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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马华（文学）出版品展 

TITLE AUTHOR CALL NUMBER 

古籍辨伪学 郑良树著 011.7/ZLS-2 

百年汉学论集 郑良树著 030.8/ZLS 

大马青年.创刊号 — 050/DMQ 

大马青年.第 10期 — 050/DMQ 

大马青年.电子刊 — 050/DMQ:2 

老子学说研究 郑成海著 121.3103/ZCH 

老子河上公注疏证 郑成海著 121.311/ZCH 

老子河上公注斠理 郑成海著 121.311/ZCH-3 

增订老子河上公注疏证 郑成海著 121.311/ZCH-4 

老子新校 郑良树著 121.311/ZLS 

老子新校 郑良树著 121.311/ZLS-2 

商鞅及其学派 郑良树著 121.62/ZLS-3 

圣境新世界 = The Celestine 

Vision 
James Redfield著 ; 李永平译 190/RED 

圣境新世界 = The Celestine 

Vision 

James Redfield(詹姆士·雷德

非)著 ; 李永平译 
190/RED-2 

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 郑良树著 532.2/ZLS 

困惑与寻路 : 当代旅台知识社

群的反思 
曾庆豹著 546.1/ZQB 

孙子斠补 郑良树著 592.092/ZLS 

论陈涉的崛起及其失败 郑良树著 592.921/ZLS 

国语校证 郑良树著 621.77/ZLS 

存在的断层扫瞄 : 罗门都市诗

论 
陈大为著 810/CDW 

文学创作与神思 陈慧桦著 810/CHH 

从影响研究到中国文学: 施友忠

教授九十寿庆论文集 陈鹏翔, 张静二合编 810/CPX 

主题学理论与实践 : 抽象与想

像力的衍化 
陈鹏翔著 810/CPX-2 

文学的复音变奏 李有成著 810/LYC 

生命书写 ＝ Life writing 纪元文, 李有成主编 812.07/JYW 

离散与家国想像 : 文学与文化

研究集稿 
李有成, 张锦忠主编 812.07/LYC 

管见之外 : 影像文化与文学研

究 : 周英雄教授七秩寿庆论文

集 

李有成, 冯品佳主编 812.07/LYC-2 

张爱玲论述 : 女性主体与去势

模拟书写 
林幸谦著 820/LXQ 

历史, 女性与性别政治 : 重读

张爱玲 
林幸谦著 820/LX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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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情结的反思 林幸谦著 820/LXQ-4 

张爱玲 : 文学·电影·舞台 林幸谦编 820/LXQ-5 

莫言小说 : 《历史》的重构 钟怡雯著 820/ZYW 

辞赋论集 郑良树著 822.07/ZLSC2 

卢飞白诗文集 王润华编 848/WRH-2 

亚洲中文现代诗的都市书写

(1980-1999) 
陈大为著 868.72/CDW 

亚细亚的象形诗维 陈大为著 868.72/CDW-2 

赤道回声 : 马华文学读本 II 陈大为, 钟怡雯, 胡金伦主编 868.72/CDW-3 

思考的圆周率 : 马华文学的板

块与空间书写 
陈大为著 868.72/CDW-5 

马华散文史纵论. 1957-2007 陈大为著 868.72/CDW-6 

亚洲阅读 : 都市文学与文化

(1950-2004) 
陈大为著 868.72/CDW-7 

第一届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的新

动向研讨会: 21世纪台湾.东南

亚的文化与文学 

龚鹏程, 杨松年, 林水檺主编 868.72/GPC 

鱼尾狮·榴梿·铁船与橡胶树 王润华著 868.72/WRH-8 

跨国界诗想 : 世华新诗评析 = 

Poetic thoughts beyond 

boundaries : readings in 

world Chinese poetry 

杨松年, 杨宗翰主编 868.72/YSN-3 

离心的辨证 : 世华小说评析 = 

Centrifugal Dialectics: 

readings in world Chinese 

fiction 

杨松年, 简文志主编 868.72/YSN-4 

多元的交响 : 世华散文评析 杨松年, 林明昌主编 868.72/YSN-6 

马华现代诗论 : 时代性质与文

化属性 
张光达著 868.72/ZGD-2 

马华当代诗论 : 政治性、后现

代性与文化属性 
张光达著 868.72/ZGD-3 

重写.台湾.文学史 张锦忠, 黄锦树编 868.72/ZJZ-3 

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 张锦忠著 868.72/ZJZ-5 

时光如此遥远 张锦忠著 868.72/ZJZ-6 

亚洲华文散文的中国图象(1949-

1999) 
钟怡雯著 868.72/ZYW 

无尽的追寻 : 当代散文的诠释

与批评 = An eternal pursuit: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prose 

钟怡雯著 868.72/ZYW-2 

灵魂的经纬度 : 马华散文的雨

林和心灵图景 
钟怡雯著 868.72/ZYW-3 

内敛的抒情 : 华文文学论评 钟怡雯著 868.72/ZYW-4 

赤道形声 : 马华文学读本 I 陈大为, 钟怡雯编 868.73/C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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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贺兰山缺 方娥真等著 868.73/FEZ 

千面英雄－－华裔大马旅台人立

足台湾: 大马青年 
吴子文主编 868.73/WZW 

鱼骸: 第十八届时报文学奖得奖

作品集 
杨泽主编 868.73/YZ 

中外文学第二十九卷.第四期.总

第三四○期: 马华文学专号 
张锦宗编 868.73/ZJZ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 诗

歌篇 
柏杨主编 868.731/BY 

马华当代诗选 1990-1994 陈大为主编 868.731/CDW 

切入千禧年 : 学院诗人群年度

诗集 1999-2000 = The Academic 

Poets' circle, Taiwan 

陈鹏翔主编 868.731/CPX 

双子叶 何乃健, 秦林著 868.731/HNJ-3 

众星喧哗 : 天狼星诗作精选 温任平, 李宗舜主编 868.731/WRP-4 

戏逐生命 : 学院诗人群年度诗

集 1997 
王添源等著 868.731/WTY 

诗的人间 : 学院诗人群年度诗

集 1998-99 
王添源等著 868.731/WTY-3 

海外新诗钞 周策纵, 心笛, 王润华著 868.731/ZCZ 

花开并蒂 周策纵, 王润华等合著 868.731/ZCZ-2 

马华新诗史读本 : 1957-2007 钟怡雯, 陈大为编 868.731/ZYW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 散

文篇 
柏杨主编 868.735/BY 

我们留台那些年 黄锦树, 张锦忠, 李宗舜主编 868.735/HJS 

坦荡神州 温瑞安主编, 神州社执笔 868.735/WRA 

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 钟怡雯主编 868.735/ZYW 

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 

卷一 
钟怡雯, 陈大为编 868.735/ZYW-4V1 

马华散文史读本 : 1957-2007. 

卷二 
钟怡雯, 陈大为编 868.735/ZYW-4V2 

马华散文史读本 : 1957-2007. 

卷三 
钟怡雯, 陈大为编 868.735/ZYW-4V3 

南洋乡土集 王润华编 868.74/WRH 

榴梿滋味 王润华著 868.74/WRH-2 

尽是魅影的城国 陈大为著 868.751/CDW-4 

巫术掌纹 : 陈大为诗选 1992-

2013 
陈大为著 868.751/CDW-6 

云想与山茶 陈慧桦著 868.751/CHH 

云想与山茶 陈慧桦著 868.751/CHH 

我想像一头骆驼 陈慧桦著 868.751/CHH-3 

在史坦利公园 : 人文山水漫游 陈慧桦著 868.751/CHH-3 

化装舞会 : 陈强华诗集 陈强华著 868.751/CQH 

单人道 = One-man lane 淡莹著 868.751/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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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城传奇 傅承得著 868.751/FCD-3 

诗体的仪式 林幸谦著 868.751/LXQ 

叛徒的亡灵－－我的五四诗刻 林幸谦著 868.751/LXQ-4 

时间 李有成著 868.751/LYC-2 

笨珍海岸 李宗舜著 868.751/LZS-2 

李宗舜诗选 I. 1973-1995 李宗舜著 868.751/LZS-5 

树的墓志铭 沙河著 868.751/SH:3 

高潮 王润华著 868.751/WRH-3 

最后的家园 辛金顺著 868.751/XJS 

青少年哪吒 蔡明亮著 868.754/CML 

不见不散 :蔡明亮与李康生 张靓蓓著 868.754/CML-11 

郊游 = Stray dogs 蔡明亮著 868.754/CML-13 

你那边几点 蔡明亮著 868.754/CML-5 

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 冰谷著 868.755/BG-5 

橡叶飘落的季节 : 园丘散记 冰谷著 868.755/BG-6 

南太平洋的明珠 : 掀开所罗门

面纱 
冰谷著 868.755/BG-7 

走进风下之乡 : 沙巴丛林生活

记事 
冰谷著 868.755/BG-8 

四个有猫的转角 陈大为著; 阿顿图 868.755/CDW-2 

野故事 陈大为著 868.755/CDW-3 

句号后面 陈大为著 868.755/CDW-4 

火凤燎原的午后 陈大为著 868.755/CDW-5 

木部十二划 陈大为著 868.755/CDW-7 

深情看世界 戴小华著 868.755/DXH 

分明 : 傅承得散文自选集（一

九八五至二〇二〇） 
傅承得著 868.755/FCD-10 

日子正当少女 方娥真著 868.755/FEZ 

刚出炉的月亮 方娥真著 868.755/FEZ-3 

满树婴孩绿 方娥真著 868.755/FEZ-7 

重楼飞雪 方娥真著 868.755/FEZ-8 

隔壁的房间 龚万辉著 868.755/GWH 

清晨校车 龚万辉著 868.755/GWH-2 

杜甫的五城 : 一个火车迷的中

国壮游 
赖瑞和著 868.755/LRH 

男人的育婴史 赖瑞和著 868.755/LRH-2 

坐火车游盛唐 : 中国之旅私相

簿 
赖瑞和撰文摄影 868.755/LRH-3 

狂欢与破碎 : 边锤人生与颠覆

书写 
林幸谦著 868.755/LXQ 

乌托邦幻灭王国 : 黄昏星在神

州诗社的岁月 
李宗舜著 868.755/LZS:2 

暂停键 黎紫书著 868.755/LZS-2 

医院哈烧站 欧阳林著 868.755/O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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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咬欧阳林 欧阳林著 868.755/OYL-10 

单身男子公寓 欧阳林著 868.755/OYL-11 

叫我医生哥哥 欧阳林著 868.755/OYL-13 

我爱实习医生 欧阳林著 868.755/OYL-14 

没钱也要来看病 欧阳林著 868.755/OYL-17 

欧医生的生活妙处方 欧阳林著 868.755/OYL-18 

处女座的医生是这样的 欧阳林著 868.755/OYL-19 

台北医生故事 1 欧阳林著 868.755/OYL-2 

超人医生诊察室 欧阳林著 868.755/OYL-20 

台北医生故事 2 欧阳林著 868.755/OYL-3 

鸡婆医生 欧阳林著 868.755/OYL-4 

医生也疯狂 欧阳林著 868.755/OYL-5 

医院 X档案 欧阳林著 868.755/OYL-6 

医生的花 Young心事 欧阳林著 868.755/OYL-8 

少年医生天才事件簿 欧阳林著 868.755/OYL-9 

龙哭千里 温瑞安著 868.755/WRA 

中国人 温瑞安著 868.755/WRA- 

天下人 温瑞安著 868.755/WRA-3 

秋叶行 王润华著 868.755/WRH 

把黑夜带回家 王润华著 868.755/WRH-2 

黄皮肤的月亮 温任平著 868.755/WRP 

等待鹦鹉螺 许通元著 868.755/XTY 

等待那一束花 永乐多斯著 868.755/YLD-4 

马来西亚浪漫和新疆抓饭 永乐多斯著 868.755/YLD-7 

自己的房间 张玮栩著 868.755/ZWX 

阳光如此明媚 钟怡雯著 868.755/ZYW-11 

钟怡雯精选集 钟怡雯著 868.755/ZYW-15 

河宴 钟怡雯著 868.755/ZYW-16 

麻雀树 钟怡雯著 868.755/ZYW-18 

听说 钟怡雯著 868.755/ZYW-3 

枕在你肚腹的时光 钟怡雯著; 魏延乘图 868.755/ZYW-5 

我和我豢养的宇宙 钟怡雯著 868.755/ZYW-6 

路灯老了 钟怡雯著 868.755/ZYW-7 

漂浮书房 钟怡雯著 868.755/ZYW-8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 杂

文篇 
柏杨主编 868.756/BY 

一水天涯 : 马华当代小说选 黄锦树编 868.75711/HJS 

白蚁の梦魔 : 短编小说集 黎紫书等著 ; 荒井茂夫等译 868.75711/LZS 

别再提起 : 马华当代小说选. 

1997-2003 
张锦忠, 黄锦树主编 868.75711/ZJZ 

埋葬山蛭 = = Pengebumian 

lintah darat 
许通元著 868.75712/XTY 

窥视 陈政欣著 868.75713/CZ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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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裳曲 扶风著 868.75713/FF 

乌暗暝 黄锦树著 868.75713/HJS 

梦与猪与黎明 黄锦树著 868.75713/HJS-2 

由岛至岛 / 刻背 黄锦树著 868.75713/HJS-3 

土与火 黄锦树著 868.75713/HJS-5 

梦と豚と黎明 : 黄锦树作品集 黄锦树著 ; 大东和重等译 868.75713/HJS-7 

火, 与危险事物 黄锦树著 868.75713/HJS-9 

迷宫毯子 贺淑芳著 868.75713/HSF 

槟榔艳 李天葆著 868.75713/LTB-4 

绮罗香 李天葆著 868.75713/LTB-6 

𨑨迌 李永平著 868.75713/LYP-3 

天国之门 黎紫书著 868.75713/LZS 

山瘟 黎紫书著 868.75713/LZS-2 

野菩萨 黎紫书著 868.75713/LZS-5 

昨夜星辰 潘雨桐著 868.75713/PYT-2 

河岸传说 潘雨桐著 868.75713/PYT-6 

色花水 商晚筠著 868.75713/SWY 

水东流 : 原上草小说选集 原上草著 868.75713/YSC-5 

伏虎 张贵兴著 868.75713/ZGX-3 

沙龙祖母 张贵兴著 868.75713/ZGX-4 

腿 陈志鸿著 868.7572/CZH 

悔不过今生 戴小华著 868.7572/DXH 

画天涯 方娥真著 868.7572/FEZ 

母墟 黄玮霜著 868.7572/HWS 

Retribution: The Jiling 

Chronicles 

Li Yung-p'ing,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chun Lin 

868.7572/LI 

月白的脸 : 一位亚裔美国人的

家园回忆录 

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著 ; 张琼惠译 
868.7572/LIM:2-3 

盛世天光 李天葆著 868.7572/LTB-2 

吉陵镇ものがたり 
李永平著 ; 池上贞子, 及川茜

译 
868.7572/LYP-10 

朱鸰漫游仙境 李永平著 868.7572/LYP-2 

雨雪霏霏 : 婆罗州童年纪事 李永平著 868.7572/LYP-4 

海东青 李永平著 868.7572/LYP-5 

告别的年代 黎紫书著 868.7572/LZS 

一个医生的爱情故事 欧阳林著 868.7572/OYL 

没有地图的世界 = 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 
欧大旭(Tash Aw)著 ; 赖肇欣译 868.7572/TAS-5 

夜凉如水 张草著 868.7572/ZC 

庖人志 张草著 868.7572/ZC-4 

蜀道难 张草著 868.7572/ZC-6 

蜀道难 张草著 868.7572/ZC-6 

象の群れ 张贵兴著 ; 松浦恒雄译 868.7572/ZG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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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阳大夫 张贵兴著 868.7572/ZGX-2 

顽皮家族 张贵兴著 868.7572/ZGX-3 

猴杯 张贵兴著 868.7572/ZGX-5 

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 张贵兴著 868.7572/ZGX-6 

赛莲之歌 张贵兴著 868.7572/ZGX-7 

群象 张贵兴著 868.7572/ZGX-8 

My South Seas Sleeping 

Beauty 

Zhang GuiXing, Translated by 

Valerie Jaffee 
868.7572/ZHA 

大骗局 Jeffrey Archer著 ; 陈欣译 870/ARC 

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著 ; 李永平译 
870/AUS 

挽歌 : 写给我的妻子艾瑞丝 

约翰·贝礼(John Bayley)著 ; 

李永平译 
870/BAY 

纸牌的秘密 
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

著 ; 李永平译 
870/GAA 

苍蝇王 
高汀(William Golding)著 ; 陈

鹏翔译, 导读 
870/GOL 

我是艾美丽, 曾经 
珍·孟德荪(Jane Mendelsohn)

著 ; 李永平译 
870/MEN 

旷野之歌 : 《旷野的声音》作

者再次心灵探索之旅 

马洛·摩根(Marlo Morgan)著 ; 

李永平译 
870/MOR 

大河湾 
奈波尔(V.S.Naipaul)著 ; 李永

平译 
870/NAI-2 

走过兴都库什山 
艾瑞克·纽比(Eric Newby)著 ; 

李永平译 
870/NEW 

大自然在唱歌 
奥尔森(Sigurd F. Olson)著 ; 

李永平译 
870/OLS 

圣境预言书 
詹姆士·雷德非(James 

Redfield)著 ; 李永平译 
870/RED 

拍卖苏富比 
彼得·华特森(Peter Watson)

著 ; 李永平译 
870/WAT 

帝国主义与文学生产 李有成编 873.07/LYC 

在理论的年代 李有成著 873.07/LYC-2 

第二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

文集 
方万全, 李有龙编 874.07/FWQ 

逾越 : 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

评 
李有成著 874.2/LY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