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條碼號 書名 索書號

1 00358475
誰會勝選?誰能凍蒜? : 預知政治版圖,讓民調數字告訴你 / 洪永

泰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民103]
540.19 8263

2 00358476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 嚴長壽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

民103]
170.8 8873

3 00358477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 嚴長壽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

民103]
170.8 8873 c.2

4 00358478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 嚴長壽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

民103]
170.8 8873 c.3

5 00358479
當代詩學年刊 / 陳文成總編輯, 第九期 .- 臺北市 : 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創作系, 2014.07
821.05 8763

6 00358480 如何寫學術論文 / 宋楚瑜著 .- 臺北市 : 三民, 2014.06 811.4 8675

7 00358481
繪憶.頭城 : 馬丁的童年 / 黃興芳繪.著 .- 宜蘭市 : 宜蘭縣史館,

民103.06
733.9/107.9/117.2 8347

8 00358483
太平洋區域年鑑 / 邱達生主編, 2013-2014 .- 臺北市 : 太平洋經合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民103.06
550.6907 8776

9 00358484
新聞媒介的歷史脈絡 / 黃順星主編 .- 臺北市 : 世新大學舍我紀

念館, 2014.06
890.907 8355

10 00358485 磁場療法 / 藤本憲幸著 .- 臺北市 : 青春, 2001[民90] 418.9 8442

11 00358487
四鬮庄的女兒 : 李涼的人生風景 / 李涼口述 .- 宜蘭市 : 宜蘭縣

史館, 2014[民103]
940.9933 842

12 00358488
紀念孫中山 :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 /林國章總編輯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2014[民103]
005.18 8754

13 00358489
紀念孫中山 :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 /林國章總編輯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2014[民103]
005.18 8754 c.2

14 00358490 臺灣與WTO / 彭明敏等作 .- 基隆市 : 洪思竹, 2011[民100] 558.1 8659

15 00358491 臺灣與WTO / 彭明敏等作 .- 基隆市 : 洪思竹, 2011[民100] 558.1 8659 c.2

16 00358492 臺灣與WTO / 彭明敏等作 .- 基隆市 : 洪思竹, 2011[民100] 558.1 8659 c.3

17 00358493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撰述 / 李基甸編著 .- 臺北市 : 伊甸基金會,

2013.10
542.75 8444 v.1

18 00358494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撰述 / 李基甸編著 .- 臺北市 : 伊甸基金會,

2013.10
542.75 8444 v.2

19 00358495
台灣兒童健康幸福指數 :兒童的健康、教育及福利之綜合評價 /

呂鴻基等著臺北市 :兒童保健協會、臺灣兒童健康聯盟,2014[民
412.58 8524

20 00358496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刊 / 方瑞華主編, 7 .- 高雄市 : 高市史博

館, 民102.12
069.833 8556

21 0035849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年報 / 郭碧娥等編輯, 2013 .- 臺南市 : 臺灣

史博館, 2014.06
069.9733 8445

22 00358498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 汪威錞, 吳佳勳, 羅絜編輯,

2013年 .- 臺北市 : 中經院台灣WTO及RTA中心, 2014[民103]
558.07 8336

23 00358499 教師心理衛生 / 王以仁, 陳芳玲, 林本喬著 .- 台北市 : 心理, 民81 172.9 8446 c.3

24 00358500
西班牙 = Spain / 地球?步?方編集室作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2010[

民99]
746.19 8537 c.2

25 00358501 心理學 / 葉重新著 .- 臺北市 : 心理, 1999 170 8864

26 00358502 心理學 / 葉重新著 .- 臺北市 : 心理, 2004[民93] 170 8864

27 00358503
心理學史 : 心理學的主流思潮 / 托馬斯．黎黑(Thomas Hardy

Leahey)著 .- 台北市 : 桂冠, 民85
170.9 854 v.2 c.2

28 00358504
心理學史 : 心理學的主流思潮 / 托馬斯．黎黑(Thomas Hardy

Leahey)著 .- 台北市 : 桂冠, 民85
170.9 854 v.1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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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0358505
團體諮商 :策略與技巧 / Ed E. Jacobs, Riley L. Harvill, Robert L.

Masson著 ; 劉安真, 黃慧涵等譯.台北市 : 五南, 1995[民84]
178.4 E21

30 00358506
個案研究 :以行為改變技術處理國小兒童的行為 /李永吟主編.臺

北市 :五南 ,民76(民85第五刷)
178.3 8465

31 00358507 個別輔導手冊 / 林幸台主編 .- 台北市 : 心理, 民83 527.42 8756 c.3

32 00358508
心理衛生 : 現代生活的心理適應 / 德利哥(Derlega, V.) J., Janda,

L. H.著 .- 台北市 : 桂冠, 民82
172.9 8575 c.7

33 00358509
青少年團體諮商 : 生活技巧方案 / Rosemarie Smead Morganett原

著 .- 臺北市 : 五南, 民87
527.4 M849 c.2

34 00358510
SAS Enterprise Guide實用工具書 / 蘇珊.史洛德(Susan J. Slaughter),

羅拉.德爾威奇(Lora D. Delwiche)著 .- 臺北市 : 梅霖文化, 2011.11
512.4 S631 c.3

35 00358511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 陳向明著 .- 臺北市 : 五南, 2002[民91] 501.2 8765 c.3

36 00358512
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財經法學的新趨勢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臺北市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2012.10.
561.7 8665

37 00358513

一試見效!懂不懂都會影響你的超人氣色彩轉運術! = To choose

the right color, to paint the colorful life / 金聖浦子作 .- 新北市中和

區 : 采舍國際總代理, 2013[民102]

295.7 8642

38 00358514
莎姆雷特(狂笑版) / 李國修著 .- 臺北縣中和市 : INK印刻出版,

2006[民95]
854.6 8458 c.2

39 00358515
OFF學 : 會玩.才會成功 / 大前研一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

銷, 2006[民95]
177.2 8765 c.3

40 00358516 做個好命女 / 吳淡如作 .- 臺北市 : 方智, 2003[民92] 855 8866

41 00358517
熊熊嘉年華 = The festival of Teddy / 李若菱著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發行, 2001[民90]
999.2 8458

42 00358518
原來,我,那麼喜歡你 = Under Umbrella / 水瓶鯨魚繪本小說 .- 臺

北市 : 大田出版, 民98[2009]
857.7 8825

43 00358519 妾本驚華 / 西子情著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 2013.08- 857.7 8443 v.1

44 00358520

做你愛做,而不是你該做的工作 / 理查. J. 萊德(Richard J. Leider),

戴維. A. 沙匹羅(David A. Shapiro)合著 .- 臺北市 : 大和圖書總經

銷, 2004[民93]

542.7 835

45 00358521 語言病理學基礎. 第一卷 / 曾進興主編 : 心理, 民84 529.63 8394 1995 v.1 c.3

46 00358522
語言病理學基礎．第二卷 / 黃國祐等著；曾進興主編 : 心理,

1996[民85]
529.63 8394 1996 v.2 c.3

47 00358523 語言病理學基礎．第三卷 / 曾進興策畫主編 : 心理, 1999[民88] 529.63 8394 1999 v.3 c.3

48 00358524
生物醫用材料 = Bio-medical materials / 俞耀庭,白育綸主編 .- 臺

北縣中和市 : 新文京開發, 2004[民93]
410.35 8637 c.2

49 00358525
32街的偽鈔天才 / 傑森.柯斯坦(Jason Kersten)著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2009[民98]
548.545 8554

50 00358526
九型人格識人術 : 5分鐘看透人性 / 中原著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

2011[民100]
173.75 863

51 00358527 只是好朋友!? / 橘子作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出版, 2007[民96] 857.7 844 c.6

52 00358528 Flash 8中文版動畫實務 / 王緒溢 : 臺北市:網奕資訊科技, 2006 312.98 8463

53 00358529
蘇格拉底咖啡館 : 哲學新口味 / 克里斯多福.菲利普斯

(Christopher Phillips)作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民94
100 8372

54 00358530 營養聖戰40年 / 劉惠敏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2014.05 411.3 8739

55 00358531 核殤之戀 /盧聲揚著臺中市 :中市自學發展協會,2014[民103] 857.7 8546

56 00358532
堅持到底 : 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 陳永興口述 .- 臺北市 :

成陽總代理, 2014[民103]
410.9933 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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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00358533
百萬步的愛 / 黃智勇口述 .- 台北市 : 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

2011[民100]
733.6 8366

58 00358534
建構「三農三生」新價值鏈 / 孫智麗編著, II .- 臺北市 : 臺經院,

民103.05
431.1 8365

59 00358535
流風餘韻 : 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 / 黃裕元著 .- 臺南市 : 臺灣史

博館, 2014[民103]
910.933 8335

60 00358536
民進黨八年執政論文集.2000-2008年 / 林萬億總編輯 .- 臺北市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2014[民103]
573.07 8745

61 00358537
毒品犯罪防制工作年報 / 法務部調查局編, 2013年 .- 新北市 : 調

查局, 民103.06
548.82 8264

62 00358538 茶家閨秀 / 桃妖著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2013.06 857.7 839 v.1

63 00358539 茶家閨秀 / 桃妖著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2013.06 857.7 839 v.2

64 00358540
叢林講座 / 波里斯.萬.史莫柴克(Boris von Smercek)著 .- 臺北市 :

大和圖書總經銷, 2004[民93]
177.2 8888

65 00358541 愛情芥末醬 / 莎拉鄧(Sarah Dunn)著 .- 臺北市 : 九歌總經銷, 民94 874.57 8745

66 00358542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 : 海洋戰略與海域治理 / 方力行等作 .- 基隆

市 : 海洋大學, 2014.07
351.907 8765 v.1

67 00358543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 : 海洋戰略與海域治理 / 方力行等作 .- 基隆

市 : 海洋大學, 2014.07
351.907 8765 v.2

68 00358544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 : 海洋戰略與海域治理 / 方力行等作 .- 基隆

市 : 海洋大學, 2014.07
351.907 8765 v.3

69 00358545
重啟靈魂之窗 : 陳振武醫療奉獻之路 / 林秀美著 .- 高雄市 : 陳

振武防盲教育基金會, 2014.07
410.9933 8786

70 00358546
重啟靈魂之窗 : 陳振武醫療奉獻之路 / 林秀美著 .- 高雄市 : 陳

振武防盲教育基金會, 2014.07
410.9933 8786 c.2

71 00358547
重啟靈魂之窗 : 陳振武醫療奉獻之路 / 林秀美著 .- 高雄市 : 陳

振武防盲教育基金會, 2014.07
410.9933 8786 c.3

72 00358548
仁醫樂手 / 黃美賢,羅伯特.維亞加斯(Robert Viagas)著 .- 臺北市 :

臺視文化, 2013[民102]
418.986 8363

73 00358549
中日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謝祖松主

編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2014.07
627.86 8233

74 00358550 生物統計學新論 / 楊志良著 .- 臺北市 : 巨流圖書, 1990[民79] 360.13 8636

75 00358551 府城醫世情 / 洪淑美口述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民103.08 783.3886 8266

76 00358552 妾本驚華 / 西子情著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 2013.08- 857.7 8443 v.2

77 00358553 妾本驚華 / 西子情著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 2013.08- 857.7 8443 v.3

78 00358554 妾本驚華 / 西子情著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 2013.08- 857.7 8443 v.8

79 00358555
洗澡魔法書 : TO BE漂亮寶貝 / 吉澤深雪作.插畫 .- 臺北市 : 藝術

村總經銷, 1998[民87]
424.3 8446

80 00358557
理論與實務的交會 :財經法學的新趨勢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臺北市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2012.10.
561.7 8665 c.2

81 00358558 逆光飛翔的天使 /何卓飛總編輯臺北市 :教育部,2014.09. 528.918 8765

82 00358561
臺灣製墨藝師 : 陳嘉德 / 陳嘉德口述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民103.08
909.933 8745

83 00358562
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含精編試題). 中華民國102年 / 軍職編輯小

組編著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2014.01
590.36 8437

84 00358563 計算機概論精析 / 范金雄編著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2013.03 590.36 8664

85 00358564 預官國文(含孫子兵法) / 鍾裕編著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590.36 863

86 00358565 預官英文 / 劉似蓉編著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2013.04 590.36 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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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00358566 憲法與立國精神 / 賴農惟編著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2013.06 590.36 8383

88 00358567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 / 預官編輯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2013.02
590.36 8337

89 00358568
美人魚的椅子 / 蘇.夢.奇德(Sue Monk Kidd)作 .- 臺北市 : 遠流,

2007[民96]
874.57 K46 c.3

90 00358569
分手清單 / 麥克.蓋爾(Mike Gayle)著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總經銷,

2006[民95]
873.57 G287 c.2

91 00358570 Dance : 我的看舞隨身書 / 李立亨著 .- 台北市 : 天下遠見, 民89 976 8434 c.2

92 00358573
非關友情 / 艾蜜莉.吉芬(Emily Giffin)著 .- 臺北市 : 凌域總經銷,

2005[民94]
874.57 G457 c.2

93 00358574
拒絕混蛋守則 / 羅伯.蘇頓(Robert I. Sutton)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

報總經銷, 2009[民98]
494.35 S967 c.2

94 00358575
簡文仁運動治酸痛 : 解救你的腰痠.背痛.肩頸痠痛! / 簡文仁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1[民100]
411.71 8666 c.2

95 00358576 不毛地帶 / 山崎豐子作 .- 臺北市 : 皇冠, 2010[民99] 861.57 8665 v.1 c.2

96 00358577 不毛地帶 / 山崎豐子作 .- 臺北市 : 皇冠, 2010[民99] 861.57 8665 v.2 c.2

97 00358578
補償基金會十五週年成果紀念專輯 / 倪子修總編輯, 1998-2014 .-

臺北市 : 戒嚴時期補償基金會, 2014.04
068.33 8748

98 00358580
陶靈老師的教室 :一所幼兒園的故事 /維薇安.嘉辛.裴利著;楊茂

秀譯臺北市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民91.
523.23 8976

99 00358581
地球祖國 /Edgar Morin, Anne Brigitte Kern著 ; 馬勝利譯.台北市 :

聯經,1997[民86]
541.51 E23

100 00358582
多難的人生 多樣的快樂   / 孫進丁 .- 高雄市 : 高雄市生命教育

協會 , 102
857.7 8395 c.2

101 00358583 Makiyo俏麗美人書 / 川島茉樹代作 .- 臺北市 : 平裝本, 2003[民 424 8778

102 00358584 布衣談心 / 何福田著 .- 新北市 :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2014.06 192.1 8735

103 00358585 布衣談心 / 何福田著 .- 新北市 :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2014.06 192.1 8735 c.2

104 00358586
最後理論 / 馬克.艾伯特(Mark Alpert)著, 2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發

行, 2011[民100]
874.57 A456 v.2 c.2

105 00358587
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回憶錄 / 王金河口述 .- 臺南縣北門鄉 :

臺灣文獻館, 2009.03
410.9933 8464

106 00358588
百萬殺人實驗 /理察.麥特森(Richard Matheson)著 ; 夏荷立譯臺北

縣五股鄉 :繁星多媒體公司,2009[民98]12月
874.57 8367

107 00358589
死亡證據 / 提姆.雷本(Tim Lebbon)著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出

版, 2007[民96]
874.57 8447 c.3

108 00358734 就是愛寫作 / 朱天衣等著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8.10 802.7 8976

109 00358735 就是愛寫作 / 朱天衣等著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8.10 802.7 8976 c.2

110 00358736 就是愛寫作 / 朱天衣等著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8.10 802.7 8976 c.3

111 00358737
從閱讀到寫作 : 現代名家散文十五講 / 吳宏一著 .- 臺北市 : 遠

流, 2012[民101]
855 8822 c.2

112 00358738
從閱讀到寫作 : 現代名家散文十五講 / 吳宏一著 .- 臺北市 : 遠

流, 2012[民101]
855 8822 c.3

113 00358739
從閱讀到寫作 : 現代名家散文十五講 / 吳宏一著 .- 臺北市 : 遠

流, 2012[民101]
855 8822 c.4

114 00358740 麥田裡的老師 / 李崇建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2 528.2 8447

115 00358741 麥田裡的老師 / 李崇建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2 528.2 8447 c.2

116 00358742 麥田裡的老師 / 李崇建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2 528.2 8447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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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00358743
抵達自己 :十三堂療癒身心的人生寫作課 = Release yourself /沒力

史翠普作新北市 :遠足文化發行,2011.08.
811.1 8668

118 00358744
抵達自己 :十三堂療癒身心的人生寫作課 = Release yourself /沒力

史翠普作新北市 :遠足文化發行,2011.08.
811.1 8668 c.2

119 00358745
抵達自己 :十三堂療癒身心的人生寫作課 = Release yourself /沒力

史翠普作新北市 :遠足文化發行,2011.08.
811.1 8668 c.3

120 00358746
尋 百工 :四個年輕孩子與一百種市井職人相遇的故事 /祁台穎等

著臺北市 :遠流,2010.12.
969 8463

121 00358747
尋 百工 :四個年輕孩子與一百種市井職人相遇的故事 /祁台穎等

著臺北市 :遠流,2010.12.
969 8463 c.2

122 00358748
尋 百工 :四個年輕孩子與一百種市井職人相遇的故事 /祁台穎等

著臺北市 :遠流,2010.12.
969 8463 c.3

123 00358749
文心 :寫給青年的三十二堂中文課 /夏丏尊, 葉聖陶著臺北市 :如

果出版 :2009.06.
802.07 872

124 00358750
文心 :寫給青年的三十二堂中文課 /夏丏尊, 葉聖陶著臺北市 :如

果出版 :2009.06.
802.07 872 c.2

125 00358751
文心 :寫給青年的三十二堂中文課 /夏丏尊, 葉聖陶著臺北市 :如

果出版 :2009.06.
802.07 872 c.3

126 00358752 文心萬彩 :王鼎鈞的書寫藝術 /張春榮著.臺北市 :爾雅,2011. 848.6 8746

127 00358753 文心萬彩 :王鼎鈞的書寫藝術 /張春榮著.臺北市 :爾雅,2011. 848.6 8746 c.2

128 00358754 文心萬彩 :王鼎鈞的書寫藝術 /張春榮著.臺北市 :爾雅,2011. 848.6 8746 c.3

129 00358755 實用中文講義 / 王右君等著 .- 臺北市 : 東大, 2008.06- 811.1 8734

130 00358756 實用中文講義 / 王右君等著 .- 臺北市 : 東大, 2008.06- 811.1 8734 c.2

131 00358757 實用中文講義 / 王右君等著 .- 臺北市 : 東大, 2008.06- 811.1 8734 c.3

132 00358758 實用中文講義 / 張高評著 .- 臺北市 : 東大, 2010[民99] 802.71 8734

133 00358759 實用中文講義 / 張高評著 .- 臺北市 : 東大, 2010[民99] 802.71 8734 c.2

134 00358760 實用中文講義 / 張高評著 .- 臺北市 : 東大, 2010[民99] 802.71 8734 c.3

135 00358761
寫作教室 :閱讀文學名家 /許建崑等主編.臺北市 :麥田出版公

司,2004[民93].
830.86 8476

136 00358762
寫作教室 :閱讀文學名家 /許建崑等主編.臺北市 :麥田出版公

司,2004[民93].
830.86 8476 c.2

137 00358763
寫作教室 :閱讀文學名家 /許建崑等主編.臺北市 :麥田出版公

司,2004[民93].
830.86 8476 c.3

138 00358764
小說課 : 折磨讀者的祕密 / 許榮哲著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2010[

民99]
812.7 8464 c.2

139 00358765
小說課 : 折磨讀者的祕密 / 許榮哲著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2010[

民99]
812.7 8464 c.3

140 00358766
小說課 : 折磨讀者的祕密 / 許榮哲著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2010[

民99]
812.7 8464 c.4

141 00358767
作文即時通 : 從立意取材到錦字繡句 / 陳嘉英著 .- 臺北市 : 萬

卷樓, 2008.10
802.7 8748

142 00358768
作文即時通 : 從立意取材到錦字繡句 / 陳嘉英著 .- 臺北市 : 萬

卷樓, 2008.10
802.7 8748 c.2

143 00358769
作文即時通 : 從立意取材到錦字繡句 / 陳嘉英著 .- 臺北市 : 萬

卷樓, 2008.10
802.7 8748 c.3

144 00358770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 謝旻琪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1.04 802.7 8283

145 00358771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 謝旻琪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1.04 802.7 8283 c.2

146 00358772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 謝旻琪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1.04 802.7 8283 c.3

第 5 頁，共 10 頁



序號 條碼號 書名 索書號

147 00358773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 謝旻琪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2[民101] 802.7 8283

148 00358774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 謝旻琪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2[民101] 802.7 8283 c.2

149 00358775 如何捷進寫作詞彙 / 謝旻琪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2[民101] 802.7 8283 c.3

150 00358776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考 / 高杉尚孝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1.11
494.45 8365

151 00358777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考 / 高杉尚孝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1.11
494.45 8365 c.2

152 00358778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考 / 高杉尚孝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1.11
494.45 8365 c.3

153 00358779
金字塔原理 / 芭芭拉.明托(Barbara Minto)著, II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出版, 2008[民97]
805.17 M667 v.2 c.2

154 00358780
金字塔原理 / 芭芭拉.明托(Barbara Minto)著, II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出版, 2008[民97]
805.17 M667 v.2 c.3

155 00358781
金字塔原理 / 芭芭拉.明托(Barbara Minto)著, II .- 臺北市 : 經濟新

潮社出版, 2008[民97]
805.17 M667 v.2 c.4

156 00358782
風格就是你 / 馬克.蓋維(Mark Garvey)著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

2011.11
805.171 G212

157 00358783
風格就是你 / 馬克.蓋維(Mark Garvey)著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

2011.11
805.171 G212 c.2

158 00358784
風格就是你 / 馬克.蓋維(Mark Garvey)著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

2011.11
805.171 G212 c.3

159 00358785
心靈寫作 : 創造你的異想世界 / 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著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2002[民91]
811.1 G618 c.2

160 00358786
心靈寫作 : 創造你的異想世界 / 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著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2002[民91]
811.1 G618 c.3

161 00358787
心靈寫作 : 創造你的異想世界 / 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著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2002[民91]
811.1 G618 c.4

162 00358788
史記菁華錄 / 司馬遷原著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民100]
610.11 8437

163 00358789
史記菁華錄 / 司馬遷原著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民100]
610.11 8437 c.2

164 00358790
史記菁華錄 / 司馬遷原著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民100]
610.11 8437 c.3

165 00358791 自由與文學 / 高行健著 .- 台北市 : 聯經, 2014[民103] 810.7 8379

166 00358792 自由與文學 / 高行健著 .- 台北市 : 聯經, 2014[民103] 810.7 8379 c.2

167 00358793 自由與文學 / 高行健著 .- 台北市 : 聯經, 2014[民103] 810.7 8379 c.3

168 00358794 嫁粧一牛車 / 王禎和著 .- 臺北市 : 洪範, 1993[民82] 857.63 8426 c.3

169 00358795 嫁粧一牛車 / 王禎和著 .- 臺北市 : 洪範, 1993[民82] 857.63 8426 c.4

170 00358796 嫁粧一牛車 / 王禎和著 .- 臺北市 : 洪範, 1993[民82] 857.63 8426 c.5

171 00358797
他們在島嶼寫作 = The inspired island / 王耿瑜編 .- 臺北市 : 行人

文化實驗室, 2011[民100]
987.81 8475

172 00358798
他們在島嶼寫作 = The inspired island / 王耿瑜編 .- 臺北市 : 行人

文化實驗室, 2011[民100]
987.81 8475 c.2

173 00358799
他們在島嶼寫作 = The inspired island / 王耿瑜編 .- 臺北市 : 行人

文化實驗室, 2011[民100]
987.81 8475 c.3

174 00358800
報導文學讀本 = Reportage / 向陽,須文蔚主編 .- 臺北市 : 大和書

報總經銷, 2012[民101]
857.85 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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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00358801
報導文學讀本 = Reportage / 向陽,須文蔚主編 .- 臺北市 : 大和書

報總經銷, 2012[民101]
857.85 8564 c.2

176 00358802
報導文學讀本 = Reportage / 向陽,須文蔚主編 .- 臺北市 : 大和書

報總經銷, 2012[民101]
857.85 8564 c.3

177 00358803
消失中的江城 / 何偉(Peter Hessler)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遠足

文化, 2012[民101]
672.79/255.6 H586

178 00358804
消失中的江城 / 何偉(Peter Hessler)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遠足

文化, 2012[民101]
672.79/255.6 H586 c.2

179 00358805
消失中的江城 / 何偉(Peter Hessler)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遠足

文化, 2012[民101]
672.79/255.6 H586 c.3

180 00358806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 劉中樹主編 .- 新北市中和區 : INK印刻文

學, 2012[民101]
857.63 8496

181 00358807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 劉中樹主編 .- 新北市中和區 : INK印刻文

學, 2012[民101]
857.63 8496 c.2

182 00358808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 劉中樹主編 .- 新北市中和區 : INK印刻文

學, 2012[民101]
857.63 8496 c.3

183 00358809
小說讀本 :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 梅家玲,郝譽翔主編., 上 .- 台北

市 : 大和總經銷, 2002[民91]
855 8363 c.3

184 00358810
小說讀本 :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 梅家玲,郝譽翔主編., 上 .- 台北

市 : 大和總經銷, 2002[民91]
855 8363 c.4

185 00358811
小說讀本 :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 梅家玲,郝譽翔主編., 上 .- 台北

市 : 大和總經銷, 2002[民91]
855 8363 c.5

186 00358812 旅行文學讀本 / 孟樊主編 .- 臺北市 : 揚智文化, 2005.03 830 847 c.2

187 00358813
文學大師郁達夫精品集 / 郁達夫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

2010.07-
857.63 8577 v.1

188 00358814
文學大師郁達夫精品集 / 郁達夫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

2010.07-
857.63 8577 v.1 c.2

189 00358815
文學大師郁達夫精品集 / 郁達夫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

2010.07-
857.63 8577 v.1 c.3

190 00358816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 當代文學讀本 / 唐捐,陳大為主編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04[民93]
830.86 8645 c.2

191 00358817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 當代文學讀本 / 唐捐,陳大為主編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04[民93]
830.86 8645 c.3

192 00358818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 當代文學讀本 / 唐捐,陳大為主編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04[民93]
830.86 8645 c.4

193 00358819 閱讀的故事 / 唐諾著 .- 臺北縣中和市 : INK印刻出版, 2005[民94] 019.07 833 c.2

194 00358820 閱讀的故事 / 唐諾著 .- 臺北縣中和市 : INK印刻出版, 2005[民94] 019.07 833 c.3

195 00358821 閱讀的故事 / 唐諾著 .- 臺北縣中和市 : INK印刻出版, 2005[民94] 019.07 833 c.4

196 00358822
一瞬之夢 : 我的中國紀行 / 郝譽翔作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2007[

民96]
855 8543 c.2

197 00358823 八月雪 : 三幕八場現代戲曲 / 高行健著 .- 台北市 : 聯經, 民90(印 854.6 8379 c.2

198 00358824 紅高梁家族 / 莫言著 .- 臺北市 : 洪範, 2007[民96] 857.7 883

199 00358825 看海的日子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7.63 8345

200 00358826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著臺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 857.63 8345 c.2

201 00358827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著臺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 857.63 8345 c.3

202 00358828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著臺北市 :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 857.63 8345 c.4

203 00358829 莎喲娜啦.再見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98] 857.63 8345 c.2

204 00358830 莎喲娜啦.再見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98] 857.63 8345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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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00358831 莎喲娜啦.再見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98] 857.63 8345 c.4

206 00358832 放生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7.63 8345

207 00358833 放生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7.63 8345 c.2

208 00358834 放生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7.63 8345 c.3

209 00358835 沒有時刻的月臺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 857.63 8345 c.3

210 00358836 沒有時刻的月臺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 857.63 8345 c.4

211 00358837 沒有時刻的月臺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 857.63 8345 c.5

212 00358838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5 8345

213 00358839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5 8345 c.2

214 00358840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5 8345 c.3

215 00358841 九彎十八拐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5 8345

216 00358842 九彎十八拐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5 8345 c.2

217 00358843 九彎十八拐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05 855 8345 c.3

218 00358844 大便老師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98] 855 8345 c.2

219 00358845 大便老師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98] 855 8345 c.3

220 00358846 大便老師 / 黃春明著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2009[民98] 855 8345 c.4

221 00358847 廢都 / 賈平凹著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2010.03 857.7 8355

222 00358848 廢都 / 賈平凹著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2010.03 857.7 8355 c.2

223 00358849 廢都 / 賈平凹著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2010.03 857.7 8355 c.3

224 00358850
秦腔 : 我和那塊土地血肉相連 / 賈平凹著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2006[民95]
857.7 8355 c.2

225 00358851
走在, 台灣的路上 :路寒袖的生命記憶與台灣行旅 : 散文 詩 攝影

教學 /路寒袖文.攝影新北市 :遠景出版 :2012.
851.486 8523

226 00358852
走在, 台灣的路上 :路寒袖的生命記憶與台灣行旅 : 散文 詩 攝影

教學 /路寒袖文.攝影新北市 :遠景出版 :2012.
851.486 8523 c.2

227 00358853
走在, 台灣的路上 :路寒袖的生命記憶與台灣行旅 : 散文 詩 攝影

教學 /路寒袖文.攝影新北市 :遠景出版 :2012.
851.486 8523 c.3

228 00358854
花紋樣的生命 : 自然生態散文集 / 劉克襄主編 .- 臺北市 : 幼獅,

2008[民97]
367.07 8756 c.2

229 00358855 賴和 :惹事 /賴和文 ; 陳秋松圖臺北市 :遠流出版發行,2005[民94] 850.3257 836

230 00358856 賴和 :惹事 /賴和文 ; 陳秋松圖臺北市 :遠流出版發行,2005[民94] 850.3257 836 c.2

231 00358857 賴和 :惹事 /賴和文 ; 陳秋松圖臺北市 :遠流出版發行,2005[民94] 850.3257 836 c.3

232 00358858 受活 / 閻連科著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2007[民96] 857.7 8477 c.2

233 00358859 女兒紅 / 簡媜著 .- 台北市 : 洪範, 民91(印刷) 855 865 c.2

234 00358860 沉默之島 / 蘇偉貞著 .- 新北市 : INK印刻文學, 2013.06 857.7 8874

235 00358861
安妮的日記 :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 安妮. 法蘭克(Anne Frank)

著 .- 臺北市 : 志文, 1988[民77]
784.728 837 c.2

236 00358862 懺悔錄 / 奧古斯丁(S. Aureli Augustini)著 .- 臺北市 : 臺灣商務, 民 249.3 A923

237 00358863
福爾摩沙紀事 : 馬偕台灣回憶錄 /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原

著 .- 臺北市 : 紅螞蟻總經銷, 2007[民96]
733.8 M153 c.7

238 00358864
福爾摩沙紀事 : 馬偕台灣回憶錄 /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原

著 .- 臺北市 : 紅螞蟻總經銷, 2007[民96]
733.8 M153 c.8

239 00358865
福爾摩沙紀事 : 馬偕台灣回憶錄 /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原

著 .- 臺北市 : 紅螞蟻總經銷, 2007[民96]
733.8 M153 c.9

240 00358866
論自由 / 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著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發行,

2004[民93]
571.94 886 c.2

241 00358867 緩慢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 臺北市 : 皇冠, 2005[民94] 882.457 K95

242 00358868 緩慢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 臺北市 : 皇冠, 2005[民94] 882.457 K95 c.2

第 8 頁，共 10 頁



序號 條碼號 書名 索書號

243 00358869 緩慢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 .- 臺北市 : 皇冠, 2005[民94] 882.457 K95 c.3

244 00358870
杜拉克精選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 臺北市 : 天下遠

見出版, 2001[民90]
494 D794 c.2

245 00358871
杜拉克精選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 臺北市 : 天下遠

見出版, 2001[民90]
494 D794 c.3

246 00358872
杜拉克精選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 臺北市 : 天下遠

見出版, 2001[民90]
494 D794 c.4

247 00358873 柏拉圖 / 柏拉圖(Plato)著 .- 臺北縣 : 左岸, 2007[民96] 141.4 P718 c.3

248 00358874 柏拉圖 / 柏拉圖(Plato)著 .- 臺北縣 : 左岸, 2007[民96] 141.4 P718 c.4

249 00358875 柏拉圖 / 柏拉圖(Plato)著 .- 臺北縣 : 左岸, 2007[民96] 141.4 P718 c.5

250 00358876
柏拉圖 / 柏拉圖(Plato)著 .- 臺北縣新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2007[

民96]
141.4 P718 c.2

251 00358877
柏拉圖 / 柏拉圖(Plato)著 .- 臺北縣新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2007[

民96]
141.4 P718 c.3

252 00358878
柏拉圖 / 柏拉圖(Plato)著 .- 臺北縣新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2007[

民96]
141.4 P718 c.4

253 00358879
費曼的6堂Easy物理課 /費曼(Richard P. Feynman)原著 ; 師明睿,

高涌泉審訂臺北市 :天下遠見文化,2013[民102]
330 F435

254 00358880
費曼的6堂Easy物理課 /費曼(Richard P. Feynman)原著 ; 師明睿,

高涌泉審訂臺北市 :天下遠見文化,2013[民102]
330 F435 c.2

255 00358881
費曼的6堂Easy物理課 /費曼(Richard P. Feynman)原著 ; 師明睿,

高涌泉審訂臺北市 :天下遠見文化,2013[民102]
330 F435 c.3

256 00359196
Cryptography and network securi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William

Stallings.
312.9 S775 2014

257 00359197
Excel 2010專業級精準學習手冊 / 王仲麒, 黃燕忠, 中華民國電腦

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2013
312.49E9 8472

258 00359198
Excel 2010專業級精準學習手冊 / 王仲麒, 黃燕忠, 中華民國電腦

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2013
312.49E9 8472 c.2

259 00359199
Word 2010專業級精準學習手冊 / 王作桓,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

展協會作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2012.09
312.49W53 8464

260 00359200
Word 2010專業級精準學習手冊 / 王作桓,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

展協會作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2012.09
312.49W53 8464 c.2

261 00359201
PowerPoint 2010專業級精準學習手冊 / 林宏諭,黃燕忠,中華民國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 新北市汐止區 : 博碩文化, 2013[民102]
312.49P65 8724

262 00359202
PowerPoint 2010專業級精準學習手冊 / 林宏諭,黃燕忠,中華民國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 新北市汐止區 : 博碩文化, 2013[民102]
312.49P65 8724 c.2

263 00359203
Google!Android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入門 /蓋索林(Gasolin)著臺北市

:松崗資產管理,2013.05.
448.845029 8537 c.4

264 00359204
App程式設計入門 :iPhone.iPad /彼得潘編著新北市 :松崗資產管

理,2012.
448.845029 8953

265 00359205
2011[民100]

312.932J3 L693

266 00359206
SPSS統計分析與應用學習實務 / 楊維忠,張甜著 .- 臺北市 : 上奇

資訊, 2012
512.4 8664

267 00359207
SPSS統計應用學習實務 : 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 / 吳明隆編著 .- [

新北市三重區] : 易習圖書, 2011[民100]
512.4 8854

268 00359208
Linux Fedora 19系統建置與實務 / 湯秉翰著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2013[民102]
312.954 8594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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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00359209
AutoCAD 2014電腦繪圖基礎設計與應用 / 陳坤松編著 .- 臺北市

: 松崗資產管理, 2013[民102]
312.49A97 8753

270 00359210
密碼學與網路安全應用 / 結城浩著 .- 臺北市 : 旗標發行, 2011[民

100]
448.761 8633

271 00359211
Joomla!2.5素人架站計畫 / 郭順能作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2012[

民101]
312.91695 8457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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