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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處

博客來網路書店 
地址： 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768巷1弄20號

10F 

電話： (02)2653-5588

網址： http://www.books.com.tw

水木書苑 
地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清華大學風雲樓1F）

電話：(03)571-6800或(03)571-5131 #36705

網址：http://www.nthubook.com.tw

三民書局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61號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130, 131

網址： http://www.sanmin.com.tw

臺灣學生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75巷11號1F 

電話： (02)2392-8185 

網址：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樂學書局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38號10F-1 

電話： (02)2321-9033 

信箱： Lexis@ms6.hinet.net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F 

電話： (02)2518-0207 

網址：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楠圖書 
地址：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七路600號 

電話： (04)2437-8010 

網址： http://www.wunanbooks.com.tw

紅螞蟻圖書 
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電話： (02)2795-3656 

網址： http://www.e-redant.com/index.aspx

訂購注意事項

一、 訂購方式

1. 郵政劃撥

 請於郵局劃撥單背面之通訊欄內，填妥

您欲購買書籍之數量、單價、總計金

額，以及訂購人資料。匯款之金額請另

加上運費。

 為及早處理您的訂單，請將郵政劃撥後

的收據先傳真或email至清大出版社，以

利儘速出貨。

 郵政劃撥帳號：16683926 　　  

 戶名：國立清華大學

 傳真：(03) 5744691 　　　　　 

 電話：(03) 5714337 

 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2. ATM轉帳

 提供兆豐銀行之虛擬帳號，轉帳完成後

請提供轉帳之日期、金額。匯款之金額

請另加上運費。

二、運費說明

1. 國內運費：1~2本65元；3本80元；4本

（含）以上115元。

2.  國外地區：請來電或來信洽詢運費。

3. 國內郵寄客戶購買金額滿新臺幣 3,000 元

以上，享有免運費優惠。

三、購書優惠

1. 1~10本9折；11~20本85折；21本以上8

折。大量訂購另有優惠，請洽詢。

2. 若是課程相關教科書、特價書或影音光

碟公播版本，則不再提供優惠。

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與資訊的迅速發展，使

得教學知識的流傳和推廣對於現代社會更

形重要。有鑑於此，國立清華大學在民國

89年 11月 1日正式成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本社的宗旨在於提升與鼓勵本校及我國學

術出版和知識事業之發展，促進教學與研究

成果之全球性交流。

本社將秉持嚴格的學術標準，以及滿足社會

大眾對於知識的需求做為我們努力的方向，

以期為國內學術出版事業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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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書

「道家」是秦漢後追溯出來的，先秦無此學派，「道家」一詞是神話，但後世所謂的

道家諸子的源頭確實可溯源至神話。本書上溯老子、莊子、黃帝、屈原的思想直到今

日所說的神話主題——莊子稱之為「古之道術」。道家諸子所繼承的古之道術各不相

同，老子與大母神神話、莊子與升天神話、黃帝與天子原型、屈原與崑崙神話，關聯

極密切，原始的神話主題形塑了後世的道家諸子的性格。本書可視為「從神話到哲學」

的道家版。

道家與古之道術

作者 楊儒賓

出版日期 民國 108年 1月

裝訂 軟精裝

定價 NT$650

ISBN 978-986-611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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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contains two manuscripts from the 17th 

century: the Dictionario Hispánico Sinicum held in the archive of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held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Spain. 

Both manuscripts were joint works written by 17th century Spanish Dominican missionaries 

and Hokkien Chinese who lived in Manila. The Dictionario Hispánico Sinicum has more 

than 1,000 pages, 27,000 Hokkien vocabulary, and stores words and idioms that covered the 

all-inclusive details of Hokkien daily life in the Philippines 400 years ago. They presented a 

concrete image of Hokkien people interacting with Spanish cultur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The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is the earliest extant Hokkien grammar 

book written by Europeans. From a Spanish perspective, it introduced Hokkien,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language in East Asian seas at that time, to the Europeans.

A proud collaboration project initiated by scholars from Taiwan, Spain, Germany,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precious documents provide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history 

of Hokkien-Spanish ex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焦點新書

主編

Fabio Yuchung Lee（李毓中） 

Tsung-jen Chen（陳宗仁）  

Regalado Trota José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出版日期 民國 107年 12月

裝訂 精裝套書（全套四本）

定價 NT$15,000

ISBN 978-986-611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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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一》）

收錄兩份十七世紀的手稿，分別是菲律賓聖多瑪斯（Santo Tomas）大學檔案館的《西

班牙─華語辭典》（Dictionario Hispánico Sinicum），與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

的《漳州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兩份手稿都是西班牙道明會神父與馬尼拉閩南人（唐人）合作編寫。《辭典》共計一千

餘頁，二萬七千個閩南語詞條，收羅四百年前海外閩南人日常生活所需、包羅萬象的詞

彙與俚語，具體呈現大航海時代閩南人在菲律賓與西班牙語世界交流的成果。《語法》

為現存最早歐洲人所寫的閩南語文法書籍，以西班牙人的角度，向歐洲人介紹如何學習

當時東亞海域最重要的商業語言──閩南話。

這些珍貴文獻的出版，具體呈現大航海時代菲律賓閩南人與西班牙語世界交流的歷史，

也是台灣、西班牙、德國及菲律賓等地學者共同合作的出版成果。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This is a manuscript dictionary edited and completed by certain Chinese People in Manila 

together with Spanish Dominican missionaries in first half of 17th Century. The dictionary 

contains 270,000 words and phrases more than 1,000 pages in Spanish, Chinese character, 

Romanized Hokkien and  Mandarin of officials. The collec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is rich and 

diverse and is presented in four different ways: words, idioms, short sentences, and proverbs. 

It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xtant Hokkien Spanish dictionary in the world from the 17th 

Century, and it reveals the great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achievement of Age of 

Discovery between Hokkien and Spanish peopl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nd precious asset of 

"Memory of the World" for the mankind.

本書是馬尼拉唐人與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編輯的辭典手稿，完成於十七世紀上半葉。辭

典的詞條內容包含西班牙文、漢字、閩南話及官話拼音，共計一千餘頁，收入詞彙兩萬

七千條。詞彙內容相當多元，分別以單詞、成語、短句、俚語等四種方式呈現，為現存

世界上內容最豐富的十七世紀閩南、西班牙語辭典，具體呈現大航海時代閩南人與西班

牙語世界的交流過程與成果，為人類「世界記憶（Memory of the World）」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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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書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This grammar book is a manuscript edited and comple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Manila 

together with Spanish Dominican missionaries in first half of 17th Century. The content 

is mainly about discourse analysis of Hokkien dialect and linguistic concept of Spanish 

language at that time. It introduces the pronunciation, personal pronouns, verbs, adverbs, 

negative sentences, questions aspects of Hokkien dialect. The usage of numbers and various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words are also included. It is also the first grammar book of Hokkien 

dialect composed by Europeans. It specifically discloses th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okkien people and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 It is certainly an important and precious asset of "Memory of the 

World" for mankind.

本書是馬尼拉唐人與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編輯的語法手稿，完成於十七世紀上半葉。內

容主要是漳州話（閩南話）的文法分析，使用當時西班牙語言學的概念，介紹漳州話的

發音、人稱代名詞、動詞、副詞、否定句、問句等用法，另附數字以及各種數量分類詞

的用語，為現存首部歐洲人所寫的閩南語文法書籍。具體呈現大航海時代閩南人與西班

牙語世界的交流過程與成果，為人類「世界記憶（Memory of the World）」的珍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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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書焦點新書

修行就是試圖去聆聽那個從究極的高處而來的聲音。

 ──湯淺泰雄

湯淺泰雄（1925-2005）是當代日本哲學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家之一，其身體論與氣論的

主張，表現了東亞哲學的一個側面。本譯注就是其身體論的代表。

在本書中湯淺突顯了西田幾多郎「純粹經驗」中的「理想的主客合一」或「智的直觀」

這一個側面，將這種境界的獲得關連到冥想修行中的「無我」或「悟」的體驗，認為「無

我的體驗」不止局限於個人內部，還與「超越的次元」連結在一起，因而相對於西方形

上學的「物理之後」，提出其東方式的形上學的理想──「心理之後」。認為東方形上

學的方法論關連著一種內向地深入個人心靈的實踐，這種內向的實踐除了個人「精神的

向上提升」之外，還能體會到作為形上學實在的「無形之形」與「無聲之聲」，也就是

聆聽到「那個從究極的高處而來的聲音」。

本譯注的底本為「講談社學術文庫」版本，此版本由於其權威性，亦全文收錄於《湯淺

泰雄全集》第 14卷。

身體論 —— 東方的心身論與現代

作者 湯淺泰雄　著，黃文宏　譯注

出版日期 民國 107年 12月

裝訂 平裝本

定價 NT$500

ISBN 978-986-611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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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論叢》創刊於 2009年，每年發行一輯，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歷屆博

碩士論文優秀篇章經審查、修改後之集結。從原住民文學、古典文學、日治時期文學到

當代文學，包含臺灣文學之本體研究、跨文化流動研究及區域比較研究。本論叢除展現

本所學生研究興趣及成果以就教於學術先進之外，也期待與其他人文社會領域之青年研

究者切磋與對話。

臺灣文學論叢（九） 

主編 李癸雲

出版日期 民國 107年 12月

裝訂 平裝本

定價 NT$300

ISBN 978-986-05-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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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書

本書聚焦於建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等社會學者，仔細地追踪了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

與共產黨的體制相遇後是怎樣地迫於時勢進行思想改造而放棄了原有學問的軌跡，通過

他們的「思想轉變」，重新審視中國革命的意義。

—— 西澤治彥

本書是很了不起的著作，這是只有聶君能夠寫的，而且，也許是聶君一直想要寫出來的

內容。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有著歷史分量的。如書的副標題所示，本書圍繞著建

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人物，以細緻、實證的筆致加以闡述，一定會給學界

以啟示。

—— 野村浩一

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 —— 新中國
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

作者 聶莉莉　著，聶曉華　譯

出版日期 民國 107年 7月

裝訂 平裝本

定價 NT$500

ISBN 978-986-611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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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建校百年，華人首學，大師輩出，育人無數，蜚聲國際。然而，外界鮮少注意

到，清華學人對中國近、現代外交也有重要的影響與貢獻。本書旨在探索清華學人與民

國外交之關聯性和淵源，透過小傳方式呈現清華學人的外交相關事蹟，進而分析清華學

人在民國外交活動中的角色與功業。一方面展現二十世紀前半葉中華民國外交的波瀾壯

闊與起伏；另一方面則勾勒清華外交學人的群體圖像，印證清華教育對培育民國外交人

才的貢獻。

經略四方　縱橫全球 ——  
清華外交學人小傳

作者
謝小芩、方天賜、張棋炘、李雅雯、
張筱梅

出版日期 民國 107年 4月

裝訂 平裝本

定價 NT$260

ISBN 978-986-611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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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書

本書係本社所出版《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的續集，內容包括代序一篇、論《儀禮》專題

五篇、論《周禮》、《禮記》專題三篇、論出土文物三篇、論古代禮俗三篇、論禮學相

關議題三篇，共計論文十八篇。作者與上集相同，力圖開拓新領域與新方法，讀者取與

上集參照，自見其用心所在。

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

作者 葉國良

出版日期 民國 106年 12月

裝訂 平裝本

定價 NT$420

ISBN 978-986-611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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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的觀念    
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作者 胡塞爾　著，黃文宏　譯注

出版日期 民國 106年 10月

裝訂 平裝本

定價 NT$350

ISBN 978-986-6116-67-4

「讓直觀的眼睛來說話」

──胡塞爾 1907年《現象學的觀念》

現象學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主要運動，其影響遍及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而本書的作

者胡塞爾（1859-1938）正是現象學的開創者。

胡塞爾 1901年至 1915年於哥廷根大學任教，這 15年間一般被稱為現象學的「哥廷根

時期」。本書為胡塞爾 1907年於哥廷根大學所進行的五次密集講座演講稿的中譯注，

學界一般又稱為「哥廷根講稿」、「五篇講稿」或《小觀念》。在這個時期，胡塞爾的

主要學術成就在於「超越論的現象學」的建立，本書正是其超越論現象學的代表著作。

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胡塞爾整個超越論現象學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方案。其構想簡單地來

說，就是「讓直觀的眼睛來說話」，直觀是現象學的開始與終結。

「哥廷根講稿」，現行收入《胡塞爾全集》第二卷，也是本譯注所依據的底稿。全書為

中德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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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叢書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生物產業技術概論 吳文騰 630 2003.9 957-28-9860-4 平裝 

原子的世界 翁寶山 350 2004.3 978-986-81812-0-5 平裝

半導體製造技術與管理

簡禎富 
施義成 
林振銘 
陳瑞坤

700 2004.4 957-29-8805-0 精裝 

放射生態與防護辭典 翁寶山 590 2007.1 978-986-81812-3-6 精裝 

分析化學 鄭華生 700 2007.11 978-986-81812-6-7 精裝 

JavaScript 程式設計與應用 張智星 550 2008.1 978-986-81812-7-4 平裝

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Physics Felix Lee 1,600 2009.11 978-986-85667-0-5 精裝 

數學分析基礎 王懷權 850 2013.6 978-986-6116-38-4 精裝

ADS應用於射頻功率放大器設
計與模擬

邱煥凱 
林貴城

360 2014.5 978-986-6116-43-8 平裝

數學的故鄉 王懷權 650 2017.2 978-986-6116-62-9 精裝

電子構裝散熱理論與量測實驗
之設計

林唯耕 830 2017.4 978-986-6116-63-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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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人文叢書

真心論樂攬樂隨筆 王志宏 300 2004.2 957-29880-0-X 平裝 

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李雅明 500 2004.12 957-29880-3-4 平裝 

大學中文寫作
國立清華
大學 
寫作中心

240 2005.9 978-986-81812-9-8 平裝 

經學側論 葉國良 320 2005.11 957-29880-6-9 平裝 

靈魂與歷史的脈動 李匡悌 350 2005.12 957-01-7828-0 平裝 

梅貽琦文集1【日記】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

楊儒賓 
陳華

360 2006.9 978-986-00-6384-4 精裝

水清木華
國立清華
大學自然
保育社

280 2006.12 978-986-81812-1-6 平裝 

梅貽琦文集2【日記】 
一九五八∼一九六○

楊儒賓 
陳華

360 2007.4 978-986-00-9001-7 精裝

照花前後鏡： 
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

葉嘉瑩 250 2007.5 978-986-81812-4-3 平裝

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 余舜德 400 2008.12 978-986-84011-3-6 平裝

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 賴錫三 330 2008.12 978-986-84011-2-9 平裝

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 吳宏一 400 2009.9 978-986-84011-7-4 平裝

透過夢之窗口： 
中國古典文學與文藝理論論叢

林順夫 380 2009.12 978-986-84011-9-8 平裝

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 蘇精 300 2010.4 978-986-85667-1-2 平裝

大學中文教程：學院報告寫作
國立清華
大學 
寫作中心

280 2010.9 978-986-85667-2-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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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叢書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啟蒙、狂飆、反思： 
保釣運動四十年

謝小芩 
劉容生 
王智明

400 2010.11 978-986-85667-4-3 平裝

禮學研究的諸面向 葉國良 350 2010.12 978-986-85667-5-0 平裝

超越文本： 
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

陳玨 400 2011.3 978-986-6116-08-7 平裝

陰陽五行的階位秩序： 
董仲舒的儒學思想

馮樹勳 300 2011.6 978-986-6116-07-0 平裝

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上） 葉嘉瑩 250 2011.10 978-986-6116-12-4 平裝

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下） 葉嘉瑩 300 2011.10 978-986-6116-13-1 平裝

唐五代名家詞選講 葉嘉瑩 300 2011.10 978-986-6116-14-8 平裝

靜坐：實踐與歷史 中嶋隆藏 300 2011.12 978-968-6116-24-7 平裝

One Hundred and One Chinese 
Poems 中詩選輯（平裝）

劉師舜 250 2011.12 978-986-6116-22-3 平裝

華人與呂宋貿易 (1657-1687)：
史料分析與譯註

方真真著
／主譯 
方淑如協
譯

480 2012.5 978-986-6116-26-1 平裝

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 
繼承、轉化、再前進

劉容生 
王智明 
陳光興

230 2012.10 978-986-6116-32-2 平裝

百年人文是怎樣煉成的　　　
（普及版）

楊儒賓等 700 2012.12 978-986-6116-34-6 平裝

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
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 

陳彥良 380 2013.4 978-986-6116-36-0 平裝

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
會論文集

國立清華
大學 
教務處

360 2013.8 978-986-6116-39-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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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報告好好寫── 
科技報告寫作通用手冊

劉承慧 
沈婉霖

280 2013.10 978-986-6116-40-7 平裝

鯤島遺珍：臺灣漢人書畫圖錄 楊儒賓 800 2013.10 978-986-6116-18-6 平裝

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 楊儒賓 800 2013.12 978-986-6116-17-9 平裝

《尤利西斯》中文註釋及導讀

談德義 
(Pierre E. 
Demers)  
英文初稿 
呂秀玲 
施逢雨 
編註

950 2014.2 978-986-6116-42-1 平裝

明湖居詩歌集 鄭再發 280 2014.5 978-986-6116-44-5 平裝

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黃一農 680 2014.11 978-986-6116-48-3 精裝

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 ──
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

林淑蓉 
陳中民 
陳瑪玲

480 2014.12 978-986-6116-50-6 平裝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
主教徒（三版）

黃一農 680 2014.12 978-986-6116-49-0 精裝

紀錄亞洲 游惠貞 300 2014.12 978-957-32-7539-8 平裝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
謝小芩 
方天賜

320 2015.9 978-986-6116-51-3 平裝

The Earth Is Dancing
王默人著 
李耀龍譯

300 2015.12 978-986-6116-20-9 平裝

千山萬水 清華尋根 許明德 260 2016.2 978-986-6116-52-0 精裝

從困境中奮起── 
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

呂正理 450 2016.4 978-986-6116-53-7 平裝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 
第二冊

西田幾多
郎著 
黃文宏
譯注

420 2016.7 978-986-6116-55-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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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叢書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三四園閑話 王天戈 460 2016.8 978-986-6116-56-8 平裝

前進印度當老闆 方天賜 480 2016.11 978-986-6116-58-2 平裝

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 李貞慧 400 2016.12 978-986-6116-60-5 平裝

如果，種子有夢 梁正宏 420 2016.12 978-986-6116-57-5 平裝

相見不如不見 周安儀 300 2017.2 978-986-6116-59-5 平裝

再創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80年代 

楊莉莉 480 2017.3 978-986-6116-61-2 平裝

王默人小說全集 王默人 1200 2017.5 978-986-6116-65-0
精裝
套書

現象學的觀念 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胡賽爾著 
黃文宏
譯注

300 2017.10 978-986-6116-67-4 平裝

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 葉國良 420 2017.12 978-986-6116-68-1 平裝

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 許明德 300 2018.4 978-986-6116-66-7 精裝

經略四方 縱橫全球── 
清華外交學人小傳

謝小芩 
方天賜 
張棋炘 
李雅雯 
張筱梅

260 2018.4 978-986-6116-69-8 平裝

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 
新中國初期的潘光旦、費校通
及其周圍

聶莉莉著
聶曉華譯

500 2018.7 978-986-6116-70-4 平裝

身體論 ──  
東方的心身論與現代

湯淺泰
雄著 
黃文宏
譯注

500 2018.12 978-986-6116-72-8 平裝

道家與古之道術 楊儒賓 650 2019.1 978-986-6116-73-5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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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叢書

當代政治經濟學 黃春興 550 2014.8 978-986-6116-46-9 平裝

王室與巨賈：格雷欣爵士 
與都鐸王朝的外債籌措

賴建誠 480 2015.5 978-986-6116-15-5 平裝

財務管理輕鬆上手 林哲群 600 2017.3 978-986-6116-64-3 平裝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Clarifying Some Myth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教研相長：解開大學教學與 
研究之謎（中、英文版 )

郭位 
Mark E. 
Troy

700 2009.5 978-986-84011-6-7 精裝

在世界盡頭遇見臺灣 羅聿 380 2013.1 978-986-6116-35-3 平裝

商管叢書



張立綱傳：五院院士的故事 林基興 300 2012.6 978-986-6116-27-8 精裝

父子雙傑：清華傳承 王仕琦 380 2012.7 978-986-6116-31-5 精裝

陳守信院士回憶錄
殷梅瑄 
劉欽智

450 2014.6 978-986-6116-45-2 精裝

清華因緣： 
學思行旅、口述青春紀事

王震邦 380 2015.8 978-986-6116-16-2 精裝

有故事的人： 
張永山院士回憶錄

蔣榮玉 550 2015.7 978-986-6116-54-4 精裝

清華在台建校50週年紀錄片 
（平裝）

國立清華
大學 
圖書館

250 2008.4 978-986-01355-9-6 平裝

清華在台建校50週年紀錄片 
（精裝）

國立清華
大學 
圖書館

500 2008.4 978-986-01355-8-9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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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系列叢書

清華系列叢書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一）

Fabio 
Yuchung Lee 
（李毓中）  
Tsung-jen 
Chen 
（陳宗仁） 
Regalado 
Trota José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15,000 2018.12 978-986-6116-74-2
精裝
套書

臺灣文學論叢（三） 陳萬益 250 2011.3 978-986-02-5976-6 平裝

臺灣文學論叢（四） 陳萬益 250 2012.3 978-986-03-1523-3 平裝

臺灣文學論叢（六）
陳萬益 
柳書琴

300 2014.4 978-986-04-1458-5 平裝

臺灣文學論叢（七） 陳建忠 300 2015.4 978-986-04-8401-4 平裝

臺灣文學論叢（八） 李癸雲 300 2017.11 978-986-05-3752-9 平裝

臺灣文學論叢（ 九） 李癸雲 300 2018.12 978-986-05-8072-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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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出版年月 ISBN 裝訂

書名 編／著者 
定價
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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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論叢

歷史文獻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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