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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
120 /8736

中文系:《饗思天堂 》中國思想史主題書展
綠色為學生推薦書
書名
道 / 張立文,岑賢安,徐蓀銘等著.

097.17 8636
100 /8654.3

论语讲析 / 周志文著
求真 : 臺大最受歡迎的哲學公開課 / 苑舉正著

100 /8663
112 /8656-1

思辨決定你的未來 : 沃草烙哲學讓你腦洞大開的25個思想
實驗 / 沃草烙哲學作者群著
思想史的写法 : 中国思想史导论 / 葛兆光著.

120 /8656
120 /8724 83
120.9 /8763

通識中國哲學 / 楊國榮, 溫帶維著
中國哲學的特質 / 牟宗三著.
圖解中國哲學史要略 / 張勻翔著

121 /8767-1

生存之道 : 諸子百家濟世修身的風雲際會 / 易中天作

121.2 /8464-1
121.2/8464-3
121.207 /8465-2
121.207/8356-2
121.207/8465-3
121.207/856.4
121.227 8745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儒家心性之學論要
人性與自我修養
儒家傳統與現代生活
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爲自我認
新儒‧新新儒
圖解論語大全 :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典根本 /

121.267 /8356

有了自由才有愛 : 曾昭旭v.s.孟子的跨時空對談 / 曾昭
旭著.
121.27/8656
荀子思想理論與實踐
121.3 /8576
老莊的相對論
121.3 /8576 2019 無用的日子讀老莊 : 老莊相對論給人生的十則指引 / 傅
佩榮著
121.311 /8577
人生有點難, 老子幫你變簡單 : 不刻意去做, 反而過得更
好、更強大的亂世生存指南 / 羅大倫著
121.317 /8346
121.33 /8354

時代太喧囂, 幸好有老子
厭世講堂 : 顛覆人生的十堂莊子課 / 厭世哲學家著

121.331 /8746-1
121.4 /8535

讀懂莊子，真的很容易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 : 兼论逻辑与文化

121.4 8376
121.41 /835
121.41 /8364
121.41 /8636-1
121.41 /8674
121.412 /854

墨家智謀
墨子學院 / 秦榆作.
布衣將相
墨子：救世的苦行者
墨子的智慧：兼愛非攻－賢能的救世精神
爱者之言 : 墨子选读 / 丁鸣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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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索書號
121.419 /877
121.6 /828

中文系:《饗思天堂 》中國思想史主題書展
綠色為學生推薦書
書名
墨子的人生哲學
严刑峻法 : 法家法律思想要义 / 谢彤, 方晴, 刘青著

121.677/8474
121.677/8734
123/8446.1

韓非子的哲學
韓非子的實用哲學
魏晉南北朝形盡神滅或形盡神不滅的思想論證

125 /8464 98
125.5 /8646.4
125.5 8446
141.61 8654
173.7 /875
176.52 8587

宋明理学. 南宋篇 / 蔡仁厚著
哲學思想
「舊學」與「新知」 : 朱子學傳衍樣態研究
求善 : 臺大哲學教授的斯多噶生活講堂
一看就懂的行為心理學 / 林郁著
情緒跟你以為的不一樣 : 科學證據揭露喜怒哀樂如何生成
/
療癒，從感受情緒開始：傷痛沒有特效藥，勇於面對情緒
浪潮，就是最好的處方箋
看穿內心情緒的行為暗示心理學 : 頂尖心理學家證實,
99%人能看透的50招讀心術 / 內藤誼人著 ; 郭欣怡譯

176.52 8675.4
176.8 /8443.3

44
176.8 /8535 106
45
177.2 /856.27
46
47

177.3 /8782
177.3 /8782

情緒行為操控心理學
情緒行為操控心理學 : 史上最完整!250項人際情感心理技
巧 / 趣味心理學會作 ; 羊恩媺譯

177.4 8343-1

哈佛法學院的情緒談判課 : 5大核心情緒策略, 創造共贏
成果 / 羅傑.費雪(Roger Fisher), 丹尼爾.夏畢洛
(Daniel Shapiro)著; 黃佳瑜譯

177/838
178.4 /8995

EQ
蛤蟆先生的希望 : TA諮商童話版 / 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著 ; 張美惠譯
靈魂的真相 : 靈魂到底是什麼?克里昂為我們揭開它神秘
的面紗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 :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 / 雪萊.
卡根(Shelly Kagan)作 ; 陳信宏譯

48

49
50
51
52

192.1 /8845.4
197 /845

53
54

FBI教你讀心術 : 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 喬.納瓦羅
(Joe Navarro), 馬文.卡林斯(Marvin Karlins)著 ; 林奕
伶, 廖桓偉譯
姿勢決定你是誰 : 哈佛心理學家教你用身體語言把自卑變
自信 / 艾美.柯蒂(Amy Cuddy)著 ; 何玉美譯

197.1 /8653

二十一世紀生死課 / 海德.沃瑞棋(Haider Warraich)著 ;
朱怡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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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中文系:《饗思天堂 》中國思想史主題書展
綠色為學生推薦書
書名
索書號
216.1 8554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超自然 : 你不信上帝, 為何相信人有
靈魂或外星人來過?
216.9 /8355 89
中國靈魂信仰
216.9 /8453
超自然經驗與靈魂不滅
216.9 /8543
魂靈：死後生命的科學探索
216.9 /8565-2 99 靈魂永生
216.9 /8657
不可思議的生命輪迴
216.9 /8845
通靈日記 : 看見真相的男孩
226.965 /8736-18 最後一次相遇, 我們只談喜悅 / 達賴喇嘛(Dalai Lama),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道格拉斯.亞伯拉姆
(Douglas Abrams)著 ; 韓絜光譯
296.1 864

當我們死後, 靈魂去哪了? : 死亡不可怕, 靈媒大師的暖
心臨終陪伴 / 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 蕭寶森譯

307.9 /8453

靈界的科學 : 李嗣涔博士25年科學實證, 以複數時空、量
子心靈模型, 帶你認識真實宇宙 / 李嗣涔著

415.95 /8535.1

反社會人格者的告白 : 善於操控人心、剝削弱點的天才 /
M.E湯瑪士著 ; 筆鹿工作室譯
成功的要義 : 提高心性、拓展命運之道
盡情煩惱吧, 人生這樣思辨才有答案! : 每個人內心的正
義, 答案都不一樣, 怎麼做才能無悔也無愧? /

63

64
65
66

494 8646.42-8
540.21 8565

67
68

544.7 /8569.21
556.52 8574

69
70
71

579.2707 /8426
和平的藝術
782.08 /8654 v.45 范縝評傳
783.558 /8845

倖存的女孩 : 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 娜
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 珍娜‧克拉耶斯基(Jenna
Krajeski)著 ; 洪世民譯

783.729 /8953

我是馬拉拉 : 一個因爭取教育而被槍殺的女孩 / 馬拉拉.
優薩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 克莉絲汀娜.拉姆
(Christina Lamb)合著 ; 翁雅如, 朱浩一譯

785.2887 8753
8743

應許之地 : 歐巴馬回憶錄

72

73

74

壞男人的孫子兵法 : 情場與人際的雙贏謀略 / 那個奧客
著
為孩子奮鬥的決心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凱拉許.沙提雅提
/ 凱拉許.沙提雅提(Kailash Satyarthi)作 ; 程敏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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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75
76
77

中文系:《饗思天堂 》中國思想史主題書展
綠色為學生推薦書
書名
索書號
836 /8355
厭世廢文觀止 : 英雄豪傑競靠腰, 國文課本沒有教 / 厭
世國文老師作
845.23 /593 /8837 朱熹文學研究

82

855.48 /8356
性情與文化
855.48 /848.3-12 捨得, 捨不得 : 帶著金剛經旅行 / 蔣勳著
v.1
782.1 8355.2
厭世國文教室 : 古文青生涯檔案 / 厭世國文老師著 ; J.
HO(胖古人)繪
880.5761 /7535-15 傻子伊凡 / 托爾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i)著 ; 許
92
海燕譯.
880.5761 /7535-16 伊凡．伊里奇之死：死亡文學巔峰神作，寫給每一個人的
/8557
生命之書
880.5761 /7535-18 人依靠什麼而活 : 托爾斯泰的短篇哲理故事 = What men
live by /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 ; 王敏雯譯

83
84

947.41 /8763
TF 091971-4

78
79
80
81

死亡筆記本完全收錄版
簡明中國哲學史 / 趙衛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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