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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韋伯斯特 ⻑⾧長腿叔叔 1988
曹麗娟 我看到了彩虹:盲者之歌 1998
康來新 台灣宗教⽂文選 2004

台灣地⽅方作家短篇⼩小說選 2003
江國⾹香織 那年,我們愛的閃閃發亮 2006
渡邊淳⼀一 化⽣生 1986
羅拉.英格斯.懷德 銀⼾戶畔 1995
⺩王拓 望君早歸 1977
呂秀蓮 情 1986
賴和 賴和全集 ⼩小說卷 2000

最後的⿈黃埔 2004
⺩王拓 台北,台北! 1985
陳映真 我的弟弟康雄 1988
陳映真 上班族的⼀一⽇日 1988
陳映真 鈴璫花 1988
陳映真 萬商帝君 1988
陳映真 唐倩的喜劇 1988
陳映真 鞭⼦子和提燈 1988
柏楊 柏楊⼩小說選讀 1988
廖輝英 愛⼜又如何 1996
林瑞明 賴和全集-⼩小說卷 2000
姚嘉⽂文 ⽩白版⼾戶1 1987
姚嘉⽂文 ⽩白版⼾戶2 1987
姚嘉⽂文 ⿊黑⽔水溝 1987
姚嘉⽂文 洪⾖豆劫1 1987
姚嘉⽂文 洪⾖豆劫2 1987
姚嘉⽂文 ⿈黃⻁虎印1 1987
姚嘉⽂文 ⿈黃⻁虎印2 1987
姚嘉⽂文 ⿈黃⻁虎印3 1987
姚嘉⽂文 藍海夢2 1987
姚嘉⽂文 ⻘青⼭山路1 1987
姚嘉⽂文 ⻘青⼭山路2 1987
姚嘉⽂文 紫帽寺1 1987
姚嘉⽂文 紫帽寺2 1987
虛錦成 台灣棒球⼩小說⼤大展 2005
於梨華 相⾒見歡 1989
邱永漢 ⼥女⼈人的國籍 下 1995
孫⼤大川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上 2003
邱永漢 ⼥女⼈人的國籍 上 1995
歐銀训 夏天裡的⼗十⼆二⽉月
孫⼤大川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2003
李冰 鷹架 1993
鐘鐵⺠民 約克夏的⿈黃昏 1993
楊蔚齡 切夢⼑刀 2004
張永和 李登輝傳奇 1990

台加圖書室⼩小說類圖書



東⽅方⽩白 浪淘沙上冊 1992
東⽅方⽩白 浪淘沙中冊 1992
東⽅方⽩白 浪淘沙下冊 1992
陳千武 獵⼥女犯 1984
哲也 晴空⼩小侍郎 2006
邱永漢 濁⽔水溪 1995
李喬 李喬集 1993
林雙不 林雙不集 1992
⿈黃凡 ⿈黃凡集 1992
⺩王拓 ⺩王拓集 1992
鐘延豪 鐘延豪集 1992
宋澤萊 宋澤萊集 1992
東年 東年集 1992
⺩王幼華 ⺩王幼華集 1992
履彊 履彊集 1992
楊⻘青矗 楊⻘青矗集 1992
張⼤大春 張⼤大春集 1992
吳濁流 吳濁流集 1991
葉⽯石濤 葉⽯石濤集 1991
曾⼼心儀 曾⼼心儀集 1992
施叔⻘青 施叔⻘青集 1993
渡邊淳⼀一 紅花 上 1998
渡邊淳⼀一 紅花 下 1998
陳若曦 陳若曦集 1993
⿈黃娟 ⿈黃娟集 1993
歐陽⼦子 歐陽⼦子集 1993
陳恆嘉 陳恆嘉集 1993
郭松棻 郭松棻集 1993
施明正 施明正集 1993
七等⽣生 七等⽣生集 1993
鐘鐵⺠民 鐘鐵⺠民集 1993
東⽅方⽩白 東⽅方⽩白集 1993
正清⽂文 正清⽂文集 1993
劉⼤大任 劉⼤大任集 1993
溫郁芳 45。C天空下 2005
中⻄西禮 兄弟 2000
⿈黃海 百年⻁虎 1993
林雙不 ⼀一九⼋八七台灣⼩小說選 1988
杜修蘭 溫哥華的⽉月亮 2003
⾺馬修‧珀爾 但丁俱樂部 2006
洪醒夫 洪醒夫集 1992
川瑞康成 ⽔水⽉月 1985
廖輝英 愛殺⼗十九歲 1995
吳錦發 春秋茶室 1992
林⾦金郎 渡僧 2004
蕭颯等 ⼗十⼀一個⼥女⼈人 1981
陳⾹香吟 島嶼愛戀 2000
桐野夏⽣生 濡濕⾯面頰的⾬雨 1997
林真理⼦子 禁果 1998



鈴⽊木光司 復活之路 1999
推理⼩小說傑作 1990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精選18 1991

林秀玲主編 九⼗十⼆二年⼩小說選 2004
東⽅方⽩白 ⼗十三⽣生肖 1983
東⽅方⽩白 東⽅方寓⾔言 1980
琦君 橘⼦子紅了 1990
楊⼩小雲 她的成⻑⾧長 1987
⽇日本⽂文學名作系列 ⼗十⼀一⽉月的憂鬱 1987
廖輝英 ⽊木棉花與滿⼭山紅 1991
廖輝英 盲點 1986
廖輝英 今夜微⾬雨 1986
廖輝英 負君千⾏行淚 1993
謝霜天 夢回呼蘭河 1982
愛亞 愛亞極短篇 1987
李昂 甜美⽣生活 1991
李昂 她們的眼淚 1984

洪醒夫⼩小說獎作品集 1992
段彩華 野棉花 1986
冬冬等著 反修樓 1979
洪醒夫 ⿊黑⾯面慶仔 1978
余之良 番戲 1990
呂赫若 呂赫若集 1991
楊守愚 楊守愚集 1991
賴和 賴和集 1991
張彥勳 張彥勳集 1991
楊逵 逵集 1991
張⽂文環 張⽂文環集 1991
鄭煥 鄭煥集 1991
李篤恭 李篤恭集 1991
廖清秀 廖清秀集 1991
吳錦發 吳錦發集 1991
陳千武 陳千武集 1991
鍾理和 鍾理和集 1991
⽂文⼼心 ⽂文⼼心集 1991
林鍾隆 林鍾隆集 1991
鍾肇政 鍾肇政集 1991
⻯⿓龍瑛宗 楊瑛宗集 1991
翁鬧 巫永福 ⺩王昶雄 翁鬧 巫永福 ⺩王昶雄 合集 1991
楊雲萍 張我軍 蔡秋桐 楊雲萍 張我軍 蔡秋桐合集 1991
陳虛⾕谷  張慶堂  林越峯 陳虛⾕谷  張慶堂  林越峯合集 1991
⺩王詩琅  朱點⼈人 ⺩王詩琅  朱點⼈人合集 1991
楊家瑜 ⼤大海漣漪 1996
陳源斌 秋菊打官司 1992
⾦金庸 書劍恩仇錄1 1987
⾦金庸 書劍恩仇錄2 1987
⾺馬森 夜遊 1984
⾺馬森 海鷗 1984
戴筠 無⾵風地帶 2002



鄭芬芬 ⽶米可,GO! 2006
吳錦發 秋菊打官司 1990
梁⽻羽⽣生 ⽩白髮魔⼥女傳(上)(下) 1995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1桃園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2羣星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3草莽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4⾂臣道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5孔明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6⾚赤壁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7望蜀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8圖南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9出師之卷 1992
吉川英治 三國英雄傳10五丈原之卷 1992
施明正 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 1987
候⽂文詠 候⽂文詠集短篇 2004
村上⻯⿓龍 村上⻯⿓龍電影⼩小說集 1996
施叔⻘青 海外⽂文叢　施叔⻘青　⼀一夜遊
⾺馬克 吐溫 頑童流浪記 1988
珍 奧斯丁 傲慢與偏⾒見 1996
尚⽪皮耶 達維德 再⾒見⼩小⺩王⼦子 1987
張⼩小嫻 麵包樹上的⼥女⼈人 1996
朱少麟 傷⼼心咖啡店之歌 1996
約翰 哈威 ⼑刀鋒邊緣 1993
川端康成 1968 1968
雷⾺馬克 ⻄西線無戰事 1994
⿑齊格薩 Ｇossip Girl 2006
⽶米蘭 昆德拉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1988
松本清張 砂之器 1987
克莉絲蒂.阿嘉莎 東⽅方快⾞車謀殺案 1993
克莉絲蒂.阿嘉莎 四⼤大魔頭 1993
克莉絲蒂.阿嘉莎 鴿群裏的貓 1993
克莉絲蒂.阿嘉莎 鍾 1993
虹影 上海⺩王 2004
張愛玲 半⽣生緣 1994
⾦金索拉.蘇菲 購物狂的異想世界 2007
柏⾕谷 三美神 1992
⾼高陽 劉三秀 1990
⺩王丕震 ⿈黃巢 1994
保羅 柏爾斯 遮蔽的天空離家太遠 1998
地傑恩茲等 怪談 1985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2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3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4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5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6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7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8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9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0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1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2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3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4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5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6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7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8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19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20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21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22 1988
⼭山岡莊⼋八 德川家康全傳 23 1988
⽅方⽂文 天怒 1997
韓秀 折射 1990
李喬 寒夜三部曲（1.寒夜） 1986
李喬 寒夜三部曲（2.荒村） 1986
李喬 寒夜三部曲（3.孤燈） 1986
⾼高⾏行健 ⼭山靈 1990
吳錦發(主編) 台灣⼩小說選 1989
派屈克．徐四⾦金 (Patrick Süskind) 棋戲 1999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賦別曲 2000
⿈黃武忠 桃⾹香 2006
撲⽉月 ⻄西⾵風獨⾃自涼 1987
林明華 模範⺟母親 1992
林語堂 京華煙雲
J. K. 羅琳 哈利波特 神秘的魔法⽯石 2001
J. K. 羅琳 哈利波特 消失的密室 2001
J. K. 羅琳 哈利波特 阿茲卡班的逃犯 2001
J. K. 羅琳 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 2001

海外⽂文叢　海外華⼈人作家⼩小說選 1983
陳若曦 歸 1978
有吉佐和⼦子, 嶺⽉月(譯者) 變⾊色蝶 1986
莊信正(編者) 中國近代⼩小說選(⼀一) 1989
莊信正(編者) 中國近代⼩小說選(⼆二) 1989
袁瓊瓊 蘋果會微笑 1989
歐陽⼦子(編者) 現代⽂文學⼩小說選集(⼀一) 1977
歐陽⼦子(編者) 現代⽂文學⼩小說選集(⼆二) 1977
⿈黃娟 邂逅 1988
李南衡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小說選集⼀一 1979
李南衡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小說選集⼆二 1979
景⼭山⺠民夫著　陳增芝譯 遠海來的ｃｏｏ 1988
三浦綾⼦子著　張⾼高維譯　 冰點 1988
吳念真 特別的⼀一天 1989
亦舒 沒有季節的都會 1985
⺩王⽂文興 ⼩小說墨餘 2002
林語堂 紅牡丹 1978
錢寧 秦相李斯 2000



⾼高⾏行健 靈⼭山 1990
喩麗清 樣花的情愛 1991
⿊黑柳澈⼦子 ⾖豆⾖豆的頻道 1992
Graham Greene ⿇麻⾵風病⼈人 1991
⽔水晶.張曉⾵風 鍾 1989
林佩芬 燕雙飛 1985
張毅 台北兄弟 1987
Vladimir Nabokov 愚昧⼈人⽣生 1985
于墨 靠在冷牆上 1986
Patrick Cauvin 盲愛 1988
⾦金庸 ⿅鹿⿍鼎記（⼀一） 1969
⾦金庸 ⿅鹿⿍鼎記（⼆二） 1969
⾦金庸 ⿅鹿⿍鼎記（三） 1969
⾦金庸 ⿅鹿⿍鼎記（四） 1969
⾦金庸 ⿅鹿⿍鼎記（五） 1969
⾦金庸 飛狐外傳（⼀一） 1987
⾦金庸 飛狐外傳（⼆二） 1987
⾦金庸 雪⼭山飛狐（全） 1987
⾦金庸 連城訣（全） 1987
⾦金庸 倚天暑⻯⿓龍記（⼀一） 1976
⾦金庸 倚天暑⻯⿓龍記（⼆二） 1976
⾦金庸 倚天暑⻯⿓龍記（三） 1976
⾦金庸 倚天暑⻯⿓龍記（四） 1976
瓊瑤 六個夢 1989
瓊瑤 冰兒 1985
瓊瑤 雪河 1990
瓊瑤 望夫崖 1991
瓊瑤 ⻘青⻘青河邊草 1992
瓊瑤 ⻤⿁鬼丈夫 1993
瓊瑤 還珠格格　雲⾵風再起 1999
瓊瑤 還珠格格　⽣生死相許 1999
瓊瑤 還珠格格　悲喜重重 1999
瓊瑤 還珠格格　浪跡天涯 1999
瓊瑤 還珠格格　紅塵作伴 1999
瓊瑤 新⽉月格格 1994
瓊瑤 煙鎖重樓 1994
瓊瑤 還珠格格　陰錯陽差 1997
瓊瑤 還珠格格　真相⼤大⽩白 1997
瓊瑤 還珠格格　⽔水深⽕火熱 1997
李喬 告密者 1985
瓊瑤 不會失落的⽇日⼦子 1984
歐陽⼦子 秋葉 1980
隱地 幻想的男⼦子 1975
隱地 碎⼼心簷 1980
琦君 錢塘江畔 1980
瓊瑤 聚散兩以以 1989
瓊瑤 幾度⼣夕陽紅 1989
瓊瑤 我是⼀一⽚片雲 1989
瓊瑤 船 1990



瓊瑤 ⼀一簾幽夢 1990
瓊瑤 幸運草 1990
瓊瑤 六個夢 1989
瓊瑤 ⽔水雲間 1993
瓊瑤 ⼀一顆紅⾖豆 1989
瓊瑤 寒煙翠 1989
瓊瑤 秋歌 1989
溫世仁 秦時明⽉月 - 荊軻外傳 2005
⾦金庸 碧⾎血劍(上) 1975
⾦金庸 碧⾎血劍(下) 1975
瓊瑤 問斜陽 1981
瓊瑤 ⽩白狐 1971
瓊瑤 雁兒在林梢 1977
瓊瑤 在⽔水⼀一⽅方 1985
瓊瑤 潮聲 1966
瓊瑤 彩霞滿天 1979
瓊瑤 ⽉月滿⻄西樓 1967
瓊瑤 昨夜之燈 1982
瓊瑤 ⼥女朋友 1975
瓊瑤 翦翦⾵風 1967
瓊瑤 卻上⼼心頭 1986
瓊瑤 ⾦金盞花 1978
瓊瑤 菟絲花 1964
瓊瑤 紫⾙貝殼 1966
瓊瑤 星河 1969
瓊瑤 浪花 1974
瓊瑤 彩雲飛 1979
瓊瑤 海鷗飛處 1972
瓊瑤 煙⾬雨濛濛 1964
陳⾟辛蕙 昨夜星⾠辰 1981
陳⾟辛蕙 陳⾟辛蕙極短篇 1990
畢珍 刺⾺馬 1981
⺩王琯瓏, ⺩王武 武林⼗十三傑 1993
鍾曉陽 遺恨傳奇 1996
⺩王明皓 快⼑刀 1993
隱地 這⼀一代的⼩小說 1967
鍾肇政,葉⽯石濤(編者) 豚 1979
鍾肇政,葉⽯石濤(編者) ⽜牛⾞車 1979
鍾肇政 濁流三部曲 第1部 1979
鍾肇政 濁流三部曲 第2部 1979
鍾肇政 濁流三部曲 第3部 1979
芥川⻯⿓龍之介 南京的基督 1984
艾瑞克　侯⿆麥 六個⾮非道德故事 1996
鍾玲 鍾玲極短篇 1987
劉開芳 嘉靖皇帝別傳 1993
鍾肇政,葉⽯石濤(編者) ⼀一桿秤仔 1979
鍾肇政,葉⽯石濤(編者) 薄命 1979
雪眸 坦克⾞車下 1994
鍾肇政,葉⽯石濤(編者)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1979



⽔水晶 沒有臉的⼈人 1985
畢珍 瘋流⼈人物 1991
凌煙 失聲畫眉 1990
蔡素分 鹽⽥田兒⼥女 1994
張貴興 柯珊的兒⼥女 1988
洪醒夫 ⽥田莊⼈人 1992
廖輝英 迷⾛走 2001
許榮哲 迷藏 2002
⾼高陽 九重春⾊色 1992
⾺馬森 夜遊 1992
侯⽂文詠 靈魂擁抱 2007
⾦金庸 神雕俠旅　（⼀一｝ 1976
⾦金庸 神雕俠旅　（⼆二｝ 1976
⾦金庸 神雕俠旅　（三｝ 1976
⾦金庸 神雕俠旅　（四｝ 1976
⾦金庸 射雕英雄傳　（⼀一） 1976
⾦金庸 射雕英雄傳　（⼆二） 1976
⾦金庸 射雕英雄傳　（三｝ 1976
⾦金庸 射雕英雄傳　（四｝ 1976
⾦金庸 飛狐外傳（上） 1977
⾦金庸 飛狐外傳（下） 1977
倪匡 藍⾎血⼈人 1981
倪匡 命運 1984
倪匡 少年 1992
倪匡 劫數 1988
倪匡 拼命 1990
倪匡 天皇巨星 1992
衛斯理 ⾎血統 1990
戴⽂文采 蝴蝶之戀 1991
呂秀蓮 這三個⼥女⼈人 1986
⺩王拓 ⾦金⽔水嬸 2002
托爾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 1990
斯坦達爾 紅與⿊黑 1988
楊⼩小雲 旅⽇日之明 1986
蔡⽂文甫 旋迴的愛 1984
楊⼩小雲 無情海 1987
⼩小仲⾺馬 茶花⼥女 1992
海明威 ⽼老⼈人與海 1992
曹雪芹．⾼高鶚原 紅樓夢校注定（⼀一） 1984
曹雪芹．⾼高鶚原 紅樓夢校注定（⼆二） 1984
曹雪芹．⾼高鶚原 紅樓夢校注定（三） 1984
鄭樹森(編者) 現代中國⼩小說選⼀一 1989
倪匡 原⼦子空間 1980
侯⽂文詠 天作不合 2005
⼩小野 蛹之⽣生 1988
邵僩 今夜伊在那裏 1985
李汝珍 鏡裏奇遇記 鏡花緣 1994
⾺馬叔禮 下午茶時間 1985
陳韻琳 兩把鑰匙 1984



蔡⽂文甫 玲玲的畫像 1985
朱⽩白⽔水 ⽉月光⼭山莊 1986
⽥田原 差額 1986
蕭颯 我兒漢⽣生 1981
季季 夜歌 1976
琦君 菁姐 1981
⾦金庸 ⿅鹿⿍鼎記(⼀一) 1990
⾦金庸 ⿅鹿⿍鼎記(⼆二) 1990
⾦金庸 ⿅鹿⿍鼎記(三) 1990
⾦金庸 ⿅鹿⿍鼎記(四) 1990
⾦金庸 ⿅鹿⿍鼎記(五) 1990
⺩王⿍鼎鈞 單⾝身溫度 1988
⿅鹿橋 懺情書 1975
海岩 失去⽣生分的⼥女⼈人 2002
葉桑 為愛犯罪的理由 1993
亦舒 過客 1990
唐德剛 戰爭與愛情(上冊) 1988
唐德剛 戰爭與愛情(下冊) 1988
鄭樹森 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集 1987
⺩王禎和 ⼈人⽣生歌⺩王 1987
平路 ⾏行道天涯 1995
倪匡 ⿈黃⾦金故事 1986
倪匡 ⿊黑靈魂 1981
魏⼦子雲 潘⾦金蓮 - ⾦金瓶梅的娘兒們 1985
陳克華 陳克華極短篇 1989
羅英 羅英極短篇 1988
雷驤 雷驤極短篇 1987

覺醒 1990
雷⾺馬克 凱旋⾨門 1978
曹⼜又⽅方 假期男⼥女 1989
蘇偉貞 流離 1990
於梨華 考驗 1991
李昂 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2009
李昂 附⾝身 2011
林崇漢 從⿊黑暗中來 1986
⿈黃捐 虹虹的世界 1998
杜斯妥也夫斯基 少年 1979
杜斯妥也夫斯基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1978
湯瑪斯.曼 魔⼭山 1979
卡⼭山札基 希臘左巴 1978
左拉 娜娜 1980
柯南.道爾 歸來記 1987
劉墉 衝破⼈人⽣生的冰河 1994
廖輝英 在秋天道別 1990
溫瑞安 暴⼒力⼥女孩 1989
⽅方嬅 暗戀 2002
周⼤大荒 反三國演藝 1996
陳⽉月⽂文 失樂園 1995
⽪皮蘭德羅 ⽪皮蘭德羅 1988



傑克. 倫敦 ⾺馬丁.伊登 1981
亞歷⼭山德拉.芮普莉 飄續集(上) 1991
亞歷⼭山德拉.芮普莉 飄續集(下) 1991
James Baldwin ⻄西洋三⼗十軼事 1986
阿城 遍地⾵風流 2001
福婁拜 聖安東尼的誘惑 1981
歌德 少年維特的煩惱 1979
薩克萊 浮華世界 1981
杜斯妥也夫斯基 罪與罰 1978
⾬雨果 巴黎聖⺟母院 1992
琦君, 於梨華, 陳若曦, 等 三相逢:海外華⽂文⼥女作家⼩小說選集 1993

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 2004
史坦⾙貝克 伊甸園東 1979
歌德 浮⼠士德 1982
契訶夫 復讎者 1982
⼤大仲⾺馬 俠隱記 1978
傑克. 倫敦 海狼 1978
費滋傑羅 ⼤大亨⼩小傳 1982
劉⼤大任 杜鵑啼⾎血 1984
張⼤大春 尋⼈人啓事 1999
⾥里爾克 上帝的故事 1987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5 1973 懷特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7 1976 梭爾.⾙貝羅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2 1970 索忍尼⾟辛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4 1972 鮑爾

⾬雨果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孤星淚
⾺馬克吐溫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湯姆歷險記
賽珍珠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大地
海明威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老⼈人與海
夏綠蒂. 伯朗特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簡愛
⼩小仲⾺馬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茶花⼥女
⼩小仲⾺馬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基度⼭山恩仇記
狄更斯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雙城記
狄更斯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孤雛淚
⾬雨果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鐘樓怪⼈人
威廉. ⾼高汀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蒼蠅⺩王
珍.奧斯汀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傲慢與偏⾒見
莎⼠士⽐比亞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羅密歐與茱麗葉
艾爾珂德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小婦⼈人
史坦⾙貝克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憤怒的葡萄
梅爾維爾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白鯨記
傑克. 倫敦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野性的呼喚
海明威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戰地鍾聲
狄更斯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塊⾁肉餘⽣生錄
勞林斯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鹿苑⻑⾧長春
川端康成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古都
賽萬提斯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唐.吉訶德傳
路易⼠士.卡洛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愛麗絲夢遊記
威廉.⾺馬羅尼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圓桌武⼠士



裘爾.維納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十五少年漂流記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嘯天駒 ⽟玉璽⽞玄機
魏⼦子雲 吳⽉月娘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世界⽂文學全集 注⾳音版

顏元叔 夏樹是⿃鳥的莊園 1980
⾼高陽 ⽟玉座珠簾（上）－慈禧全傳之⼆二 1971
⾼高陽 ⽟玉座珠簾（下）－慈禧全傳之⼆二 1971
蒲松齡 狐狸嫁⼥女 1985
⾼高陽 蘇州格格 1992
⾼高陽 ⽟玉壘浮雲 1988
⾼高陽 胡雪巖（上） 1973
⾼高陽 胡雪巖（下） 1973
⾼高陽 安樂堂 　
吳淡如 愛上300歲的⼥女孩 1992
鄒律 晉⽂文公傳（公⼦子重⽿耳復國記） 1990
⾺馬克吐溫 頑童歷險記 1992
阿⽶米契斯 愛的教育 1992
海明威 戰地春夢 1992
愛蜜莉.伯朗特 咆哮⼭山莊 1992
湯瑪⼠士.哈代 黛絲姑娘 1992
史蒂⽂文⽣生 ⾦金銀島 1992
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上） 1992
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下） 1992
瑪格麗特.密契爾 飄（上） 1992
瑪格麗特.密契爾 飄（下） 1992
塞萬提斯 堂吉訶德（上冊） 1989
塞萬提斯 堂吉訶德（下冊） 1989
侯⽂文詠 七年之愛 1988
李永平 朱鴒漫遊仙境 1998
蕭麗紅 冷⾦金箋 1975
⿈黃凡 反對者 1985
郭箏 好個蹺課天 1989
古華 反叛者 1989
侯⽂文詠 誰在遠⽅方哭泣 1989
蕭颯 如夢令 1981
豐⼦子愷 豐⼦子愷童話集 1995
豐⼦子愷 豐⼦子愷故事集 1986
侯⽂文詠 ⼤大醫院⼩小醫師 1992
⿅鹿橋 ⼈人⼦子 1974
李喬 情天無恨 1983
夏烈 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 1990
徐櫻 ⾦金婚 1984
古華 爬滿⻘青藤的⽊木屋 1989
宋思樵 ⼣夕陽美,深情更美 1991
蕭麗紅 千江有⽔水千江⽉月 1981
Enric Larreula 巫婆卡密兒奇遇記 2005



楊⼩小雲 她的成⻑⾧長 1987
卲僩 不要怕明天 1979
吳淡如 於是假裝不在乎 1995
⾺馬克吐溫 ⾺馬克吐溫短篇精選 1994
安東.德.聖艾修伯⾥里 ⼩小⺩王⼦子 1994
光禹 誰來教我愛 1997
⼩小池真理⼦子 戀 1998
⺩王令嫻 單⾞車上的時光 1989
張友漁 ⻄西貢⼩小⼦子 2009
侯⽂文詠 頑⽪皮故事集 2006
雲菁 ⽉月兒彎彎 1985
雲菁 飄在⾵風裡 1986
胡⽴立武 星河夜語 1994
陳舜⾂臣 ⼩小說⼗十⼋八史略 陳橋⽴立萬歲 1994
陳舜⾂臣 ⼩小說⼗十⼋八史略 ⽇日⽉月臨空 1994
陳舜⾂臣 ⼩小說⼗十⼋八史略 江南⾵風波惡 1994
陳舜⾂臣 ⼩小說⼗十⼋八史略 傾國傾城 1994
陳舜⾂臣 ⼩小說⼗十⼋八史略 楚⾵風漢⾬雨 1994
陳舜⾂臣 ⼩小說⼗十⼋八史略 易⽔水悲歌 1995
吳淡如 海⽔水戀⼈人 1993
鄭清⽂文 龐⼤大的影⼦子 1976
侯⽂文詠 危險⼼心靈 2003
羅蘭,⾼高蝶 地獄之⾨門 2010
張曼娟 海⽔水正藍 1985
張春榮 狂鞋 1990
宋思樵 舞在朝楊裡 1992
陳映真 忠孝公園 2001
Sue Grafton ⽕火迷宮 1992
霍華德.⾱韋恩斯坦 銀河飛⻯⿓龍: 異星夢 1993
⾺馬⾥里歐. 普佐 終極教⽗父 2000
⼩小仲⾺馬 茶花⼥女 1978
亦舒 五⽉月與⼗十⼆二⽉月 1988
三⽑毛 稻草⼈人⼿手記 1977
唐瑄 摩登⼥女俠 1995
唐瑄 瀟灑淑⼥女 1996
唐瑄 追⼼心戲曲 1996
徐薏藍 情深 1993
葉李華 時空遊戲 1990
葉⼩小嵐 旖旎情⼈人夢 1993
李銳 厚⼠士 1988
唐瑄 愛情狂徒 1996
蔡素芬 姊妹書 1996
郝譽翔(編) 九⼗十五年⼩小說選 2006

很愛很愛你 2002
⺩王幼華 狂者的⾃自由 1985
陳少聰 蓮⽔水 1984
鍾曉陽 停⾞車場借問 1985
司⾺馬中原 荒原 1973
張君默 模特兒之戀 1986



張系國 星雲組曲 1980
廖輝英 歲⽉月的眼睛 1994
蘇⽟玉珍 暗箱歲⽉月 2002
華嚴 神仙眷屬 1983
鄧克保 異域 1990
丘榮襄 只是因為寂默 1988
張系國 五⽟玉碟 1983

75年科幻⼩小說選 1987
張系國 昨⽇日之 怒 1981
李昂 年華 1988
戴⽂文采 哲雁 1989
張系國 ⿈黃河之⽔水 1982

當代科幻⼩小說選1 1985
昊正 上海⼈人 1991
丘榮襄 離家出⾛走的男⼈人 1992
魯迅 阿Q正傳
澤⽡瓦科 ⽩白太陽騎⼠士 (上) 1994
澤⽡瓦科 ⽩白太陽騎⼠士 (下) 1994
史都華.伍茲 誰殺了⼥女主播 2000
保羅.科爾賀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1999
葉步⽉月 七⾊色之⼼心 2008
法⽉月綸太郎 ⼀一的悲劇 2008
蕭颯 ⼩小鎮醫⽣生的愛情 1984
Alice Walker 紫⾊色姊妹花 1986
三浦綾⼦子 ⽯石林 1983
吳念真 這些⼈人,那些事 2010
楊達 ⽺羊頭集 1979
沈從⽂文 邊城 1988
張⼩小鳳 愛別離 1983
鮎川哲也等 ⽇日本推理⼩小說傑作選 1 1995
張⼤大春 城邦暴⼒力團(參) 2000
蓋曼 無有鄉 2004
巴利 潘彼得 1987
廖輝英 今夜微⾬雨 1994
張亞⼒力 再世情緣 1992
瑪拉末 夢中情⼈人 1986
張友漁 ⼩小頭⺫⽬目優瑪2 ⼩小⼥女巫鬧翻天 2006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一 九⺩王爭寵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二 太⼦子失位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三 雍⺩王登基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四 腰斬貪官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五 ⺩王爺謀反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六 誅殺權⾂臣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七 整頓⼋八旗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八 抄家滅黨 1993
⼆二⽉月河 雍正皇帝之九 雍正晏駕 1993
張友漁 ⼩小頭⺫⽬目優瑪1 迷霧幻想湖 2006
李昂(編著) 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1978
李喬(編著) 七⼗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1983



季季(編著) 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1979
凌⼒力 少年天⼦子(上下) 1993
凌⼒力 傾城傾國(上下) 1993
⾼高陽 ⼤大野⻯⿓龍蛇(⼀一⼆二三冊) 1987
廖鴻基 ⼭山海⼩小城 2000
廖輝英 逐浪⻘青春 1994
光禹 昨⽇日的叛逆 1998
川上弘美 ⽼老師的提包 2002
史蒂芬.⾦金 ⿊黑暗之半 2006
威廉.保羅.楊 ⼩小屋 2009
沙林傑 ⿆麥⽥田捕⼿手 1993
卡勒德.胡賽尼 追⾵風箏的孩⼦子 2005
巴紐爾 ⼭山崗之泉(上) 1996
巴紐爾 ⼭山崗之泉(上) 1996
桑多.⾺馬芮 餘燼 2006
史蒂芬.⾦金 勿忘我 2006
張⼤大春 城邦暴⼒力團 (貳) 1999
隱地編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1969
隱地編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1970
⾺馬歌編 五⼗十六年短篇⼩小說選 1983
丁樹南編 五⼗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1984
隱地編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1971
鄭明俐編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1972
思兼編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1974
林柏燕編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1974
愛亞編 ⼋八⼗十年短篇⼩小說選 1992
詹宏志編 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1989
季季編 七⼗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1987
周寧編 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1983
沈萌華編 七⼗十年短篇⼩小說選 1982
詹宏志編 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1981
隱地編 六⼗十六年短篇⼩小說選 1978
季季編 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1977
洪醒夫編 六⼗十四年短篇⼩小說選 1976
鄭傑光編 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 1975
苦苓 男⼈人背叛 1995
⾺馬各 ⾺馬各⾃自選集 1983
⿈黃春明 ⼩小寡婦 1975
⿈黃春明 鑼 1974
⿈黃凡 ⼤大時代 1981
道格拉斯 蝮蛇出擊 1993
⼤大'江健三郎 聽⾬雨的⼥女⼈人們 1987
歐銀釧 夏天裡的⼗十⼆二⽉月 1994
雷驤 雷驤極短篇 1987
鄭坤五 鯤島逸史 上冊 1996
鄭坤五 鯤島逸史 下冊 1996
桑柔 他是⼀一株楓樹 1986
姜如琳(編) 唐代⼩小說 1981
藍博洲 旅⾏行者 1989



姜如琳 鏡花緣 1983
姜如琳 聊⿑齊誌異 1981
歌德 少年維特的煩惱 1993
⽻羽葵 Story Collector 2012
⿆麥可琳 房間裡的⼩小奇蹟 2012
聖修柏⾥里 ⼩小⺩王⼦子 2006
海明威 ⽼老⼈人與海 2003
柯德威 四的法則 2006
恩⽥田陸 夜間遠⾜足 2007
勒翰,丹尼斯 隔離島 2006
⾦金,史蒂芬 惡夢⼯工廠 (II) 1999
向達倫 命運之⼦子 2005
向達倫 靈魂之湖 2004
向達倫 黎明殺⼿手 2004
向達倫 暗夜盟友 2004
向達倫 薄暮獵⼈人 2002
向達倫 暗⿊黑之⺩王 2005
向達倫 吸⾎血⻤⿁鬼⺩王⼦子 2003
Aubert, Rosemary 擺渡⼈人 2006
蕭麗紅 桃花與正果 1986
鐘肇政 滄溟⾏行 1976
Cast C. P.,Cast Kristin 夜之屋 2009
Cast C. P.,Cast Kristin 背叛 2010
⺩王安憶 ⻑⾧長恨歌 2005
少君 新移⺠民  網路⼼心情故事 2000
葉⽯石濤 地下村 1987
Zevaco Michel ⽩白太陽騎⼠士 上 1994
Zevaco Michel ⽩白太陽騎⼠士 下 1994
Bruckenr Pascal 神嬰 1999
施叔⻘青 遍⼭山洋紫荊 1995
Proulx Annie 海⾓角家園 1997
鄭李⾜足 兒⼥女英雄傳 1987
愛亞 我也寂莫 1983
季季 七⼗十六年短篇⼩小說選 1988

⼈人欲望 2006
盧基揚年科 終巡者 2007
蘇偉貞 熱的絕滅 1992
葉姿麟 曙光中⾛走來 1989

美麗 1988
拉森 史迪格 ⻯⿓龍紋⾝身的⼥女孩 2008
空因 太陽草 2010
楊⼩小雲 枕邊⼈人 1994
納薩瑞歐. 索妮雅 被天堂遺忘的孩⼦子 2007
普萊斯頓 硫礦之⽕火 2008
⾦金，史蒂芬 戰慄遊戲 2006
布朗. 丹 天使&魔⻤⿁鬼 2006
李希騰.⾙貝格 我的⼩小托 1989
胡萬川 宋明話本 1983
廖⽟玉憲 唐代傳奇 1983



希柏德. 艾莉絲 蘇⻄西的世界 2003
梁寒⾐衣 上卡拉OK的驢⼦子 1989
艾可，安伯托 玫瑰的名字 2000
帕慕 奧罕 ⽩白⾊色城堡 2004

失戀 2003
李碧華 胭脂扣 1989
Suri Manil 毘濕奴之死 2005
李潼 少年噶瑪籣 1999
魏斯特 梅第奇⼔匕⾸首 2008
Lily Franky 東京鐵塔 2007
富野由悠季 機動戰⼠士Gundam 1 1997
凱特.蕭邦 覺醒 1996
⾺馬森 ⽣生活在瓶中 1984
南派三叔 盜墓筆記 ⼤大結局 (上) 2011
南派三叔 盜墓筆記 ⼤大結局 (上) 2011
簡宛 欲語還休 1985
葛魯姆 阿⽢甘正傳 1994
周梅春 轉燭 1985
雲菁 ⾵風鈴的呼喚 1988
雲菁 綠河橋 1988
安克強 你知道愛的是怎樣的我嗎? 1993
鄭寶娟 無⼼心圓 1984
李黎 傾城 1989
廖輝英 不歸路 1973
廖輝英 相逢⼀一笑宮前町 1994
廖輝英 在秋天道別 1990
⼩小電 我喜歡你 2002
楊明 我曾做過這樣的夢 1992
明琲 寒假 2001
朱炎 酸棗⼦子 1993
苦苓 苦苓極短篇III 1996
苦苓 苦苓極短篇II 1994
廖輝英 歲⽉月的眼睛 1990
吳崇蘭 傷⼼心碧 1989
⻯⿓龍應台 ⻯⿓龍應台評⼩小說 1985
⿈黃春明 ⽑毛⽑毛有話 1993
托亞諾 世界搜藏家 2008
苦苓 ⼀一考定終⽣生 1988
聶華苓 桑⻘青與桃紅 1982
舒暢 ⾵風箏.玩偶.垃圾⾞車 1986
深雪 我們都是粉紅⾊色的⼥女巫 1999
⾦金庸 天⻯⿓龍⼋八部（⼀一⾄至五册） 1993
施陶姆 茵夢湖 1990

今天約在愛情廚房 1997
貼⼼心的感覺真好 1996

海雷 ⼤大飯店 1992
飄⽻羽 愛上姐姐的男⽣生 2004
吳新榮 此時此地 1981
楊⻘青矗 ⼯工廠⼈人 1975



吳淡如 扒⼿手少⼥女的芭蕾舞曲 1992
張貴興 可珊的兒⼥女 1988
宓⻄西爾 飄 （上，下）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