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  4月新書上架 歡迎借閱 

Dear all,  

圖書館新書上架囉！新書清冊如下表。 

新書皆陳列於新書展示區，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借閱。 

                                                  圖書館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1 0041489 CCL  719/4036  帶媽媽去旅行 : 幸福與夢想的

背包客之旅 . 亞洲篇 

太源晙作;李佩諭譯  日月文化 中文圖書 

2 0041490 CCL  

719/4036-2  

帶媽媽去旅行 II : 媽 妳才是

A++背包客! . 歐洲篇 

太源晙作;李佩諭譯  日月文化 中文圖書 

3 0041491 CCL  855/3280  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 冰谷著 釀出版 中文圖書 

4 0041492 CCL  

861.57/5520  

我的母親手記 井上靖著 吳繼文譯 無限出版 中文圖書 

5 0041493 CCL  

226.93/4241  

母親是面鏡子 照見真實的自

己 : 透過關於母親的三個提問 

找回初心與連結世界的力量 

大山真弘著 吳玲緯

譯 

臉譜 城

邦文化出

版 

中文圖書 

6 0041494 CCL  

544.141/1163  

媽媽的解僱通知 : 結不了婚事

媽媽的錯？女兒與母親的幸福論 

五百田達成  櫻場

江利子合著 ; 嚴可

婷譯 

時報文化  中文圖書 

7 0041495 CCL  

876.57/4044  

沒有聲音的愛 薇若妮卡.布蘭

{Veronique Poulain}

著 黃琪雯譯 

寶瓶文化 中文圖書 

8 0041496 CCL  

488.9/4245  

窮人村的姊妹創業家 : 一個母

親的全球脫貧事業 

史黛西.艾德格

{Stacey Edgar}著;鍾

玉玨 鍾玉玨譯 

時報文化 中文圖書 

9 0041497 CCL  

528.2/6091  

刺蝟媽媽與穿山甲女兒的思辨對

話 

羅怡君著 新手爸媽:

城邦文化 

中文圖書 

10 0041498 CCL  

528.2/1015  

這樣守護孩子的心靈自由 王理書著 方智 中文圖書 

11 0041499 CCL  

544.141/0403  

媽媽的一句話 謝文憲、趙大鼻等子

女共同著；春光編輯

室 春光編輯室企劃 

春光出版 中文圖書 

12 0041500 CCL  

544.8/1042  

人生下半場的幸福劇本 王乾任著 三民 中文圖書 

13 0041501 CCL  

544.141/0823  

與父母和解 療癒每段關係裡的

不完美 

許皓宜著 如何 中文圖書 

14 0041502 CCL  

415.988/2510  

風雨無阻 : 一個母親、一個自閉

症兒子 摔倒又爬起、勇敢向前行

朱瑄文作 朱瑄文譯 天下雜誌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的故事 

15 0041503 CCL  

173.75/4444  

媽媽的公主病 : 活在母親陰影

中的女兒  如何走出自我? 

凱莉爾.麥克布萊德

{Karyl McBride}著; 

馬勵譯 

橡樹林文

化  城邦

文化出版 

中文圖書 

16 0041504 CCL  

415.988/7534  

除不盡的愛 : 台灣雨人與特教

媽媽的六堂課 

陳淑芬著 聯合文學 中文圖書 

17 0041505 CCL  

783.3886/7583  

兩滴刺青 : 母親與我 陳金漢著 金塊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18 0041506 CCL  

528.2/2443  

猶太媽媽給孩子的 3把金鑰匙 : 

生存力.意志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沙拉.伊麥斯作 野人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19 0041507 CCL  

528.2/9041  

母親 是另一所學校 米媽著 寶瓶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20 0041508 CCL  

415.988/7424  

來自星星的孩子 : 一個母親用

愛心與決心打破孩子封閉內心的

故事 

克莉絲汀.巴奈特

著；林靜華譯 

平安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21 0041509 CCL  

410.1619/2124  

幫母親自殺 柔伊.卡特{Zoe 

Fitzgerald Carter}

著；孫昭業譯 孫昭

業譯 

日月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22 0041510 CCL  

887.257/1742  

流浪的母親 羅伊德.瓊斯{Lloyd 

Jones}作；邱和珍譯 

邱和珍譯 

大步 中文圖書 

23 0041511 CCL  

544.5/2798  

翻滾吧!貴婦 Melody{殷悅}作 推守文化

創意 

中文圖書 

24 0041512 CCL  

415.988/4040  

愛在當下 李柏毅 簡靜惠著 平安文化 中文圖書 

25 0041513 CCL  

528.2/0086  

好母親教出好孩子 文舒曼著 紅橘子文

化出版 

中文圖書 

26 0041514 CCL  

544.141/6816  

懷孕雙人舞 : 從女人到母親 一

趟孕育生命的旅程 

麗莎.凱瑟琳.哈珀

{Lisa Catherine 

Harper}著；許雅婷譯 

許雅婷譯 

日月出版 中文圖書 

27 0041515 CCL  

782.886/4034  

追憶我的母親 : 與我親身經歷

的戰亂時代 

李富城著 大橋出版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28 0041516 CCL  

544.85/7174  

父母老了 我也老了 : 如何陪父

母好好度過人生下半場 

米利安.阿蘭森

{Miriam K. Aronson} 

瑪賽拉.巴克.維納

{Marcella Bakur 

Weiner}著 吳書榆譯 

經濟新潮

社出版 

中文圖書 

29 0041517 CCL  855/1230  媽媽再見 再見 : 向母愛致敬 孫宇著 拓客 中文圖書 

30 0041518 CCL  855/7738  愛與勇氣的故事 : 全職媽媽向

前衝! 

歐沐慈作 華文精典

出版 

中文圖書 

31 0041519 CCL  

876.57/4660  

我答應 羅曼.加里{Romain 

Gary}著 ; 黃琪雯譯 

寶瓶文化  西文圖書 

32 0041520 CCL  

857.7/4469  

今天 不下課 : 一個教師成為母

親的最後一步 

黃國榮著 知?頻道

出版 

中文圖書 

33 0041521 CCL  855/4988  母親手記 : 我與孩子的故事 趙銳著 秀威資訊

科技 

中文圖書 

34 0041522 CCL  

541.45/4617  

壓不扁的玫瑰 : 一位母親的三

一八運動事件簿 

楊翠著 公共冊所

出版 

中文圖書 

35 0041523 CCL  

783.886/4465  

疾風勁草 : 像我這樣的母親 蕭曼青著 健行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36 0041524 CCL  

528.2/0037  

母親給孩子一生的忠告 : 母親

寫給孩子的三十七則忠告 

方軍著 世一文化 中文圖書 

37 0041525 CCL  

528.2/4043  

媽媽是最好的心理諮商師 : 每

天 10分鐘 療癒孩子受傷的心 

李林淑著 尹嘉玄譯 商業周刊

出版發行 

中文圖書 

38 0041526 CCL  

861.6/0441-9 V.1 

我的 30分媽媽 : 高木直子的童

年往事 

高木直子圖文 陳怡

君譯 

大田出版 中文圖書 

39 0041527 CCL  

861.6/0441-9 V.2 

我的 30分媽媽 2 : 高木直子的

童年往事 

高木直子圖文；陳怡

君翻譯 陳怡君譯 

大田出版 中文圖書 

40 0041528 CCL  

524.313/0882 V.1 

作文課後 : 這樣寫會更好 施翔程著 五南 中文圖書 

41 0041529 CCL  

524.313/0882 V.2 

作文課後{續篇} : 不用補習，一

樣寫出好作文 

施翔程著 五南 中文圖書 

42 0041530 CCL  

427.07/4431  

台北回味 韓良露著 有鹿出版 中文圖書 

43 0041531 CCL  

855/4667-3 V.2 

忽然 懂了 : 對照記@1963 II . II 楊照 馬家輝 胡洪

俠合著 

遠流 中文圖書 

44 0041532 CCL  

783.3886/4012  

淬鍊的土碳 土碳著 博客思 中文圖書 

45 0041533 CCL  719/4432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  跪著也要走

完 / 

Peter Su著 三采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46 0041534 CCL  

170.8/7251  

Get Lucky!助你好運 : 九個心理

習慣 讓你用小改變創造大運氣 

劉軒著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 

中文圖書 

47 0041535 CCL  855/7240 

V.3 

我不是教你詐 3 : 現代社會處世

篇 

劉墉著 時報文化 中文圖書 

48 0041536 CCL  855/7240 

V.4 

我不是教你詐 4 : 政治商業處世

篇 

劉墉著 時報文化 中文圖書 

49 0041537 CCL  855/7240 

V.5 

我不是教你詐 5 : 醫療真實面 劉墉著 時報文化 中文圖書 

50 0041538 CCL  

192.32/8044 V.1 

回話的藝術 : 有些時候你不該

說「正確答案」 你該說的是「聰

明答案」 

鈴木銳智著 ; 易起

宇譯 

大樂文化  中文圖書 

51 0041539 CCL  

192.32/8044 V.2 

回話的藝術 2 : 「正確答案」得

罪人、「聰明答案」會惹人厭！你

需要「同感」回話 . 「正確答案」

得罪人.「聰明答案」會惹人厭! 

五百田達成著 林佑

純譯 

大樂 中文圖書 

52 0041540 CCL  

528.2/2634  

樂觀的孩子才好命 吳淡如作 天下遠見 中文圖書 

53 0041541 CCL  

177.2/2634  

超從容時間管理術 吳淡如著 遠見天下

文化 

中文圖書 

54 0041542 CCL  

436.12/6864  

森林祕境 : 生物學家的自然觀

察年誌 

大衛.喬治.哈思克

{DavidGeorge 

Haskell}著 ; 蕭寶森

譯 

商周出

版 : 

中文圖書 

55 0041543 CCL  

415.652/4440  

血之秘史 : 科學革命時代的醫

學與謀殺故事 

荷莉.塔克{Holly 

Tucker}著 ; 陳榮彬

譯 

網路與書

出版 ; 

中文圖書 

56 0041544 CCL  367/3022  第六次大滅絕 : 不自然的歷史 伊麗莎白‧寇伯特

{Elizabeth Kolbert}

著；黃靜雅譯 黃靜

雅譯 

遠見天下

文化 

中文圖書 

57 0041545 CCL  

427.42/4428  

咖啡癮史 : 從衣索匹亞到歐洲  

橫跨八百年的咖啡文明史 

史都華.李.艾倫

{Stewart Lee Allen}

作；簡瑞宏譯 簡瑞

宏譯 

時報 中文圖書 

58 0041546 CCL  

782.1/0128  

歷史課本沒寫出的隱情 : 那些

帝王將相才子的苦痛 

譚健鍬著 時報 中文圖書 

59 0041547 CCL  

176.51/4028  

香醇的紅酒比較貴 還是昂貴的

紅酒比較香? : 從食物、性、消

費、藝術看人類的選擇偏好，破

解快樂背後的行為心理 

保羅.布倫

{PaulBloom}著；陳

淑娟譯 陳淑娟譯 

商周出版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60 0041548 CCL  

740.241/4444  

大轉向 : 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

明的歷史 

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著；黃煜

文譯 黃煜文譯 

貓頭鷹出

版 

中文圖書 

61 0041549 CCL  

550.187/4025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著；詹文碩、陳以禮

譯 詹文碩 陳以禮

譯 

衛城出版 中文圖書 

62 0041550 CCL  

571.76/3844  

獨裁者的進化 : 收編、分化、假

民主 

威廉.道布森

{William J. Dobson}

著；謝惟敏譯 謝惟

敏譯 

左岸文化

出版 

中文圖書 

63 0041551 CCL  

176.4/4061  

天才都是這樣想的! : 27位大師

X27個思考祕訣，喚醒你的獨特

天分！ 

菲利普.布哈瑟

{Philippe Brasseur}

文；微吉妮.貝特梅

{Virginie 

Berthemet}，菲利普.

布哈瑟{Philippe Bras 

天下雜誌 中文圖書 

64 0041552 CCL  

427.42/6034  

咖啡樣 : 全球咖啡浪潮下的

Barista觀點X沖煮秘技X知識綜

覽 

麥特.羅賓森{Matt 

Robinson}著 巫芷紜  

洪郁馨譯 

上奇資訊 中文圖書 

65 0041553 CCL  

627.3/2336  

朕.知道了 : 雍正:被誤解的皇帝.

被低估的王朝 

傅淞嚴著 八旗文化

出版 : 

中文圖書 

66 0041554 CCL  

538.782/4077  

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 李開周著 時報 中文圖書 

67 0041555 CCL  

621.91/6043-2  

帝國崛起 : 一起歷史的思辨之

旅 2  

呂世浩著 平安文化 中文圖書 

68 0041556 CCL  

874.57/3704  

我想念我自己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著；穆卓芸

譯 穆卓芸譯 

遠流 中文圖書 

69 0041557 CCL  

874.57/1077  

紅字 納撒尼爾.霍桑著；梁

金葉譯 梁金葉譯 

立村文化 中文圖書 

70 0041558 CCL  

173.761/4760  

安靜 就是力量 : 內向者如何發

揮積極的力量 

蘇珊.坎恩

{SusanCain}著；沈耿

立、李斯毅譯 沈耿

立 李斯毅譯 

遠流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71 0041559 CCL  

874.59/7714 V.1 

王者三部曲 1 : 替身王子 珍妮佛.尼爾森

{Jennifer A.Nielsen}

著；穆卓芸譯 穆卓

芸譯 

天下雜誌

出版 

中文圖書 

72 0041560 CCL  

874.59/7714 V.2 

王者三部曲 2 : 海盜謎境 珍妮佛.尼爾森

{Jennifer A.Nielsen}

著；穆卓芸譯 穆卓

芸譯 

天下雜誌

出版 

中文圖書 

73 0041561 CCL  

874.59/7714 V.3 

王者三部曲 3 : 決戰時刻 珍妮佛.尼爾森

{Jennifer A.Nielsen}

著；穆卓芸 穆卓芸

譯 

天下雜誌 中文圖書 

74 0041562 CCL  

855/4424-9  

捨得 捨不得 : 帶著金剛經旅行 蔣勳著 有鹿文化  中文圖書 

75 0041563 CCL  

586.7/6023-2  

噬罪人 II : 試煉 呂秋遠著 三采 中文圖書 

76 0041564 CCL  

582.18/1738  

從法律新聞學法律 鄧湘全 呂嘉坤著 書泉出版 中文圖書 

77 0041565 CCL  

582.18/1064  

跟著法官學法律 : 父母、老師、

學生必知的法律常識 

王國棟著 書泉 中文圖書 

78 0041566 CCL  

561.952/4018  

大到不能倒 : 金融海嘯內幕真

相始末 

安德魯.羅斯.索爾金

{Andrew Ross 

Sorkin}著；潘山卓譯 

潘山卓譯 

經濟新潮

社出版 

中文圖書 

79 0041567 CCL  

595.9/5077  

圖解單兵武器聖經 東京民間防衛隊作 

張詠翔翻譯 

楓書坊文

化 

中文圖書 

80 0041568 CCL  

312.49/4231  

第一次學 Excel VBA就上手 七條達弘  渡邊健  

鍛治優著；許郁文譯 

許郁文譯 

碁峰資訊

發行 

中文圖書 

81 0041569 CCL  

802.1839/7718 

V.1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1 : 邯鄲學步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2 0041570 CCL  

802.1839/7718 

V.2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2 : 鷸蚌相爭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3 0041571 CCL  

802.1839/7718 

V.3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3 : 完璧歸趙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4 0041572 CCL  

802.1839/7718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4 : 負荊請罪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V.4 三聯書店 

85 0041573 CCL  

802.1839/7718 

V.5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5 : 紙上談兵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6 0041574 CCL  

802.1839/7718 

V.6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6 : 排難解紛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7 0041575 CCL  

802.1839/7718 

V.7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7 : 醇酒美人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8 0041576 CCL  

802.1839/7718 

V.8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8 : 毛遂自薦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89 0041577 CCL  

802.1839/7718 

V.9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9 : 奇貨可居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90 0041578 CCL  

802.1839/7718 

V.10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10 : 市道之

交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91 0041579 CCL  

802.1839/7718 

V.0 

戰國成語與趙文化 : 導讀 周功鑫主編 台北生活

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文圖書 

92 0041580 CCL  

874.59/L921  

The giver {記憶傳承人} by Lois Lowry HMH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西文圖書 

93 0041581 CCL  

874.57/B798  

Fahrenheit 451 {華氏 451度} Ray Bradbury Simon 

&amp; 

Schuster  

西文圖書 

94 0041582 CCL  

873.57/M959  

Trash{垃圾男孩} Andy Mulligan Ember 西文圖書 

95 0041583 CCL  

874.57/S822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我在

雨中等你} : a novel 

Garth Stein Harper 西文圖書 

96 0041584 CCL  

874.57/K44  

Flowers for Algernon{獻給阿爾吉

儂的花朵 } 

Daniel Keyes Harcourt 西文圖書 

97 0041585 CCL  

873.859/B792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穿

條紋衣的男孩} : a fable 

by John Boyne David 

Fickling 

Books 

中文圖書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98 0041586 CCL  

244.95/4025  

不再是我 : 同性戀兒子與心碎

母親的歸家之路 

袁幼軒{Christopher 

Yuan}、蔣朗今

{Angela Yuan}著;蔣

朗今、袁立揚、許惠

珺譯 

校園書房 中文圖書 

99 D000157 CCL  

855/4424-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D} : 蔣勳

念誦 

蔣勳編著 有鹿文化

出版 

CD 

100 D000232 CCL  

528.2/1015  

媽媽的心理魔法 CD{CD} 王理書策畫.錄製 方智 DVD 

101 D000233 CCL  

857.49/4424-3 

V.1-0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中文圖書 

102 D000234 CCL  

857.49/4424-3 

V.1-1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03 D000235 CCL  

857.49/4424-3 

V.1-2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04 D000236 CCL  

857.49/4424-3 

V.1-3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05 D000237 CCL  

857.49/4424-3 

V.1-4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06 D000238 CCL  

857.49/4424-3 

V.1-5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07 D000239 CCL  

857.49/4424-3 

V.1-6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08 D000240 CCL  

857.49/4424-3 

V.1-7 

紅樓夢青年版 {一} {CD} : 石頭

與草的因果<<紅樓夢>>前二十

回的故事 

蔣勳主講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CD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公司 

109 D000241 CCL  

857.49/4424-3 

V.2-0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中文圖書 

110 D000242 CCL  

857.49/4424-3 

V.2-1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1 D000243 CCL  

857.49/4424-3 

V.2-2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2 D000244 CCL  

857.49/4424-3 

V.2-3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3 D000245 CCL  

857.49/4424-3 

V.2-4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4 D000246 CCL  

857.49/4424-3 

V.2-5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5 D000247 CCL  

857.49/4424-3 

V.2-6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6 D000248 CCL  

857.49/4424-3 

V.2-7 

紅樓夢青年版 {二} {CD} : 大觀

園青春記事<<紅樓夢>>二十一

至四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17 D000249 CCL  

857.49/4424-3 

V.3-0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中文圖書 

118 D000250 CCL  

857.49/4424-3 

V.3-1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CD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公司 

119 D000251 CCL  

857.49/4424-3 

V.3-2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20 D000252 CCL  

857.49/4424-3 

V.3-3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21 D000253 CCL  

857.49/4424-3 

V.3-4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22 D000254 CCL  

857.49/4424-3 

V.3-5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23 D000255 CCL  

857.49/4424-3 

V.3-6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24 D000256 CCL  

857.49/4424-3 

V.3-7 

紅樓夢青年版 {三} {CD} : 青

春.叛逆.流浪<<紅樓夢>>四十一

至六十回的故事 

蔣勳主編 趨勢教育

基金會 

中國廣播

公司 

CD 

125 D000257 CCL  

987.83/5050  

華爾街{Wall Street}{DVD} 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導演; 麥克.道

格拉斯{Michael 

Douglas} 查理.辛

{Charlie Sheen}演出 

得利影視

出版 

DVD 

126 D000258 CCL  

987.83/5050-2  

華爾街 : 金錢萬歲{Wall Street : 

Money Never Sleeps}{DVD} 

西亞李畢夫{Shia 

Labeouf}、麥克道格

拉斯{Michael 

Douglas}主演；奧立

佛史東{Oliver 

Stone}導演 

出版 DVD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127 D000259 CCL  

987.83/4424  

緊急動員{The Siege}{DVD} 愛德華·茲維克

{Edward Zwick}導

演；丹佐華盛頓{Tom 

Cruise}  安娜特班

寧 {Annette Bening}  

布魯斯威利{ 

出版 DVD 

128 D000260 CCL  

987.83/7521  

黑心交易員的告白{Margin 

call}{DVD} 

J‧C‧陳多爾導演；

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  傑瑞米艾

朗{Jeremy Irons}  

柴克瑞恩杜{Zachary 

Quinto}  

采昌國際

多媒體出

版 

DVD 

129 D000261 CCL  

987.83/2748  

大法官{The Judge}{DVD} 大衛多布金{David 

Dobkin}導演；小勞

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勞勃杜

瓦{Robert Duvall}主

演 

得利影視

出版 

DVD 

130 D000262 CCL  

987.83/4221  

A金政客{Casino Jack}{DVD} 喬治·希肯盧珀

{George 

Hickenlooper}導演； 

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  巴瑞派柏

{Barry Pepper}  葛

蘭姆 

三起影業

出版 

DVD 

131 D000263 CCL  

987.83/3440  

大到不能倒：金融海嘯真相 {Too 

big to fail}{DVD} 

寇帝斯漢森{Curtis 

Hanson}導演；威廉

赫特{William Hurt}  

愛德華艾斯納

{Edward Asner}  比

利克魯登{Bill 

得利影視

出版 

DVD 

132 D000264 CCL  

987.83/4440 V.1 

社群網戰{ The social 

network}{DVD} 

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導演；傑西

伊森伯格{Jesse 

Eisenberg}、賈斯丁

{Justin Timberlake}

等主演 

得利影視

出版 

DVD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類型 

133 D000265 CCL  

987.83/4440 V.2 

社群網戰{ The social 

network}{DVD} 

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導演；傑西

伊森伯格{Jesse 

Eisenberg}、賈斯丁

{Justin Timberlake}

等主演 

得利影視

出版 

DVD 

134 D000266 CCL  

987.81/2435  

你在浪費食物嗎?{Taste the 

Waste}{DVD} 

你在浪費食物嗎 天馬行空

出版 

DVD 

135 D000267 CCL  

912.3/4844  

祖賓．梅塔 & 維也納愛樂/2015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Neujahrskonzert = New Year''s 

concert = Weiner 

Philharmoniker}{DVD} 

祖賓．梅塔 {Zubin 

Mehta}指揮；維也納

愛樂 {Vienna 

Philharmonic}樂團 

Sony 

Music出

版 

DVD 

136 D000268 CCL  

910.39/3460  

2014歐洲音樂會

{EUROPAKONZERT 2014 from 

Berlin}{DVD} 

巴倫波因 {Daniel 

Barenboim}指揮、柏

林愛樂管弦樂團 

{Berliner 

Philharmoniker}樂團 

太古國際

多媒體出

版 

DVD 

137 D000269 CCL  

987.83/6432  

我的意外爸爸{Like father  like 

son}{DVD} 

福山雅治 尾野真千

子主演；是枝裕和導

演 

嘉勳實業

出版 

DVD 

138 D000270 CCL  

987.81/7147  

企業人格診斷書{the 

Corporation}{DVD} 

馬克.阿克巴{Mark 

Achbar}  珍妮佛.阿

伯特{Jennifer 

Abbott}  喬爾.巴肯

{Joel Bakan}製作 

家庭播映

版出版 

DV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