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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9 /8555

小說餐桌 / 黛娜.福萊德(Dinah
Fried)著 ; 聯合文學編輯部編譯

1

873.574 /793 89

魯賓遜漂流記 / 杜福(Daniel Defore)
Robinson Crusoe
原著 ; 李淑貞譯

2

873.575 /7837 102

格理弗遊記 / 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原著 ; 單德興譯注

Gulliver's travels

3

873.577 /7975-4 103

孤雛淚 / 查爾斯.狄更新(Charles
Dickens)著 ; 方淑惠, 吳延輝譯

Oliver Twist

4

873.5782 /8675-3 v.1

5
6

Fictitious dishes

尤利西斯 / 喬伊斯(James Joyce)著 ;
Ulysses
蕭乾, 文潔若譯.
尤利西斯 / 喬伊斯(James Joyce)著 ;
Ulysses
873.5782 /8675-3 v.2
蕭乾, 文潔若譯.
燈塔行 / 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
To the lighthouse
873.5782 /8838 88
宋德明譯

873.5784 /8485 91

蝴蝶夢 = Rebecca / 茉莉兒(Daphne
Rebecca
Du Maurier)作 ; 陸筱華譯.

8

873.5784 /8574-1

納尼亞傳奇 : 獅子.女巫.魔衣櫥 /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著 ;
wardrobe
彭倩文譯.

9

秘密花園 /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
873.5784 /8635.4 101 [Frances Hodgson Burnett]著 ; 柔之 The secret garden
譯

10

873.5787 /8957

7

艾瑪 / 珍.奧斯汀(Jane Austen)作.
另有譯為 愛瑪

1

Emma

編號

索書號

書名

原書名

愛麗絲夢遊仙境 ; 鏡中奇緣 / 路易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斯. 卡若爾著 ; 陳麗芳譯.

11

873.59 /753

12

874.574 /7336 70

13

874.574 /7355-1
/8432

14

874.574 /7535 101

15

874.5754 /8253-17

16

874.5754 /8284.1-4

17

874.5754 /8329 101

大亨小傳 / 史考特.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 徐之野譯

18

874.5754 /8345.1

瓶中美人 / [普拉絲]Sylvia Plath著 ;
The Bell jar
鄭至慧譯.

19

874.5754 /8365.21

中性 / 傑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作 ; 景翔譯.

20

874.5754 /8457.1-3

最藍的眼睛 / 童妮.摩里森(Toni
The blue eye
Morrison)著 ; 曾珍珍譯.

21

874.5754 /8466 95

梅岡城故事 / 哈波.李荷波(Harper
Lee)著 ; 商辛譯.

Kill a mockingbird

飄 / 宓西爾著 ; 傅東華譯.

Gone with the wind

874.5754 /8473 82
v.1
874.5754 /8473 82
23
v.2
24 874.5754 /8476-1
22

25

26
27
28
29

白鯨記 / 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著 ; 鄧欣揚譯.
赫克歷險記 /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 王安琪譯
小婦人 / 露意莎.梅.奧珂特(Louisa
May Alcott)著 ; 顏湘如譯
我們的時代 : 海明威一鳴驚人短篇
小說集
天才雷普利 /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
(Patricia Highsmith)著 ; 尤傳莉譯

飄 / 宓西爾著 ; 傅東華譯.
同名之人 / 拉希莉(Jhumpa Lahiri)
著 ; 彭玲嫻譯.
布魯克林孤兒 / 列瑟(Jonathan
Lethem)著 ; 嚴韻譯.
874.5754 /856.26
**《小說餐桌》中引用部份未出現
在中譯中
在路上 / 傑克.凱魯亞克(Jack
874.5754 /8564.3 100
Kerouac)著 ; 何穎怡譯
麦田里的守望者 : 塞林格作品集 /
874.5754 /8579-2 81
塞林格(J.D.Salinger)著 ; 施咸荣等
華氏451度 / [布萊伯雷]Ray
874.5754 /8586
Bradbury著 ; 于而彥譯
伊甸園東 / 史坦貝克(Steinbeck,
874.5754 /8844-3 84
John)原著 ; 邱慧璋譯 ; 劉森堯導讀.

2

Moby-Dick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Little women
In our time
The talented Mr. Ripley
The great Gatsby

Middlesex

Gone with the wind
The namesake

Motherless Brooklyn

On the road
The catcher in the Rye
Fahrenheit 451
East of Eden

編號

索書號

書名

原書名

30

874.5754 /887.32

時間的皺紋 / 麥德琳.蘭歌
(Madeleine L'Engle)著 ; 黃聿君譯

A wrinkle in time

31

874.577 /8348

長路 / 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著 ; 毛雅芬譯

The road

32

874.577 /8784

修正 /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著 ; 宋瑛堂譯

The corrections

33

874.577 /826

34

876.577 /7347 100

35

875.5782 /8474-5 98

36

880.5764 /8555-1 100

蘿莉塔 /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著 ; 陳錦慧譯

Lolita

37

881.357 /847

龍紋身的女孩 / 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作 ; 顏湘如譯.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38

882.559 /7575-1

小天使海蒂 / 喬安娜.史柏莉
(Johanna Spyri)著

Heidi

39

885.35708 /8366 v.1

清秀佳人 / 蒙哥馬利(Lucy Maud
Montgoery)著 ; 林淑女譯.

Anne of Green gables

40

885.7357 /8344-3 91

一百年的孤寂 / 賈西亞馬奎斯
One hundred years of
(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 宋碧雲 solitude

41

PN 56.S685E25 2014

Dysfluencies : On Speech Disorders
in Modern Literature / Chris Eagle.

42

PS 3569.U75V3

43

HyReader 電子書

44

尚無館藏

(追憶似水年華：在斯望家那邊) Swann's way

45
46
47

尚無館藏
尚無館藏
尚無館藏

(跳房子)
(雷夢娜和姊姊)
(小莎採藍莓)

Hopscotch
Beezus and Ramona
Blueberries for Sal

48

尚無館藏

(雞湯泡飯)

Chicken soup with rice

49

尚無館藏

(賭城風情畫)

50
51

尚無館藏
尚無館藏

(美國殺人魔)
(請給法蘭西絲麵包和果醬)

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 / 麥可.謝
朋(Michael Chabon)作 ; 劉泗翰譯.
包法利夫人 / 福樓拜(Flaubert,
Gustave)著 ; 于冬梅譯
變形記 / 卡夫卡(Franz Kafka)著
; 姬健梅譯

Valley of the dolls : a novel.
(小兔彼得的故事)

3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and Clay
Madame Bovary
The metamorphosis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
American psycho
Bread and jam for Frances

編號

索書號

52
53

尚無館藏
尚無館藏

書名

原書名
Heartburn
Gravity's rainbow

(心火)
(萬有引力之虹)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