章光和 400

EB023111 田園城市 ﹝攝影總論﹞ 2005 y(7IJ8G7*RKPRLQ( 攝影不是藝術 ◎ 章光和 250

EB023112 田園城市 ﹝攝影總論﹞ 2009 y(7IJ8G7*KKTQMN( 灰色的隱喻：時間、機會、攝影與決定性瞬間 ◎ 李昱宏 360

EB023113 雄獅 ﹝攝影總論﹞ 1998 y(7IJ5H8*TSKRQL( 攝影創作手冊 ◎ 秦愷 480

EB023114 藝術家 ﹝攝影總論﹞ 2007 y(7IJ8G7*KNOOTQ( 攝影藝術簡史 ◎ 鄭意萱 280

EB023115 田園城市 ﹝攝影技術﹞ 2001 y(7IJ5H0*OKQNTT( 數位攝影的技術 ◎ 徐明景 750

EB023116 雄獅 ﹝攝影技術﹞ 1998 y(7IJ5H4*ROKQLL( 黑白攝影精技 ◎ 蔣載榮 560

EB023117 三悅 ﹝攝影技術﹞ 2009 y(7IJ5H5*MQSKMM( 最基礎！數位單眼攝影入門 ◎ 高橋良輔 300

EB023118 瑞昇 ﹝攝影技術﹞ 2009 y(7IJ5H5*MQSTNK( 數位單眼實拍 &影像處理 ◎ 西村次雄 380

EB023119 大家 ﹝攝影技術﹞ 2009 y(7IJ8G8*PKSSLL( 攝影師之眼 :數位攝影的思考 . 設計和構圖 ◎ 麥可‧弗里曼 450

EB023120 雄獅 ﹝攝影技術﹞ 2000 y(7IJ5H4*ROKLTM( 彩色攝影精藝 --從傳統到數位的探索 ◎ 陳學聖 560

EB023121 瑞昇 ﹝專題攝影技術﹞ 2004 y(7IJ5H5*MQPLSM( 花卉攝影入門 ◎ 金田洋一郎 300

EB023122 藝術家 ﹝專題攝影技術﹞ 2006 y(7IJ8G7*KNOKQT( 創意攝影 --美感的攝影技巧 ◎ 李昱宏 著／攝影 280

EB023123 藝術家 ﹝專題攝影技術﹞ 2005 y(7IJ8G7*OSRPTT( 攝影課 --攝影美學的養成 ◎ 李昱宏 著／攝影 280

EB023124 正中書局 ﹝專題攝影技術﹞ 2003 y(7IJ5H0*TLPLMT( 背著相機去旅行 :旅遊攝影101 ◎ 黃丁盛 420

EB023125 正中書局 ﹝專題攝影技術﹞ 2007 y(7IJ5H0*TLRQPT( 背著相機逗鬧熱 –節慶攝影101招 ◎ 黃丁盛 450

EB023126 雄獅 ﹝專題攝影技術﹞ 2003 y(7IJ5H4*ROKQKO( 風景攝影入門 ◎ 李鎮岩 520

EB023127 藝術家 ﹝專題攝影技術﹞ 1994 y(7IJ5H9*PKKRSO( 建築攝影藝術 --中國古代建築篇 ◎ 樓慶西 著 280

EB023128 繆思 ﹝專題攝影技術﹞ 2007 y(7IJ8G7*NTTTQK( 旅遊攝影上手全攻略 (最新修訂版 ) ◎ Dreamer 299

EB023129 三民書局 ﹝專題攝影技術﹞ 1990 y(7IJ5H1*TKLKTL( 文物之美―與專業攝影技術 (平 ) ◎ 林傑人 422

EB023130 藝術家 ﹝電腦藝術﹞ 1992 y(7IJ5H9*PKKMTQ( 電腦藝術 ◎ 河口洋一郎、李佩穗 著 280

EB023131 藝術家 ﹝專題攝影集﹞ 2004 y(7IJ8G7*OSRLTN( 緣在青藏高原 ◎ 莊明景 著 380

EB023132 雄獅 ﹝專題攝影集﹞ 2005 y(7IJ5H4*ROKTKL( 世界天鵝攝影寫生紀實 ◎ 楊恩生 580

EB023133 台灣商務 ﹝專題攝影集﹞ 2004 y(7IJ5H0*PLSTRT( 怪ㄎㄚ工作 (ODD JOBS) ◎ 南西 . 麗卡 . 薛芙文 200

EB023134 田園城市 ﹝專題攝影集﹞ 2009 y(7IJ8G7*KKTRNT( 容顏寫真――曾敏雄人物攝影筆記 ◎ 曾敏雄 320

EB023135 田園城市 ﹝專題攝影集﹞ 2009 y(7IJ8G7*KKTROQ( 天使的孩子 ◎ 李昱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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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136 幼獅文化 ﹝專題攝影集﹞ 2001 y(7IJ5H5*RONORP( 茶花女之戀：動人的歷史愛情小說 ◎ 管家琪 180

EB023137 大塊 ﹝專題攝影集﹞ 2009 y(7IJ8G2*LNLKQK( 前後 In between the moments ◎ 劉振祥 500

EB023138 台灣商務 ﹝專題攝影集﹞ 2010 y(7IJ5H0*PMONOP( 海之家 ◎ 大塚幸彥 240

EB023139 三民書局 ﹝普通攝影集﹞ 1989 y(7IJ5H1*TLMLST( 生命的倒影 (精 ) ◎ 侯淑姿 889

EB023140 大塊 ﹝普通攝影集﹞ 2006 y(7IJ8G7*KPTPLM( 柯錫杰攝影五十年精選 ◎ 柯錫杰 2000

EB023141 田園城市 ﹝普通攝影集﹞ 2008 y(7IJ8G7*KKTOKL( 姚瑞中 Yao Jui-chung ◎ 姚瑞中 1300

EB023142 田園城市 ﹝普通攝影集﹞ 2009 y(7IJ8G7*KKTQKT( Strangers ◎ 徐聖淵 680

EB023143 田園城市 ﹝普通攝影集﹞ 2009 y(7IJ8G7*KKTRSO( 光影詩人李屏賓 Mark Lee Ping-Bing: A Poet of Light 
and Shadow ◎ 李屏賓 Mark Lee Ping-Bing

380

EB023144 田園城市 ﹝普通攝影集﹞ 2009 y(7IJ8G7*KKTRQK( Anyone Else But You ◎ 王琬瑜 Wang Wanyu 400

EB023145
典藏藝
術家庭

﹝普通攝影集﹞ 2008 y(7IJ8G6*SNNNKO( 人外人 ◎ 姚瑞中 1200

EB023146 雄獅 ﹝普通攝影集﹞ 2008 y(7IJ5H4*ROLLSM( 莊靈．靈視 ◎ 莊靈 1500

EB023147 繆思 ﹝普通攝影集﹞ 2008 y(7IJ8G6*QQPLKN( Instant Light塔可夫斯基拍立得攝影集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480

EB023148 雄獅 ﹝攝影業‧
攝影師﹞ 2004 y(7IJ5H4*ROKRRM( 畫意‧集錦‧郎靜山 ◎ 蕭永盛 600

EB023149 雄獅 ﹝攝影業‧
攝影師﹞ 2001 y(7IJ5H4*ROKMSO( 影心‧直情‧張才 ◎ 蕭永盛 600

EB023150 雄獅 ﹝攝影業‧
攝影師﹞ 2002 y(7IJ5H4*ROKOLN( 鄉愁‧記憶‧鄧南光 ◎ 張照堂 600

EB023151 雄獅 ﹝攝影業‧
攝影師﹞ 2005 y(7IJ5H4*ROKTOT( 時光‧點描‧李鳴鵰 ◎ 蕭永盛 600

EB023152 繆思 ﹝攝影業‧
攝影師﹞ 2008 y(7IJ8G6*QQPKNP( 不合理的行為 ◎ 唐 ˙麥庫林 340

EB023153 三民書局 ﹝應用美術總論﹞ 1997 y(7IJ5H1*OMQTLO( 構成 (一 ) ◎ 楊清田編著 430

EB023154 三民書局 ﹝應用美術總論﹞ 1989 y(7IJ5H1*TKSNSK( 裝飾工藝 (精 ) ◎ 張長傑 222

EB023155 三民書局 ﹝應用美術總論﹞ 1984 y(7IJ5H1*TKSNTR( 裝飾工藝 (平 ) ◎ 張長傑 167

EB023156 大塊 ﹝應用美術總論﹞ 9602 y(7IJ8G7*KPTQRN( 西班牙手作人 ◎ 紀玉君 320

EB023157 大塊 ﹝應用美術總論﹞ 9704 y(7IJ8G2*LNKPNR( 十二味生活設計 ◎ 林怡芬 280

EB023158 台灣商務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5H0*PMMRTM( 創意樂活―你今天藝術了嗎？ ◎ 張麗華 260

EB023159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1999 y(7IJ5H8*OOKSKR( 創意思境 -視傳設計概論與方法 ◎ 楊裕富 380

EB023160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1 y(7IJ5H0*OKQNPL( 乩視覺 VISUALTRANCE ◎ 吳鼎武．瓦歷斯 450

EB023161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2 y(7IJ5H0*OKQPPT( 後現代設計藝術：E行銷品味論！ N世代流行戰！ ◎ 楊裕富．林萬福 280

EB023162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LOM( 紐約下城創意設計 ◎ 莊卉家 360

EB023163 亞太 ﹝應用美術總論﹞ 2006 y(7IJ5H8*PLKTMK( 設計的文化基礎 ◎ 楊裕富 400

EB023164 亞太 ﹝應用美術總論﹞ 2002 y(7IJ5H8*MQOTSO( 設計構成中的詮釋想像空間 -設計語言發展之
創意程序．理論與方法 ◎ 鄧建國

480

EB023165 亞太 ﹝應用美術總論﹞ 2000 y(7IJ5H8*MQOLMK( 解讀影像 -視覺傳達設計的基本原理 ◎ 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 400

EB023166 亞太 ﹝應用美術總論﹞ 1997 y(7IJ5H8*PLKQNK( 形．生活與設計 ◎ 李薦宏 550

EB023167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KR( 被展示的傷口 -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 ◎ 陳佳利 300

EB023168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NS( 雕刻靈魂的賈克梅第 ◎ 史作檉 300

EB023169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QT( 從馬內到曼哈頓 ◎ 彼得瓦森 / 嚴玲娟 譯 480

EB023170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OP( 畫境與化境 -黃光男的繪畫美學與創作 ◎ 黃光男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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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171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ML( 蒐藏 :懷舊與流行的百寶箱 ◎ 陳佳利 380

EB023172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PM( 虛擬之歌 -KTV文化在台灣 ◎ 王蔘 450

EB023173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KTK( 心漪集 ◎ 張心漪 320

EB023174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LLN( 眼與心 -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 ◎ 梅洛龐蒂 / 龔卓軍譯 250

EB023175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6*SNNLKQ( 玩真的 -13位台灣藝術家的創作與生命 ◎ 鄭惠美 320

EB023176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8G6*SNNKSN( 東亞美學前史 -重尋日本近代審美意識 ◎ 神林恆道 / 龔詩文譯 350

EB023177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8G6*SNNLOO( 我的第一本設計書 :簡單就是美 ◎ 馬克‧剛亞 / 曲家瑞 350

EB023178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8G6*SNNLQS( 我的兩本設計書 (套 ) ◎ 馬克‧剛亞 / 曲家瑞 550

EB023179
典藏藝
術家庭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8G6*SNNLPL( 我的第二本設計書 :複雜也不錯 ◎ 馬克‧剛亞 / 曲家瑞 350

EB023180 雄獅 ﹝應用美術總論﹞ 2000 y(7IJ5H4*ROKLQL( 造型的誕生 ◎ 杉浦康平著／ 李建華‧楊晶譯 580

EB023181 雄獅 ﹝應用美術總論﹞ 2004 y(7IJ5H4*ROKQNP( 繪本發想教室 ◎ 陳璐茜 380

EB023182 雄獅 ﹝應用美術總論﹞ 2004 y(7IJ5H4*ROKQOM( 趣味繪本教室 ◎ 陳璐茜 380

EB023183 雄獅 ﹝應用美術總論﹞ 2004 y(7IJ5H4*ROKQPT( 想像力插畫教室 ◎ 陳璐茜 480

EB023184 瑞昇 ﹝應用美術總論﹞ 2009 y(7IJ5H5*MQSRKL( Design=Social 設計 =社會 ◎ 柳本浩市 350

EB023185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4 y(7IJ5H9*RRTMST( CO2台灣前衛文件展 ◎ 台灣前衛文件展推行委員會 600

EB023186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7 y(7IJ5H9*PNKOTL( 世界現代設計 ◎ 王受之 著 800

EB023187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5 y(7IJ5H9*PNKKTP( 平面設計基礎 ◎ 王無邪 編 200

EB023188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5 y(7IJ5H9*PNKKMQ( 平面設計實踐 ◎ 靳埭強 編 240

EB023189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6 y(7IJ8G7*KNOKOP( 白夜北歐 --行走斯堪地那維亞設計 ◎ 交大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320

EB023190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10 y(7IJ8G6*PQPQRK( 品味荷蘭‧設計物語 ◎ 于清華 280

EB023191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6 y(7IJ5H9*PNKNPO( 商業設計 ◎ 林品章 300

EB023192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5 y(7IJ5H9*PNKKKM( 基本設計 ◎ 林品章 著 200

EB023193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2 y(7IJ5H9*PKKOKL( 設計與視覺環境 ◎ 林品章 360

EB023194 木馬 ﹝應用美術總論﹞ 2004 y(7IJ8G7*ORPKTL( 台灣裝置藝術 ◎ 姚瑞中 1200

EB023195 繆思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NTTSTM( 歐洲迷超市 ◎ 森井 由佳 225

EB023196 繆思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NTTTKS( 亞洲瘋超市 ◎ 森井 由佳 225

EB023197 木馬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8G6*TRNRKN( 設計之神的國度 ◎ 馬克思 340

EB023198 大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9 y(7IJ8G8*PKSSRN( Quotation. 引號 :倫敦最新創意特輯 ◎ Quotation編輯 220

EB023199 三民書局 ﹝應用美術總論﹞ 2005 y(7IJ5H1*OOKTPS( 視覺藝術教育 ◎ 陳瓊花 550

EB023200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6 y(7IJ8G0*KROKNL( 2005年台灣視覺藝術年鑑 ◎ 藝術家出版社編輯製作 580

EB023201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0*LKLPMM( 2006台灣視覺藝術年鑑 ◎ 文建會策劃 580

EB023202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8 y(7IJ8G0*LPNOMM( 2007年台灣視覺藝術年鑑 ◎ 文建會策劃 580

EB023203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9 y(7IJ8G6*PQPPNN( 2008年台灣視覺藝術年鑑 ◎ 文建會策劃 580

EB023204 雄獅 ﹝應用美術總論﹞ 2009 y(7IJ5H4*ROLLTT( 原研哉的設計 ◎ 原研哉 550

EB023205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1993 y(7IJ5H6*QSLMNN( 中國工藝美術史 ◎ 楊伯達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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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206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0 y(7IJ5H8*MRNQKN( 世界現代平面設計 ◎ 王受之 著 800

EB023207 遠足 ﹝應用美術總論﹞ 2005 y(7IJ8G7*QNKQKP( 設計本事 -日治時期台灣美術設計案內 ◎ 姚村雄 400

EB023208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MTQ( 亞洲風格時代 CREATIVE ASIA--- 新加坡．曼谷．香港3城市創意
產業的崛起 vs. 11位設計師的創意之路 ◎ 葉孝忠 Sean Yap／作

320

EB023209 藝術家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KNORKK( 東台灣藝術故事 --視覺篇 ◎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藝術學院 380

EB023210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MQP( 曼谷設計基因――21位曼谷當代設計＆創意人群像 BANGKOK 
Creative Design－ Inspired by Passion and Love for Life ◎ 李俊明

320

EB023211 三民書局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5H1*TMSTTT( 英國，這玩藝！ -視覺藝術 &建築 ◎ 莊育振、陳世良 -著 350

EB023212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MRM( 巴黎．手作創意人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23213 三民書局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5H1*TMSPSQ( 義大利，這玩藝！ -視覺藝術 &建築 ◎ 謝鴻均、徐明松 -著 320

EB023214 田園城市 ﹝應用美術總論﹞ 2007 y(7IJ8G7*KKTMNO( 設計 ? 讓世界看見芬蘭 PURE FINLAND ◎ 涂翠珊 360

EB023215 藝術家 ﹝圖案﹞ 2002 y(7IJ8G7*TPROTS( 神話‧星宿‧紋樣圖鑑 ◎ 吉凡星 著 380

EB023216 雄獅 ﹝圖案﹞ 1998 y(7IJ5H4*ROKSSS( 亞洲的圖像世界 ◎ 杉浦康平著／ 莊伯和譯 480

EB023217 三民書局 ﹝裝飾文字﹞ 1998 y(7IJ5H1*OLSLNL( 基本造形學 ◎ 林書堯 670

EB023218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00 y(7IJ5H0*OKQKRS( 飛利浦設計－價值的創造者 ◎ 史丹伐諾．馬沙諾 StefanoMarzano 480

EB023219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02 y(7IJ5H0*OKQSQN( 設計的未來考古學 ◎ 商品學研究會 ,黑川雅之 320

EB023220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04 y(7IJ8G7*RKPOTP( 創意市集 ◎ 王怡穎 300

EB023221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05 y(7IJ8G7*RKPSPN( 創意市集 II：玩心大發 ◎ 王怡穎 300

EB023222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05 y(7IJ8G7*RKPTLO( 哥本哈根設計現場 ◎ 李俊明 360

EB023223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06 y(7IJ8G7*KKTLKO( 設計私地圖 ◎ 葉穎 380

EB023224 田園城市 ﹝裝飾文字﹞ 2010 y(7IJ8G7*KKTRRR( 字母動物園 ◎ Cindy Wang 300

EB023225 亞太 ﹝裝飾文字﹞ 2005 y(7IJ8G7*SKTKNM( 產品永續設計 -綠色設計理論與實務 ◎ 杜瑞澤 480

EB023226 亞太 ﹝裝飾文字﹞ 2005 y(7IJ8G7*SKTLQM( 生活型態設計 ◎ 杜瑞澤 480

EB023227 亞太 ﹝裝飾文字﹞ 2005 y(7IJ8G7*SKTMSP( 產品設計繪圖 -鉛筆速寫 ◎ 涂永祥 350

EB023228 亞太 ﹝裝飾文字﹞ 2005 y(7IJ8G7*SKTNRR( 成功設計之路 ◎ 鄭傅儒 / 佛特樂 / 格伯昌 450

EB023229 亞太 ﹝裝飾文字﹞ 2005 y(7IJ5H8*PLKSOP( 設計：教育、文化、科技－工業設計 ◎ 中丼民國設計學會 400

EB023230 亞太 ﹝裝飾文字﹞ 2005 y(7IJ5H8*PLKSML( 設計：教育、文化、科技－空間設計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250

EB023231 亞太 ﹝裝飾文字﹞ 2004 y(7IJ8G7*SKTLSQ( 設計意識與設計服務：觀念、管理與經營 ◎ 吳俊杰 350

EB023232 亞太 ﹝裝飾文字﹞ 2003 y(7IJ5H8*PLKSPM( 設計解讀 -工業設計專業知能之探索 ◎ 陳文印 400

EB023233 亞太 ﹝裝飾文字﹞ 2002 y(7IJ5H8*MQOTPN( 包浩斯的繼承與批判 -烏爾姆造型學院 ◎ 胡佑宗 / 游曉貞 / 陳人壽 550

EB023234 亞太 ﹝裝飾文字﹞ 2001 y(7IJ5H8*PLKRRR( 工業設計 -產品造型的歷史、理論及實務 (修訂版 ) ◎ 胡佑宗 550

EB023235 亞太 ﹝裝飾文字﹞ 1997 y(7IJ5H8*PLKSTK( 平面造形基礎 ◎ 林崇宏 500

EB023236 亞太 ﹝裝飾文字﹞ 1997 y(7IJ5H8*PLKSNS( 設計：教育、文化、科技 -視覺傳達設計 ◎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300

EB023237 三民書局 ﹝裝飾文字﹞ 1996 y(7IJ5H1*OLTQPR( 造形 (一 ) ◎ 林銘泉 440

EB023238 三民書局 ﹝裝飾文字﹞ 1993 y(7IJ5H1*OLTQQO( 造形 (二 ) ◎ 林振陽 280

EB023239 藝術家 ﹝裝飾文字﹞ 1995 y(7IJ5H9*PKKTTT( 產品物徑：設計創意之生成，發展與應用 ◎ 450

EB023240 三民書局 ﹝色彩及配色﹞ 2002 y(7IJ5H1*OLSLQM( 色彩認識論 ◎ 林書堯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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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241 三民書局 ﹝色彩及配色﹞ 2004 y(7IJ5H1*OMPTNL( 色彩 ◎ Jos`eM. Parram`on著王荔譯林文昌校訂 380

EB023242 三民書局 ﹝色彩及配色﹞ 1997 y(7IJ5H1*OMQLMT( 繪畫色彩學 ◎ Parram`on`sEdiyorialTeam著；黃文範譯 250

EB023243 大塊 ﹝色彩及配色﹞ 2007 y(7IJ8G2*LNKLSQ( 為夢想的家上色 ◎ Lesle Geddes-Brown 280

EB023244 田園城市 ﹝色彩及配色﹞ 2008 y(7IJ8G7*KKTNQO( 巴黎．色彩魔法空間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23245 耶魯國際 ﹝色彩及配色﹞ 2005 y(7IJ5H8*NMNPRP( 色彩的科學與文化 ◎ 400

EB023246 智庫文化 ﹝色彩及配色﹞ 1998 y(7IJ5H8*NTQNSS( 色彩的魔力 ◎ 280

EB023247 雄獅 ﹝色彩及配色﹞ 2005 y(7IJ5H4*ROKSTP( 生活色彩搭配 ◎ 歐秀明、林文昌著 420

EB023248 藝術家 ﹝色彩及配色﹞ 1996 y(7IJ5H9*PNKLPQ( 色彩學講座 ◎ 李蕭錕 著 450

EB023249 三民書局 ﹝工業美術﹞ 1993 y(7IJ5H1*OLTQNN( 畢業製作 ◎ 賴新喜 500

EB023250 網路與書 ﹝工業美術﹞ 2008 y(7IJ8G6*SOLNKT( 愛‧通用設計 ◎ 余虹儀 350

EB023251 台灣商務 ﹝工業美術﹞ 1995 y(7IJ5H0*PKTTTL( 名店設計實例 ◎ 祁 思 譯 800

EB023252 台灣商務 ﹝工業美術﹞ 1995 y(7IJ5H0*PLKKLK( 購物袋設計實例 ◎ 祁 思 譯 800

EB023253 台灣商務 ﹝工業美術﹞ 1995 y(7IJ5H0*PLKKKN( 傑出包裝設計實例 ◎ 蔡慕芳、陳瑞安等譯 900

EB023254 田園城市 ﹝工業美術﹞ 2008 y(7IJ8G7*KKTOQN( 台灣設計師週08'-Taiwan Desigenrs' Week 08' ◎ 台灣設計師連線 99

EB023255 田園城市 ﹝工業美術﹞ 2007 y(7IJ8G7*KKTLRN( DESIGN21--21 product designers ◎ 陳翠霏／曾鈴雅／
蕭珮晴／涂翠珊／洪蕙瑛／蔡欣芸／葉孝忠

380

EB023256 田園城市 ﹝工業美術﹞ 2007 y(7IJ8G7*KKTLSK( DESIGN21--21 graphic designers ◎ 陳翠霏／曾鈴雅／
蕭珮晴／涂翠珊／洪蕙瑛／蔡欣芸／葉孝忠

380

EB023257 亞太 ﹝工業美術﹞ 2008 y(7IJ8G7*SKTOSN( 產品情感聯想的概念設計 ◎ 鄧建國 500

EB023258 雄獅 ﹝工業美術﹞ 2007 y(7IJ5H4*ROLKRQ( 疾風迅雷 -杉浦康平雜誌設計的半個世紀 ◎ 杉浦康平 780

EB023259 雄獅 ﹝工業美術﹞ 2008 y(7IJ5H4*ROLLPL( 作品集製作 step by step――升學甄試、求職及專業 ◎ 楊惠文 380

EB023260 瑞昇 ﹝工業美術﹞ 2007 y(7IJ5H5*MQQRRQ( 10分鐘 !親手做一張漂亮卡片 ◎ 鈴木孝美 250

EB023261 三悅 ﹝工業美術﹞ 2008 y(7IJ5H5*MQRQON( 典雅風！禮物包裝 BOOK ◎ 野崎朝子 250

EB023262 瑞昇 ﹝工業美術﹞ 2008 y(7IJ5H5*MQRRNP( 綺麗風！時尚禮物包裝 BOOK ◎ 長谷 惠 280

EB023263 瑞昇 ﹝工業美術﹞ 2008 y(7IJ5H5*MQRTKM( 卡片嘉年華！立體溫馨手作卡100 ◎ 鈴木孝美 280

EB023264 瑞昇 ﹝工業美術﹞ 2008 y(7IJ5H5*MQSLPM( 窩心送給你！親手做的立體卡片 ◎ 阿部浩二 280

EB023265 瑞昇 ﹝工業美術﹞ 2009 y(7IJ5H5*MQSRSR( 超童趣！立體卡片主題設計23款 ◎ 菊地 清 250

EB023266 瑞昇 ﹝工業美術﹞ 2009 y(7IJ5H5*MQTKON( 立體 ?卡好 !四季手工卡片100款 ◎ 鈴木孝美 280

EB023267 三悅 ﹝工業美術﹞ 2009 y(7IJ5H5*MQTKQR( 動感卡片，傳遞感動 ◎ 熊田麻里 250

EB023268 遠足 ﹝工業美術﹞ 2004 y(7IJ8G7*QNKMMN( 釀造時代 -1895-1970台灣酒類標貼設計 ◎ 姚村雄 360

EB023269 黎明文化 ﹝工業美術﹞ 2005 y(7IJ5H1*QKRMLO( 書的容顏 [平 ] ◎ 翁嗡 340

EB023270 田園城市 ﹝工業美術﹞ 2008 y(7IJ8G7*KKTNNN( 建築師的關鍵字 : 東亞都市地景的30種閱讀術 ◎ 阮慶岳 400

EB023271 田園城市 ﹝工業美術﹞ 2008 y(7IJ8G7*KKTNNN( 就是 Droog - simply droog ◎ Reeny Ramarkers, Anneke Moors編著 600

EB023272 大穎文化 ﹝織品服飾工藝﹞ 2007 y(7IJ8G7*MNPNRO( 123．光腳丫．玩遊戲 ◎ 老頭文 . 圖 280

EB023273 台灣商務 ﹝織品服飾工藝﹞ 1968 y(7IJ5H0*PKNQRS( 服裝設計 ◎ 英 蔓 譯 180

EB023274 藝術家 ﹝織品服飾工藝﹞ 1997 y(7IJ5H9*PNKSSK( 當代纖維藝術探索 ◎ 黃麗絹 著 360

EB023275 藝術家 ﹝織品服飾工藝﹞ 2008 y(7IJ8G7*KNOTTL( 舞動流蘇 --創意穗子系列 ◎ 譚蓬竹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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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276 大塊 ﹝織品服飾工藝﹞ 2010 y(7IJ8G2*LNLRLS( 台灣花布――收藏台灣最美麗的情感與記憶（附圖樣光碟） ◎ 吳清桂編著 550

EB023277 藝術家 ﹝織品服飾工藝﹞ 2000 y(7IJ5H8*MRNPOM( 苗漢刺繡 --老虎變龍 ◎ 王偉光 著 700

EB023278 台灣商務 ﹝室內裝飾﹞ 2006 y(7IJ5H0*PMKSOM( 把托斯卡尼帶回家―享受義大利生活的美感 ◎ 芙蘭西絲‧梅耶思 、愛迪‧梅耶思
450

EB023279 田園城市 ﹝室內裝飾﹞ 2005 y(7IJ8G7*RKPRQL( 創意居家 ◎ 宋憶嬌 350

EB023280 田園城市 ﹝室內裝飾﹞ 2005 y(7IJ8G7*RKPRPO( 設計，不安於室 ◎ 林桂嵐 350

EB023281 木馬 ﹝室內裝飾﹞ 2004 y(7IJ8G7*ORPLKR( 蜉蝣建築 ◎ 登琨艷 300

EB023282 田園城市 ﹝室內裝飾﹞ 2007 y(7IJ8G7*KKTMST( 巴黎．家的私設計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23283 田園城市 ﹝室內裝飾﹞ 2008 y(7IJ8G7*KKTNSS( 荷蘭．家居 ◎ Editions de Paris編著 260

EB023284 藝術家 ﹝室內裝飾﹞ 2008 y(7IJ8G7*KNOTMM( 你應該知道的131件黃花梨家具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23285 藝術家 ﹝室內裝飾﹞ 2008 y(7IJ8G7*KNOTRR(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紫檀家具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23286 田園城市 ﹝室內裝飾﹞ 2009 y(7IJ8G7*KKTQSP( 衛星展全紀錄――設計，不只米蘭家具展！ ◎ 甄健恆 360

EB023287 智庫文化 ﹝玻璃金屬工藝﹞ 2004 y(7IJ8G7*SSKONR( 彩繪石頭新世界 ◎ 280

EB023288 智庫文化 ﹝玻璃金屬工藝﹞ 2004 y(7IJ8G7*SSKOOO( 大手牽小手一起畫石頭 ◎ 260

EB023289 智庫文化 ﹝玻璃金屬工藝﹞ 2004 y(7IJ8G7*SSKORP( 頑石的異想世界 ◎ 260

EB023290 智庫文化 ﹝玻璃金屬工藝﹞ 2004 y(7IJ8G7*SSKOSM( 尋找石中桃花源 ◎ 260

EB023291 智庫文化 ﹝玻璃金屬工藝﹞ 2004 y(7IJ8G7*SSKPTS( 全民畫石頭彩繪書 ◎ 200

EB023292 藝術家 ﹝玻璃金屬工藝﹞ 2006 y(7IJ8G7*OSRQNQ( 揭開玻璃藝術的神祕面紗 ◎ 王鈴蓁 撰文／攝影 320

EB023293 國史館 ﹝民間工藝美術﹞ 2006 臺灣文物精選策劃360度環物展光碟片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00

EB023294 國史館 ﹝民間工藝美術﹞ 1966 臺灣文物論集 ◎ 中國文化學院臺灣研究所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10

EB023295 國史館 ﹝民間工藝美術﹞ 1988 臺灣銀器藝術（下） ◎ 簡榮聰 600

EB023296 國史館 ﹝民間工藝美術﹞ 1987 臺灣銀器藝術（上） ◎ 簡榮聰 1000

EB023297 藝術家 ﹝民間工藝美術﹞ 1991 y(7IJ5H9*PKKLSK( 中國民間藝術（下） ◎ 顧森主編 1200

EB023298 藝術家 ﹝民間工藝美術﹞ 1991 y(7IJ5H9*PKKLRN( 中國民間藝術（上） ◎ 顧森主編 1200

EB023299 藝術家 ﹝民間工藝美術﹞ 1991 y(7IJ5H9*PKKLRN( 中國民間藝術〈上、下〉 ◎ 藝術家出版社 2400

EB023300 藝術家 ﹝民間工藝美術﹞ 1991 y(7IJ5H9*PKKLKO( 中國玉器大全 ◎ 藝術家編印 800

EB023301 藝術家 ﹝民間工藝美術﹞ 1998 y(7IJ5H9*PNKTNO( 義大利家具風情 ◎ 劉永仁 著 480

EB023302 台灣商務 ﹝民間工藝美術﹞ 1998 y(7IJ5H0*PLPLSN( 中國古代家具 ◎ 胡德生 著 200

EB023303
典藏藝
術家庭

﹝民間工藝美術﹞ 2003 y(7IJ5H2*SORQLT( 臥石觀雲：中國古代石刻家具藝術 ◎ 安思遠 / 江文葦 / 前波畫廊 / 典藏叢書部 1800

EB023304 國家 ﹝民間工藝美術﹞ 2003 y(7IJ5H3*QKSNLS( 家具史話 ◎ 李宗山 200

EB023305 瑞昇 ﹝技藝總論﹞ 2010 y(7IJ5H5*MQTLNP( 免針線！簡單摺出手拿包 ◎ 光岡郁子 250

EB023306 三民書局 ﹝技藝總論﹞ 1981 y(7IJ5H1*TKSNQQ( 工藝材料 (精 ) ◎ 李鈞棫 233

EB023307 三民書局 ﹝技藝總論﹞ 1980 y(7IJ5H1*TKSOKN( 藤竹工 (精 ) ◎ 張長傑 220

EB023308 三民書局 ﹝技藝總論﹞ 1983 y(7IJ5H1*TKSOOL( 現代工藝概論 (精 ) ◎ 張長傑 233

EB023309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MKP( 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 / Why are Artists poor ◎ Hans Abbing / 嚴玲娟譯 380

EB023310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LSM( 夏綠蒂遊莫內花園 ◎ 瓊安奈特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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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311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MNQ( 肚子有一朵雲 ◎ 吉勒‧阿比耶 220

EB023312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MQR( 非關真相 -九○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 ◎ 樊婉貞 450

EB023313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MON( 搶救糖果店 ◎ 依漢娜‧柯恩―尚枷 220

EB023314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MPK( 藝術文化經濟學 ◎ 詹姆斯海布倫 420

EB023315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MTS( 美術館 ?可能性 ◎ 並木誠士、中川理 320

EB023316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NMS( 黃致陽作品集 ◎ 黃致陽 1800

EB023317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NOM( 漢寶德談現代建築 ◎ 漢寶德 350

EB023318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8 y(7IJ8G6*SNNNPT( 轉動鏡頭的頑童 -柯錫杰 ◎ 樊潔兮 280

EB023319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9 y(7IJ8G6*SNNOPS( 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 -廖慶松 ◎ 張靚蓓 320

EB023320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9 y(7IJ8G6*SNNONO( 劇場追夢人 -林璟如 ◎ 徐開塵 320

EB023321
典藏藝
術家庭

﹝技藝總論﹞ 2009 y(7IJ8G6*SNNOQP( 倫敦現代建築 ◎ 路正光 350

EB023322 國家 ﹝花藝‧插花﹞ 2005 y(7IJ5H3*QKTRKO( 中國古典插花名著名品賞析 ◎ 王蓮英等 300

EB023323 暢文 ﹝花藝‧插花﹞ 1997 y(7IJ5H8*PKRTNR( 西洋花藝精選 (8K) ◎ 陳韻琴、陳素琴 340

EB023324 瑞昇 ﹝花藝‧插花﹞ 2001 y(7IJ5H5*MQOLOR( 享受溫馨樂趣的乾燥花 ◎ 內藤 朗 120

EB023325 瑞昇 ﹝花藝‧插花﹞ 2002 y(7IJ5H5*MQONQT( 插花藝術 ◎ 小林道子 300

EB023326 瑞昇 ﹝花藝‧插花﹞ 2004 y(7IJ5H5*MQPLLN( 插花樂 ◎ 野口美知子 160

EB023327 瑞昇 ﹝花藝‧插花﹞ 2005 y(7IJ5H5*MQPRKK( 創意花藝 ◎ 志村愛子 . 吉岡玲子 280

EB023328 暢文 ﹝花藝‧插花﹞ 2005 y(7IJ5H8*MTTQPS( 花之藝 (平裝 ) ◎ 林 賢 400

EB023329 三悅 ﹝花藝‧插花﹞ 2005 y(7IJ5H5*MQPSMN( 插花新手新視界 ◎ 井越和子 380

EB023330 瑞昇 ﹝花藝‧插花﹞ 2007 y(7IJ5H5*MQQQRR( 戀花物語 ◎ 志村悟 180

EB023331 靜思 ﹝花藝‧插花﹞ 2002 y(7IJ5H8*OOONQM( 真善美花道 ◎ 編著 / 釋德普 500

EB023332 靜思 ﹝花藝‧插花﹞ 2008 y(7IJ8G6*QQLKQS( 法華花雲 (套書 ) ◎ 作者 釋德普 文字 釋德凡 500

EB023333 台灣商務 ﹝花藝‧插花﹞ 2001 y(7IJ5H0*PLRMKK( 花的檔案 ◎ 何小顏 著 350

EB023334 國家 ﹝花藝‧插花﹞ 2005 y(7IJ5H3*QKTQTS( 中國盆景藝術 ◎ 蘇本一 300

EB023335 國家 ﹝花藝‧插花﹞ 2005 y(7IJ5H3*QKTPSM( 鑒識雞血石 ◎ 蔡國聲 200

EB023336 瑞昇 ﹝紙藝﹞ 2008 y(7IJ5H5*MQSKTL( 紙要玩花樣！捲紙巧飾卡片＆造型小物 ◎ 日名子豐美 280

EB023337 三悅 ﹝紙藝﹞ 2009 y(7IJ5H5*MQSOOM( 造型剪紙創意裝飾 DIY ◎ 主婦之友社 250

EB023338 國家 ﹝紙藝﹞ 2007 y(7IJ5H3*QKPKRM( 紙飛機ＤＩＹ (1) ◎ 編輯組 200

EB023339 國家 ﹝紙藝﹞ 2007 y(7IJ5H3*QKPKST( 紙飛機ＤＩＹ (2) ◎ 編輯組 200

EB023340 國家 ﹝紙藝﹞ 2007 y(7IJ5H3*QKPKTQ( 紙飛機ＤＩＹ (3) ◎ 編輯組 200

EB023341 國家 ﹝紙藝﹞ 2007 y(7IJ5H3*QKPLKM( 紙飛機ＤＩＹ (4) ◎ 編輯組 200

EB023342 國家 ﹝紙藝﹞ 2007 y(7IJ5H3*QKPLLT( 紙飛機ＤＩＹ (5) ◎ 編輯組 200

EB023343 國家 ﹝紙藝﹞ 1993 y(7IJ5H3*QKLTSM( 小朋友的摺紙教室 ◎ 編譯組 120

EB023344 國家 ﹝紙藝﹞ 1993 y(7IJ5H3*QKLTTT( 小朋友的摺紙園地 ◎ 編譯組 120

EB023345 國家 ﹝紙藝﹞ 1993 y(7IJ5H3*QKMKKM( 小朋友的摺紙遊戲 ◎ 編譯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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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346 國家 ﹝紙藝﹞ 1999 y(7IJ5H3*QKQNKR( 小朋友摺紙大全 ◎ 編輯組 300

EB023347 台灣商務 ﹝茶藝‧茶道﹞ 1990 y(7IJ5H0*PLNRML( 飲茶養生 ◎ 盛國榮 著 100

EB023348 雲龍 ﹝茶藝‧茶道﹞ 2005 y(7IJ8G7*QOKOQS( 再話茶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23349 雲龍 ﹝茶藝‧茶道﹞ 2004 y(7IJ8G7*QOKMMM( 趣話茶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23350 國家 ﹝茶藝‧茶道﹞ 2005 y(7IJ5H3*QKTSNO( 茶　典 ◎ 陳　香 250

EB023351 國家 ﹝茶藝‧茶道﹞ 2006 y(7IJ5H3*QLKKPM( 世界茶俗風情 ◎ 吳浪平 280

EB023352 暢文 ﹝茶藝‧茶道﹞ 2004 y(7IJ5H8*MTTPLL( 品香賞味中國茶 (暢文 ) ◎ 林聖泰 280

EB023353 萬卷樓 ﹝茶藝‧茶道﹞ 2002 y(7IJ5H7*NTNSSN( 茶藝學 (修訂版 ) ◎ 范增平 300

EB023354 靜思 ﹝茶藝‧茶道﹞ 2008 y(7IJ8G6*QLKNRK( 靜思茶道 ◎ 釋德凡 1500

EB023355 靜思 ﹝茶藝‧茶道﹞ 2006 y(7IJ8G7*KPROQO( 歡喜學茶道 ◎ 李六秀 225

EB023356 藝術家 ﹝茶藝‧茶道﹞ 2007 y(7IJ8G7*KNORNL( 茶席．曼荼羅 ◎ 池宗憲 280

EB023357 國家 ﹝茶藝‧茶道﹞ 2005 y(7IJ5H3*QKTPRP( 鑒識紫砂壺 ◎ 韓其樓 200

EB023358 藝術家 ﹝茶藝‧茶道﹞ 2007 y(7IJ8G7*KNOPLT(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宜興紫砂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王健華主編 380

EB023359 藝術家 ﹝茶藝‧茶道﹞ 1998 y(7IJ5H8*MRNLKS( 宜興紫砂壺藝術 ◎ 吳山 著 480

EB023360 藝術家 ﹝茶藝‧茶道﹞ 2008 y(7IJ8G6*PQPKNS( 茶杯，美的開始 ◎ 池宗憲 280

EB023361 藝術家 ﹝茶藝‧茶道﹞ 2008 y(7IJ8G7*KNOSNK( 茶壺，樂活知己 ◎ 池宗憲 280

EB023362 藝術家 ﹝茶藝‧茶道﹞ 2006 y(7IJ8G7*OSRQSL( 曼生與曼生壺 ◎ 黃振輝 480

EB023363 萬卷樓 ﹝茶藝‧茶道﹞ 2003 y(7IJ5H7*NTONPO( 台灣茶藝觀 ◎ 范增平 300

EB023364 台灣商務 ﹝茶藝‧茶道﹞ 1998 y(7IJ5H0*PLPLPM( 中國古代飲茶與茶館 ◎ 劉修明 著 200

EB023365 國家 ﹝茶藝‧茶道﹞ 2003 y(7IJ5H3*QKSMOK( 飲茶史話 ◎ 王仁湘等 200

EB023366 國家 ﹝茶藝‧茶道﹞ 2007 y(7IJ5H3*QLKSPO( 中國茶文化 ◎ 劉　彤 400

EB023367 國家 ﹝茶藝‧茶道﹞ 2005 y(7IJ5H3*QKTQLM( 中華飲茶故事 ◎ 吳浪平 250

EB023368 國家 ﹝茶藝‧茶道﹞ 2008 y(7IJ5H3*QLLMRL( 中國茶譜 ◎ 吳浪平 500

EB023369 國家 ﹝茶藝‧茶道﹞ 2009 y(7IJ5H3*QLLQQK( 閒話茶事 ◎ 陸天羽 250

EB023370 萬卷樓 ﹝茶藝‧茶道﹞ 2001 y(7IJ5H7*NTNMRM( 生活茶葉學 ◎ 范增平 300

EB023371 萬卷樓 ﹝茶藝‧茶道﹞ 2005 y(7IJ5H7*NTPMSN( 明代茶酒文化 ◎ K建智 300

EB023372 西遊記 ﹝茶藝‧茶道﹞ 2006 y(7IJ5H2*SNOPNO( 風起雲湧普洱茶 ◎ 吳德亮 340

EB023373 三民書局 ﹝舞蹈‧跳舞﹞ 2008 y(7IJ5H1*OMNOQN( 舞蹈欣賞 ◎ 平珩主編、張中煖等著 320

EB023374 藝軒圖書 ﹝舞蹈‧跳舞﹞ 2007 y(7IJ5H6*LQTMSL( 舞蹈意象與身體訓練 : 各種舞蹈中舞出巔峰的自我訓練法 ◎ 林文中 450

EB023375 國家 ﹝舞蹈‧跳舞﹞ 2009 y(7IJ5H3*QLLSNR( 中國獅舞之藝術 ◎ 施德華 600

EB023376 國家 ﹝舞蹈‧跳舞﹞ 1995 y(7IJ5H3*QKNSQN( 社交舞步圖解 ◎ 婁子中 250

EB023377 幼獅文化 ﹝舞蹈‧跳舞﹞ 2009 y(7IJ5H5*RORNRO( 俄羅斯學派之古典芭蕾教學法典 ◎ 薇拉．科斯特羅
維茨卡婭、阿列克謝．比薩列夫 / 譯者李巧

420

EB023378 台灣商務 ﹝舞蹈‧跳舞﹞ 1993 y(7IJ5H0*PKSKKK( 中國古代舞蹈 ◎ 劉 芹 著 140

EB023379 台灣商務 ﹝舞蹈‧跳舞﹞ 1999 y(7IJ5H0*PLPRKL( 臺灣後來好所在 -中美斷交及《薪傳》首演20. ◎ 古碧玲 著 280

EB023380 健行 ﹝舞蹈‧跳舞﹞ 2001 y(7IJ8G7*RPNQMP( 舞動愛情――一對芭蕾舞者的傳奇 (原 :翩翩起舞 ) ◎ 王紹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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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381 大塊 ﹝舞蹈‧跳舞﹞ 2007 y(7IJ8G2*LNKMMN( 跟雲門去流浪 ◎ 林懷民 320

EB023382 左岸 ﹝舞蹈‧跳舞﹞ 2007 y(7IJ8G7*LROTLS( 巴蘭欽 :跳吧 !現代芭蕾 ◎ 羅伯特．高特利伯 260

EB023383 三民書局 ﹝戲劇總論﹞ 2008 y(7IJ5H1*OMNRPN( 戲劇欣賞―讀戲；看戲；談戲 ◎ 黃美序 330

EB023384 三民書局 ﹝戲劇總論﹞ 2003 y(7IJ5H1*TKSLSM( 戲劇編寫法 (精 ) ◎ 方寸著 233

EB023385 心理 ﹝戲劇總論﹞ 2007 y(7IJ8G1*TLKOKQ( 即興真實人生 -一人一故事劇場中的個人故
事 ◎ Jo Salas著；李志強、林世坤、林淑玲譯

250

EB023386 心理 ﹝戲劇總論﹞ 2007 y(7IJ8G1*TLKQNP( 現代戲劇論集 -發展論、作家作品論、演出
論 ◎ 顧乃春著；黃美序、楊萬運、亮軒推薦

350

EB023387 國家 ﹝戲劇總論﹞ 2005 y(7IJ5H3*QKTSQP( 戲曲美學論 ◎ 吳毓華 450

EB023388 國家 ﹝戲劇總論﹞ 2010 y(7IJ5H3*QLLTQR( 中西戲劇發生學 ◎ 汪曉雲 800

EB023389 萬卷樓 ﹝戲劇總論﹞ 1999 y(7IJ5H7*NTMLRQ( 戲劇鑒賞入門 ◎ 魏　飴 240

EB023390 正中書局 ﹝戲劇總論﹞ 1994 y(7IJ5H0*TKSRNM( 莎士比亞時期拉丁戲劇之介紹 ◎ 陳碧玲譯 255

EB023391 三民書局 ﹝戲劇總論﹞ 1994 y(7IJ5H1*TKSMLM(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 (平 ) ◎ 趙如玲 140

EB023392 心理 ﹝戲劇總論﹞ 2004 y(7IJ5H7*KMQMOS( 教育戲劇理論與發展 ◎ 張曉華著 480

EB023393 心理 ﹝戲劇總論﹞ 2006 y(7IJ5H7*KMTLMQ( 戲劇教學 -桃樂絲‧希斯考特的「專家外衣」教育模
式 ◎ Dorothy Heathcote & Gavin Bolton著；鄭黛瓊、鄭黛君譯

280

EB023394 台灣商務 ﹝戲劇總論﹞ 2009 y(7IJ5H0*PMNTLL( 臺灣影劇圈內―王唯戲劇論述選集 ◎ 王唯 200

EB023395 亞太 ﹝劇場藝術﹞ 2000 y(7IJ5H8*PLKSRQ( 表演學 ◎ Dr. Bella Itkin 450

EB023396 亞太 ﹝劇場藝術﹞ 1995 y(7IJ5H8*PLKROQ( 表演藝術入門 :表演初學者實務手冊 ◎ Mack Wwen 350

EB023397 亞太 ﹝劇場藝術﹞ 1995 y(7IJ5H8*PLKRPN( 表演實務 :表演初學者的創作舞臺 ◎ Mack Wwen 250

EB023398 遠足 ﹝劇場藝術﹞ 2004 y(7IJ8G7*QNKMNK( 台灣老戲院 ◎ 葉龍彥 300

EB023399 遠足 ﹝劇場藝術﹞ 2006 y(7IJ8G7*QNKSPS( 台灣的老戲院 ◎ 葉龍 ? 400

EB023400 大塊 ﹝劇場藝術﹞ 9811 y(7IJ8G2*LNLOQQ( 西雅圖妙記5 ◎ 張妙如 280

EB023401 三民書局 ﹝中國戲劇﹞ 2002 y(7IJ5H1*ONQORK( 當代戲曲 ◎ 王安祈 550

EB023402 三民書局 ﹝中國戲劇﹞ 2002 y(7IJ5H1*TMQPNR( 中國近代通俗戲劇 (精 ) ◎ 陳龍著 240

EB023403 三民書局 ﹝中國戲劇﹞ 2002 y(7IJ5H1*TMQPOO( 中國近代通俗戲劇 (平 ) ◎ 陳龍著 170

EB023404 台灣商務 ﹝中國戲劇﹞ 1988 y(7IJ5H0*PKQOQO( 中國民間戲劇研究 ◎ 譚達先 著 90

EB023405 亞太 ﹝中國戲劇﹞ 2005 y(7IJ8G7*SKTNOQ( 我將歲月換戲劇 :邵玉珍戲劇生涯五十年 ◎ 邵玉珍 500

EB023406 亞太 ﹝中國戲劇﹞ 2002 y(7IJ8G7*SKTKLS( 臺北市話劇史九十年大事紀 ◎ 黃仁 330

EB023407 亞太 ﹝中國戲劇﹞ 2002 y(7IJ5H8*MQOTRR( 留住話劇歷史的表演藝術家 ◎ 邵玉珍 550

EB023408 亞太 ﹝中國戲劇﹞ 2000 y(7IJ5H8*MQOOMR( 臺灣話劇的黃金時代 ◎ 黃仁 300

EB023409 國家 ﹝中國戲劇﹞ 2005 y(7IJ5H3*QKTQPK( 民間戲劇與戲曲史學論 ◎ 劉　禎 400

EB023410 國家 ﹝中國戲劇﹞ 2005 y(7IJ5H3*QKTRSK( 清代戲曲與崑劇 ◎ 陸萼庭 500

EB023411 國家 ﹝中國戲劇﹞ 2006 y(7IJ5H3*QLKMON( 戲曲表演之理論與鑑賞 ◎ 李惠綿 500

EB023412 國家 ﹝中國戲劇﹞ 2006 y(7IJ5H3*QLKMSL( 戲曲史志研究 ◎ 劉文峰 600

EB023413 國家 ﹝中國戲劇﹞ 2007 y(7IJ5H3*QLKPSS( 花部與雅部 ◎ 陳　芳 800

EB023414 國家 ﹝中國戲劇﹞ 2007 y(7IJ5H3*QLKSLQ( 戲曲本質與腔調新探 ◎ 曾永義 500

EB023415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KTRR( 戲曲新視野 ◎ 李惠綿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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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416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LKN( 雜技與戲曲 ◎ 蔡欣欣 800

EB023417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LQP( 古今戲曲論 ◎ 王衛民 600

EB023418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LRM( 東籬採菊集：近現代戲曲散論 ◎ 周傳家 700

EB023419 國家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3*QLLPTM( 戲曲文物通論 ◎ 黃竹三等 800

EB023420 國家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3*QLLPMN( 劇史考論 ◎ 江巨榮 800

EB023421 國家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3*QLLPKT( 躬耕集：廖奔戲曲論集 ◎ 廖 奔 700

EB023422 國家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3*QLLOOS( 戲曲之雅俗、折子、流派 ◎ 曾永義 900

EB023423 國家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3*QLLOLR( 宗教與戲劇研究叢稿 ◎ 葉明生 900

EB023424 國家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3*QLLSMK( 戲曲聲腔劇種叢考 ◎ 蘇子裕 800

EB023425 國家 ﹝中國戲劇﹞ 2010 y(7IJ5H3*QLLTNQ( 古代戲曲與東方文化 ◎ 鄭傳寅 900

EB023426 國家 ﹝中國戲劇﹞ 2010 y(7IJ5H3*QLLTON( 鬼節超度與勸善目連 ◎ 王 馗 800

EB023427 國家 ﹝中國戲劇﹞ 2002 y(7IJ5H3*QKRTRR( 崑劇演出史稿 (修訂本 ) ◎ 陸萼庭 500

EB023428 國家 ﹝中國戲劇﹞ 2003 y(7IJ5H3*QKSMLT( 周傳瑛身段譜 ◎ 周世瑞等 700

EB023429 國家 ﹝中國戲劇﹞ 2010 y(7IJ5H3*QLLTPK( 永嘉崑劇史話 ◎ 沈不沉 排印中

EB023430 國家 ﹝中國戲劇﹞ 2010 y(7IJ5H3*QLLTSL( 崑劇史論新探 ◎ 徐扶明 排印中

EB023431 萬卷樓 ﹝中國戲劇﹞ 2002 y(7IJ5H7*NTNSML( 戲曲藝說 ◎ 魏子雲 300

EB023432 萬卷樓 ﹝中國戲劇﹞ 2003 y(7IJ5H7*NTOOPN( 文學‧歷史‧戲劇 ◎ 魏子雲 460

EB023433 蘭臺 ﹝中國戲劇﹞ 2005 y(7IJ8G7*QMQMNN( 揄揚京戲有理 ◎ 王爾敏 200

EB023434 正中書局 ﹝中國戲劇﹞ 1991 y(7IJ5H0*TKNQRQ( 中國古典戲劇的認識與欣賞 ◎ 曾永義 480

EB023435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NOT( 當代戲曲新觀點 ◎ 朱芳慧 350

EB023436 國家 ﹝中國戲劇﹞ 2004 y(7IJ5H3*QKTMTM( 戲曲與歌劇 ◎ 曾永義 400

EB023437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LPS( 周育德戲曲論集 ◎ 周育德 700

EB023438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MSS( 戲曲論題探究 ◎ 司徒秀英 700

EB023439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NQN( 戲曲面面觀 ◎ 羅麗容 900

EB023440 台灣商務 ﹝中國戲劇﹞ 2001 y(7IJ5H0*PLRMRT( 京劇春秋 ◎ 徐城北 著 480

EB023441 國家 ﹝中國戲劇﹞ 2006 y(7IJ5H3*QLKNQQ( 中國京劇 ◎ 徐城北 350

EB023442 國家 ﹝中國戲劇﹞ 2006 y(7IJ5H3*QLKKML( 為京劇表演體系發聲 ◎ 王安祈 500

EB023443 台灣商務 ﹝中國戲劇﹞ 1996 y(7IJ5H0*PLMMON( 戲劇雜談 ◎ 許逸之 著 260

EB023444 國家 ﹝中國戲劇﹞ 2008 y(7IJ5H3*QLLMTP( 京劇老生旦行流派之形成與分化轉型研究 ◎ 李元皓 900

EB023445 國家 ﹝中國戲劇﹞ 2004 y(7IJ5H3*QKTNLP( 中國地方小戲及其音樂之研究 ◎ 施德玉 600

EB023446 石頭出版 ﹝中國戲劇﹞ 2006 y(7IJ5H9*KSTTKQ( 臨風度曲岳美緹－崑劇巾生表演藝術 ◎ 岳美緹口述 / 楊汗如編撰 380

EB023447 雄獅 ﹝中國戲劇﹞ 1997 y(7IJ5H0*MKKSLM( 媽媽上戲去 --台民間歌仔戲 ◎ 邱婷 / 文‧鄭淑芬 / 圖 350

EB023448 遠足 ﹝中國戲劇﹞ 2004 y(7IJ8G7*QNKNNT( 永恆的巨星 -台灣電視歌仔戲四十年 ◎ 何恃東 300

EB023449 小兵 ﹝中國戲劇﹞ 1998 y(7IJ5H9*SRKTLR( 竹板響嘩楞﹙1書 +1CD﹚ ◎ 林文彬 450

EB023450 小兵 ﹝中國戲劇﹞ 2001 y(7IJ5H8*QMONPL( 非常相聲﹙1書 +2CD﹚ ◎ 馬景賢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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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451 小兵 ﹝中國戲劇﹞ 2004 y(7IJ5H8*QMOQLK( 老馬相聲﹙1書 +2CD﹚ ◎ 馬景賢 499

EB023452 台灣商務 ﹝中國戲劇﹞ 1988 y(7IJ5H0*PKQORL( 中國評書 (評話 )研究 ◎ 譚達先 著 162

EB023453 幼獅文化 ﹝中國戲劇﹞ 2007 y(7IJ5H5*ROQRPT( 我把相聲變小了－－兒童相聲劇本集 (附光碟 ) ◎ 葉怡均 300

EB023454 國史館 ﹝中國戲劇﹞ 1997 y(7IJ5H0*KTKLLQ(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 (精裝 ) ◎ 林美容 300

EB023455 國史館 ﹝中國戲劇﹞ 1997 y(7IJ5H0*KTKLMN(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 ◎ 林美容 260

EB023456 幼獅文化 ﹝中國戲劇﹞ 2009 y(7IJ5H5*RORNKP( 大家來說相聲：兒童相聲劇本集 ◎ 詹瑞璟 250

EB023457 三民書局 ﹝中國戲劇﹞ 1994 y(7IJ5H1*TLRMOP( 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 (平 ) ◎ 林河著 667

EB023458 國家 ﹝中國戲劇﹞ 2006 y(7IJ5H3*QLKOOL( 游藝戲曲 ◎ 朱芳慧 350

EB023459 萬卷樓 ﹝中國戲劇﹞ 2000 y(7IJ5H7*NTMTLQ( 粉墨登場—古代戲劇與劇作 ◎ 周傳家 200

EB023460 國家 ﹝中國戲劇﹞ 1995 y(7IJ5H3*QKOKSM( 中國戲劇史論稿 (平裝 ) ◎ 林鋒雄 420

EB023461 亞太 ﹝東洋戲劇﹞ 2007 y(7IJ8G7*SKTOPM( 戲劇代表我的心 ◎ 邵玉珍 380

EB023462 出色 ﹝西洋戲劇﹞ 2005 y(7IJ8G7*NPLOOT( 一生必看的世界經典名劇 ◎ 方雁 200

EB023463 幼獅文化 ﹝西洋戲劇﹞ 2009 y(7IJ5H5*ROROKO( 西方戲劇探源 ◎ 俞翔峰 280

EB023464 心理 ﹝學校戲劇﹞ 1994 y(7IJ5H7*KMKSTP( 創作性兒童戲劇入門 ? ◎ B. Salisbury著；林玫君編譯 160

EB023465 幼獅文化 ﹝學校戲劇﹞ 2000 y(7IJ5H5*ROLSTL( 粉墨人生：兒童文學戲劇選集1988～ 1998 ◎ 曾西霸 450

EB023466 大塊 ﹝電影﹞ 2008 y(7IJ8G2*LNKTTP( 海角七號典藏套書 ◎ (1)小說：魏德聖‧劇本原著∕藍弋丰‧小
說改寫 (2)電影書：果子電影‧資料提供∕大塊文化‧編撰

499

EB023467 出色 ﹝電影﹞ 2005 y(7IJ8G7*NPLONM( 一生必看的世界經典電影 ◎ 方雁 200

EB023468 幼獅文化 ﹝電影﹞ 2003 y(7IJ5H5*ROONMS( 影迷的第一堂課 ◎ 聞天祥 320

EB023469 田園城市 ﹝電影﹞ 2009 y(7IJ8G7*KKTSNS( 寶萊塢的莫札特：A. R. 拉曼 ◎ 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100

EB023470 田園城市 ﹝電影﹞ 2009 y(7IJ8G7*KKTSLO( 轉眼人生：市川準 ◎ 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100

EB023471 田園城市 ﹝電影﹞ 2009 y(7IJ8G7*KKTSKR( 獨立製片的先行者：約翰卡薩維蒂 ◎ 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100

EB023472 亞太 ﹝電影﹞ 2008 y(7IJ8G7*SKTOQT( 電影論集 ◎ 曾西霸 220

EB023473 亞太 ﹝電影﹞ 2006 y(7IJ8G7*SKTOOP( 台語片50週年紀念輯之一 -優秀台語片評論精選集 ◎ 黃仁 300

EB023474 亞太 ﹝電影﹞ 2006 y(7IJ8G7*SKTNNT( 夢想者一號 -電影編劇的流程與技巧 (增訂版四刷 ) ◎ 曾西霸 220

EB023475 亞太 ﹝電影﹞ 2006 y(7IJ8G7*SKTONS( 行銷電影 ◎ 程予誠 320

EB023476 亞太 ﹝電影﹞ 2005 y(7IJ8G7*SKTNQK( 透視好萊塢 -電影經營的奧妙 ◎ 周黎明 300

EB023477 亞太 ﹝電影﹞ 2004 y(7IJ8G7*SKTLTN( 台灣影評六十年 :台灣影評史話 ◎ 黃仁 300

EB023478 亞太 ﹝電影﹞ 2003 y(7IJ8G7*SKTLKK( 影視關鍵報告 ◎ 王長安 200

EB023479 亞太 ﹝電影﹞ 2002 y(7IJ5H8*MQOTNT( 臥虎藏龍 :李安與華裔影人精英 ◎ 黃仁 / 梁良 250

EB023480 亞太 ﹝電影﹞ 2001 y(7IJ5H8*MQOSNK( 拾掇散落的光影 :華語電影的歷史 ◎ 劉現成 400

EB023481 亞太 ﹝電影﹞ 2000 y(7IJ5H8*MQONPT( 錄影製作 -觀念、原理與科技 ◎ Herbert Zettl 550

EB023482 亞太 ﹝電影﹞ 1999 y(7IJ5H8*MQOMTS( 台灣電影導演藝術 ◎ 陳飛寶 400

EB023483
典藏藝
術家庭

﹝電影﹞ 2009 y(7IJ8G6*SNNQLS( 臉 ◎ 蔡明亮、阮慶岳、黃建宏、聞天祥 380

EB023484 法鼓文化 ﹝電影﹞ 2006 y(7IJ5H5*TSNRLK( 從心看電影 ◎ 280

EB023485 米娜貝爾 ﹝電影﹞ 2004 y(7IJ8G7*QOKMOQ( 巴黎電影院 (米娜貝爾 ) ◎ 彭怡平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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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486 知書房 ﹝電影﹞ 2009 y(7IJ5H8*QMMMST( 影迷藏寶圖 ◎ 齤 ? 320

EB023487 藝術家 ﹝電影﹞ 2009 y(7IJ8G6*PQPMNQ( 電影及舞台劇構成 --影劇傳播創意觀 ◎ 孫陽 380

EB023488 台灣商務 ﹝電影﹞ 2008 y(7IJ5H0*PMNKOL( 現代影示錄 ◎ 周啟行 350

EB023489 幼獅文化 ﹝電影﹞ 2009 y(7IJ5H5*RORMTT( 閱讀新視野：文學與電影的對話 ◎ 許建崑 250

EB023490 正中書局 ﹝電影﹞ 2010 y(7IJ5H0*TLSQLS( 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 ◎ 劉立行 480

EB023491 台灣商務 ﹝電影﹞ 1997 y(7IJ5H0*PLOMNK( 虛構的筆記本－費里尼的塗鴉 ◎ 倪安宇 譯 250

EB023492 三民書局 ﹝電影﹞ 1994 y(7IJ5H1*OMLNNT( 陳沖前傳 ◎ 嚴歌苓 256

EB023493 三民書局 ﹝電影﹞ 1991 y(7IJ5H1*OKQLOP( 電影原理與製作 ◎ 梅長齡 222

EB023494 大塊 ﹝電影﹞ 2009 y(7IJ8G2*LNLOPT( 聲色盒子 ◎ 張靚蓓 350

EB023495 三民書局 ﹝電影﹞ 2006 y(7IJ5H1*OOOSMQ( 電影剪接美學－說的藝術 ◎ 井迎兆 320

EB023496 智庫文化 ﹝電影﹞ 1995 y(7IJ5H8*SMTRPQ( 好萊塢 ˙好萊塢 ◎ 350

EB023497 小魯文化 ﹝電影﹞ 1993 y(7IJ5H5*RKMSLQ( 大自然的小刺客――狩獵蜂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23498 東方出版 ﹝電影﹞ 1993 y(7IJ5H5*RKMSLQ( 大自然的小刺客――狩獵蜂 ◎ 法布爾原著奧本大三郎編寫 280

EB023499 三民書局 ﹝電影﹞ 1995 y(7IJ5H1*TLSSLP( 羅青看電影―原型與象徵 (精 ) ◎ 羅青著 410

EB023500 三民書局 ﹝電影﹞ 1995 y(7IJ5H1*TLSSMM( 羅青看電影―原型與象徵 (平 ) ◎ 羅青著 340

EB023501 大塊 ﹝電影﹞ 9212 y(7IJ8G7*QKKMTP( 又寂寞又美好（平裝） ◎ 幾米 369

EB023502 大塊 ﹝電影﹞ 9212 y(7IJ8G7*QKKMSS( 又寂寞又美好（精裝） ◎ 幾米 499

EB023503 大塊 ﹝電影﹞ 2008 y(7IJ8G2*LNKTSS( 海角七號和他們的故事 ◎ 果子電影‧資料提供∕大塊文化‧編撰 380

EB023504 藝術家 ﹝電影﹞ 2009 y(7IJ8G6*PQPNNP( 動漫畫設計 --下冊 ◎ 王受之 460

EB023505 藝術家 ﹝電影﹞ 2009 y(7IJ8G6*PQPNMS( 動漫畫設計 --上冊 ◎ 王受之 460

EB023506 智庫文化 ﹝電影﹞ 2005 y(7IJ8G7*MQOMRP( 我愛說電影 ◎ 300

EB023507 繆思 ﹝電影﹞ 2007 y(7IJ8G7*NTTSPO( 黃金羅盤 (電影典藏本 ) ◎ 布萊恩‧希伯理 499

EB023508 三民書局 ﹝其他各種戲劇﹞ 2000 y(7IJ5H1*ONMLMK( 電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 ◎ 蔡琰著 270

EB023509 大塊 ﹝遊藝休閒活動﹞ 9709 y(7IJ8G2*LNKSMR( 幾米袖珍本2001→2002 ◎ 幾米 699

EB023510 大塊 ﹝遊藝休閒活動﹞ 9709 y(7IJ8G2*LNKSMR( 幾米袖珍本2002→2003 ◎ 幾米 699

EB023511 網路與書 ﹝遊藝休閒活動﹞ 2004 y(7IJ5H2*TPQRLR( 去玩吧！ ◎ 網路與書編輯部 280

EB023512 台灣商務 ﹝遊藝休閒活動﹞ 1992 y(7IJ5H0*PKOONT( 博弈遊戲人生 ◎ 史良昭 著 135

EB023513 幼獅文化 ﹝遊藝休閒活動﹞ 2003 y(7IJ5H5*ROORNL( 休閒教育訓練手冊 ◎ 顏妙桂 299

EB023514
典藏藝
術家庭

﹝遊藝休閒活動﹞ 2006 y(7IJ8G7*PLTRLT( 你可以養100隻狗 ◎ 石川浩二 320

EB023515 國家 ﹝遊藝休閒活動﹞ 1995 y(7IJ5H3*QKNSTO( 趣味遊戲大家樂 ◎ 金致法 200

EB023516 三民書局 ﹝遊藝休閒活動﹞ 2004 y(7IJ5H1*OOLMPM( 休閒社會學 ◎ 蔡宏進 350

EB023517 三民書局 ﹝遊藝休閒活動﹞ 1993 y(7IJ5H1*TLORSR( 中國古代游藝史―樂舞百戲與社會生活之研究 (精 ) ◎ 李建民 267

EB023518 三民書局 ﹝遊藝休閒活動﹞ 1993 y(7IJ5H1*TLORTO( 中國古代游藝史―樂舞百戲與社會生活之研究 (平 ) ◎ 李建民 200

EB023519 三民書局 ﹝遊藝休閒活動﹞ 1996 y(7IJ5H1*TLTNTN( 中國紙馬 (精 ) ◎ 陶思炎 620

EB023520 三民書局 ﹝遊藝休閒活動﹞ 1996 y(7IJ5H1*TLTOKT( 中國紙馬 (平 ) ◎ 陶思炎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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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521 台灣商務 ﹝遊藝休閒活動﹞ 1993 y(7IJ5H0*PKSKNL( 中國古代雜技 ◎ 劉蔭柏 著 140

EB023522 瑞昇 ﹝公共娛樂﹞ 2006 y(7IJ5H5*MQQNRK( 超炫撲克牌魔術 ◎ 撲克王 200

EB023523 三悅 ﹝公共娛樂﹞ 2006 y(7IJ5H5*MQQOLR( 每天幸福一點點 ◎ 植草桂子 280

EB023524 正中書局 ﹝公共娛樂﹞ 2003 y(7IJ5H0*TLPKPL( 飛行台北‧舞夜12點 ◎ 應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80

EB023525 正中書局 ﹝公共娛樂﹞ 2002 y(7IJ5H0*TLPKPL( 飛行台北‧舞夜12點 ◎ 應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80

EB023526 大辣 ﹝公共娛樂﹞ 2008 y(7IJ8G8*NPPSPT( 大家來跳脫衣舞 ◎ 陳羿茨 350

EB023527 國家 ﹝公共娛樂﹞ 2003 y(7IJ5H3*QKSNTO( 雜技史話 ◎ 崔樂泉 200

EB023528 遠足 ﹝公共娛樂﹞ 2003 y(7IJ8G7*QNKLNL( 台灣的藝陣 ◎ 陳彥仲 400

EB023529 國家 ﹝公共娛樂﹞ 1995 y(7IJ5H3*QKNSPQ( 魔術‧變變變 ◎ 唐振成 200

EB023530 國家 ﹝公共娛樂﹞ 2009 y(7IJ5H3*QLLRLO( 魔術入門 ◎ 李正宗 200

EB023531 三民書局 ﹝旅遊‧觀光﹞ 2008 y(7IJ5H1*OOPLOO( 觀光學概論 ◎ 朱子豪、林祥偉、陳墀吉、劉英毓 -著 420

EB023532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2000 y(7IJ5H0*PLQPTN( 探險論 ◎ 戎小捷 著 250

EB023533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1990 y(7IJ5H0*PKLNLP( 科學考察歷險記 -登冰山兮涉大漠 ◎ 河 山 主編 81

EB023534 瑞昇 ﹝旅遊‧觀光﹞ 2007 y(7IJ5H5*MQQRTK( 野外應變手冊 ◎ Kazamarinpei 220

EB023535 三悅 ﹝旅遊‧觀光﹞ 2008 y(7IJ5H5*MQROOP( 下一站，到哪裡？世界名列車之旅 ◎ 櫻井 寬 220

EB023536 三悅 ﹝旅遊‧觀光﹞ 2008 y(7IJ5H5*MQRTQO( 海外旅遊大危機 ◎ 下川裕治 250

EB023537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1984 台北巴黎 [平 ] ◎ 許耀文 130

EB023538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1986 歐遊點滴 [平 ] ◎ 黃雲樓 60

EB023539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1990 北極風情畫 [平 ] ◎ 無名氏 100

EB023540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1991 y(7IJ5H1*QKLLRP( 大陸遊 [平 ] ◎ 芯心 125

EB023541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1992 y(7IJ5H1*QKLTRR( 從巴黎到綺色佳 [平 ] ◎ 陳紀瀅 210

EB023542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1999 y(7IJ5H1*QKPOPQ( 錦繡中華 [平 ] ◎ 沈 謙 180

EB023543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2000 y(7IJ5H1*QKPQNK( 用腳讀美麗山河 [平 ] ◎ 姜穆 220

EB023544 正中書局 ﹝旅遊‧觀光﹞ 1999 y(7IJ5H0*TLMQOR( 森林遊樂 ◎ 王國瑞 420

EB023545 國家 ﹝旅遊‧觀光﹞ 1999 y(7IJ5H3*QKQOKQ( 世界各國旅遊禁忌 ◎ 林鶴友 250

EB023546 黎明文化 ﹝旅遊‧觀光﹞ 2004 y(7IJ5H1*QKQTNO( 讓旅情上鞦韆 [平 ] ◎ 陳得勝 270

EB023547 國家 ﹝旅遊‧觀光﹞ 2005 y(7IJ5H3*QKTPPL( 旅行史話 ◎ 黃石林 200

EB023548 三民書局 ﹝旅遊‧觀光﹞ 2002 y(7IJ5H1*ONQLKO( 旅遊法寶 ◎ 林圳義 230

EB023549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2005 y(7IJ5H0*PLTNPS( 觀光行銷策略大剖析 -如何吸引更多日本觀光客 ◎ 西山和夫著 250

EB023550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2009 y(7IJ5H0*PMNNOS( 運動休閒餐旅產業概述 ◎ 郭秀娟 350

EB023551 遠足 ﹝旅遊‧觀光﹞ 2005 y(7IJ8G7*QNKQQR( 台灣的休閒農業 ◎ 林詩音 400

EB023552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2009 y(7IJ5H0*PMOLRS( 華語領隊、外語領隊考試―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編 250

EB023553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2009 y(7IJ5H0*PMOLSP( 華語導遊、外語導遊考試―歷屆試題題例 ◎ 本館編輯部編 250

EB023554 繆思 ﹝旅遊‧觀光﹞ 2007 y(7IJ8G7*NTTQSR( 客房中的旅行 ◎ 浦 一也 350

EB023555 木馬 ﹝旅遊‧觀光﹞ 2009 y(7IJ8G6*OSSMRQ( 設計旅館 ◎ 房元凱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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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556 野人 ﹝旅遊‧觀光﹞ 2005 y(7IJ8G8*LPNNMP( 漫走 ,在熊的國度裡 ◎ 林滿秋 250

EB023557 大辣 ﹝旅遊‧觀光﹞ 2007 y(7IJ8G8*NPPSMS( 單車環島練習曲 ◎ 陳懷恩、黃健和 380

EB023558 西遊記 ﹝旅遊‧觀光﹞ 2007 y(7IJ8G8*MROTOP( 不去會死 ! ◎ 石田裕輔 300

EB023559 繆思 ﹝旅遊‧觀光﹞ 2007 y(7IJ8G7*NTTRQM( 最危險的廁所與最美的星空 ◎ 石田裕輔 300

EB023560 繆思 ﹝旅遊‧觀光﹞ 2008 y(7IJ8G6*QQPKLL( 用臉盆吃羊肉飯 ◎ 石田裕輔 280

EB023561 大塊 ﹝旅遊‧觀光﹞ 2002 y(7IJ8G7*TRPKQP( 南美攀登記 ◎ 李美涼、林乙華 250

EB023562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1998 y(7IJ5H0*PLPLKR( 巔峰 ◎ 強 . 克拉庫爾 著 280

EB023563 國家 ﹝旅遊‧觀光﹞ 2000 y(7IJ5H3*QKQSMQ( 登山學 ◎ 陳維霖 200

EB023564 智庫文化 ﹝旅遊‧觀光﹞ 1997 y(7IJ5H9*PPNRRN( 8848的征服與敬畏 ◎ 200

EB023565 智庫文化 ﹝旅遊‧觀光﹞ 2002 y(7IJ8G7*SSKKNL( 攀岩的勇者――征服內心的恐懼 ◎ 260

EB023566 智庫文化 ﹝旅遊‧觀光﹞ 1997 y(7IJ5H9*PPNSLK( 大山之歌――山與生命的對話 ◎ 200

EB023567 台灣商務 ﹝旅遊‧觀光﹞ 2007 y(7IJ5H0*PMMNPS( 山的世界 ◎ 梅棹忠夫 &山本紀夫 350

EB023568 幼獅文化 ﹝旅遊‧觀光﹞ 2000 y(7IJ5H5*ROLSQK( 臺灣地區野外求生手冊 ◎ 戴文鑫 250

EB023569 耶魯國際 ﹝旅遊‧觀光﹞ 2005 y(7IJ5H8*NMNQPK( 戶外田野食趣 ◎ 本山賢司 169

EB023570 遠足 ﹝旅遊‧觀光﹞ 2002 y(7IJ8G8*KLPOLS( 台灣的國家公園 ◎ 魏宏晉 400

EB023571 遠足 ﹝旅遊‧觀光﹞ 2004 y(7IJ8G7*QNKMSP( 台灣的國家森林遊樂區 ◎ 楊秋霖 400

EB023572 遠足 ﹝旅遊‧觀光﹞ 2007 y(7IJ8G7*QNKTQO( 台灣的國家步道 ◎ 林澔貞、郭育任、翁儷芯 400

EB023573 遠足 ﹝旅遊‧觀光﹞ 2007 y(7IJ8G7*QNKTPR( 台灣的生態旅遊 ◎ 楊秋霖 400

EB023574 大堯 ﹝戶外活動﹞ 2007 y(7IJ8G6*RTMKOP( 賽馬大贏家 -賽馬熱身操 ◎ 戴貴立 199

EB023575 胡桃木 ﹝戶外活動﹞ 2003 y(7IJ5H0*OTMTNO( 阿薩姆傳奇 -新版 (胡桃木 ) ◎ 劉素君 300

EB023576 國家 ﹝戶外活動﹞ 2001 y(7IJ5H3*QKRNSK( 風箏的製作與放飛 ◎ 柴茂智等 250

EB023577 國家 ﹝戶外活動﹞ 2003 y(7IJ5H3*QKSLTQ( 異國風箏 ◎ 劉　忠 250

EB023578 國家 ﹝戶外活動﹞ 2002 y(7IJ5H3*QKRTTL( 從小玩跳繩 ◎ 趙振平 180

EB023579 國家 ﹝戶外活動﹞ 2001 y(7IJ5H3*QKROOL( 海竿垂釣 ◎ 譚佛航 200

EB023580 國家 ﹝戶外活動﹞ 2001 y(7IJ5H3*QKROQP( 垂釣百技 ◎ 譚佛航 180

EB023581 國家 ﹝戶外活動﹞ 2001 y(7IJ5H3*QKROST( 釣點與釣餌 ◎ 譚佛航 200

EB023582 國家 ﹝戶外活動﹞ 2001 y(7IJ5H3*QKROTQ( 釣餌自製百法 ◎ 秦　方 200

EB023583 國家 ﹝戶外活動﹞ 2002 y(7IJ5H3*QKSKLL( 野釣百技 ◎ 譚佛航 200

EB023584 國家 ﹝戶外活動﹞ 2002 y(7IJ5H3*QKSKOM( 智釣淡水魚 ◎ 譚佛航 200

EB023585 國家 ﹝戶外活動﹞ 2002 y(7IJ5H3*QKTQMT( 答釣友 ◎ 譚佛航 250

EB023586 國家 ﹝戶外活動﹞ 2006 y(7IJ5H3*QKTQNQ( 現代垂釣 ◎ 譚佛航 200

EB023587 國家 ﹝戶外活動﹞ 2006 y(7IJ5H3*QLKKNS( 垂釣真經 ◎ 江海川等 300

EB023588 國家 ﹝戶外活動﹞ 2001 y(7IJ5H3*QKRORM( 垂釣百問 ◎ 曾復勝 180

EB023589 耶魯國際 ﹝戶外活動﹞ 2005 y(7IJ5H8*NMNQON( 走風的人 -我的獵人父親 ◎ 亞榮隆，撒可努 250

EB023590 大家 ﹝戶外活動﹞ 2009 y(7IJ8G8*PKSSQQ( 一生的自行車計畫 ◎ 羅伊‧沃雷克、比爾‧科多夫斯基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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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591 大堯 ﹝室內遊戲﹞ 2008 y(7IJ8G6*RTMOOL( 單挑21點 -21點高手就是你 ◎ 許博智 250

EB023592 三悅 ﹝室內遊戲﹞ 2003 y(7IJ5H5*MQOQPT( 圖解撞球入門 ◎ 赤垣 昭 280

EB023593 國家 ﹝室內遊戲﹞ 2000 y(7IJ5H3*QKQTTO( 橋牌 ◎ 劉　雪 200

EB023594 國家 ﹝室內遊戲﹞ 2002 y(7IJ5H3*QKRRPP( 有趣的撲克牌遊戲 ◎ 鄧叔其 200

EB023595 國家 ﹝室內遊戲﹞ 2002 y(7IJ5H3*QKRRQM( 獨樂樂撲克牌玩法 ◎ 黎子安 200

EB023596 國家 ﹝室內遊戲﹞ 1999 y(7IJ5H3*QKQMQK( 撞球 ◎ 張貴敏等 180

EB023597 國家 ﹝兒童遊戲﹞ 2004 y(7IJ5H3*QKTKNM( 增進兒童健康的遊戲 ◎ 林湘敏 200

EB023598 藝術家 ﹝兒童遊戲﹞ 1995 y(7IJ5H9*PNKLNM( 幼兒畫指導手冊 ◎ 陳輝東 著 280

EB023599 藝術家 ﹝兒童遊戲﹞ 1999 y(7IJ5H9*PNKMSQ( 怎樣指導兒童畫 ◎ 潘元石 著 280

EB023600 藝術家 ﹝兒童遊戲﹞ 1995 y(7IJ5H9*PKKSLO( 德國現代兒童美術教學 ◎ 海月山 譯 280

EB023601 雲龍 ﹝智力遊戲﹞ 2005 y(7IJ8G7*LPLLSQ( 再話圍棋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23602 雲龍 ﹝智力遊戲﹞ 2004 y(7IJ8G7*QOKNPM( 趣話圍棋的故事 ◎ 殷偉 200

EB023603 國家 ﹝智力遊戲﹞ 1995 y(7IJ5H3*QKNSSR( ＩＱ大考驗 ◎ 李正宗 180

EB023604 三悅 ﹝智力遊戲﹞ 2007 y(7IJ5H5*MQQTLM( 全民抗老 !太陽系最強右腦訓練 ◎ 兒玉光雄 220

EB023605 正中書局 ﹝智力遊戲﹞ 2005 y(7IJ5H0*TLRNKR( 新編謎語365 ◎ 聖野 350

EB023606 台灣商務 ﹝智力遊戲﹞ 1993 y(7IJ5H0*PKSKLR( 中國古代棋藝 ◎ 徐家亮 著 140

EB023607 大塊 ﹝智力遊戲﹞ 2007 y(7IJ8G7*KPTRKN( 新棋紀樂園（闢地篇） ◎ 王銘琬 280

EB023608 國家 ﹝智力遊戲﹞ 2000 y(7IJ5H3*QKQSLT( 圍　棋 ◎ 劉月如 180

EB023609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TOQ( 圍棋初級解題訓練 ◎ 劉駱生 200

EB023610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TPN( 圍棋入門解題訓練 ◎ 劉駱生 200

EB023611 國家 ﹝智力遊戲﹞ 2003 y(7IJ5H3*QKSLRM( 圍棋七日通 ◎ 石心平 180

EB023612 國家 ﹝智力遊戲﹞ 1995 y(7IJ5H3*QKNTTN( 圍棋戰法 ◎ 劉三修 250

EB023613 國家 ﹝智力遊戲﹞ 2003 y(7IJ5H3*QKSMRL( 跟吳清源大師學圍棋 ◎ 馬　諍 250

EB023614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SQKS( 初學者圍棋教室 (上 ) ◎ 徐家亮 200

EB023615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SQLP( 初學者圍棋教室 (下 ) ◎ 徐家亮 200

EB023616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TKMP( 圍棋中級解題訓練 ◎ 劉駱生 200

EB023617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TMNK( 圍棋高級解題訓練 ◎ 劉駱生 200

EB023618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OKN( 手筋的妙用 (死活篇 ) ◎ 孔祥明 250

EB023619 國家 ﹝智力遊戲﹞ 2009 y(7IJ5H3*QLLRTK( 圍棋初級典型錯誤 ◎ 劉駱生 250

EB023620 國家 ﹝智力遊戲﹞ 2009 y(7IJ5H3*QLLSKQ( 百年圍棋經典名局 ◎ 馬　諍 300

EB023621 國家 ﹝智力遊戲﹞ 2010 y(7IJ5H3*QLLTMT( 圍棋十三訣 ◎ 劉建國等 250

EB023622 國家 ﹝智力遊戲﹞ 2010 y(7IJ5H3*QLLTLM( 緇銖必爭―官子大小全接觸 ◎ 張　杰 200

EB023623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NOM( 從小下圍棋 ◎ 劉月如 200

EB023624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RNL( 從小下象棋 ◎ 凡　遜 200

EB023625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NNP( 攻防之道 ◎ 劉駱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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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626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NOM( 棄子作戰 ◎ 劉駱生 200

EB023627 國家 ﹝智力遊戲﹞ 2007 y(7IJ5H3*QLKOLK( 治孤神技 ◎ 黃希文等 250

EB023628 國家 ﹝智力遊戲﹞ 2007 y(7IJ5H3*QLKQTO( 打劫的奧妙 ◎ 白　盾 250

EB023629 國家 ﹝智力遊戲﹞ 2007 y(7IJ5H3*QLKQSR( 厚勢神威 ◎ 黃希文等 280

EB023630 國家 ﹝智力遊戲﹞ 2000 y(7IJ5H3*QKQTOT( 象　棋 ◎ 范孫操 200

EB023631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QTO( 象棋三十六計新編 (一 ) ◎ 邱志源等 280

EB023632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SKT( 象棋三十六計新編 (二 ) ◎ 邱志源等 280

EB023633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STM( 象棋三十六計新編 (三 ) ◎ 邱志源等 280

EB023634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SRKR( 初學者象棋教室 (上 ) ◎ 徐家亮 200

EB023635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SRLO( 初學者象棋教室 (下 ) ◎ 徐家亮 200

EB023636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TKLS( 現代象棋布局精華 ◎ 王嘉良等 280

EB023637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LKQ( 象棋實用開局技巧 ◎ 黃少龍 280

EB023638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LLN( 象棋實用中局技巧 ◎ 林　洪 280

EB023639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KSN( 象棋實用殺法技巧 ◎ 秦原等 280

EB023640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KTK( 象棋實用戰術技巧 ◎ 徐家亮 280

EB023641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NMS( 一劍封喉―象棋絕殺秘技 ◎ 黃聚鋒 200

EB023642 國家 ﹝智力遊戲﹞ 2006 y(7IJ5H3*QLKNTR( 銀荔弈譜 ◎ 許家威 280

EB023643 國家 ﹝智力遊戲﹞ 2009 y(7IJ5H3*QLLNTO( 屏風馬布局精華 ◎ 何左峰 250

EB023644 國家 ﹝智力遊戲﹞ 2009 y(7IJ5H3*QLLOKK( 順炮列炮布局精華 ◎ 何左峰 250

EB023645 國家 ﹝智力遊戲﹞ 2009 y(7IJ5H3*QLLONL( 世界冠軍教你下象棋 ◎ 金海英 200

EB023646 國家 ﹝智力遊戲﹞ 2009 y(7IJ5H3*QLLQSO( 現代象棋決勝妙局 ◎ 閻文清 300

EB023647 國家 ﹝智力遊戲﹞ 2000 y(7IJ5H3*QKQTRK( 西洋棋 ◎ 徐家亮 200

EB023648 國家 ﹝智力遊戲﹞ 2003 y(7IJ5H3*QKSLQP( 西洋棋開局指南 ◎ 徐家亮 280

EB023649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SRML( 初學者西洋棋教室 (上 ) ◎ 徐家亮 200

EB023650 國家 ﹝智力遊戲﹞ 2004 y(7IJ5H3*QKSRNS( 初學者西洋棋教室 (下 ) ◎ 徐家亮 200

EB023651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ROS( 從小下西洋棋 ◎ 徐家亮 200

EB023652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RTN( 從小下五子棋 ◎ 彭建國 200

EB023653 國家 ﹝智力遊戲﹞ 2002 y(7IJ5H3*QKRTKS( 從小學游泳 ◎ 王　勃 200

EB023654 台灣商務 ﹝智力遊戲﹞ 1977 y(7IJ5H0*PKRLLT( 謎語古今談 ◎ 陳 香 著 200

EB023655 台灣商務 ﹝智力遊戲﹞ 1988 y(7IJ5H0*PKQOSS( 中國民間謎語研究 ◎ 譚達先 著 72

EB023656 萬卷樓 ﹝智力遊戲﹞ 2005 y(7IJ5H7*NTPLTL( 大家來猜謎 ◎ 韓廷一 宋裕 編著 160

EB023657 幼獅文化 ﹝智力遊戲﹞ 2005 y(7IJ5H5*ROPQRR( 玩好團隊：探索體驗活動 ◎ 蔡炳綱、吳漢明 220

EB023658 大堯 ﹝博戲﹞ 2008 y(7IJ8G6*RTMNOM( 賭，這個玩意兒！ ◎ 許博智 250

EB023659 瑞昇 ﹝博戲﹞ 2004 y(7IJ5H5*MQPKML( 花式撞球基礎技術 &實戰入門 ◎ 島田曉夫 350

EB023660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QPP( 恐龍大帝國 ◎ PilarAmaya著；陳淑華譯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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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023661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QQM( 遨遊天空的世界 ◎ PilarAmaya著；陳淑華譯 190

EB023662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QRT( 海底王國 ◎ PilarAmaya著；陳淑華譯 190

EB023663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QSQ( 森林之王 ◎ PilarAmaya著；陳淑華譯 190

EB023664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QTN( 動物農場 ◎ PilarAmaya著；許玉燕譯 190

EB023665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RKT( 馬丁叔叔的花園 ◎ PilarAmaya著；許玉燕譯 190

EB023666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RLQ( 森林樂園 ◎ PilarAmaya著；許玉燕譯 190

EB023667 三民書局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1*ONTRMN( 極地風光 ◎ PilarAmaya著；許玉燕譯 190

EB023668 台灣商務 ﹝民俗藝術﹞ 1993 y(7IJ5H0*PKRTQQ( 中國古代民間工藝 ◎ 王冠英 著 140

EB023669 法鼓文化 ﹝民俗藝術﹞ 2001 y(7IJ5H5*TSLRKT( 原來它不是廢物 --我的環保生活 ◎ 350

EB023670 國史館 ﹝民俗藝術﹞ 1973 臺灣的年節 ◎ 廖漢臣 250

EB023671 瑞昇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5*MQPMMT( 氣球造型入門 ◎ 高瀨里美 250

EB023672 瑞昇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5*MQPOMR( 藝術銀土手工花飾精品 ◎ 福岡佐知 280

EB023673 瑞昇 ﹝民俗藝術﹞ 2008 y(7IJ5H5*MQROKR( 很 EASY！用傳單做漂亮紙籃 ◎ 石川達也 280

EB023674 瑞昇 ﹝民俗藝術﹞ 2009 y(7IJ5H5*MQSMKQ( 純銀限定！銀黏土手作雜貨113 ◎ 內藤 朗 300

EB023675 三悅 ﹝民俗藝術﹞ 2009 y(7IJ5H5*MQSNPK( 好想咬一口！手作黏土甜點小物93 ◎ 宮崎珠美 250

EB023676 瑞昇 ﹝民俗藝術﹞ 2009 y(7IJ5H5*MQSOLL( 摺摺稱奇！回收紙手作雜貨96款 ◎ 阿部浩二 250

EB023677 瑞昇 ﹝民俗藝術﹞ 2009 y(7IJ5H5*MQSPST( 紙要玩創意！廣告傳單手編紙籃 ◎ 寺西惠里子 220

EB023678 藝術家 ﹝民俗藝術﹞ 1994 y(7IJ5H9*PKKRKS( 台灣民藝造型 ◎ 莊伯和 著 280

EB023679 黎明文化 ﹝民俗藝術﹞ 1991 中華傳統民俗辭典 [精 ] ◎ 谷光宇 500

EB023680 九歌 ﹝民俗藝術﹞ 2004 y(7IJ5H4*OOLPPQ( 真與美的遊戲：漢寶德看古物 ◎ 漢寶德 250

EB023681 藝術家 ﹝民俗藝術﹞ 2007 y(7IJ8G7*KNOQPQ(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鐘錶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23682 藝術家 ﹝民俗藝術﹞ 2008 y(7IJ8G6*PQPKKR( 你應該知道的200件鼻煙壺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 380

EB023683 九歌 ﹝民俗藝術﹞ 2009 y(7IJ5H4*OOPOTN( 收藏的雅趣 ◎ 漢寶德 320

EB023684 藝術家 ﹝民俗藝術﹞ 2007 y(7IJ8G7*KNOOST( 珍藏青蛙 --讓生活變得如此不同 ◎ A米黑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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