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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 1 月份各院系送編(中文)新書統計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典藏單位 圖書數量  

中文系 415 冊 

歷史系 13 冊 

建築系 32 冊 

會計系 7 冊 

統計系 65 冊 

數學系 12 冊 

經濟系 18 冊 

政治系 169 冊 

法律系 62 冊 

 

單位藏書：法律系 2003 年 1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作者 索書號 

公司法修正議題論文集(共三套) 劉渝生 587.207/7232/2002/ / 

公司法論(共四套) 柯芳枝 587.2/4144/2002/v.1/ 

日本國憲法論(共兩套) 林金莖/陳水亮 581.31/4484/2002/ / 

失控的陪審團 

格利斯漢/郭坤

/Grisham, 874.57/6740-02/2000/ / 

正義/司法的經濟學 

Richard A. Posner 著

/蘇力譯 580.165/1070//2002 一刷 

民事訴訟法(共三套) 駱永家 586.1/7733-02/1999/v.1/ 

民法總整理(共兩套) 曾榮振 584.1/8095/2002/ / 

刑事訴訟法(共兩套) 黃朝義 586.2/4448-1/ /2002 一刷 

刑法的問題與對策 許玉秀 585.07/0812/2000/ / 

刑法綜覽(共兩套) 林東茂 585/4454/2002/ / 

行政法：爭點微觀(共兩套) 黃默夫 588/4465-03/2002/ / 

行政法四十講：趨勢分析與實務講

座(共兩套) 黃默夫 588/4465-02/2002/ / 

行政訴訟類型之理論與實務(共兩套) 林石猛 588.1607/4414/2002/ / 

法益與刑事立法  585.12/7540/1997/ / 

法理學問題 蘇力/Posner Richard A 580.1/1070-02//2002一刷

法學概論 陳惠馨 580/7554-01/ /2001 一刷/ 

案例憲法(共兩套) 李念祖 581.24/4083/ /2002 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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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法律與企業經營:兼述兩岸相關

財經法律問 陳長文 587.07/7570/ /2002 一刷/ 

商事法新論 王立中 587/1005-01/ /六版一刷/ 

商事法精論(共兩套) 梁宇賢 587/3337-02/2001/ / 

國家責任法(共兩套) 董保城 588.14/4424/2002/ / 

國際私法總論(共兩套) 馬漢寶 579.9/7133-04/2002/ / 

超越法律 

Richard A. Posner 著

/蘇力譯 580.1/1070-01//2002一刷

新訂債法各論(共兩套) 邱聰智 584.3/7718-02/2002/v.1/ 

當事人進行主義之刑事訴訟(共兩套) 王兆鵬 586.2/1037-1/ /2002 一刷 

經濟學與法律的對話(共兩套) 

傅利曼/徐源豐

/Friedman David D. 580.165/5733/2002/ / 

罪與罰 

杜思妥也夫斯基/劉

根旺/Dostoevsky 

Michailovich 880.57/3058-018/2001/ / 

道德和法律理論的疑問 蘇力/Posner Richard A. 580.162/1070/ /2002 一刷

實用公司法 羅美棋 587.2/6084-01/2002/ / 

臺灣日治時期的法律改革(共兩套) 王泰升 580.92932/1052/1999/ / 

審判:現代人孤獨、不安與絕望的表徵卡夫卡/黃書敬 875.57/2057-01/2000/ / 

談判與危機處理 黃富源 548.52/4433/ /2002 一刷/ 

親屬法(共兩套) 戴東雄 584.4/4354-05/2002/ / 

環境理性與制度抉擇 

葉俊榮/國立臺灣大

學法學叢書編輯 45.023/4429/1997/ / 

證人詢問的技巧 

甘迺迪/郭乃嘉

/Kennedy, Brian 586.62/2417/ /2002 二刷/ 

證據法入門:美國證據法評釋及實例

解說 

Arther Best 著/郭乃

嘉譯/ 586.952/1407/2002/ / 

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共兩套) 林鈺雄 586.607/4484/2002/ / 

累計 62 冊 

 

單位藏書：建築系 2003 年 1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作者 索書號 

人性化設計 何曉佑/謝云峰 962/2162-01/2001/ / 

三層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673.23508/4417-01/9622 

大溪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673.23508/4417-0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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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都市計劃(參考圖) 桃園縣政府 445.1/4362/ / / 

工程估價實務與資訊之連結 鄭正光 441.523/8719/2002/ / 

工程電腦估價系統研習班

使用手冊(共三套) 

中華顧問工程司華光營建

網 441.523/5043/ / /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施堅雅/葉光庭/Skinner, G. Willia681.1/9254/ /2002 二刷 

內柵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673.23508/4417-01/9622 

文化：社會學的視野：

Sociological perspectiv 

霍爾約翰.R./尼茲瑪麗.喬/

周曉虹 /?41.2/0047/2002/ / 

未來風格設計 何曉佑 962/2162-02/2001/ / 

石橋村 

李秋香/陳志華,樓慶西, 李

秋香主編 45.5/4022/2002/ / 

江南六鎮 阮儀三 545.5/7121/2002/ / 

自充填混凝土在營建工程

之應用研討會 

中華顧問工程司華光營建

網 441.555/5043/ / / 

孟菲斯設計 韓巍 962/4422-01/2001/ / 

松樹林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673.23508/4417-01/9622 

波普設計 張承志 962/1114/2001/ / 

城市形態 林慶怡/陳朝暉/鄭華/張杰主編545.1/4409/ /2002 二刷/ 

後現代主義設計 詹和平 962/2721/2001/ / 

流坑村：中國鄉土建築 陳志華/李秋香 922.924/4022/2001/ / 

員樹林 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673.23508/4417-01/9622 

高技術派設計 韓巍 962/4422/2001/ / 

張壁村 

陳志華/陳志華,樓慶西,李秋

香主編 45.5/7544/2002/ / 

現代主義設計 曹方/鄔烈炎 962/5500/2001/ / 

郭峪村：中國鄉土建築 陳志華/李秋香/樓慶西 922.924/4022-01/2001/ / 

新現代主義設計 袁熙暘 962/4076/2001/ / 

新葉村：中國鄉土建築 陳志華/李秋香/樓慶西 922.923/7544/1999/ / 

解構主義設計 鄔烈炎 962/2719/2001/ / 

綠色設計 許平/潘琳 962/0810/2001/ / 

德國景觀設計(共兩套) 維勒格/蘇柳梅/鄭哲 929.943/5408/2001/v.1/ 

累計 32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