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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青雲 宋家朝代 1985
莊永明 台灣百⼈人傳3 2001
莊永明 台灣百⼈人傳2 2001
莊永明 台灣百⼈人傳1 2001
陳永興 台灣醫界⼈人物誌 2005
楊美齡 富⽐比⼠士-⼆二百年英雄⼈人物榜 1998
林衡哲 智慧交響曲 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講座 2008
楊遠薰 咱的故事-16對台灣⼈人夫妻的⼈人⽣生 2001
葉榮鐘 台灣⼈人物羣像 1985
鄧相揚 愛在福爾摩沙 2003
曹若梅 台灣歷史⼈人物 2005
張光⽃斗 點燈II 1996
江⽂文欲 阿姆的故事 2004
龔選舞 龔選舞回億 1991
台灣教授協會 打開頻道說亮話 1997
莫靈平 ⼆二⼗十⼀一世紀前的中國群像 1988

焦點華⼈人 1991
魏貽君 台灣政治將⼠士象 1989
陳永興(編者) 醫學之愛無國界 2011
⺩王拓 黨外的聲⾳音 1978
湯澡芳 我的勝經 1999

尋找台灣精神(⼆二) 2005
林衡哲 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一) 2001
林衡哲 (編者) 永恆的追思 2005
胡慧玲 島嶼愛戀 1995
陳映真 ⽯石破天驚 1988
江安瑜 消失中的台灣阿嬤 1995
徐宏義 作家的影像 1986
吳錦發 原舞者⼗十年回顧 1993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1987
向陽編 ⼈人⽣生船 1985
張友繩 ⼩小史記 1979
趙琴 琴韻⼼心⽣生 1978
胡有瑞 現代學⼈人散記 1977
席格勒夫 宋家朝代--像⼀一個喝醉的⽔水⼿手 1985
吳錦發 做⼀一個新台灣⼈人 1989
郭弘斌 偉⼤大的台灣⼈人 2005
陳永興 台灣醫界⼈人物誌 2004
謝⾥里法 台灣出⼟土⼈人物誌 1984
林衡哲, 張恒豪(編者) 復活的群像 1994

Creative Visions - Contemporary Artists of Tawian 2003
堺屋太⼀一 等 戰國商魂 1993
簡扶育 搖滾祖靈 － 台灣原住⺠民藝術家群像 1998
謝⾥里法 我所看到的上⼀一代 1999
林衡哲 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上) 2001
林衡哲 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二) 2007
許世楷 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 2008
朱真⼀一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 2004
楊遠薰 北美洲台灣⼈人的故事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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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海君(譯者) 60歲的情書 2006
隱地 作家與書的故事 1985
汪瑩 亮不亮的星星 1982
京夫⼦子 中南海恩仇錄 1994

太陽⾨門下的夢想家 1999
鐘麗慧 織錦的⼿手 1987
應鳳凰 筆耕的⼈人 1987
李甲孚 歷史上的⾵風雲⼈人物 1992
周相露 ⾵風采 作家的影象 1989
謝春德 作家之旅 1985
鄭明淑 點滴袋上的畫 2005
⿈黃森松 美濃⼈人物臉譜 1993
張妙如, 徐玫怡 交換⽇日記5 2001
惜秋 蜀漢⾵風雲⼈人物 1983
施叔⻘青 ⽂文壇反思與前膽 1989

島國顯影V1 1993
島國顯影V2 1993

鄭世安, 林竺霓 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1991
林萃芬,陳淑娟 阿扁的雙⼈人枕頭 2000
Marnie Copland A Lin Odyssey
楊維哲 ⼩小家庭 - 圓 1989
葛逸凡 時代.命運.⼈人⽣生 2002
歐銀釧 親愛的,我們結婚好嗎? 1992
應鳳凰.⺩王開平 萬紫千紅總是春 1983
張⽟玉珍 ⼥女⼈人的⽣生活飲⻝⾷食 下 2004
⾦金美齡. 周英明 ⽇日本啊台灣啊 2001
⻯⿓龍應台.安德烈 親愛的安德烈 2007
院美姝 幽暗⾓角落的泣聲 1992

名⼈人話情關 1996
永恆的追思 2005

簡扶育 搖滾祖靈 1998
北加州台灣會館 2005

張妙如, 徐玟怡 交換⽇日記4 2000
馮⽟玉明 ⾦金⽟玉綴英 2011
⾼高明美 卓別林/安妮法蘭克 1985
丁⽺羊 李⽂文斯頓/伽利略 1985
⽅方素珍 孔⼦子/孟⼦子 1985
⽩白慈飄 班超/郭⼦子儀 1985
林⽴立 拿破崙/諾⾙貝爾 1985
廖清秀 托爾斯泰/海倫凱勒 1985
博林統 法布爾/萊特兄弟 1985
鄭清⽂文 席頓/杜南 1985
陳千武 ⾺馬可波羅/⽶米開蘭基羅 1985
⽂文⼼心 ⾺馬克吐溫/哥倫布 1985
張詹勳 舒伯特/海汀 1985
李英茂 巴斯德/達芬奇 1985
⽂文⼼心 史蒂⽂文⽣生/梵⾕谷 1985

李登輝與林洋港 1987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 台灣松齡會20週年特刊

⽣生命在歌唱 2005
劉樵 透視許信良 1979
汪彝定 ⾛走過關鍵年代 1991



戚友 李福勝 柯林頓傳奇 1993
伊萍 居禮夫⼈人-寂寞⽽而驕傲的⼀一⽣生 1992
陸樓 ⼽戈爾巴喬夫 1992
唐諾 空中飛⼈人-⿆麥可‧喬丹 1993
孫乃修(譯者) 莎⼠士⽐比亞傳 1992
⽉月旦編譯⼩小組 柴契爾夫⼈人回憶錄-上 1994
⽉月旦編譯⼩小組 柴契爾夫⼈人回憶錄-下 1994
劉麗真 ⺩王凌霄 杜魯⾨門-上 1995
劉麗真 ⺩王凌霄 杜魯⾨門-下 1995
古桂英 卡爾‧歐巴尼醫師傳奇 2004
張南星 梵⾕谷-磨難中的熱情 1994
郭泰 ⺩王永慶奮⾾鬥史 1994
程⼤大學 余清芳傳 1990
鐘年晃 ⾛走出⾦金枝⽟玉葉-阿扁嫂的故事 2000
吳豐⼭山 吳三連回憶錄 1990
江才健 吳健雄-物理科學的第⼀一夫⼈人 1998
吳修⿑齊 吳修⿑齊⾃自傳 1993
賴樹明 吳⼤大猷傳 1992
⿈黃進興 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 1992
上坂 冬⼦子 ⻁虎⼝口的總統 2001
李靜宜 近寫李登輝-紅樹林⽣生活筆記 2001
費啟宇 舞蹈⼤大師-李彩娥 1997
鄒景雯 李登輝執政告⽩白錄 2001
李璞良 苦甜-李宗仁元配夫⼈人的近代中國滄桑史 1993
李模 奇緣此⽣生 - 李模回憶錄 1993
周采芹 上海的⼥女兒 1989
林義雄 去國懷鄉 1991
周碧瑟 柏楊回憶錄 1996
胡秉正 楊豫馨 ⼀一⽚片仁⼼心照杏壇-胡秉正傳 1995
胡慧玲 ⼗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 2001
司⾺馬桑敦 張學良評傳 1986
曹銘宗 ⾃自學典範-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 1999
天下叢書編譯委員會 新⼒力與我 1987
林莊⽣生 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 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 1992
許曹德 許曹德回憶錄 1990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麥⼦子落地 1991
陳⽔水扁 台灣之⼦子 1999
曹永洋 噶瑪蘭的燭光-陳五福醫師傳 1993
陶五柳 陳⽔水扁的震撼 1994
卓甫⾒見 台灣⾳音樂哲⼈人-陳泗治 2001
陳⽴立夫 成敗之鑑 - 陳⽴立夫回憶錄 1994
陳永興 無悔之旅 2011
陸鏗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1997
⿈黃貴潮 遲我⼗十年 Lifok ⽣生活⽇日記 2000
愛新覺羅‧溥儀 溥儀⾃自傳 1989
溫世仁 閱讀溫世仁 2004
曾虛⽩白 董顯光⾃自傳 1981
劉賓雁 劉賓雁⾃自傳 1990
陳芳明 蔣渭川和他的時代 1996
蔣梨雲 蔣潔雲 蔣松平 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附冊 1996
蔣夢麟 ⻄西潮 1990
汪其楣 舞者的阿⽉月-台灣舞蹈家蔡瑞⽉月的傳奇 2004



⼘卜幼夫 NO1 從賣菜⼩小童到台灣⾸首富 - 蔡萬霖 2006
蔡國顯 拔仔狀元:蔡國顯的千萬傳奇 2004
林衡哲 編 深情的浪漫 1999
林衡哲 深情的浪漫-蕭泰然⾳音樂世界選輯 1999
蕭乾 未帶地圖的旅⼈人 - 蕭乾回憶錄 1994
薛慶光 台灣阿⽢甘薛慶光-倒跑⼈人⽣生 2005
郭瓊俐 逆中求勝-謝⻑⾧長廷的⽣生命美學 2007
謝清志 謝清志的⽣生命振動 2008
⺩王梅 家家鍋裡有隻雞 1999
簡璋輝 阿輝伯的台灣路

台灣⼤大企業家奮⾾鬥史-上 1982
台灣⼤大企業家奮⾾鬥史-下 1982

⽇日野原重明 ⽇日野原重明回億錄 2008
終年晃 ⾛走出⾦金枝⽟玉葉-阿扁嫂的故事
韓國⿈黃 ⾳音樂⼤大師江⽂文也
駿良袁 論勇先⽩白 1991
江鵬堅 翼堅之刻鵬飛之時 2000
袁志英 叔本華傳 1993
葉永烈 ⾺馬思聰傳 1989
許昭榮 寧願燒盡，不願銹壞
⽅方瑀 親情 1996
蔡同榮 顧台灣 2010
張深切 ⾥里程杯　上 1998
張深切 ⾥里程杯　下 1998
廖慶洲 孫法⺠民-⾸首創中國電線⼯工業六⼗十年 1994
張國安 歷練-張國安⾃自傳 1987
夏珍 許信良的政治世界 1998
林衡哲 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 1995
鄭翼宗 歷劫歸來話半⽣生 1990
陳芳明 謝雪紅評傳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 1991
吳新榮 吳新榮回憶錄 清⽩白交代的台灣⼈人家族史 1989
吳濁流 台灣連翹 1987
吳濁流 無花果 1984
吳濁流  台灣七⼗十年的回想 1988
張良澤 四⼗十五年⾃自述 我的⽂文學歷程 1988
郭惠娜,林衡哲 (編者) 郭⾬雨新紀念⽂文集 台灣⺠民主傳教⼠士 1988
⿈黃武東 ⿈黃武東回憶錄 台灣⻑⾧長⽼老教會發展史 1988
林衡哲 雕出台灣⽂文化之夢 ⼀一個⽂文化醫師的⼼心路歷程 1989
呂代豪 收⼑刀⼊入鞘 ⿊黑道變傳道的真實故事 2004
林莊⽣生 ⼀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 1999
尹仲容 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1988
彭明敏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
林志昇 中國⼤大陸出逃 2002
楊華瑋 楊⼩小妹留洋記 1882
柏楊 柏洋在⽕火燒島 1988
陳⾹香梅 留雲借⽉月 陳⾹香梅回憶錄 1991
⿈黃越綏 ⺟母⼥女江⼭山 2009
賴東進 乞丐囝仔 2000
周賢頌 ⼀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 1981
⾼高李麗珍  輯 ⾼高俊明牧師  獄中書簡 1983
陳錦芳 畫遊⼗十年 1974

焚⽽而不燬  台灣魂 1989



德⽥田⻁虎雄 ⺟母親的⼒力量 2005
⿈黃煌雄 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者 1992
巫永福 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 2003
連加恩 愛呆⻄西⾮非連加恩 2004
曹永洋 噶⾺馬蘭的燭光--陳五福醫師傳 1993
鍾肇政 鍾肇政回憶錄(⼀一)徬徨與掙扎 1998
鍾肇政 鍾肇政回憶錄(⼀一)⽂文壇交遊錄 1998
許曹德 許曹德回憶錄 1990
陳芳明編 楊逵的⽂文學⽣生涯 1986
⿈黃武東 ⿈黃武東回憶錄 1986
陳逸松 陳逸松回憶錄 1994
朱浩楊 朱浩楊回憶錄 1994
楊千鶴 ⼈人⽣生的三錂鏡 1995
張良澤 四⼗十五⾃自述-我的⾃自學歷程 1986
陳炯霖 台灣⼩小兒發展的舵⼿手－陳炯霖 2002
東⽅方⽩白 真與美(⼀一) 1995
東⽅方⽩白 真與美(⼆二) 1995
東⽅方⽩白 真與美(三) 1995
阮美姝 孤寂煎熬四⼗十五年 1992
蔡明憲 最美麗的理想 2001
Mitch Albom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1998
廖雪芳 醫者之路 2002
郭⾬雨新 台灣⺠民意領航者⼼心郭⾬雨新先⽣生 1978
李彩娥 蜻蜓祖⺟母 1984
林莊⽣生 ⼀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 1999

⺩王康陸博⼠士紀念⽂文集 1995
⽩白崇禧傳

曹永洋 都市叢林醫⽣生 1996
陽基銓回憶錄 1996

林靜⽵竹 台美⽣生涯70年 2006
陳庵君 台灣婦產科的播種著 - 陳庵君回億錄 2004
邱瑞穗 異情歲⽉月 - ⿈黃順與前妻回億錄 1993
韓國鐄 等著 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 1984
李筱峰 台灣⼈人⾰革命僧-林秋梧 2004
張瑞雄 台灣⼈人的先覺 - ⿈黃彰輝 2004
李昂 施明德前傳 1993
翁登科 憨⼈人出頭天 2002
劉峰松 ⿊黑獄陽光 劉峰松獄中書信 1985
林衡哲 深情的浪漫　蕭泰然⾳音樂世界選輯 1999
Lucia Bellaspiga, (驛者)古桂英 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 2004
李曉莊 李登輝的⼥女⼈人 1996
彭明敏 逃亡 2009
林恩魁 荊棘.冠冕.動盪歲⽉月 2008
林淑芬(編者) 桃園在何許 林茂⽣生詩墨展導覽筆記 2002
李筱峰, 張杏梅(編者) ⼀一個新台灣⼈人的死與⽣生 廖中⼭山教授紀念集 2000
琦君 ⼀一襲⻘青衫萬樓情 1991
瓊瑤 我的故事 1989
葉曙 病理卅三年 1982
郭⾬雨新 台灣⺠民意領航者郭⾬雨新先⽣生 1978
⺩王愛敏 井邊的⼥女⼈人 2002
陳⽔水扁   台灣之⼦子 2000
盧修⼀一 獄中沉思錄 1989



李敖 李敖回憶錄 1997
李筱峰 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 2004
陳慧劍 弘⼀一⼤大師傳 1997
鮑佳欣 英⽂文⼩小魔⼥女在USA 1998
提摩⻄西. 賈頓艾許 檔案羅密歐 2000
Norman King 瑪丹那傳奇 1992
陳思和 ⼈人格的發展-巴⾦金傳 2002
沈從⽂文 沈從⽂文⾃自傳 1989
酪梨壽司 去他的萬⼀一 酪梨壽司的紐約MBA⽇日記 2007
劉墉(改寫), 劉軒(原者) 屬於那個叛逆的年代 1993
愛麗絲.史⽡瓦茲 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 1986
⺩王家誠 唐伯⻁虎與桃花塢 1971
張恆鈞 28公⽄斤的⽣生命 2007
韓⽯石泉 六⼗十回憶 1956
莎麗⿆麥克琳 邊緣外 1986
⺩王智弘 ⼀一個台灣⼩小留學⽣生到哈佛之路 1995
溫錦春 溫錦春先⽣生⼝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2002
朱江淮 朱麗傳 2004
陳郁秀 張福興 - 近代台灣第⼀一位⾳音樂家 2000
陳為⺠民 流氓學⽣生——我的少年叛逆 1993
⼤大衛.奧格威 奧格威⾃自傳 1997
徐淵濤 替李登輝卸妝 2000
萊希曼 ⾺馬克吐溫顯靈記 1989
曹啟泰 結婚真好 1995
鮑許 最後的演講 2008
鄭板橋 揚州畫家 1983

郭⾬雨新紀念⽂文集 1986
陳式武 永恆的奮⾾鬥 1987
國史館李登揮⼝口述歷史⼩小組 ⾒見證台灣 2004
James Gleick 理查.費曼 1993
Christopher Sykes 天`才費曼 2000
夏珍 ⽂文茜半⽣生緣 1999
⾦金仲達 野⾺馬停蹄 1982
古威威 我家在天安⾨門後⾯面 1978
⿈黃進興 半世紀的奮⾾鬥 1990
⺩王桂榮 ⺩王桂榮回億錄 1999
李登輝.曾⽂文惠.上坂冬⼦子 ⻁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 2001
曾錚 靜⽔水流深 2004
歐巴⾺馬 巴拉克 歐巴⾺馬的夢想之路 以⽗父之名 2008
朱衞茵 真爱不死 1999
⿈黃越緩 ⺟母⼥女江⼭山 2009

孔⼦子聖蹟圖譜
吳濁流 台灣連翹 1987
徐淵濤 替李登輝卸妝 2000
林奐均 你是我的愛 2004
葉廷珪 葉廷珪百歲冥誕紀念 2004
侯⽂文詠 在⽣生命轉彎的地⽅方 1994
⺩王蜀嘉(譯寫) 百⼿手起家的豐⽥田 1984
PU YI From Emperor to citizen Vol 2 1965
侯⽂文詠 親愛的⽼老婆 1991
李雀美 安徒⽣生/⼠士利曼 1985
陳⽔水扁 陳⽔水扁寫真 1999



林惠卿 愛迪⽣生/達爾⽂文 1985
李雀美 史懷哲/野⼝口英世 1985
趙震 亞孟森/南丁格爾 1985
許建昆 張衡/詹天佑 1985
⾼高明美 居禮夫⼈人/⿆麥哲倫 1985
朱佩蘭 奧爾柯特/福特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