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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冊數 ISBN 出版年

月

推薦系

所

備註

1 品牌概念店 : 全球頂尖時尚空間風格巡禮 歐利維

耶‧傑

一起來

出版

1 978-986-88111-8-8 101.09 時尚系

2 時尚花嫁&派對造型配飾設計 : 歐式典雅&法式浪漫&英倫時尚

&優雅女伶&甜美公主&古典芭蕾 = Make for your wedding & party

鄧惠敏 八方出

版發行

1 978-986-6019-63-0 100.10 時尚系

3 拿起筆就能畫!手繪時尚人物插畫 : 知名插畫家Anly教你用超可

愛人物畫出流行穿搭

羅安琍 八方出

版發行

1 978-986-6019-62-3 101.12 時尚系

4 女性名牌圖鑑. 2012-2013秋冬版 曾雅青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781-0 101.09 時尚系

5 男性名牌圖鑑(2012-2013秋冬版) 三采文

化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786-5 101.11 時尚系

6 不跟潮流的巴黎流. 2,圖解!巴黎女人的時尚秘密 米澤と

う子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640-0 101.05 時尚系

7 MillyQ in wonderland : 米粒Q的紐約21 days時尚日記 米粒Q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714-8 101.08 時尚系

8 I love法國可愛橡皮章 : 只要一支雕刻刀, 就能簡單刻出來! 我那霸

陽子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662-2 101.04 時尚系

9 拎起相機旅遊去in首爾 : 吃喝玩樂3天學會拍出漂亮照片! 山本真

理子

三悅文

化圖書

1 978-986-5959-43-2 102.01 時尚系

10 漫畫人物設計保證班 : 用顏色、○□△----簡單塑造超人氣角色 ヒラタ

リョウ

三悅文

化圖書

1 978-986-6180-91-0 101.02 時尚系

11 CEO西服學 : 中國男士的必修課 許舜英 三聯書

店(香港)

1 978-962-04-3303-0 101.10 時尚系

12 風尚英倫 = British fashion 李孟蘇 三聯書

店(香港)

1 978-962-04-3117-3 101.03 時尚系

13 1台相機, 9種狀況, 258個秘訣 : 讓你變成最強素人攝影師, 又名,

數碼單反攝影實戰秘笈258招

Fun視覺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430-0 101.09 時尚系

14 AUTO OUT!人機一體 楊品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4-31-7 101.09 時尚系

15 全圖解!時尚餐巾折疊藝術大全, 又名, 全圖解!時尚餐巾折疊大

全

劉德樞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471-3 101.09 時尚系

16 型男搭配學 : 最實用基礎穿搭術 Jimmy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5-07-9 101.12 時尚系

17 城市輕哲學 : 101個時尚生活小旅行 李淳朴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476-8 101.10 時尚系

18 時尚玩咖不用計畫, 馬上出發の東京幸福旅行法 : 簽證、購物省

錢、地鐵、公車乘坐、住宿馬上搞定!

<<玩樂

瘋>>編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3-89-1 101.07 時尚系

19 ACA國際認證教戰手冊 : Flash CS5完全攻略(第二版) 侯語彤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53-9 101.08 時尚系

20 Adobe Premiere Pro數位剪輯最重要的16堂課 葉人豪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56-0 101.09 時尚系

21 Before& After : 解構商業圖像設計準則 John

McWade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39-3 101.08 時尚系

22 DSLR外接閃燈 : 這樣打光就對了 向瑋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26-6 101.03 時尚系

23 Flash CS6易學教本 陳婉凌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71-0 102.01 時尚系

24 HDR職人後製技法全紀實 瑞菲爾

‧RC‧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43-3 101.04 時尚系

25 Idea to Photoshop : 設計師の創作解密 銳藝視

覺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28-7 101.07 時尚系

26 Let there be light完全曝光手冊 : 掌握光線攝影就成功了一半! iPhoto工

作室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90-4 101.09 時尚系

27 Nikon D800 : 我的出凡入聖之道 Jeff

Revell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90-1 101.12 時尚系

28 Painter美式Q版人物繪製技法(慶功版) 潘得禮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35-9 102.03 時尚系

29 Painter擬真人物繪製技法(慶功版) 潘得禮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34-2 102.02 時尚系

30 Photoshop+Illustrator CS6!創意設計二合一 蕭立文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52-2 102.04 時尚系

31 大師親授Photoshop CS6精湛設計 蕭立文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91-8 102.01 時尚系

32 方框視界 : 攝影的光線 : 運用好光線!決定一張好照片。 佳影在

線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05-8 101.05 時尚系

33 日韓風の紋飾向量圖庫 鄭國強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10-2 101.08 時尚系

34 字體設計準則 = The principles of type design Sun I視

覺設計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24-9 101.08 時尚系

35 我與DSLR的生活日記簿 夏永恒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45-1 101.11 時尚系

36 技藝非凡Photoshop CS6+Painter 12繪畫創作大揭秘 何平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84-3 101.08 時尚系

37 留住最美的悸動 : 經典風景攝影聖經 Fun視覺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58-7 101.06 時尚系

38 動畫分鏡實用秘笈 牟彩雲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70-3 102.04 時尚系

39 動漫達人修煉術 : Q版人物素描技法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12-0 102.04 時尚系

40 動漫達人修煉術 : Q版動物素描技法(第二版)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43-0 101.08 時尚系

41 動漫達人修煉術 : 人體線條表現素描技法 袁媛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97-6 101.06 時尚系

42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完全自學手冊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68-3 101.09 時尚系

43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快手打造草稿技法 樂畫工

房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58-1 101.12 時尚系

44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奇幻元素表現技法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14-4 102.02 時尚系

45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奇幻角色表現技法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50-2 102.03 時尚系

46 動漫達人修煉術 : 服裝飾品描繪技法 樂畫工

房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49-6 102.02 時尚系

47 動漫達人修煉術 : 特效與氣氛營造教學 樂畫工

房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57-4 101.11 時尚系

48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基礎素描技法 袁媛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13-7 102.02 時尚系

49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從入門到精通 : 一步步通往漫畫家之道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69-0 101.09 時尚系

50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場景素描技法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96-9 101.06 時尚系

51 動漫達人修煉術 : 萌少女COSPLAY著衣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48-2 101.12 時尚系

52 動漫達人修煉術 : 夢幻素顏描繪教學 樂畫工

房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47-5 102.12 時尚系

53 動漫達人修煉術 : 機器戰士表現技法 MCOO動

漫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80-2 101.12 時尚系

54 帶相機跨越經緯線 : 世界定格寫真攝影 張千里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05-1 101.02 時尚系

55 第七個桔子 : Photoshop唯美插畫創意技巧 王嵩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7-07-3 102.05 時尚系

56 視覺販賣 : 教您拍出生動的影像(慶功版) 大衛‧

杜修曼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25-0 102.02 時尚系

57 會聲會影X5超簡單輕鬆上手 秦邦浩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56-7 101.12 時尚系

58 解析!廣告設計與實戰 周楊靜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08-3 102.02 時尚系

59 遊戲工作室指導手冊 : 快速學會四種Unity遊戲設計 汪洋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66-6 102.01 時尚系

60 遊戲藝術工場 : ZBrush + Maya次世代遊戲人物與機械全案解密 秦衛明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10-5 101.04 時尚系

61 數位出版瘋設計 : PS、AI、ID創意整合-設計人必學的14堂課 m-plus普

生數位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85-7 102.02 時尚系

62 歐美風の紋飾向量圖庫 鄭國強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08-9 101.08 時尚系

63 攝影達人全能養成術 : 從器材到技巧, 一本搞定! 第一視

覺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16-1 101.10 時尚系

64 Flash CS6 : 16個精彩實用範例, 讓你快速學習, 極速上手! 薛清志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47-8 102.03 時尚系

65 張雅涵Paintrt繪圖百科入門 張雅涵 上林文

化發行

1 978-986-88764-0-8 101.09 時尚系

66 拾光之旅 : Carol's生活寫真 : 一起感受底片風格趣 Carol 上旗文

化

1 978-986-6433-32-0 101.01 時尚系

67 你今天睡飽了沒? : 熟睡動物們的......幸福時光 福田幸

廣

大田出

版

1 978-986-179-240-8 101.02 時尚系

68 時尚的誕生 : 透過26篇傳記漫畫閱讀, 進入傳世經典與偉大設計

師的一切! = Viva! fashion designer

姜旻枝 大田出

版

1 978-986-179-262-0 101.10 時尚系

69 拍出極致 : 86個抓住精采瞬間的觀念與技巧 = Popular

photography

米莉安

‧魯希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5918-07-1 101.11 時尚系

中文圖書一批清單



70 國家地理學會攝影里程碑 莉雅‧

賓達威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5918-14-9 102.01 時尚系

71 尋訪香格里拉 : 探索失落的茶馬古道 麥可‧

山下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5918-04-0 101.10 時尚系

72 大視覺 : 國家地理攝影美學經典 安妮‧

葛瑞菲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88136-2-5 101.04 時尚系

73 國家地理終極風景攝影指南 羅伯特

‧普托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88136-4-9 101.05 時尚系

74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攝影指南 史考特

‧S‧史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88136-1-8 101.03 時尚系

75 國家地理終極數位錄影指南 理查‧

奧森聶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88136-9-4 101.07 時尚系

76 攝影的神思 : 52種超越瓶頸的創作思考X52幅結合意念與美的攝

影

喬治‧

巴爾

大家出

版

1 978-986-6179-53-2 102.04 時尚系

77 完美大景的14堂精修課 : 從安瑟爾‧亞當斯的觀想到數位修圖 麥可‧

弗萊

大家出

版

1 978-986-6179-30-3 101.03 時尚系

78 AKIBO RECORDS : 一場視覺演唱會 李明道 大塊文

化出版

1 978-986-213-345-3 101.07 時尚系

79 20X25表演藝術攝影集 = Performing arts photographs 劉振祥 中正文

化

1 978-986-03-3688-7 101.10 時尚系

80 動畫基礎概論 = Introduction of animation 游凱麟 五南 1 978-957-11-6769-5 101.09 時尚系

81 展演機構營運績效管理 夏學理 五南 1 978-957-11-6969-9 102.03 時尚系

82 動畫 : 從鉛筆到像素 托尼‧

懷特

六合 1 978-957-0384-98-7 101.10 時尚系

83 對環境負責的設計 : 室內設計師的綠與永續設計 Louise

Jones

六合 1 978-957-0384-95-6 101.05 時尚系

84 高跟鞋魔法 : 一點點小訣竅, 就讓你脫胎換骨 Madame

由美子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216-945-2 101.06 時尚系

85 琉璃中見般若 : 楊惠姍的藝術創作 = Glass tantra : the art of loretta

H.Yang

安德魯

‧布華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216-913-1 101.04 時尚系

86 不死的力量 : 張毅的琉璃文化 張毅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49-9 101.10 時尚系

87 美麗台灣 : 讓我們一齊把台灣推向美麗 = Taiwan beautiful all

seasons

陳應欽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651-8 102.01 時尚系

88 優雅女人穿搭聖經 : 獻給不知道該穿甚麼、該如何搭配的你 :

造型師石田純子教你不退流行的時尚法則

石田純

子

太雅發

行

1 978-986-6107-79-5 101.12 時尚系

89 優雅女人顯瘦造型穿衣法 : 石田純子公開任何體型的修飾技巧 石田純

子

太雅發

行

1 978-986-6107-84-9 102.02 時尚系

90 大台中吃逛遊樂達人 : 大台中の時尚休閒‧遊程食宿, 交通轉乘

‧吃喝玩樂通!

都會通

情報小

戶外生

活

1 978-986-6139-08-6 101.01 時尚系

91 幸福的手縫布娃 : 就是要縫出夢中的布娃娃 : 24款不同的表情

與服飾, 又名, DIY娃娃物語小御教你做玩偶

小御 手藝家

發行

1 978-986-6423-63-5 101.11 時尚系

92 設計流感力 = Flow the power of forward 臺灣設

計師連

木馬文

化出版

1 978-986-6200-57-1 101.09 時尚系

93 白 = White 原研哉 木馬文

化出版

1 978-986-6200-04-5 101.05 時尚系

94 卡提耶-布列松 : 世紀一瞬間 阿索利

納(Pierre

木馬文

化出版

1 978-986-6200-70-0 101.11 時尚系

95 東京設計誌. 01 = Tokyo design travelogue 吳東龍 木馬文

化出版

1 978-986-6200-59-5 101.09 時尚系

96 隱喻設計 = Design by metaphors 王鴻祥 王鴻祥

出版

1 978-957-41-8562-7 101.01 時尚系

97 尤利安‧羅斯費爾德 : 製造-世界 = Julian Rosefeldt : world-making

film and photo works 2001-2011

陳盈瑛 北市美

術館發

1 978-986-03-2634-5 101.09 時尚系

98 幻影現實 : 沈昭良攝影展 = Illusion reality : the photo exhibition of

Shen Chao-Liang

陳泳任 北市美

術館發

1 978-986-03-3838-6 101.10 時尚系

99 時尚笑話脫口秀 : 整個場面我Hold住! 馮國濤 可道書

房出版

1 978-986-6642-77-7 101.02 時尚系

100 光 在說故事 范格斯

(Miguel

四塊玉

文化出

1 978-986-5923-20-4 102.01 時尚系

101 Grace的珠寶盒 = The jewelry box of Grace 黃尹青 四塊玉

文化出

1 978-986-6334-86-3 101.04 時尚系

102 「衣型」密碼 : 天王天后御用造型大師的6大時尚穿衣術 陳孫華 平裝本 1 978-957-803-855-4 102.03 時尚系

103 柏林‧家的私設計 = Berlin, meine wohnung Editions

de Paris

田園城

市文化

1 978-986-6204-39-5 101.02 時尚系

104 與寫真同歡 飯澤耕

太郎

田園城

市文化

1 978-986-6204-59-3 102.03 時尚系

105 複多與張力 : 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 = Multiple & tension : on

history of photography & photographic portrait

林志明 田園城

市文化

1 978-986-6204-40-1 102.02 時尚系

106 以攝影為樂 : 24位日本專業攝影工作者群像 High

Photo

光乍現

工作室

1 978-986-88572-0-9 101.08 時尚系

107 LOMO LIFE : the future is analogue : 從相機到影像語言, 未來的視

覺開拓者

Lomogra

phy

光乍現

工作室

2 978-986-88572-1-6 102.01 時尚系

108 本日の浮遊 = Today's Levitation 林ナツ

ミ

光乍現

工作室

1 978-986-857-367-3 101.03 時尚系

109 植田正治 小傳記 : 從日常場景創造超現實影像的攝影大師 植田正

治

光乍現

工作室

1 978-986-85736-8-0 101.04 時尚系

110 全世界最精采的設計 : 從怪獸榨汁器到瀑布浴缸, 69件大開眼界

的作品

艾娃‧

索拉茲

先覺出

版

1 978-986-134-192-7 101.08 時尚系

111 Unity3D 4.X全方位遊戲設計基礎 楊東華 全華 1 978-957-21-8892-7 102.03 時尚系

112 工業設計論 : 產品美學設計與創新方法的探討 = Industrial design

discourse : the study of product aesthetics design and creative method

林崇宏 全華 1 978-957-21-8524-7 101.09 時尚系

113 色彩原理實作、測驗、複習完全攻略(升科大四技) 詹升興 全華 1 978-957-21-8331-1 101.01 時尚系

114 時尚彩妝創意設計 陳惠美 全華 1 978-957-21-8508-7 101.05 時尚系

115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 使用SQL Server實作 李春雄 全華 1 978-957-21-8818-7 101.12 時尚系

116 動畫圖解資料庫程式設計 : 使用SQL Server實作 李春雄 全華 1 978-957-21-8819-4 101.12 時尚系

117 專題製作 : 家政、服裝、美容、幼保、時尚模特兒 = Project

practice : home economics, clothing making, beautification, early

林靜仙 全華 1 978-957-21-8507-0 101.05 時尚系

118 現代色彩學 : 色彩理論、感知與應用 = Contemporary chromatics :

color theory, sensation & application

戴孟宗 全華 1 978-957-21-8878-1 102.03 時尚系

119 攝影實務 鄒春祥 全華 1 978-957-21-8695-4 102.04 時尚系

120 掌握影像的14個法則 : 風景、人物、美食、建築、靜物、寵物,

拍出美感與風格

加藤ア

ラタ

如何出

版

1 978-986-136-347-9 102.02 時尚系

121 包裝我的小小心意 : 分享幸福的手感小禮物 Yuzuko 如果出

版

1 978-986-6006-15-9 101.07 時尚系

122 我的劍橋 : 羅旭華攝影集 = My Cambridge 羅旭華 宇宙光

全人關

1 978-957-727-424-3 101.08 時尚系

123 松佑X宮澤正明 : 用iphone拍出漂亮的人像作品! 松佑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102-4 101.12 時尚系

124 數位單眼相機 : 攝影活用知識大事典333 : 讀過本書, 馬上徹底

了解關於攝影的一切!

柴田一

臣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59-8 101.05 時尚系

125 一學就上手的定焦鏡頭活用術 : 運用大光圈鏡頭捕捉出柔和的

散景效果!

Windy

Co.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12-3 101.03 時尚系

126 光對了!妹就正! : 打光的攝影技法 = Creative female portrait

lighting skills

增田賢

一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38-6 101.10 時尚系

127 正韓妞的品味穿搭 : 韓星教妳9大單品變化365天超有型 白智英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34-8 101.10 時尚系

128 美少女寫真 : 實用的Adobe Photoshop編修術 : 馬上提升相片質感

的技巧

桐生彩

希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776-8 101.01 時尚系

129 SONY NEX-C3, NEX-5N 我和我的NEX : 隨手記錄美好生活 河野鐵

平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785-0 101.03 時尚系

130 頂級商業攝影技術講座 : 商業攝影師私藏秘技全揭露 玉內公

一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438-5 101.02 時尚系

131 完全活用!構圖&曝光大事典280(相片圖解) : 讀過本書!任何構圖

與曝光的疑問都難不倒您

邱元鴻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784-3 101.02 時尚系

132 60招馬上提昇作品氛圍的絕佳拍攝技法 木村文

平等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678-5 101.02 時尚系

133 達人親授高水準的風景&自然進階攝影術 : 如何使用數位相機

拍攝風景與自然相片?

井村淳

等[作] ;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02-4 101.11 時尚系

134 Sony α  NEX-7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 讓您馬上徹底駕馭頂級

創作器材的專業技法

邱元鴻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39-0 101.04 時尚系

135 數位單眼交換鏡頭大事典256 : 相片圖解 : 讀過本書就能夠通曉

與鏡頭有關的所有知識!!

柴田一

臣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54-3 101.04 時尚系

136 職業攝影師必備寶典 : 實戰打光&拍攝技術講座 = The practical

guidebook for lighting and shooting

玉內公

一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781-2 101.05 時尚系

137 完全圖解 數位單眼一點都不難! : 主題攝影隨身攻略 : 一眼就能

明白的攝影訣竅 = Various subject photography handbook

[CAPA特

別編輯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396-8 101.03 時尚系

138 30天精通攝影技巧 : 全新數位相機攝影講座(增訂版) 森村進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975-5 101.07 時尚系

139 我的生活我的攝影書 : 一學就上手的60堂攝影課 = My life, my

photography book

河野鐵

平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926-7 101.08 時尚系

140 數位單眼相機的知識300攝影技巧篇(增補改訂版) デジタ

ルフォ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740-9 101.08 時尚系



141 一學就上手的LUMIX GX1、GF5、G5活用術 : 利用小巧的微型

數位單眼相機拍出漂亮的相片吧!

川合麻

紀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997-7 101.09 時尚系

142 7天精通微型數位單眼相機 : Micro 4/3完全對應 邱元鴻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39-3 101.10 時尚系

143 攝影教科書. 進階篇 : 教您學會隨心所欲地拍出自己想要的影

像! = Textbook of photography

岡鳩和

幸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186-4 102.04 時尚系

144 夢幻風景進階攝影技巧 = New horizons in landscape photography 張君宏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99-4 101.06 時尚系

145 20堂名師親授的攝影課 : 創作完美的比賽作品 = 20 top notch

photography  lessons : the passage to award-winning photographer

劉信鑫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33-1 102.02 時尚系

146 閃燈決定一切 : 黑麵XIVAN J.的用光筆記 = Strobe the essential

lighting techniques

黑麵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101-7 102.01 時尚系

147 十面講堂 : 風景、旅遊、人文攝影全攻略 = Photo academy : the

perfect guidebook of landscape, travel an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十面埋

伏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07-2 102.01 時尚系

148 時尚文化的新觀照論文集 : 第二屆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余美玲 里仁 1 978-986-6178-46-7 101.03 時尚系

149 3ds Max/VRay居家設計透視圖表現技法 周宏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49-1 101.04 時尚系

150 小空間設計の智慧與藝術 : 小坪數創造大空間 火星時

代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20-1 101.10 時尚系

151 中國傳統の圖案設計 賈楠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83-6 102.02 時尚系

152 中國經典圖案設計 SUNI視

覺設計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76-7 101.07 時尚系

153 日本傳統圖案設計 SUNI視

覺設計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75-0 101.06 時尚系

154 全民大導演 : 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剪輯特效實務 葉人豪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44-7 101.12 時尚系

155 回到攝影的初心 : 構圖才是王道 史平林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53-9 102.01 時尚系

156 好設計 : 企業整體形象標示設計大解析 海貝視

覺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19-5 101.10 時尚系

157 商業人像攝影X15堂必修課 = Human figures photography 王星鑑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17-1 101.10 時尚系

158 經典動漫魔力 : 零失敗の劇本創作與分鏡設計 趙瑩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49-2 101.12 時尚系

159 解構圖像 : 隱藏在圖像設計間的訊息傳達 孫皓瓊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11-9 101.10 時尚系

160 震攝人心的風景就該這樣拍 FUN視覺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96-5 101.08 時尚系

161 韓國現代圖案設計 SUNI視

覺設計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74-3 101.06 時尚系

162 職人教你Lightroom 3實用編修技法 劉中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06-4 101.01 時尚系

163 寶寶一拍就上手!零失敗的兒童攝影入門書 : 一暝大一寸, 為

Baby留下珍貴美好的成長紀錄吧!

張文姿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6041-88-4 101.10 時尚系

164 全片幅攝影 : 激盪人心的單眼必修課程 大衛‧

諾頓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6041-30-3 101.05 時尚系

165 喀擦!捕捉自己的完美瞬間 : 進階人像攝影,自拍也能拍出專業攝

影師掌鏡般的玩美照片

劉字軒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5894-33-7 102.04 時尚系

166 燃燒吧!脂肪 : 激瘦365天 窈窕的瘦身祕技 : 最時尚的三合一瘦

身法

和平編

輯部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5894-15-3 102.03 時尚系

167 DSLR單眼數位攝影完全學習手冊 = Digital photography 雲揚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32-7 101.02 時尚系

168 中文版Flash CS6動畫設計創意魔法 林佳生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90-7 101.12 時尚系

169 中文版PhotoShop影像處理實務 林佳生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80-8 101.11 時尚系

170 構圖 : 數位攝影構圖完全學習手冊 = Digital photography 尚奇數

位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33-4 101.02 時尚系

171 精彩Flash CS6動畫玩家 : 範例引導式教學法 領進創意設計殿堂 蔡國強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92-1 102.01 時尚系

172 精彩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平面設計三元

素 : 範例引導式教學法領進創意設計殿堂

陳珊珊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75-4 101.09 時尚系

173 精彩PhotoShop CS6數位影像處理 趙雅芝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70-9 101.08 時尚系

174 曝光 : 數位攝影曝光完全學習手冊 : 曝光 = Digital photography 尚奇數

位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35-8 101.02 時尚系

175 中文版PhotoShop CS6影像創意魔法 林佳生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72-3 101.09 時尚系

176 走光 : 外拍13祕, 19位攝影人完全告白 寶哥 明日工

作室

1 978-986-290-480-0 102.01 時尚系

177 愛兒的美容私房筆記 : 東京輕時尚風潮速寫 施愛兒

(Ciel)原

明智工

作室出

1 978-986-88479-0-3 101.07 時尚系

178 Lumion/SketchUp即時室內外建築景觀動畫製作 陳坤松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51-9 101.07 時尚系

179 My Nikon : 從零到Nikon達人 葉其澄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11-0 101.12 時尚系

180 PaintShop Pro X5極致影像 : 懶人也玩得起的影像魔法 陳皓雲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44-1 102.01 時尚系

181 PhotoCap影像不設限 Johnson

Wang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54-0 101.07 時尚系

182 Premiere Pro CS6影音編輯製作精粹 蔡德勒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71-7 101.10 時尚系

183 TQC+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SketchUp Pro 8 : 建

築設計領域

財團法

人中華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83-0 101.11 時尚系

184 消逝的瞬間 : 看見愛的故事書 張樂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74-8 101.10 時尚系

185 就是愛玩Flash CS6 : 動畫、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采風設

計苑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40-0 102.04 時尚系

186 新‧數位攝影的第一堂課 陳思豪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86-1 101.12 時尚系

187 網路商品攝影 必學必看 數碼創

意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56-4 101.08 時尚系

188 人像攝影 : 拍出完美生命力的30個攝影實驗 Chris

Orwig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12-0 101.04 時尚系

189 好好愛你的相機 : 攝影原來這麼容易 : 能拍出好照片的不是相

機而是站在相機後面的您!

Khara

Plicanic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05-2 101.03 時尚系

190 拍照吧!抓住幸福滿點的生活攝影心法 : 任何相機都可以拍出的

幸福感

郭平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01-4 101.03 時尚系

191 色彩創意與生活 林達隆 空大 1 978-957-661-930-4 101.08 時尚系

192 許釗滂 : 人‧文‧貳零壹貳 許釗滂 采泥國

際文化

1 978-986-81662-6-4 101.05 時尚系

193 台灣教育圖案 = Educational illustrations 何妍儀 金禾多

元文化

1 978-986-87610-2-5 101.04 時尚系

194 台灣節慶圖案 = The patterns of Taiwanese festivals 何妍儀 金禾多

元文化

1 978-986-87610-3-2 101.09 時尚系

195 Sony NEX-7開啟你的無限可能 謝慕郁 青朝國

際

1 101 時尚系

196 時尚史的碎片 = Fragments in vogue history 唐建光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69-0 101.11 時尚系

197 日本文具設計大揭密 : 桌燈下, 陪伴我們度過無數時光的文具

們, 如點點繁星閃耀著光芒。 = Japan stationery

「シリ

ㄧズ知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70-6 101.11 時尚系

198 華麗的偷竊 : 其實流行是「偷」來的 伊茉琴

‧愛德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54-6 101.05 時尚系

199 商業自動化與自動辨識 : GS1條碼管理師認證考試教材 林暉 前程文

化

1 978-986-6264-89-4 102.02 時尚系

200 SONY α 99全幅威力解放指南 : 半透明反光鏡全幅旗艦機 : 重度

玩家進階完全寶典 徹底榨乾所有性能!!

林家興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80-2 102.01 時尚系

201 一拍就紅!點閱率破千萬的寫真秘密 : 按讚數與造訪人次扶搖直

上不是夢 下一個網路明星就是你!

Studio

Dunk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85-7 102.03 時尚系

202 大人氣玩拍機Panasonic LUMIX LX5/LX7 林家興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68-0 101.11 時尚系

203 東京日和 荒木經

惟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54-3 101.10 時尚系

204 好設計≠高預算 : 成本掌控大學問 考史特

‧威瑟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21-5 101.05 時尚系

205 設計大師 : 10+23=∞掌握全球企業品牌形象 西恩‧

亞當斯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59-8 102.02 時尚系

206 設計雙城 = Twin cities 鄭育欣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35-2 101.04 時尚系

207 用台灣好物, 過幸福生活! : "100%內行人嚴選" : 內行人嚴選, 最

值得擁有、絕不想錯過的在地好設計+好創意 = 100% Taiwan

原點編

輯部

原點出

版

1 978-986-6408-48-9 101.05 時尚系

208 設計學方法論 林品章 桑格文

化出版

1 978-957-687-064-4 101.09 時尚系

209 金屬線飾品造型設計 = Wire-bead jewelry design Mia米亞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168-1 101.05 時尚系

210 3ds Max 2013動畫設計與建模實務應用 : 掌握關鍵技法完美強化

你的動畫DNA

陳志浩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714-2 102.04 時尚系

211 Flash CS6動畫設計應用集 鄭苑鳳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649-7 101.09 時尚系



212 T世代當道 : 比創意、飆技法的頂尖T恤設計 NewWeb

Pick編輯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562-9 101.01 時尚系

213 設計現場 : 不可不知的設計17招 = Design on location : must-know

17 tips in design

高雄師

範大學

新一代

圖書出

1 978-986-6142-24-6 101.06 時尚系

214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 : 學術科試題精析 =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mination

蘇美綺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798-8 102.08 時尚系

215 再生之美 : 李永謨樹皮編織個展作品集 = The Reborn of beauty :

Lee Yung-moos' exhibition portfolio / the tree bark weaving

許正昌 新北市

客家事

1 978-986-03-2932-2 101.07 時尚系

216 新北市2012德國當代金工大展 = 2012 German contemporary metal

crafts New Taipei City

林倩綺 新北市

黃金博

1 978-986-03-2768-7 101.06 時尚系

217 設計+裝修 = Design + decoration 中華民

國建築

新形象

出版

1 978-986-6796-11-1 102.01 時尚系

218 設計職人必修Photoshop X Illustrator風格至上ProfessionalZ 下田和

政

旗標 1 978-957-442-727-7 101.09 時尚系

219 Apple Design : i設計魅力全解剖1997-2011 莎賓‧

舒爾茲

漫遊者

文化出

1 978-986-5956-01-1 101.11 時尚系

220 設計基礎術科繪畫基礎實作. 1,基礎篇 : 設計群(升科大四技)(最

新版)

楊音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149-4 101.03 時尚系

221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科題庫分類解析(技能檢定)(2013最新版) =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程正豪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417-4 102.02 時尚系

222 2012台灣工藝上海特展 = 2012 The exhibition of Taiwan crafts in

Shanghai

林秀娟 臺灣工

藝研發

1 978-986-03-3256-8 101 時尚系

223 來自心海的悸動 : 會說話的工藝展 : 臺灣工藝發展協會會員聯

展 = The heart moving works-a talking craft exhibition : joint

林美臣 臺灣工

藝研發

1 978-986-03-2697-0 101.05 時尚系

224 珍藏藝品 : 大器淬鍊-工藝禮讚系列型錄 陳泰松 臺灣工

藝研發

1 978-986-03-4382-3 101.11 時尚系

225 創意與夢想的應許之地 : 當代國際工藝競賽 = Stages of hope and

dreams

林美臣 臺灣工

藝研發

1 978-986-03-3528-6 101.11 時尚系

226 可用於設計現場的Photoshop筆刷、圖樣素材集 大西真

平

臺灣東

販發行

1 978-986-251-913-4 101.11 時尚系

227 時尚有型的繩編珠串飾品 : 33款加分配件DIY Boutique

社

臺灣東

販發行

1 978-986-251-821-2 101.08 時尚系

228 自己動手做更有樂趣! : 55款超實用立體卡片 中澤圭

子

臺灣東

販發行

1 978-986-251-921-9 101.12 時尚系

229 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 = Image processing and computer vision 鍾國亮 臺灣東

華

1 978-957-483-697-0 101.03 時尚系

230 T.K.CHU : trend 蘇玉珠 臺灣建

築報導

1 978-986-84579-1-1 101.01 時尚系

231 追尋台灣的風景圖像 李欽賢 臺灣書

房出版

1 978-986-6318-73-3 101.08 時尚系

232 平面設計這樣做就對了 : 100種格線設計的基本法則 貝絲‧

唐德羅

遠流 1 978-957-32-7038-6 102.01 時尚系

233 設計素描 : 產品設計不可或缺的繪圖技術 庫斯‧

埃森

龍溪國

際圖書

1 978-986-7022-26-4 101 時尚系

234 消逝中的風情 : 藏地手藝 = The Tibetan craft art 陳丹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6100-54-3 101.01 時尚系

235 好設計!打動人心征服世界 : 全方位了解產品設計的第一本書 保羅‧

羅傑斯

繆思出

版

1 978-986-6026-33-1 101.12 時尚系

236 設計型思考 漢寶德 聯經出

版

1 978-957-08-3970-8 101.04 時尚系

237 改變時尚的100個觀念 哈莉特

‧沃斯

臉譜出

版

1 978-986-235-206-9 101.09 時尚系

238 Blender 3D動畫人物製作入門 李逢春 藍海文

化

1 978-986-6432-62-0 101.07 時尚系

239 電影動畫工作坊 : 底片‧錄像‧數位 羅比.安

格勒

藍海文

化

1 978-986-6432-67-5 102.04 時尚系

240 台灣數位藝術e檔案 = Taiwan digital art e-files 王柏偉 藝術家

出版

1 978-986-282-078-0 101.09 時尚系

241 顯微時尚 = Signature CHIC 林志鴻 藝術家

出版

1 978-986-282-072-8 101.08 時尚系

242 說法蘭西的閒話 : 我看法國文化精神 鄭寶娟 九歌 1 978-957-444-847-0 101.10 創意系

243 山海戀 : 「原住民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焦桐 二魚文

化出版

1 978-986-6490-85-9 102.01 創意系

244 東京文創小舖簿 : 超有FU的東京[微]設計 : 藝術‧文化‧創意‧

美學 = Tokyo art & culture map

京阪神L

雜誌社

人人出

版

1 978-986-6435-99-7 101.09 創意系

245 京都文創小舖簿 : 超有FU的京都[微]設計 : 藝術‧文化‧創意‧

美學 = Kyoto art & culture map

京阪神L

雜誌社

人人出

版

1 978-986-5903-00-8 101.09 創意系

246 創意改變世界 : 像賈伯斯一樣朝著夢想前進 崔銀英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620-2 101.01 創意系

247 插畫設計市集310 : 以畫筆點亮生命, 用插畫豐富生活! =

Masterpiece of illustration

三采文

化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804-6 101.12 創意系

248 手造美 : 生活的質感, 決定加的幸福力! = Living with modern

crafts

萩原健

太郎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751-3 101.11 創意系

249 破解不良格局の完美空間規劃 : 有光有風、零虛坪、高機能30

個好風‧好水‧好好住的舒適家提案

三采文

化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792-6 101.12 創意系

250 旅行男子 : 世界怪奇文化事件簿 田倉ト

ヲル

三悅文

化圖書

1 978-986-5959-18-0 101.08 創意系

251 消費森林X品牌再生 : 李永銓的設計七大法則 李永銓 三聯書

店(香港)

1 978-962-04-3253-8 101.07 創意系

252 從飢餓出發  : 華人飲食與文化 高成鳶 三聯書

店(香港)

1 978-962-04-3209-5 101.05 創意系

253 烘焙練習曲之臺式麵包 : 61種基本型、變化型、創意型麵包, 輕

鬆上手!

黃汶達 三藝文

化出版

1 978-986-6192-41-8 101.07 創意系

254 Dreamweaver達人設計寶典 黃英展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74-1 102.01 創意系

255 HTML 5多媒體開發與設計極速上手 Ian

Devlin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07-2 101.09 創意系

256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 ASP.Net 4.0使用Visual Basic 2010 李春雄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09-9 101.02 創意系

257 用InDesign輕鬆做設計 = Instant learning edition 戴孟宗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76-5 102.03 創意系

258 版型設計之外 : 配色的重要 銳拓設

計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42-6 101.04 創意系

259 廣告設計準則 張岩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25-6 101.08 創意系

260 簡報の呈現藝術 : 設計與構成解析 陳魁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42-3 101.08 創意系

261 Before & after : 解構版面設計準則 : 設計與作品「說了什麼」或

「做了什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John

McWade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02-4 101.10 創意系

262 福岡小旅行 : 趣味食堂、人氣咖啡館、藝術家的老空間新創意

= Fukuoka trip

林品君 上旗文

化

1 978-986-6433-42-9 101.12 創意系

263 中外文化交流的軼聞趣事 魏秀春 大地 1 978-986-6451-97-3 102.03 創意系

264 小魚媽、海馬爸創意玩教養 : 異國家庭教出活潑自信好孩子 姜小魚 大好書

屋出版

1 978-986-731-086-6 101.07 創意系

265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說話的真本事 : 因境制宜、靈活構

思、巧妙設計 讓對方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你精心設計的圈套 =

黃煜清 大拓文

化出版

1 978-986-5886-09-7 102.03 創意系

266 生命的尋路人 : 古老智慧對現代生命困境的回應 韋德‧

戴維斯

大家出

版

1 978-986-6179-43-3 101.10 創意系

267 創意體育遊戲(中外體育遊戲精粹) 李明強 大展 1 978-957-468-851-7 101.01 創意系

268 教育理想國 : 如何善用媒體、科技與創意讓每個孩子都愛上學 陳明德

(Milton

大塊文

化出版

1 978-986-213-376-7 101.11 創意系

269 想到就能做到 : 活用組織力+人脈力+領導力 讓創意不再卡住、

自然實現

史考特

‧貝爾

大塊文

化出版

1 978-986-213-408-5 102.01 創意系

270 視覺溝通的法則 : 科技趨勢與藝術大師的簡報創意學(全新修訂

版)

南西‧

杜瓦

大寫出

版

1 978-986-6316-59-3 101.11 創意系

271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昀定編

授

大龍海

文化

1 978-986-283-034-5 101.05 創意系

272 影響中華歷史文化的100位名人 周月明 大翼文

化出版

1 978-986-88086-5-2 101.06 創意系

273 當神話開始思考 : 網路社會的文化論 福鼗亮

大

大鴻藝

術出版

1 978-986-87817-3-3 101.06 創意系

274 數位廣告 : 過去、現在、未來 Creative

Social

小魚廣

告網工

1 978-986-8888-10-4 101.11 創意系

275 用創意創業 : 一定賺錢的創業SOP 珊蒂‧

艾布拉

不求人

文化出

1 978-986-88544-5-1 102.04 創意系

276 到全球音樂廳旅行 : 你不可不去的12個音樂殿堂 = Travel to the

world's concert halls

Mosla 中正文

化

1 978-986-03-5383-9 101.12 創意系

277 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手冊 : 從顧客洞察到企業價值 中國生

產力中

中國生

產力出

1 978-986-6254-28-4 102.01 創意系

278 這就是服務設計思考! : 基礎概念-工具-實際案例 馬克‧

史帝克

中國生

產力出

1 978-986-6254-31-4 102.03 創意系

279 超越賈伯斯 : 改變世界的創意工具箱 : 35個問題解決活動讓你

的團隊變聰明

瑪莉蓮

‧卡洛

中國生

產力出

1 978-986-6254-12-3 101.02 創意系

280 就是要將! : 家將美學疾風迅雷...... 如蓮生 云遊天

國際文

1 978-986-6589-55-3 101.01 創意系

281 文創行銷 : 文化商品化 商品文化化 鄭自隆 五南 1 978-957-11-7021-3 102.03 創意系

282 生命體驗的詮釋與東西文化之會通 聶雅婷 五南 1 978-957-11-6859-3 101.10 創意系



283 多元文化教育 : 新移民的原生文化與在地適應 林彩岫 五南 1 978-957-11-6932-3 101.12 創意系

284 跨文化哲學與宗教 沈清松 五南 1 978-957-11-6569-1 101.03 創意系

285 寫教案 : 教學設計的格式與規範 林進材 五南 1 978-957-11-6878-4 101.11 創意系

286 廣播節目製作 莊克仁 五南 1 978-957-11-6824-1 101.12 創意系

287 課程發展與設計的關鍵DNA : 核心素養 蔡清田 五南 1 978-957-11-6792-3 101.09 創意系

288 文化治療 周慶華 五南 1 978-957-11-6746-6 101.09 創意系

289 朱天衣創意玩作文有聲書. 1,享受與文字玩遊戲的快樂 朱天衣 五南 1 978-957-11-6658-2 101.06 創意系

290 保守視野下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艾永明 元照 1 978-986-255-257-5 101.12 創意系

291 設計產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林佳瑩 元照 1 978-986-255-220-9 101.07 創意系

292 專利分析及運用概論 : 創意、發明、專利 余昱辰 元照 1 978-986-255-131-8 101.07 創意系

293 卷里營營 : 歷史、教育與文化演講集 李弘祺 允晨文

化

1 978-986-6274-67-1 101.03 創意系

294 全球屬性, 在地聲音 : <<亞美學刊>>四十年精選集. 上冊 梁志英 允晨文

化

1 978-986-6274-82-4 101.09 創意系

295 全球屬性, 在地聲音 : <<亞美學刊>>四十年精選集. 下冊 梁志英 允晨文

化

1 978-986-6274-95-4 102.04 創意系

296 公共場所與都市空間 : 都市設計面面觀(第二版) Matthew

Carmona

六合 1 978-986-89242-0-8 102.02 創意系

297 專業植栽設計 : 創造混合種植區域植栽的建築與園藝方法 Scott C.

Scarfone

六合 1 978-986-89242-1-5 102.03 創意系

298 世界如此險惡, 你要懂得博奕。 石勇 天下遠

見

1 978-986-320-071-0 101.11 創意系

299 何謂文化 余秋雨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83-3 101.11 創意系

300 創意拼貼365 費歐娜

‧瓦特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216-971-1 101.07 創意系

301 60創意畫法(修訂版) 費歐娜

‧瓦特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29-1 101.12 創意系

302 不只是林書豪 : 是NBA、是人生、是社會、是美學 詹偉雄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216-932-2 101.04 創意系

303 思索前進30年 : 天下文化作者群 遠見文

化文化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26-0 101.09 創意系

304 漫畫讀通柯維成功學 : 人生因7個習慣而改變! : 每天的習慣就能

改變人生喔。

史蒂芬

‧柯維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04-8 101.08 創意系

305 尋路青春 : 青春是最大的奢侈 楊照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216-906-3 101.03 創意系

306 少年逆旅 雷驤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36-9 101.09 創意系

307 糟糕, 我扮鬼臉了! : 開啟創意思考與想像力的寫作訓練書 張友漁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617-4 102.01 創意系

308 日本療癒溫泉創意導覽 : 美極了!世界之寶 : 溫泉維新 松田忠

德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527-6 101.09 創意系

309 幸福的才能 曾野綾

子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491-0 101.04 創意系

310 讓痛苦人際關係一口氣變輕鬆的秘訣 : 心理學家的快樂人際關

係術

根本橘

夫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532-0 101.06 創意系

311 斷‧捨‧離. 打造能量屋篇 : 心情舒暢到不可思議的斷‧捨‧離 山下英

子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610-5 101.10 創意系

312 人生要清爽 : 物品‧時間‧人際關係整理術 荒河菜

美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639-6 102.01 創意系

313 東西少一點, 更幸福! : 幸福奶奶的生活整理術 權奶奶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662-4 102.03 創意系

314 建築美學 : 合院「多、二、一(0)」結構研究 黃淑貞 文史哲 1 978-986-314-058-0 101.09 創意系

315 基測作文應考前總複習 : 創意及記憶寫法+應考秘訣 高詩佳 文字復

興

1 978-957-11-6955-2 102.02 創意系

316 現代人文精神與通識創意教學 國立臺

北商業

文津 1 978-957-668-973-4 101.12 創意系

317 中國戲曲跨文化再研究 孫玫 文津 1 978-957-668-958-1 101.03 創意系

318 歌謠與臺灣文化 張娣明 文津 1 978-957-668-977-2 102.02 創意系

319 The Tools : 五大工具把問題變成勇氣、信心與創意 菲爾‧

史塔茲

方智出

版

1 978-986-175-274-7 101.08 創意系

320 顛覆廚房 : 亞洲頂級廚藝教室的創意時尚中菜冒險 Amber

Lin

方智出

版

1 978-986-175-308-9 102.05 創意系

321 美人紀 : 珠寶搭配美學 曾郁雯 木石文

化出版

1 978-986-89191-0-5 102.01 創意系

322 手作中毒. 特別篇 : 給心愛的人的25樣創意拼貼禮物 =

Scrapaholic book

Editions

de Paris

木馬文

化出版

1 978-986-6200-67-0 101.11 創意系

323 爆炸藍圖 :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原著電影X電視劇本 木二 水靈文

創出版

1 978-986-87576-6-0 101.03 創意系

324 那年, 雨不停國 : 電視劇本 夏康真 水靈文

創出版

1 978-986-87576-9-1 101.04 創意系

325 媒體匯流與創新 : 影音傳媒發展與趨勢 世新大

學廣播

世新大

學廣電

1 978-986-6060-15-1 101.10 創意系

326 用走的, 發現臺北創意. 2,魔法師的樂園 城東 城東創意街區 臺灣創

意經濟

北市文

化局出

1 978-986-03-4399-1 101.11 創意系

327 古代圖形文字藝術 王心怡 北星 1 978-986-6399-12-1 102.04 創意系

328 高手教你玩創意 : 逆轉勝so easy! = Think idea 邵澤水 可道書

房出版

1 978-986-6642-85-2 102.02 創意系

329 台東。風和日麗 : 逛市集X訪老屋X賞文創X玩手作 廖秀靜 四塊玉

文化出

1 978-986-5923-29-7 102.04 創意系

330 我的快樂家宴 : 在家請客So easy : 50道美味創意料理 12個月的

幸福能量

陳亮萌 四塊玉

文化出

1 978-986-5923-05-1 101.08 創意系

331 點燈18 : 我們一同取暖的那些年 張光斗 四塊玉

文化出

1 978-986-6334-77-1 101.02 創意系

332 點燈18 : 我的老師13歲 : 在此, 向三十位恩師鞠躬, 向三十位明

師頂禮。

張光斗 四塊玉

文化出

1 978-986-6334-81-8 101.03 創意系

333 性別好好玩 : 流行文化與情慾教學 = Enjoy gender : teaching

popular culture and sexuality

楊幸真 巨流 1 978-957-732-444-3 101.03 創意系

334 豐盛中的匱乏 : 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構 媒改社 巨流 1 978-957-732-450-4 101.06 創意系

335 全球都市文化治理與文化策略 : 藝文節慶、賽事活動與都市文

化形象 = Global cities,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

劉俊裕 巨流 1 978-957-732-471-9 102.02 創意系

336 史丹佛改造人生的創意課 : 這個世界不需要按部就班的乖乖牌!

一堂價值九千美元的課, 教你用設計思考破關, 解決所有人生難

感玩團

隊

平安文

化

1 978-957-803-843-1 101.12 創意系

337 魔法學堂開賣啦! : 連孔子都拜倒的國文創意教學! 卓憶嵐 幼獅 1 978-957-574-892-0 101.12 創意系

338 想像力開發創意教室. 2 : 讓孩子在想像力的世界裡, 恣意奔放! 陳璐茜 幼獅 1 978-957-574-860-9 101.03 創意系

339 開心的免縫襪娃娃 : 吸睛生活小物+創意教具襪娃共21款 =

Handmade sock toys

黃子寬 民聖文

化

1 978-957-779-350-8 101.11 創意系

340 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的挑戰 丁原 白象文

化

1 978-986-5979-62-1 101.08 創意系

341 替自己設計一份預防癌症計畫書 劉接寶 立得發

行

1 978-986-7436-68-9 101.10 創意系

342 誰說人老會變醜 : 優雅 樂活 老寶貝萬歲 王健 立緒文

化出版

1 978-986-6513-60-2 101.08 創意系

343 慢‧慢‧慢 : 活得好 活得慢 活得長 Maria

Novo

立緒文

化出版

1 978-986-6513-58-9 101.07 創意系

344 印度 美麗與詛咒 : 新印度的黃金傳說 Siddharth

a Deb

立緒文

化出版

1 978-986-6513-54-1 101.05 創意系

345 美好生活 : 貼近自然, 樂活100 海倫‧

聶爾寧

立緒文

化出版

1 978-986-6513-59-6 101.07 創意系

346 我愛偷窺 : 我們如何愛上偷窺自己和鄰居 霍爾‧

尼茲維

立緒文

化出版

1 978-986-6513-47-3 101.03 創意系

347 歐洲人文行板 : 音樂與文學的時空絮語 = Literature andante of

Europe

洪雯倩 立緒文

化出版

1 978-986-6513-52-7 101.04 創意系

348 100年交通部東部自行車路網規劃與工程設計手冊之研議 蘇振維 交通部

運研所

1 978-986-03-3126-4 101.07 創意系

349 圖解日本風俗 : 融合四季感の和風生活辭典 讀完馬上變成日本

文化通!(趣味易懂版)

新谷尚

紀

好讀發

行

1 978-986-178-244-7 101.08 創意系

350 世界最美建築的絕妙設計 鈴木敏

彥

如何出

版

1 978-986-136-354-7 102.04 創意系

351 貿易打造的世界 : 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 彭慕蘭

(Kenneth

如果出

版

1 978-986-6006-13-5 101.09 創意系

352 創意氣球好好玩 張德鑫 宇河文

化出版

1 978-957-659-905-7 101.07 創意系

353 應用音樂產業的經營與管理 : 應用音樂與市場管理指南 =

Integration, management, in applied music industry

張瑀真 宇河文

化出版

1 978-957-659-914-9 101.09 創意系



354 日本‧中國傳統紋樣符號 : 花布、染織、陶瓷、器物的東洋文

化解析 = The symbols of Japanese &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視覺設

計研究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45-4 101.11 創意系

355 時尚光影LIGHT & SHOOT : 創意攝影技法50招 克里斯

‧卡特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714-0 101.04 創意系

356 媽咪, 好吃耶!張鳳書的幸福親子好食光 : 不必數到3寶貝也能乖

乖把飯吃光光

張鳳書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195-6 102.04 創意系

357 不讚不行的facebook粉絲頁自己做! : 只要會複製貼上, 就能設計

出超讚的粉絲頁!

早乙女

拓人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72-7 101.05 創意系

358 用iPhone、iPad App創意玩音樂 李振鎬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4840-6 101.04 創意系

359 我家的牆面這樣設計 : 親手打造家人迫不及待想回的溫暖窩 趙敏廷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81-2 101.12 創意系

360 料理者的溫暖廚房 : 食物、生活與設計的故事36+, 為什麼她們

做出來的菜比較好吃?

金珠賢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134-5 102.02 創意系

361 光‧城市 : 不思議的世界城市光設計X影法則 = Lighting design 面出薰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14-0 101.09 創意系

362 巴黎人的巴黎 : 特搜小組揭露, 藏在巷弄裡的特色店、創意餐廳

和隱藏版好去處

芳妮‧

佩修塔

朱雀文

化出版

1 978-986-6029-33-2 101.12 創意系

363 探險去!世界51座古堡探秘 圖說天

下‧探

西北國

際文化

1 978-986-86279-0-1 101.06 創意系

364 連設計師都頭疼的鐵皮屋頂、外牆, 設計維修大改造 : 一次解決

惱人的漏水、隔熱、通風、美化的完美修繕術

林守道 完美日

子出版

1 978-986-6005-08-4 101.08 創意系

365 台灣好島遊. 3,最創意深度玩法in Taiwan : 愛台灣關鍵字 : 省

錢。懷舊。青春。人情味。

行遍天

下記者

宏碩文

化發行

1 978-986-5977-14-6 101.05 創意系

366 用日語玩日本文化 我的日

文編輯

我的文

化出版

1 978-986-88336-8-5 101.07 創意系

367 靈魂的拷問 何賢桂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326-060-8 102.01 創意系

368 「樣板戲」的政治美學 李松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326-074-5 102.04 創意系

369 賞花有時 度曲有道 : 張衛東論崑曲 張衛東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71-3 101.07 創意系

370 創意戲劇化圖畫書教學 李玉玫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36-2 101.04 創意系

371 編織式創意記敘文寫作教學 瞿吟禎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54-6 101.06 創意系

372 注音符號的文化演現 何秋堇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15-7 101.05 創意系

373 電影影像與文字的關係探討 許瑞昌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46-1 101.05 創意系

374 英雄歷險與困境糾纏 : 中西科幻小說的文化性差異 蔡秉霖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97-3 101.11 創意系

375 向世界發聲 : 原住民散文中的文化演現 程麗華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326-051-6 102.02 創意系

376 臺灣文創新論 : 臺灣社會的十四項另類文創觀察 彭思舟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03-4 101.02 創意系

377 墓碑與記憶 : 革命歷史故事的償還與重建 張慧瑜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897-6 101.02 創意系

378 午夜場電影筆記 路鵑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931-7 101.09 創意系

379 ODM大破解 : 國際代工設計製造買賣合約重點解析 : 企業法律

實務教戰手冊(修訂二版)

林家亨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326-068-4 102.03 創意系

380 穿越時光的詩畫世界 : 跨越20年的詩畫創作/超越20年的情感抒

發

高懷德 秀威資

訊科技

1 978-986-221-894-5 101.02 創意系

381 把錢踩在腳底下的練習 : 可以清貧, 也可以清富 一種有錢沒錢

都自在的生活美學練習。

小池龍

之介

究竟出

版

1 978-986-137-161-0 101.10 創意系

382 就是想玩紙膠帶 : 紙膠帶x紙‧布‧木‧飾品充滿生活感の40創

意點子

誠文堂

新光社

良品文

化館出

1 978-986-7139-64-1 101.06 創意系

383 超圖解--手作人必學‧實用繩結設計大百科 Boutique-

Sha

良品文

化館出

1 978-986-7139-83-2 102.04 創意系

384 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研究論文集 張高評 里仁 1 978-986-6178-42-9 101.05 創意系

385 海港‧海難‧海盜 : 海洋文化論集 鄭永常 里仁 1 978-986-6178-57-3 101.12 創意系

386 Android+iOS UIDesign行動裝置介面設計 : iCON設計+實際App介

面 超容易上手的簡單技巧+尺寸概念+設計師也可以提案

Casa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67-6 102.02 創意系

387 版面設計不敗の17項準則 ArtTone

視覺研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06-5 101.09 創意系

388 國際室內設計精選 : 文教及公共空間美學 國際最

新室內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84-2 101.07 創意系

389 國際室內設計精選 : 居住空間美學 國際最

新室內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82-8 101.07 創意系

390 創意之鑰 : Android互動應用開發 郭少豪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57-6 101.05 創意系

391 新一代4G LTE行動無線寬頻技術網路規劃與設計 肖開宏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35-5 101.11 創意系

392 樓外青山 : 文化‧休閒‧類博物館 黃光男 典藏藝

術家庭

1 978-986-6049-32-3 101.12 創意系

393 純粹詩境 : 自然之中,美學之外 史作檉 典藏藝

術家庭

1 978-986-6049-30-9 101.12 創意系

394 窮得只剩下創意 : 小小的創意, 卻可做成大生意! 黑天使 易富文

化出版

1 978-986-5927-09-7 101.10 創意系

395 世界文化遺產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概覽 席梅爾 明天國

際圖書

1 978-986-275-187-9 101.04 創意系

396 用創意扭轉世界 : 史帝夫‧賈伯斯 : 給孩子的11堂想像課 申賢欣 明天國

際圖書

1 978-986-275-180-0 101.01 創意系

397 飛踢, 醜哭, 白鼻毛 : 第一次開出版社就大賣-騙你的 陳夏民 明日工

作室

1 978-986-290-454-1 101.11 創意系

398 女給時代 : 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 廖怡錚 東村出

版

1 978-986-88381-4-7 101.09 創意系

399 懶人農法第1次全圖解 : 與自然共生的樸門設計, 教你種出無毒

蔬果, 打造迷你菜園、綠能農舍

設樂清

和

果力文

化出版

1 978-986-89294-0-1 102.03 創意系

400 電影文化與產業 劉立行 空大 1 978-957-661-926-7 101.08 創意系

401 10分鐘就能完成創意日記 : 一天一個小改變, 21天累積一個大奇

蹟!

蕭珮 采竹文

化出版

1 978-986-197-519-1 101.10 創意系

402 影響人類歷史文化的100位文學家 羅堇文 采竹文

化出版

1 978-986-197-446-0 101.02 創意系

403 品牌萬歲 : 華夏文化的設計詮釋 = Brand eternity Bolton(龔

)

青森文

化出版

1 978-988-8164-48-6 101.07 創意系

404 智慧美學 : 成功女人的絕密美學 陳君宜 青森文

化出版

1 978-988-8164-39-4 101.07 創意系

405 百花齊放。 : 33位最具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家及其作品 = Modern

artist and works

魏尚河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56-0 101.05 創意系

406 魅惑之源 : 藝術吸引力分析 =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art 劉法民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57-7 101.06 創意系

407 裸‧喪 = Bareness & funeral 陳冠伶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63-8 101.09 創意系

408 園冶 : 破解中國園林設計密碼(彩繪圖本) = Chinese garden （明）

計成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68-3 101.11 創意系

409 你不可不知道的歐洲藝術與建築風格 : 建築/雕塑/繪畫 =

European architecture & arts

許麗雯 信實文

化行銷

1 978-986-6620-72-0 101.12 創意系

410 行銷企劃 : 邏輯、創意、執行力 : 企劃工具書+企劃筆記書=我

的企劃書 = Marketing planning : logic creativity implementation

曾光華 前程文

化

1 978-986-6264-88-7 102.01 創意系

411 金錢與良心 : 「僕人領導」修士VS.「永續創意」企業家 古倫神

父

南與北

文化

1 978-986-86633-7-4 101.01 創意系

412 設計喜事 : 我的婚禮小革命 = Revolution of the wedding planning Yes先生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46-8 101.07 創意系

413 微光美學 : 大師主題攝影技法x14 李‧佛

斯特(Lee

城邦文

化出版

1 978-986-306-031-4 101.03 創意系

414 六堆結扇緣 : 客家文化的蛻變與創新 = 2011-2012 design Liouduei 馮清春 屏縣府

出版

1 978-986-03-4077-8 101.12 創意系

415 海藍色的血液 楊政源 屏縣府

出版

1 978-986-03-5523-9 102.01 創意系

416 二十件非看不可的故宮金文 = 20 must-see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s

游國慶 故宮 1 978-957-562-656-3 101.10 創意系

417 古玉新銓 : 史前玉器小品文集 鄧淑蘋 故宮 1 978-957-562-637-2 101.03 創意系

418 金成旭映 : 清雍正琺瑯彩瓷 = Porcelain with painted enamels of

Qing Yongzheng period (1723-1735)

余佩瑾 故宮 1 978-957-562-671-6 102.02 創意系

419 商王武丁與后婦好 : 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 = King Wu Ding and

Lady Hao art and culture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蔡玫芬 故宮 1 978-957-562-653-2 101.10 創意系

420 得佳趣 : 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 = Obtaining refined enjoyment : the

Qianlong emperor's taste in ceramics

余佩瑾 故宮 1 978-957-562-640-2 101.01 創意系

421 通嚏輕揚 : 鼻煙壺文化特展 = Lifting the spirit and body : the art

and culture of snuff bottles

侯怡利 故宮 1 978-957-562-649-5 101.07 創意系

422 敬天格物 : 中國歷代玉器ガイド 鄧淑蘋 故宮 1 978-957-562-635-8 101.07 創意系

423 赫赫宗周 : 西周文化特展 = The cultural grandeur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蔡玫芬 故宮 1 978-957-562-655-6 101.10 創意系

424 趣味的甲骨金文 = Interesting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and

bronzes

游國慶 故宮 1 978-957-562-664-8 101.12 創意系



425 超強DM集客術 : 讓商品賣到缺貨的DM製作法 豐田昭 春光出

版

1 978-986-5922-06-1 101.10 創意系

426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郭春在 洪葉文

化

1 978-986-6001-19-2 102.02 創意系

427 看見苗栗 : 苗栗文學與創意 汪淑珍 苗縣府 1 978-986-03-3954-3 101.10 創意系

428 細讀文化研究基礎 Jeff

Lewis

韋伯文

化

1 978-986-6338-34-2 101.02 創意系

429 網絡社會的概念 : 科技、經濟、政治與認同 Darin

Barney

韋伯文

化

1 978-986-6338-46-5 101.01 創意系

430 消費社會學的概念 Alan

Aldridge

韋伯文

化

1 978-986-6338-45-8 101.01 創意系

431 媒體事務 : 媒體企業與公共利益 David

Croteau

韋伯文

化出版

1 978-986-6338-66-3 102.05 創意系

432 發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 Deborah

T. Meem

韋伯文

化出版

1 978-986-6338-56-4 101.06 創意系

433 空間與權力 : 政治地理學新風貌 Joe

Painter

韋伯文

化出版

1 978-986-6338-50-2 101.02 創意系

434 發展理論 : 解構與重構 Jan

Nedervee

韋伯文

化出版

1 978-986-6338-55-7 101.06 創意系

435 迷與消費 Cornel

Sandvoss

韋伯文

化出版

1 978-986-6338-58-8 101.10 創意系

436 不一樣的旅程 : 我的雲端築夢與文創人生 陳怡蓁 香海文

化出版

1 978-986-6458-43-9 101.01 創意系

437 視覺溝通的方法 : 媒體、攝影、行銷、廣告人必讀, 國際視覺名

家教你有效傳播, 把好想法變成好畫面!

博‧柏

格森(Bo

原點出

版

1 978-986-6408-65-6 102.01 創意系

438 解決居家の的100個煩惱 : 從設計到設備, 從收納到去污, 達人總

動員, 幫你搞定居家心頭痛。

原點編

輯部

原點出

版

1 978-986-6408-71-7 102.04 創意系

439 佐藤可士和の超設計術 : 一手打造UNIQULO, 他要的不只是設

計, 而是銷售!

pen編輯

部

原點出

版

1 978-986-6408-56-4 101.04 創意系

440 日雜手感, 家in Taiwan : 不只佈置, 還想裝修、採買, 終於學會有

溫度的家設計 = Come home!

Garbo+w

JB. Chen

原點出

版

1 978-986-6408-61-8 101.10 創意系

441 老頭擺䓻故事. 1,龜仔殼[四縣腔] 徐雲芳 唐山 1 978-986-88372-0-1 101.09 創意系

442 JR鐵道的和風行旅 : 40個戀上文化日本的一番物語 : 隨興漫遊

心所嚮住之地

沈青輔 夏日出

版

1 978-986-87819-7-9 101.04 創意系

443 漂亮家居2013全民好評設計師100選 張寶麗 家庭傳

媒發行

1 978-986-5932-36-7 101.11 創意系

444 對外華語文化教學實證研究 : 以跨文化溝通與第二文化習得為

導向

朱我芯 師大出

版中心

1 978-957-752-894-0 102.03 創意系

445 光影的書寫 : GRD DIGITAL:極致的浪漫 : 構圖詮釋 色調設定 攝

影美學

阿默 悅知文

化

1 978-986-6072-74-1 101.03 創意系

446 每天都是餅乾日。 : 175道人氣手工餅乾的創意魔法 安星美 悅知文

化

1 978-986-5912-04-8 101.10 創意系

447 設計就該這麼好玩!配色1000圖解書 = 1000 ideas of color design 杉江耕

平

悅知文

化

1 978-986-5912-19-2 101.12 創意系

448 網頁設計驚嘆號!Dreamweaver網站版面設計與效果整合大全 : 超

人氣!版面整合技巧XCSS排版XJavaScript & jQuerty效果

李啟宏 悅知文

化

1 978-986-6072-98-7 101.09 創意系

449 色彩的準則。 伊達千

代

悅知文

化

1 978-986-6072-72-7 101.03 創意系

450 文字的準則。 伊達千

代

悅知文

化

1 978-986-6072-71-0 101.03 創意系

451 風格民宿小旅行 : 36間風格民宿 36種旅遊美學 時報周

刊編輯

時周文

化出版

1 978-986-6217-37-1 101.07 創意系

452 極簡思考 謀奇廣

告(M&C

時報文

化

1 978-957-13-5542-9 101.06 創意系

453 穿對, 更成功 : 38堂形象美學課讓你工作無往不利 陳麗卿 時報文

化

1 978-957-13-5608-2 101.07 創意系

454 解籤 : 關鍵字解籤祕笈 王儷容 時報文

化

1 978-957-13-5496-5 101.01 創意系

455 Idea新風格專利啟發教程 : 創意變財富!專利是什麼? 重田曉

彥

書泉出

版

1 978-986-121-811-3 102.03 創意系

456 開心玩文創 : 從0到億的創新魔法書 施百俊 書泉出

版

1 978-986-121-763-5 101.08 創意系

457 文化節慶管理 Greg

Richards

桂魯 1 978-986-86629-3-3 101.06 創意系

458 當代原住民藝術、工藝、文化創意誌 瓦歷斯.

拉拜

桑格文

化出版

1 978-986-7214-23-2 102.02 創意系

459 創業叢林裡的生存遊戲 : 熱帶雨林餐廳的創意成功祕訣 史蒂夫

‧舒斯

泰電電

業出版

1 978-986-6076-30-5 101.03 創意系

460 發現台灣 : 景觀、風水、文化 = Discover Taiwan 簡三豐 神才出

版

1 978-986-81506-6-9 101.03 創意系

461 決戰時尚設計伸展臺 : 全球時尚產業的靈感工場 海威爾

‧戴維

馬可孛

羅文化

1 978-986-6319-49-5 101.08 創意系

462 頂尖設計師的自我經營學 凱瑟琳

‧費雪

馬可孛

羅文化

1 978-986-6319-48-8 101.08 創意系

463 有詩同行 : 莫拉克風災文化重建詩集 李魁賢 高市文

化局出

1 978-986-03-2952-0 101.07 創意系

464 教育伊甸園 : 完美學校全攻略 陳倬民 高等教

育文化

1 978-986-266-040-9 101.01 創意系

465 世界是肥的 : 生活型態、廣告以及政策背後的黑暗陰謀 巴瑞‧

鮑勃金

高寶國

際出版

1 978-986-185-700-8 101.04 創意系

466 積木達人的究極創意 : 看了就想跟著做!令人驚奇的創意積木組

裝大公開!

臺灣創

意積木

高寶國

際出版

1 978-986-185-818-0 102.02 創意系

467 最強手帳改造術 : 58個創意提案x百款內頁選擇, 打造人人稱羨

的自我風格手帳

館神龍

彥

高寶國

際出版

1 978-986-185-795-4 102.01 創意系

468 開架也能畫出超驚豔正妞妝! : 廣告明星沛莉教你出席各種場合

都亮眼

張沛婕 高寶國

際出版

1 978-986-185-794-7 102.02 創意系

469 隱藏的美味 : 深度探訪法國美食文化風景 彭怡平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187-2 101.06 創意系

470 品牌這樣思考 : 一場以設計、人類學、符號 意義顛覆 創意、品

牌行銷思維的大師對談

黛比‧

米曼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344-9 102.03 創意系

471 甲骨文的故事 董作賓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279-4 101.12 創意系

472 風味事典 : 食材配對、食譜與料理創意全書 妮姬‧

薩格尼

商周出

版

1 978-986-121-732-1 101.01 創意系

473 用年表讀通中國文化史 王若葉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281-7 101.12 創意系

474 叩開電影門 : 電影導演敘事藝術 趙武 商訊文

化出版

1 978-986-6378-77-5 101.04 創意系

475 鏗鏘玫瑰走天下 : 女性背包客遊走世界祕笈 馬中欣 商訊文

化出版

1 978-986-6378-83-6 101.06 創意系

476 歐洲歷史新視角 孟馳北 商訊文

化出版

1 978-986-6378-87-4 101.09 創意系

477 無齡美魔女 : 愛上自己, 唐德惠的凍齡美學 唐德惠 商訊文

化出版

1 978-986-6378-79-9 101.06 創意系

478 成功廣告影片的創意與製作 劉元立 國家 1 978-957-36-1298-8 101.01 創意系

479 10堂英語創意教案 : 用童話帶動英語教學 = Children in

wonderland : teaching with fairy tales

唐睿謙 寂天文

化

1 978-986-318-030-2 101.08 創意系

480 消失與重生 : 翻轉在地老文化, 創造台灣新價值 中國時

報調查

野人文

化出版

1 978-986-5947-72-9 102.02 創意系

481 錄像帶電影 : 從中國到世界, 余華的35則文學、文化、政治、時

事觀察體驗

余華 麥田出

版

1 978-986-173-857-4 102.01 創意系

482 髒話文化史 露絲‧

韋津利

麥田出

版

1 978-986-173-747-8 101.04 創意系

483 人生必訪の日本百年旅舖 : 穿越300年老舖旅館 美學再發現(究

極版)

La Vie編

輯部

麥浩斯

出版

1 978-986-5932-80-0 102.03 創意系

484 大人味設計皮革包 李惠菁 麥浩斯

出版

1 978-986-6086-99-1 101.07 創意系

485 慢遊台北 設計散策 : 在台北過創意好日子的120+感動選 =

Design guide Taipei

La Vie編

輯部

麥浩斯

出版

1 978-986-5932-30-5 101.10 創意系

486 學設計 名校150(好評增訂版) : 我們老師是大師! : 建築‧工設‧

視傳‧服裝‧室設X世界6大城 : 米蘭、巴黎、倫敦、紐約、北

Christina

Lu

麥浩斯

出版

1 978-986-5932-83-1 102.04 創意系

487 愛上鄉村風。家的幸福味 : 從歐式、美式到現代鄉村風住宅 :

空間職人的35個溫暖家設計

張麗寶 麥浩斯

出版

1 978-986-5932-39-8 101.10 創意系

488 專為全球華人設計的10堂英文單字課 曾韋婕 凱信出

版

1 978-986-5920-18-0 102.04 創意系

489 老地方‧慢時光 : 文化與老街、歷史與舊建築的台灣小旅行 一哥 凱特文

化創意

1 978-986-6175-82-4 101.09 創意系

490 解構。紐約 : 百老匯X特色建築X設計店家X公共藝術X博物館

之旅 = New York

諾伯特 創意市

集出版

1 978-986-6009-48-8 102.03 創意系

491 京都‧奈良, 日本古都慢遊 : 古寺院 散步小路 世界文化遺產 近

郊一日小旅行

張展郡 創意市

集出版

1 978-986-600-924-2 101.08 創意系

492 我愛漂流木 王德宇 博客思

出版

1 978-986-6589-50-8 101.01 創意系

493 整形美學 : 日本美容外科 SMAS筋膜‧臉部‧體型黃金比例學 張大力 博思智

庫出版

1 978-986-88378-3-6 101.08 創意系

494 拒糖, 抗老化 : Dr.張大力日本美容若返研究美學 張大力 博思智

庫出版

1 978-986-88378-5-0 101.08 創意系

495 近代東亞海域文化交流史 松浦章 博揚文

化出版

1 978-986-6543-71-5 101.08 創意系



496 媽祖與民間信仰 : 研究通訊. 1 臺灣新

港奉天

博揚文

化出版

1 978-986-6543-68-5 101.06 創意系

497 我的玉玩藝兒 潘麗珠 博雅書

屋

1 978-986-6098-40-6 101.02 創意系

498 圖表設計魂! : 看穿資料分析與簡報傳達的Excel圖表術 日花弘

子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710-4 102.03 創意系

499 華語文文化教學 周慶華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63-7 101.10 創意系

500 團體溝通的理論與實務 = 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

蔡鴻濱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59-0 101.10 創意系

501 中華文化教我們的事兒 于海英 晶冠出

版

1 978-986-6211-86-7 101.10 創意系

502 廣告修辭新論 : 從創意策略到文圖實踐 = Advertising rhetoric :

from creative strategy to performance

邱順應 智勝文

化

1 978-957-729-877-5 101.02 創意系

503 看故事學摺紙 : 創意紙藝大師洪新富教出手腦並用 洪新富 智園出

版

1 978-986-6126-33-8 102.01 創意系

504 生活美學與文化創意 = Life esthetic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賴建成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20-0 101.04 創意系

505 創意思考與訓練 陳玉崗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57-6 101.09 創意系

506 主題樂園經營與管理 : 一個夢幻創意演出天堂 = Theme park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曾慶欑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45-3 101.08 創意系

507 劇場藝術的多元發展與設計 : 從劇場形式解析舞臺設計 =

Theatre art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and design : analyzes the

林尚義 華藝 1 978-986-6286-53-7 101.04 創意系

508 整合式課程設計 : 創造關鍵學習經驗 L. Dee

Fink

華騰文

化出版

1 978-986-6654-95-4 101.01 創意系

509 多元文化與學校經營 張茂源 華騰全

球數位

1 978-986-6164-10-1 101.03 創意系

510 平價時尚力 : 時尚女王教你穿出個人競爭力 陳璧君 開企出

版

1 978-986-88270-1-1 101.09 創意系

511 陶藝創作 : 生活、創意與技法 羅森豪 雄獅 1 978-957-474-132-8 102.01 創意系

512 臺灣府城經典 : 導覽指南[沒來台南想認識台南, 來到台南想要

親身體驗台南文化]

潘世昌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237-2 101.12 創意系

513 編劇與腳本設計 彭思舟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440-6 101.06 創意系

514 走進客家社會 : 田野考察、文化研究 黃賢強 新加坡

國立大

1 978-981-4343-22-

0//981-4343-22-6

101.03 創意系

515 淡水不思議 : 28個淡水文化生活圈成員帶你遊淡水 林倩綺 新北市

淡水古

1 978-986-03-5866-7 102.01 創意系

516 創玉風華 : 2012臺灣寶石玉設計競賽得獎作品輯 2012年臺

灣寶石

新竹生

活美學

1 978-986-03-4731-9 101.12 創意系

517 迷霧原鄉 : 百越民居文化探索 = Mystery homeland : an exploration

into southern vernacular dwelling culture

林憲德 新自然

主義出

1 978-957-696-717-7 101.09 創意系

518 服裝時尚插畫 = Fashion illustration 張于敏 新形象

出版

1 978-986-6796-10-4 101.02 創意系

519 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 : 神化與東方各種宗教 漢族與多種民族的

交融

龔方震 新潮社

出版

1 978-986-316-114-1 101.08 創意系

520 由「導演/老師」角色與實務到劇場教育教學實踐 : <<前進!愈

來愈難集中精神>>及<<赤子>>演出製作為例

楊雲玉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41-4 102.01 創意系

521 中國新文學廣告研究 彭林祥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19-3 101.12 創意系

522 電影三字經 柳城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6094-36-1 101.04 創意系

523 沉鬱頓挫 : 臺靜農書藝境界 郭晉銓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6094-68-2 101.05 創意系

524 世界經典電影筆記 郭翠華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6094-77-4 101.05 創意系

525 鋼琴的故事 = The stories of the piano 潘小嫺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00-1 101.11 創意系

526 那些年, 我們一起瘋金庸、古龍港劇, 趕<<新紮師兄>><<新難兄

難弟>>港片熱力, 戀黃日華、黃元申、劉德華、梁朝偉、陳玉

李篤捷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35-3 101.12 創意系

527 愛古不非今 : 駱明春的書法世界 駱明春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42-1 101.12 創意系

528 影視文化概論 =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 TV production 胡智鋒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57-5 102.03 創意系

529 揭祕中國電影, 讀解文革影片 啟之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55-1 102.03 創意系

530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民間文化 : 關於飲食男女也關於草木蟲魚(後

篇)

張石山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6094-84-2 101.07 創意系

531 風格四論 : 生活美學與形象競爭力 原來 新銳文

創出版

1 978-986-5915-12-4 101.10 創意系

532 今天創意教什麼? : 進入文化創意產業必修的13堂課 薛良凱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8603-0-8 101.09 創意系

533 十四堂人生創意課. 1,如何畫一張自己的生命藍圖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8603-7-7 102.04 創意系

534 十四堂人生創意課. 2,創意→創造→創世, 又名, 推翻李欣頻的創

意學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8603-8-4 102.04 創意系

535 十四堂人生創意課. 3 : 50個問答+筆記本圓夢學, 又名, 非寫不可

‧不寫會死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8603-9-1 102.04 創意系

536 私房創意能源庫 : 50項私房創意包 50樣變身變腦法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9215-0-4 102.04 創意系

537 旅行創意學 : 10個最具創意的「旅行力」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9215-4-2 102.04 創意系

538 人生變局創意學 : 世界變法, 你的百日維新, 又名, 變局創意學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9215-1-1 102.04 創意系

539 十堂量子創意課 : 10個改變命運的方法, 又名, 創意背後的祕密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9215-2-8 102.04 創意系

540 打造創意版的自己 : 創意腦與創意人格培養手冊 李欣頻 暖暖書

屋文化

1 978-986-89215-3-5 102.04 創意系

541 470個建築設計の創意&發想 每週住

宅制作

楓書坊

文化出

1 978-986-5973-47-6 101.12 創意系

542 圖解古代兵器 水野大

樹

楓書坊

文化出

1 978-986-5973-75-9 102.05 創意系

543 圖解原型設計兵器百科. 2,介紹從未曝光過的末期兵器總覽 =

Illustrations of world desperate weapons : weapons, we have never

こがし

ゅうと

楓書坊

文化出

1 978-986-5973-70-4 102.04 創意系

544 手工書設計&製作 海瑟‧

溫絲頓

楓書坊

文化出

1 978-986-5973-39-1 101.10 創意系

545 歐洲古典裝幀工藝 喬瑟夫

‧坎伯

楓書坊

文化出

1 978-986-5973-44-5 101.11 創意系

546 小空間大格局. 隔間改造篇 : 22則居家設計實例 X-

Knowled

楓葉社

文化出

1 978-986-6033-48-3 102.01 創意系

547 布料&家具設計終極指南 : 住宅&商業空間打造優質居住空間的

素材與設備 = Fabric & furniture : practical guide for fabric &

X-

Knowled

楓葉社

文化出

1 978-986-6033-45-2 102.01 創意系

548 照明設計終極指南 : 住宅&商業空間照明X透光素材設計圖鑑 =

Lighting practical guide for lighting design

X-

knowledg

楓葉社

文化出

1 978-986-6033-36-0 101.10 創意系

549 超專業筆記‧備忘完全活用術 : 會議談判x創意發想x日常生活

各式各樣的筆記&備忘全公開! = Note and memo

永岡書

店編輯

楓葉社

文化出

1 978-986-6033-39-1 101.10 創意系

550 穿越到八百八町的江戶 : 透過3DCG與浮世繪呈現江戶的市街

文化 娛樂 : 穿越盛行, CG當道, 重現浮世繪中的大江戶風華!

中村宣

夫

楓樹林

出版

1 978-986-6023-46-0 102.03 創意系

551 圖解思考與設計表現 : 俄羅斯列賓美院建築創作課程精編 鄭昌輝 楓樹林

出版

1 978-986-6023-29-3 101.08 創意系

552 型晒!創意攝技 AL@KT

Studio

萬里書

店出版

1 978-962-14-4747-0 101.02 創意系

553 閱讀詩經 呂珍玉 萬卷樓 1 978-957-739-762-1 101.10 創意系

554 讓青春的意象遄飛 蒲基維 萬卷樓 1 978-957-739-788-1 102.01 創意系

555 手工書第一課 : 量身訂做自己的手帳本、精裝日記、相簿 =

Lesson one of handmade books

王淑芬 腳丫文

化出版

1 978-986-7637-79-6 102.02 創意系

556 流行玩味攝影 : 人氣題材不一樣的拍法, 潮玩相機盡攝創意! 智富 跨版生

活圖書

1 978-988-15970-1-4 101.06 創意系

557 禪與中國文化 : 六祖惠能的悟道 南懷瑾的禪海蠡測 張尚德 達摩發

行

1 978-986-85301-8-8 101.01 創意系

558 六大新興產業 : 文化創意產業 沈傑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72-8 102.02 創意系

559 天線設計與應用 : 使用Ansoft HFSS模擬器 = Antenna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using Ansoft HFSS simulator

鄧聖明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783-

7//986-226-783-6

101.07 創意系

560 教案設計 : 教學法之應用 任慶儀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50-

6//986-226-850-6

101.10 創意系

561 立體造型創意摺紙 : 開心創作!美觀大方! : 居家擺飾、饋贈親

友, 滿載創意點子!

金杉登

喜子

漢欣文

化

1 978-957-686-680-7 102.03 創意系

562 建築設計 = Detail plus : interior + architecture Archiworl

d Co.,

漢皇國

際文化

1 978-986-6024-37-5 101.09 創意系

563 結交外國朋友的說話術 : 36國文化, 36種結交外國朋友的好方法

(全彩漫畫圖解)

林琇琬 漢皇國

際文化

1 978-986-6024-29-0 101.10 創意系

564 裝潢設計 : Detail + interior + architecture 建築世

界

漢皇國

際文化

1 978-986-6024-31-3 101.07 創意系

565 兩位大師聯手打造你的風水好宅 : 讓設計師和風水師告訴你裝

潢風水的大真相!

蔡上機 漢湘文

化出版

1 978-986-225-370-0 102.02 創意系

566 絕對零庫存的包裝行銷技巧 : 讓產品知名度大開的廣告與行銷

策略 = Sold out

林正修 漢湘文

化出版

1 978-986-225-376-2 102.03 創意系



567 問吧 : 你不瞭解的100個中國文化常識 殷芩 漢湘文

化出版

1 978-986-225-326-7 101.07 創意系

568 八大頂尖公司的關鍵策略 夏川賀

央

漢湘文

化出版

1 978-986-6673-30-6 101.02 創意系

569 讓設計自然存在的新‧設計教科書 : 連結人與環境的生態學設

計論

後藤武 漫遊者

文化出

1 978-986-5956-17-2 101.09 創意系

570 全民書寫運動 : 改寫媒體、教育、企業的運作規則, 你不可不知

的數位文化素養

約翰‧

哈特利

漫遊者

文化出

1 978-986-6272-89-9 101.03 創意系

571 誰在淘寶中國, 又名, 誰在忽悠中國 吳樹 漫遊者

文化出

1 978-986-5956-06-6 101.06 創意系

572 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 : 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

與跨境

三澤真

美惠

臺大出

版中心

1 978-986-03-2231-6 101.04 創意系

573 瑞典電影 臺北電

影節統

臺北市

文化基

1 978-986-84146-5-5 101.07 創意系

574 文化每天都是進行式 = Culture, in progress 朱宗慶 臺北藝

術大學

1 978-986-03-5292-4 101.12 創意系

575 博物館與文化 = Museum and culture 王嵩山 臺北藝

術大學

1 978-986-03-4174-4 101.12 創意系

576 美學是什麼?美在眾聲喧嘩 : 101年美學是什麼成果專輯 徐慶東 臺東生

活美學

1 978-986-03-5609-0 102.01 創意系

577 琉光溢彩 : 臺灣玻璃工藝文化 陳奕愷 臺灣工

藝研發

1 978-986-03-4265-9 101.11 創意系

578 鑠金器成 : 臺灣金屬工藝文化 曾永玲 臺灣工

藝研發

1 978-986-03-4686-2 101.11 創意系

579 唯願自由 : 冥想生活108問 阿杰‧

卡普爾

臺灣元

立國際

1 978-986-87597-1-8 101.02 創意系

580 童心‧創意‧劉興欽 陳長華 臺灣美

術館出

1 978-986-03-4068-6 101.12 創意系

581 茶鐸八音 : 茶文化復興之聲 許玉蓮 臺灣商

務

1 978-957-05-2804-6 102.03 創意系

582 新台灣電影 : 台語電影文化的演變與創新 黃仁 臺灣商

務

1 978-957-05-2803-9 102.02 創意系

583 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政治 謝國斌 臺灣國

際研究

1 978-986-86095-8-7 102.04 創意系

584 日本料理の的常識與奧秘 : 關於禮儀、器皿、服務、經營到文

化

村田吉

弘

遠足文

化

1 978-986-5967-79-6 102.03 創意系

585 菊花與劍 : 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露絲‧

潘乃德

遠足文

化

1 978-986-5967-08-6 101.05 創意系

586 日本文化史 : 探尋大和文化精神源流深入了解[日出之國]的最

佳讀本

葉渭渠 遠足文

化

1 978-986-5967-16-1 101.06 創意系

587 壁虎腳底的高科技 : 仿生學向大自然取經, 設計未來 佛布茲

(Peter

遠流 1 978-957-32-7152-9 102.04 創意系

588 學創意, 現在就該懂的事 : 史丹佛大學的創新x創意x創業訓練班 婷娜‧

希莉格

遠流 1 978-957-32-7025-6 101.08 創意系

589 錫蘭式的邂逅 : 我在創意之都矽谷的近距離觀察 鄭志凱 遠流 1 978-957-32-6998-4 101.07 創意系

590 新實用個人時間管理 : 設計高效率的人生 廖慶榮 遠流 1 978-957-32-7003-4 101.07 創意系

591 花樣時代 : 台灣花布美學新視界 = Taiwan chintz patterns 陳宗萍 遠流 1 978-957-32-7065-

2//978-957-32-7064-

101.10 創意系

592 愛「花」人一定要學的花の包裝聖經 : 不同花材x包裝素材x送

禮主題 : 140款別出心裁の花禮DIY = Flower wrapping bible for

enterbrain 噴泉文

化館出

1 978-986-89091-2-0 102.04 創意系

593 世界圖書館紀行 : 倚靠在古老的書架上,呼吸著那個時代的知性 柳鍾珌 廣智文

化出版

1 978-986-6034-20-6 101.03 創意系

594 超級賣點101 : 數位USP銷售金法 : 糟糕!你的商品賣點不夠

「獨」!

周紹賢 德威國

際文化

1 978-986-6153-56-3 101.02 創意系

595 典藏‧創意‧狂想 Camille 數位典

藏與數

1 978-986-03-2352-8 101.04 創意系

596 百業職人 Akru 數位典

藏數位

1 978-986-03-1527-1 101.01 創意系

597 日本長銷商品的發想力 : 商業企劃的核心思維, 文創業者的最佳

借鏡!

齋藤孝 稻田 1 978-986-6749-95-7 101.04 創意系

598 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 : 漫畫的文化研究 李衣雲 稻鄉 1 978-986-6078-20-0 101.09 創意系

599 創意素食月子餐 : 快速調理體質, 滋補營養好健康(新裝版) 邱寶鈅 養沛文

化館出

1 978-986-6247-53-8 101.09 創意系

600 孫子兵法與周易 : 決策理論與決策管理 李建中 黎明文

化出版

1 978-957-16-0821-1 101.03 創意系

601 生活應用時尚美學 林麗惠 學富文

化

1 978-986-6624-78-0 101.09 創意系

602 青少年文化、心理與輔導 連廷嘉 學富文

化

1 978-986-6624-71-1 101.02 創意系

603 遊戲、文化及教育 方永泉 學富文

化

1 978-986-6624-69-8 101.02 創意系

604 光‧設計 : 光和色彩的藝術設計應用全書 李察‧

約特

積木文

化出版

1 978-986-6595-86-8 101.08 創意系

605 設計摺學 : 一張紙激發無限造型創意, 所有設計師都需要的幾何

空間摺疊訓練

保羅‧

傑克森

積木文

化出版

1 978-986-6595-98-1 101.12 創意系

606 打造設計風樂活庭園 學研パ

ブリシ

積木文

化出版

1 978-986-6595-65-3 101.02 創意系

607 交通運輸の文化經濟學 : 影響臺灣未來交通思維的第一本入門

書

戶崎肇 翰蘆圖

書

1 978-986-7522-83-2 101.06 創意系

608 旅行產業の文化經濟學 戶崎肇 翰蘆圖

書

1 978-986-7522-85-6 101.07 創意系

609 Ho Haiyan!跟著原住民瘋慶典 : 台灣在地十四族原住民 最重要

的文化慶典一本通

馬繼康 貓頭鷹

出版

1 978-986-262-061-8 101.01 創意系

610 國寶X檔案 : 繪畫 中國中

央電視

龍圖騰

文化

2 978-986-6100-38-

3//978-986-6100-39-

101.01 創意系

611 裝飾之道 樓慶西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68-6 102.01 創意系

612 千門之美 : 中國古代建築裝飾. 一 =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decoration. 1

樓慶西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43-3 101.09 創意系

613 戶牖之藝 : 中國古代建築裝飾. 二 =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decoration. 2

樓慶西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42-6 101.10 創意系

614 雕樑畫棟 : 中國古代建築裝飾三 =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decoration 3

樓慶西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51-8 101.11 創意系

615 磚雕石刻 樓慶西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64-8 101.12 創意系

616 青花瓷收藏知識三十講 劉莉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77-8 102.02 創意系

617 大師導讀 : 中國青銅文化 : 輝煌文明展盛世 李伯謙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6100-85-7 101.01 創意系

618 中國酒文化 外文出

版社編

龍圖騰

文化出

1 978-986-5981-65-5 101.12 創意系

619 創意CEO. 2,向全球頂尖高手學創意技法和行銷策略, 玩出好創

意!

馬里奧

‧普瑞

繆思出

版

1 978-986-6026-14-0 101.05 創意系

620 學習就這8件事 : 觀點、創意、寬容、善良、改變、學習、合

作、領導這八件事, 學通學透一輩子受用無窮!

胡安‧

馬帝歐

臉譜出

版

1 978-986-235-208-3 101.09 創意系

621 點子接著劑 : 日本設計大師水野學對idea生成的七個解說 水野學 臉譜出

版

1 978-986-235-177-2 101.06 創意系

622 住得優雅。 : 房子不用大, 34個設計法則讓你優雅過生活 中山繁

信

臉譜出

版

1 978-986-235-190-1 101.08 創意系

623 漫畫建築施工入門 : 看漫畫學建築施工, 輕鬆了解建築設計和施

工實作的第一本書

高橋達

央

臉譜出

版

1 978-986-235-214-4 101.10 創意系

624 看不見的設計 : 禪思、觀心、留白、共生, 與當代庭園設計大師

的65則對話

枓野俊

明

臉譜出

版

1 978-986-235-225-0 101.12 創意系

625 風格定器物 : 張錯藝術文論 張錯 藝術家

出版

1 978-986-282-051-3 101.02 創意系

626 孫瀛洲陶瓷研究與鑑定 孫瀛洲 藝術家

出版

1 978-986-282-055-1 101.02 創意系

627 陳萬里陶瓷研究與鑑定 陳萬里 藝術家

出版

1 978-986-282-054-4 101.02 創意系

628 巴克斯特 : 俄國芭蕾舞團首席插畫設計師 = Leon Bakst 何政廣 藝術家

出版

1 978-986-282-083-4 101.11 創意系

629 2012臺灣百家珠寶設計年鑑 = Taiwan jewelry shop 141 寶之藝 寶之藝

文化

1 978-986-88293-0-5 101.04 創意系

630 觀光工廠‧百年傳藝 : 台灣最深度的探索 謝惠雯 臺商資

源國際

1 978-986-87880-0-8 100.12 創意系

631 觀光工廠. 2,再現台灣 : 台灣最深度的探索 謝惠雯 臺商資

源國際

1 978-986-87880-2-2 101.12 創意系

632 水利工程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新解(高普考‧地方特考‧水

利特考‧專技高考)

魏湘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476-1 102.04 土木系

633 綠建築評估手冊 : 基本型 =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manual : basic

version

林憲德 內政部

建研所

1 978-986-03-1805-0 101.02 土木系

634 綠建築評估手冊. 住宿類 = Green building evaluation manual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 : EEWH-RS 2012 edition

林憲德 內政部

建研所

1 978-986-03-1804-3 101.04 土木系

635 土木研究所材料力學精解(土木所各組) 歐陽 文笙 1 978-986-297-046-1 101.12 土木系

636 工程材料試題分析(土木、建築、水利、大地) 林金面 文笙 1 978-986-297-050-8 102.01 土木系

637 生態工程 = ECO-engineering 陽明 文笙 1 978-986-297-028-7 101.05 土木系



638 新世紀鐵路工程學 = New era railway engineering 黃民仁 文笙 1 978-986-297-021-8 101.01 土木系

639 營建管理試題分析(土木、建築、水利、大地) 林金面 文笙 1 978-986-297-037-9 101.09 土木系

640 鋼結構設計(公職考試大專用書) 毛昭綱 全華 1 978-957-21-8703-6 102.01 土木系

641 鐵路工程與養護作業大意 :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鐵路特考佐

級)(2013年版)

昊峪 宏典文

化

1 978-986-6306-34-1 102.01 土木系

642 AutoCAD建築製圖實務. 基礎篇 徐瑞麒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88-5 102.01 土木系

643 BIM建築資訊模型手冊 Chuck

Eastman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20-2 102.05 土木系

644 工程法律基礎理論與判決研究 : 以營建工程為中心 姚志明 姚志明

出版

1 978-957-41-9668-5 101.11 土木系

645 JSSI隔震施工規範 社團法

人日本

科技圖

書出版

1 978-957-655-501-5 101.07 土木系

646 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之應用(土木404-100) 中國土

木水利

科技圖

書出版

2 978-957-655-494-

0//978-957-655-495-

101.01 土木系

647 橋梁下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冊. 第二冊,基樁基礎工程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2-9758-4 101.03 土木系

648 橋梁下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冊. 第三冊,沉箱基礎工程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2-9759-1 101.03 土木系

649 橋梁下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冊. 第四冊,井式基礎工程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2-9760-7 101.03 土木系

650 橋梁下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冊. 第五冊,橋墩工程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2-9761-4 101.03 土木系

651 橋梁下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冊. 第六冊,配合工程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2-9762-1 101.03 土木系

652 山岳隧道工程施工安全總論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3-3771-6 101.12 土木系

653 潛盾隧道工程施工安全管總論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3-3772-3 101.12 土木系

654 潛盾隧道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手冊 林耀煌 勞委會

出版

1 978-986-03-3774-7 101.12 土木系

655 「建築設備」入門 : 空調‧給排水衛生‧防災‧節能(新修訂

版)

「建築

設備」

詹氏 1 978-957-705-432-6 101.04 土木系

656 施工計畫與管理(修訂四版) 廖基全 詹氏 1 978-957-705-431-9 101.05 土木系

657 營建法令輯要. 101年度 : 最新營建法規 最新解釋函令 詹氏書

局

詹氏 1 978-957-705-446-3 102.01 土木系

658 土木監工大意講義(鐵路特考佐級) 施志安 鼎文 1 978-957-454-848-4 101.01 土木系

659 材料力學<<系統題庫>>(土木所升學考試) 許弘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51-2 101.10 土木系

660 100年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實力土

木編輯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45-1 101.04 土木系

661 土木國家考試研究所結構動力精解 歐陽 歐陽出

版

1 978-986-297-036-2 101.08 土木系

662 電子學分類式學習題庫(鐵路‧高普初‧國營事業‧台電‧中油

‧電信‧台水)

陳日昇 三民補

習班出

1 978-986-6530-38-8 101.04 電機系

663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國、民營事業‧台電‧中油‧中鋼‧

捷運‧中華電信)

陸冠奇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268-2 102.02 電機系

664 基本電學大意題庫+歷年試題(初等考試‧地方五等‧各類五等

‧鐵路佐級)

甄家灝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481-5 102.04 電機系

665 電子學大意題庫+歷年試題(初等考試‧地方五等‧各類五等‧

鐵路佐級)

甄家灝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483-9 102.04 電機系

666 MATLAB通訊工程模擬 : 完全精通MATLAB實務應用 張德豐 五南 1 978-957-11-6710-7 101.07 電機系

667 圖解電磁學 : 圖解讓電磁學更簡單 溫坤禮 五南 1 978-957-11-6774-9 101.10 電機系

668 真空管立體聲擴音器線路 盧國傑 五洲 1 978-957-601-294-5 101.06 電機系

669 電子學引導式筆記(解析版). II 林瑜惠 文字復

興

1 978-957-11-6989-7 102.04 電機系

670 配電工程實務基礎 洪崇博 文笙 1 978-986-297-051-5 102.02 電機系

671 靜電磁理論 程雋 文笙 1 978-986-297-031-

7//986-2970-31-6

101.05 電機系

672 iPhone 5完全攻略 : 上手與應用+APPS+免費秘技=iPhone 5完全專

家 = iPhone 5 perfect guide

王育貞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085-0 101.12 電機系

673 台電(養成班)新進人員歷屆題庫完全攻略(四合一) : 輸配電線路

維護(國民營事業招考)

余訢 宏典文

化

1 978-986-6306-80-8 102.03 電機系

674 微電子學. 第一冊 林昀 亞鑫圖

書

1 978-986-88040-0-5 101.02 電機系

675 微電子學. 第二冊 林昀 亞鑫圖

書

1 978-986-88040-1-2 101.03 電機系

676 Xilinx FPGA開發實用教學 徐文波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74-4 102.02 電機系

677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 Android 2 葉國賢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07-6 101.03 電機系

678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專業技能檢定)(2013第二

版)

技檢專

門科

科友 1 978-957-21-9141-5 102.09 電機系

679 <<超強圖解>>前進APP Store!iOS6 SDK實戰演練 何孟翰 悅知文

化

1 978-986-5912-06-2 101.10 電機系

680 當代光纖通訊 廖顯奎 高立 1 978-986-412-889-1 101.07 電機系

681 電子材料導論 臺灣電

子材料

高立 1 978-986-412-927-0 102.02 電機系

682 HTC蝴蝶機x Sense 4+超級活用術全公開! : 辦公、玩樂皆實用的

智慧首選!

普夫

(Puff)

高寶國

際出版

1 978-986-185-834-0 102.03 電機系

683 微電子學 胡建全 張鼎 1 978-957-41-9289-2 101.08 電機系

684 iPhone槓桿工作術 : 讓工作變得更有趣! 本田直

之

創意市

集出版

1 978-986-6009-13-6 101.06 電機系

685 iPhone與iPad這樣玩才有趣! : 輕鬆學會150個你早該會的超實用

技巧

小雲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708-1 102.03 電機系

686 不失敗的APP企劃‧開發術 : 讓你的點子也能成為成功APP的方

法

金炅弘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706-7 102.03 電機系

687 iPhone無與倫比 蘋果膠

囊

菩天數

位創意

1 978-986-87710-9-3 101.12 電機系

688 精緻慕斯蛋糕 : 視覺味蕾新體會 = Indulgence mousse cake 鄒肇麟 飲食天

地出版

1 978-962-14-4615-2 101.01 電機系

689 近代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實務 = Practice of current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鮑忠興 滄海 1 978-986-5937-22-5 101.12 電機系

690 HTC Butterfly蝴蝶機活用極限技 : 從問題解決到實用操作撇步,

達人們以活用實例讓你的蝴蝶更好玩!

鄭蛋蛋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93-5 102.03 電機系

691 iOS熱門問題百科 : iPhone、iPad、iTunes、JB疑難狀況全攻略 App

island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78-2 101.12 電機系

692 iPhone 5達人教戰!最想知道的活用技法100+ 沈政達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81-2 101.12 電機系

693 iPhone超制霸!333招爆量密技 : 戰力滿點!全方位絕技一本就夠 竹田真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31-7 101.05 電機系

694 Samsung GALAXY Note II完全活用200技 阿祥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74-4 101.11 電機系

695 超圖解iPhone App ios 6開發入門 森巧尚 旗標 1 978-986-312-076-6 101.12 電機系

696 讓我們LINE在一起! : 貼圖‧群聊樂無窮 阿祥 旗標 1 978-986-312-096-4 102.02 電機系

697 丙級視聽電子實作應用術科通關寶典(技能檢定)(2013最新版) 有為工

作室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404-4 102.02 電機系

698 丙級視聽電子學科題庫分類解析(技能檢定)(2013年最新版) =

Consumer electronics

甘志強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395-5 102.02 電機系

699 有線電視原理實務(最新版) 劉天浩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308-5 101.09 電機系

700 綠能實驗教材 趙中興

著

臺灣東

華

1 978-957-483-701-4 101.03 電機系

701 高密度印刷電路板技術 = HDI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林定皓 臺灣電

路板協

1 978-986-87332-9-9 101.07 電機系

702 軟性電路板(FPC)外觀品質允收準則 = Visual inspection

acceptability of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s

臺灣電

路板協

臺灣電

路板協

1 978-986-85553-7-2 101.10 電機系

703 配電盤製造與缺失改善講義 蕭民容 驫禾文

化

1 978-957-29634-8-7 101.10 電機系

704 Android遊戲程式開發攻略 : 動手撰寫你的第一支Android遊戲程

式

Richard

A. Rogers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68-8 101.04 電機系

705 TQC+電路設計認證指南OrCAD 16.5 : 電路設計領域(內附認證範

例題目、範例試卷及簡章)

財團法

人中華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47-4 102.03 電機系

706 iOS全面啟動 : JB大解密, 讓你的iPhone跟別人不一樣! 張小米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54-1 101.03 電機系

707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 : 術科(2013最新版) : 專業認證專家檢定 王惠玲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46-7 102.02 電機系

708 數位邏輯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趙芊逸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33-0 101.10 電機系



709 TQC+行動裝置進階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 Android 2 : 軟體設

計領域

財團法

人中華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66-4 101.03 電機系

710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 Android 2 葉國賢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65-7 101.03 電機系

711 電子學[歷年試題+模擬考](升科大四技) 陸冠奇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602-4 102.07 影像

712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升科大四技) 甄家灝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612-3 102.08 影像

713 光學與光電導論 = Optics and photonics :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林清富 五南 1 978-957-11-6830-2 101.09 影像

714 Altium Designer電腦輔助電路設計(拼經濟版) 張義和 全華 1 978-957-21-8761-6 101.12 影像

715 乙級數位電子術科攻略(使用AHDL)(專業技能檢定)(2012最新版) 林榮松 全華 1 978-957-21-8697-8 101.09 影像

716 電子電路實作與應用 張榮洲 全華 1 978-957-21-8713-5 101.09 影像

717 電子學實習 曾仲熙 全華 2 978-957-21-8580-

3//978-957-21-8177-

101.06 影像

718 乙級術科數位電子 : 使命必達(精巧VHDL版) = Digital electronic

skills certification express (VHDL)

黃國倫

工作室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119-1 101.05 影像

719 電子專業專題實作導論 = Electronics professional 黃信雄 藍海文

化

1 978-986-6432-59-0 101.06 影像

720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 專業認證專家檢定 王惠玲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51-1 102.03 影像

721 為什麼掛上CEO就可以領這麼多? : 一本就通高階經理人都在做

什麼

平觀海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470-6 101.09 企管系

722 圖解記帳 : 看懂「帳」、打好會計基礎的第一本書, 又名, 圖解

作帳

今井猛 大是文

化

1 978-986-6037-43-6 101.07 企管系

723 翻滾吧, MIT人才! : 台灣不能再等的領導轉型 = Reinventing

Taiwan industries : through transformation, talent development, and

陳朝益 大寫出

版

1 978-986-6316-48-7 101.04 企管系

724 綠金企業 : 從IT到ET, 開創新藍海 朱博湧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216-963-6 101.06 企管系

725 換軌策略 : 再創高成長的新五力分析 傑佛瑞

‧摩爾

天下雜

誌出版

1 978-986-241-565-8 101.08 企管系

726 財務英文 : 會計財報企業經營 金融理財業務行銷 小林薰 貝塔語

言出版

1 978-957-729-910-9 101.12 企管系

727 從貨幣讀懂世界經濟 濱矩子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199-5 101.07 企管系

728 真誠的力量 : 五星級人格特質貫穿於平凡人的見證與事蹟 = The

power of sincerity

陸莉玲 商訊文

化出版

1 978-986-6378-86-7 101.08 企管系

729 立刻上手的科特勒行銷術 : 現代行銷學之父的經營入門指南[圖

解版]

中野明 晨星發

行

1 978-986-177-667-5 102.01 企管系

730 知識風暴 : 智者看到未來, 愚者回味過往 = Knowledge-based

economy

李幸模 三藝文

化出版

1 978-986-6192-43-2 101.07 企管系

731 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 : 為什麼他們問完問題,答案就跟著

出現了?

高杉尚

孝

大是文

化

1 978-986-6037-74-0 102.03 企管系

732 先學做人, 才好做事 : 不只是禮數, 而是讓「對方」站在你這邊

的技術, 和氣度, 又名, 想做事, 先收服人心

青田卓

也

大樂文

化

1 978-986-88542-8-4 102.01 企管系

733 永不鬆脫的螺絲 : 小公司成為世界第一的祕密 若林克

彥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59-8 101.10 企管系

734 老闆只能給你「機會」不能給你榮華富貴。 劉又甄 松果体

智慧發

1 978-986-87307-1-7 101.05 企管系

735 不只成長,還要倍增 : 高績效CEO掌中的90個關鍵指標 陳宗賢

主講

致鼎人

資發展

1 978-986-88037-4-9 102.01 企管系

736 別太單純, 也別太不單純 蕭福松 菁品文

化出版

1 978-986-5946-10-4 101.07 企管系

737 故事的力量 : 用故事力創造令人感動的行銷和口碑 = Tell your

brand story : create impressive marketing and word of mouth

海爾 意象文

化出版

1 978-986-6299-22-3 101.08 企管系

738 觀光與餐旅業行銷 = Tourism & hospitality marketing 林玥秀 三民 1 978-957-14-5597-6 101.01 觀光系

739 領隊加考導遊別冊 陳毅弘 三民補

習班出

1 101.10 觀光系

740 導遊人員30天上榜速成 三民補

習班名

三民補

習班出

1 978-986-6530-61-6 101.09 觀光系

741 導遊加考領隊別冊 陳毅弘 三民補

習班出

1 101.10 觀光系

742 領隊人員35天上榜速成 陳毅弘 三民補

習班出

1 978-986-6530-62-3 101.09 觀光系

743 2012-2013中國自助遊必去の100個私景點 馬琴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2-66-5 101.02 觀光系

744 2013最完整的中國自助旅遊全集 中國自

助遊編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3-66-2 101.06 觀光系

745 旅遊X生活X進修 : 一個台灣的復旦大學交換學生中國這樣玩 王永霖 上奇時

代

1 978-986-2574-74-4 101.10 觀光系

746 領隊實務. 一,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 全書標示近三年關鍵考

點!(領隊外語人員‧華語人員)(103年情境實例加強版)

吳瑞峰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56-0 102.06 觀光系

747 領隊實務. 二,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 一本在手, 領隊證照一試到

手!(領隊外語人員‧華語人員)(103年情境實例加強版)

林俐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74-4 102.06 觀光系

748 導遊實務. 一,歷年試題+題庫(導遊外語‧華語) 吳瑞峰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606-2 102.07 觀光系

749 導遊實務. 一,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 依最新情境實例式題型及

新出趨勢精編!(導遊外語人員‧華語人員)(103年情境實例加強

吳瑞峰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77-5 102.07 觀光系

750 導遊實務. 二,歷年試題+題庫(導遊外語‧華語) 韓青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628-4 102.08 觀光系

751 導遊實務. 二,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 一本在手, 導遊證照一試到

手!(導遊外語人員‧華語人員)(103年情境實例加強版)

林俐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73-7 102.07 觀光系

752 餐旅服務完全攻略(升科大四技) 畢瑩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58-4 102.06 觀光系

753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臺灣史地‧觀光資源維護)(導遊外語人員‧

華語人員)(103年情境實例加強版)

邱燁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72-0 102.06 觀光系

754 飲料與調酒概論 = Drink introduction 大中國

編輯小

大中國

出版

1 978-986-86121-9-8 101.07 觀光系

755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 一生必遊的500經典路線 國家地

理學會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5918-03-3 101.10 觀光系

756 兩天挑戰CEO : 一門老闆定生死的服務業MBA求生學分 = Two

days with CEO

王國欽 大寫 1 978-986-6316-53-1 101.05 觀光系

757 新竹+內灣旅遊大全吃喝玩樂地圖手冊 游上游 大輿 1 978-957-791-943-4 102 觀光系

758 香港 : 美食‧旅遊攻略 : 血拼最前線 陳莉萍 大輿 1 978-957-791-874-1 101.05 觀光系

759 彰化+鹿港旅遊大全吃喝玩樂地圖手冊(大字清晰版) 游上游 大輿 1 978-957-791-944-1 102.01 觀光系

760 運動觀光 = Sport tourism 李俊杰 五南 1 978-957-11-6871-5 101.09 觀光系

761 領隊英文 = English for tour leaders 黃榮鵬 五南 1 978-957-11-6651-3 101.06 觀光系

76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 Hospital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陳永賓 五南 1 978-957-11-6707-7 101.06 觀光系

763 餐飲規劃與佈局 = Foodservice planning & layout 全中妤 五南 1 978-957-11-6664-3 101.04 觀光系

764 森林遊樂 吳守從 五南 1 978-957-11-6721-3 101.09 觀光系

765 好日好旅行 : 我的旅行‧旅事‧飲食‧生活 葉怡蘭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21-5 101.08 觀光系

766 香港好好玩(2013年最新版) 盧峰 天峰文

化出版

1 978-988-18466-0-0 102.01 觀光系

767 澳門完全攻略(2012年最新版) 盧峰 天峰文

化出版

1 978-988-18466-7-9 101.05 觀光系

768 宜蘭‧花蓮‧台東+綠島、蘭嶼好好玩 曾劍華 天峰文

化出版

1 978-988-18466-8-6 101.06 觀光系

769 韓國好好玩 余靄聯 天峰文

化出版

1 978-988-18466-9-3 101.12 觀光系

770 漫遊府城 : 舊城老街裡的新靈魂 = Old bricks, old trees II 王浩一 心靈工

坊文化

1 978-986-6112-57-7 101.11 觀光系

771 餐旅概論 呂永祥 文字復

興

1 978-957-11-6613-1 101.04 觀光系

772 精試。讀冊 : 華語導遊考照攻略 顏惠琪 文笙 1 978-986-297-045-4 101.10 觀光系

773 食材切雕 : 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實用教材 = Sculpture of cook

material : adventure of the hospitality art

古來文 生活家

出版

1 986-711-495-7 101.05 觀光系

774 教你當導遊, 月收入百萬 : 導遊武功祕笈+日本房產投資寶典 宋壯飛 白象文

化

1 978-986-5979-75-1 101.10 觀光系

775 生命樂活故事 財團法

人生命

好的文

化出版

1 978-986-6141-56-0 101.12 觀光系

776 打工度假一定要會的英文 : 150個超好用的完美旅遊英語話題 壹佳英

語創作

好優文

化出版

1 978-986-6133-36-7 102.02 觀光系

777 領隊人員別冊 : 專為已購買導遊人員加考領隊人員而設計(領隊

考試)

張萍如 考用 1 978-986-265-626-6 102.08 觀光系

778 導遊人員別冊 : 專為已購買領隊人員加考導遊人員而設計(導遊

考試)

張萍如 考用 1 978-986-265-624-2 102.08 觀光系

779 台灣好島遊. 2,人氣超高打卡景點拼命按讚! 行遍天

下記者

宏碩文

化發行

1 978-986-5977-13-9 101.05 觀光系



780 觀光資源概要. 臺灣篇(導遊人員考試) 呂行 志光教

育文化

1 978-986-128-591-7 101.07 觀光系

781 我的第一本餐旅英語課本 = Hospitality & tourism textbook 蔣志榆 我識出

版

1 978-986-6163-74-6 101.12 觀光系

782 韓國還可以這樣玩 : 沒有走過首爾以外的旅遊勝地別說你玩過

韓國!

李華得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6041-89-1 101.09 觀光系

783 必玩!北京!地鐵通 : 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景點 李睿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6041-26-6 101.06 觀光系

784 必玩!首爾!地鐵通 : 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景點 = Seoul 鄭才人 和平國

際文化

1 978-986-6041-43-3 101.06 觀光系

785 Via跳島小旅行 : Via推薦非去不可的100個離島小秘境 : 澎/金/馬,

一起玩透透吃透透

Via 幸福文

化出版

1 978-986-88262-5-0 101.07 觀光系

786 行動網通技術實務與文創觀光雲端平台應用 羅壽之 易習圖

書

1 978-986-6025-71-6 101.08 觀光系

787 觀光資源概要(證照) 黃榮鵬 松根 1 978-986-6428-46-3 101.11 觀光系

788 肉魯玩台灣2天1夜私房小旅行 : 不說你不知道 最在地的旅遊指

南

肉魯 欣傳媒

出版

1 978-986-87640-2-6 101.03 觀光系

789 集樂台灣 : 收錄北、中、南、東、離島各區景點(2013年全新收

錄)

欣傳媒

編輯部

欣傳媒

出版

1 978-986-87640-5-7 101.11 觀光系

790 哇WA!!台灣就該醬玩 : 50條幸福一日輕旅行 : 絕對不會跟別人

強碰的私房景點

肉魯 欣傳媒

出版

1 978-986-87640-6-4 102.01 觀光系

791 遇見幸福台灣民宿 葉錦鴻 知出版 1 978-988-8178-19-3 101.07 觀光系

792 健康管理 陳俊忠 空大 1 978-957-661-936-6 102.01 觀光系

793 旅遊按個讚 : 旅遊按個讚 吃喝玩樂有夠FUN [金蘋企

業有限

金蘋企

業

1 978-986-6976-85-8 101.03 觀光系

794 2013領隊導遊重點整理暨考題解析 蔡進祥 前程文

化

1 978-986-6264-81-8 101.12 觀光系

795 領隊與導遊實務2013 :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 蔡進祥 前程文

化

1 978-986-6264-78-8 101.09 觀光系

796 導遊與領隊實務 李奇嶽 前程文

化

1 978-986-6264-56-6 101.01 觀光系

797 屏東縣 : 觀光休閒旅遊導覽手冊 屏東縣

政府編

屏縣府 1 978-986-03-4267-3 101 觀光系

798 下一站上海觀光購物遊 黃小星 星島出

版

1 978-962-348-142-7 101.07 觀光系

799 下一站台北觀光購物遊 Charlotte

Wong

星島出

版

1 978-962-672-939-7 101.3 觀光系

800 下一站倫敦 : 觀光購物遊 李兆祥 星島出

版

1 978-962-348-141-0 101.06 觀光系

801 華語導遊一本通 韓德威,

賴美惠,

唐山出

版

1 978-986-307-029-0 101.03 觀光系

802 好城市的單車生活 : 享受騎單車代步、通勤和休閒的50個理由 艾美‧

沃克

夏日出

版

1 978-986-87819-9-3 101.06 觀光系

803 休閒運動概論 翁志成 師大書

苑

1 978-957-496-745-2 102.02 觀光系

804 用週休, 一年玩遍臺灣! : 250個非玩不可的快樂景點 陳雅莉 時報文

化

1 978-957-13-5594-8 101.07 觀光系

805 旅館實務 = Hotel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呂永祥 桂魯 2 978-986-86629-2-

6//978-986-86629-5-

101.06 觀光系

806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導遊篇 陳安琪 馬跡庫

比

1 978-986-87528-3-2 101.08 觀光系

807 領隊‧導遊實務(領隊‧導遊‧專技普考) 李鈴華 高點文

化

2 978-957-814-757-

7//978-957-814-758-

101.08 觀光系

808 歐巴!帶我去韓國!熱門韓劇景點一次打包! 黃小惠 高寶國

際出版

1 978-986-185-823-4 102.03 觀光系

809 觀螢 賞蝶 覓蟲 : 台灣旅遊景點賞蟲趣 楊平世 健行文

化出版

1 978-986-6798-45-0 101.01 觀光系

810 省錢作戰全攻略 : 用最少的花費, 過最樂活的日子 陳美靜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117-9 101.02 觀光系

811 台灣1日小旅行. 2,最佳1日遊提案, 吃喝玩樂行全收錄! 蘋果日

報副刊

商周出

版

1 978-986-272-225-1 101.10 觀光系

812 用英文介紹臺灣 : 實用觀光導遊英語 Paul

O'Hagan

寂天文

化

1 978-986-318-034-0 101.08 觀光系

813 海外旅遊一定要懂的英文標示&招牌 Geos

Corporati

寂天文

化

1 978-986-184-992-8 101.04 觀光系

814 彩圖實境旅遊英語 = Traveling with English P. Walsh 寂天文

化

1 978-986-318-021-0 101.09 觀光系

815 觀光英語Let's Go! = Have a nice trip : travel English Kiwi

Cheng

寂天文

化

1 978-986-318-020-3 101.09 觀光系

816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30天愛自己計劃 : 情緒管理‧建立自信‧

生活步調有條理‧正面思考‧樂活人生

奧莉薇

亞‧圖

捷徑文

化出版

1 978-986-6010-31-6 101.07 觀光系

817 中台灣 台中市 南投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2013年版) 孫啟元 郭良蕙

新事業

1 978-988-15841-6-8 101.03 觀光系

818 假日農夫樂活指南 : 踏出半農半X的第一步 = A lohas guide of

weekend farmer

花草遊

戲編輯

麥浩斯

出版

1 978-986-5932-15-2 101.09 觀光系

819 1個人的英文旅行沒在怕! : 出國玩就是要放鬆, 懶人極短句輕鬆

講, 不用怕出糗, 老外也常這樣說喔!

黃文姝 凱信出

版

1 978-986-6615-99-3 101.07 觀光系

820 整個世界都是孩子的教室 : 放下書本, 走出戶外, 帶著孩子探索

世界!

湯子瑢 凱信企

管顧問

1 978-986-5916-14-5 102.03 觀光系

821 愛貝客親子旅遊超好玩評鑑300家 abic愛貝

客親子

凱特文

化創意

1 978-986-5882-08-2 102.01 觀光系

822 GO!熱血醫師的鐵馬環島行 : 訓練計畫x運動傷害防護x追夢旅程

全記錄

張文華 創意市

集出版

1 978-986-6009-57-0 102.04 觀光系

823 WWOOFing, 18歲勇闖德國農場打工去 盧盟元 博客思

出版

1 978-986-6589-64-5 101.04 觀光系

824 LONDON BUS旅遊通 大村え

つこ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595-7 101.05 觀光系

825 自助旅行不求人!Android手機旅遊萬事通 : 行遍台灣、國外旅遊

最有用APP介紹X各種旅遊必備知識超值大分享!

酆士昌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678-7 102.01 觀光系

826 現代商務旅館經營管理實務 = Operating business hotels today 余慶華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52-1 101.08 觀光系

827 領隊與導遊實務 = The practice of 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 張瑞奇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74-3 102.01 觀光系

828 醫療觀光 = Medical tourism 邱錦添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50-7 101.07 觀光系

829 休閒遊憩產業概論 =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陳宗玄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24-8 101.02 觀光系

830 觀光行政與法規[精華版第六版] = Tourism admistration and laws 楊正寬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60-6 101.11 觀光系

831 解說教育 = Interpretation education 楊明賢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55-2 101.10 觀光系

832 宴會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Banquet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許順旺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51-4 101.08 觀光系

833 旅館安全管理 = Hotel safety management 黃惠伯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70-5 101.12 觀光系

834 餐旅會計與財務分析 Jonathan

A. Hales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46-0 101.07 觀光系

835 機場營運與管理 = Airport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賴金和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44-6 101.06 觀光系

836 旅行業實務經營學 = Travel agency : practice and operations 容繼業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41-5 101.04 觀光系

837 領隊實務 = The practice of tour manager 黃榮鵬 揚智文

化

1 978-986-298-040-8 101.05 觀光系

838 休閒產業的財務管理 =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ies

杜麗娟 智勝文

化

1 978-957-729-916-1 102.04 觀光系

839 世界觀光地理 : 展卷時飛翔千里 閱讀後遨遊世界 = Global

tourism geography

劉惠珍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74-3 102.04 觀光系

840 觀光行政法規與政策 : 觀光產業發展的指導綱領 = Tourism

administration laws and policy

吳勉勤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36-1 101.07 觀光系

841 觀光行銷 : 顧客導向的服務業行銷 巫喜瑞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388-3 101.04 觀光系

842 餐旅投資與規劃 : 提升餐旅投資規劃的素質與國際化 周明智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50-7 101.08 觀光系

843 航空服務業管理 : 航空票務 航管業務 地勤運務 空勤服務 = Air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呂江泉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28-6 101.10 觀光系

844 休閒農業 : 深耕古產業-發現新樂活 = Leisure farming 鄭殷立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34-7 101.05 觀光系

845 台灣觀光地理 : 閱讀台灣的自然與人文牽引對環境的感動與關

懷 = Tourism geography of Taiwan

劉惠珍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395-1 101.04 觀光系

846 旅遊糾紛處理實務 : 旅遊契約分析 糾紛案例探討 = Traveling

dispute

陳怡全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68-2 102.04 觀光系

847 觀光暨餐旅行銷 : 本土化案例學習 鄭紹成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29-3 101.04 觀光系

848 管理學 : 建立觀光休閒事業的競爭優勢 邱繼智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37-8 101.06 觀光系

849 解說與環境教育 張明洵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44-6 101.08 觀光系

850 觀光暨旅遊個案分析 : 旅遊風險與危機處理 邱淑蘋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35-4 101.06 觀光系



851 民宿經營管理 : 民宿策略面面觀 江冠明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38-5 101.05 觀光系

852 臺灣溫泉概論 = Taiwan hot springs introduction 張榮南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05-7 101.08 觀光系

853 餐飲英文 : 從遊戲活動中學習餐飲會話very fun! = English for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林玥秀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383-8 101.05 觀光系

854 餐飲食品安全與衛生 : 提升餐飲品質必備聖經 = Food & beverage

safety and hygiene

李義川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39-2 101.09 觀光系

855 果雕實務與藝術 : 水果拼盤擺切組合技法教學指南 = Fruit

carving practice and art

陳忠良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55-2 101.11 觀光系

856 餐飲管理 : 創新之路 =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 an

innovative way to management

高秋英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54-5 101.11 觀光系

857 旅館房務管理-理論與實務 : 客房維護與保養之技巧 = Hotel

housekeeping in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 the techniques of

吳勉勤 華立圖

書

1 978-957-784-447-7 101.09 觀光系

858 沿著海濱走, 台灣60個最美樂活景點 Clare 華成圖

書出版

1 978-986-192-141-9 101.06 觀光系

859 旅館管理 許秉翔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22-6 101.07 觀光系

860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 Practice & management in theme park 吳滿財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26-4 101.09 觀光系

861 休閒農場經營與管理 : 農企業觀點 = Recreational farm

management : an agribusiness perspective

段兆麟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24-0 101.09 觀光系

862 休閒遊憩概論 =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and recreation 楊建夫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25-7 101.09 觀光系

863 休閒產業分析與個案探討 = Competitive analysis in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 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

林志鈞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27-1 101.09 觀光系

864 中華廚藝 : 理論與實務 =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culinary art

楊昭景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28-8 101.10 觀光系

865 海洋觀光 : 海域活動與遊憩規劃管理 = Marine tourism : recre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吳重坤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32-5 102.02 觀光系

866 觀光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 =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tourism

劉怡君 華都文

化

1 978-986-6090-13-4 101.04 觀光系

867 菜英文. 旅遊實用篇 : 就算是說得一口的菜英文, 也能出國自助

旅行! = English world

張瑜凌 雅典文

化出版

1 978-986-6282-57-7 101.03 觀光系

868 旅行業經營管理 : 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618-9 101.04 觀光系

869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 Tourism safety and emergency response 汪芷瑜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667-7 101.09 觀光系

870 健康休閒概論 = Introduction to healthy recreation 洪于婷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592-2 101.01 觀光系

871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our leader and

tour guide

吳偉德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171-9 102.01 觀光系

872 觀光與休閒概論 : 初學者讀本、授課者教材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 leisure

孫武彥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659-2 101.08 觀光系

873 觀光學實務與理論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urism 吳偉德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653-0 101.09 觀光系

874 美味潮買樂活遊Easy Go! : 台北(13～14年新版)(宜蘭加強版) 高俊權 跨版生

活圖書

1 978-988-16600-5-3 102.02 觀光系

875 大湖四份水土保持戶外教室環境教育活動手冊 林素華 農委會

水保局

1 978-986-03-5281-8 101.12 觀光系

876 舞鶴水土保持戶外教室環境教育活動手冊 林素華 農委會

水保局

1 978-986-03-5280-1 101.12 觀光系

877 自然森活家 范欽慧 農委會

林務局

2 978-986-03-1583-7 101.02 觀光系

878 領隊導遊考前衝刺30天(領隊導遊外語‧華語) 王仁俊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81-

0//986-226-881-6

102.01 觀光系

879 領隊導遊考照完全攻略(領隊導遊)(外語華語) 劉仁民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692-

2//986-226-692-9

101.01 觀光系

880 領隊導遊實務(一)(二)(領隊導遊外語‧華語)(101年最新版) 劉仁民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17-

9//986-226-817-4

101.08 觀光系

881 觀光資源概論 : 含本國史地世界史地與歷屆試題(領隊導遊外語

‧華語)(101年最新版)

劉仁民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23-

0//986-226-823-9

101.08 觀光系

882 跟著董事長去度假. 1,CEO精選全台17家美景無敵度假旅店 = To

enjoy a vacation

戴勝通 旗林文

化出版

1 978-986-6293-66-5 101.01 觀光系

883 跟著董事長去度假. 2,CEO全台玩透透17家景觀No.1度假旅店 =

To enjoy a vacation

戴勝通 旗林文

化出版

1 978-986-6293-98-6 101.09 觀光系

884 一生一定要去的50個小島度假村 : 3大旅行社的樂活嚴選名單! =

I love islands

徐旻蔚 漢宇國

際文化

1 978-986-228-332-5 102.01 觀光系

885 玩遍德國!一個人旅行也暢行無阻的旅遊德語 Mirja

Maletzki

漢宇國

際文化

1 978-986-228-244-1 101.01 觀光系

886 來去民宿住一晚!探訪45間民宿心體驗 陳威宏 漢宇國

際文化

1 978-986-228-330-1 102.03 觀光系

887 NEW SPACE : 閱覽空間&公共場所 Archiworl

d Co., Ltd

漢皇國

際文化

1 978-986-6590-69-6 101.01 觀光系

888 餐旅管理與個案實務 : 策略管理之顧客關係管理觀點 林紀璿 福懋出

版

1 978-986-6333-73-6 101.07 觀光系

889 中國100個度假絕美祕境 : 嚴選玩家大推景點 掌握當地人文背

景

陳長春 維他命

文化出

1 978-986-6056-63-5 101.06 觀光系

890 丙級餐旅服務學術科通關寶典(技能檢定)(2013年最新版) = Hotel

and restaurant service

謝美美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344-3 102.01 觀光系

891 華語領隊、外語領隊考試 : 歷屆試題題例(102年最新版) 臺灣商

務印書

臺灣商

務

1 978-957-05-2794-0 102.01 觀光系

892 來觀光吧!縣廳款待課 有川浩 臺灣國

際角川

1 978-986-287-801-9 101.10 觀光系

893 戶外裝備輕量化完全實戰BOOK = Liberate yourself from classic

backpacking

黃福森 遠足文

化

1 978-986-5967-19-2 101.05 觀光系

894 慢活, 有感‧有味的生活練習 : 放鬆, 享受最真實存在的感動! 簡芝研 養沛文

化館出

1 978-986-6247-58-3 101.11 觀光系

895 出發!瑞士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李曉萍 墨刻出

版

1 978-986-289-102-5 102.04 觀光系

896 出發!德國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蔣育荏 墨刻出

版

1 978-986-289-103-2 102.04 觀光系

897 出發!澳洲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 蒙金蘭 墨刻出

版

1 978-986-289-050-9 101.03 觀光系

898 出發!法國自助旅行 :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 彭欣喬 墨刻出

版

1 978-986-289-082-0 101.10 觀光系

899 南投金牌旅遊王 : 180個食購遊推薦‧23幅詳細地圖‧18條必玩

行程‧49家好康住宿 : 純境山水日月潭元氣微旅行

林世傑 墨刻出

版

1 978-986-289-092-9 102.01 觀光系

900 高雄金牌旅遊王 : 200個食購遊推薦‧24幅詳細地圖‧21條必玩

行程‧20家好康住宿

陳婷芳 墨刻出

版

1 978-986-289-094-3 102.01 觀光系

901 和全世界一起幸福 : 找到幸福的102種方法, 全球世界的幸福專

家都這麼做!

李奧‧

波曼斯

橡實文

化出版

1 978-986-6362-47-7 101.08 觀光系

902 橡皮章玩遊世界 : 世界各國旅遊圖案集 Eva 積木文

化出版

1 978-986-5865-07-8 102.04 觀光系

903 台灣汽車旅館年鑑(最新版) : 全台優質摩鐵精選!詳盡介紹房

型、設施、備品等住宿情報

卓伊芸 環輿 1 978-986-6825-93-4 101.08 觀光系

904 休閒與遊憩概論 : 產業觀點(二版) = Leisure and recreation 鄭健雄 雙葉書

廊

1 978-986-6672-67-5 101.09 觀光系

905 人生以玩樂為目的!戴勝通的幸福民宿地圖 = Director Tai's picks :

the best B&B in Taiwan

戴勝通 蘋果屋

發行

1 978-986-6444-53-1 102.01 觀光系

906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

(教師資格檢定‧中學類)

艾育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33-1 102.05 師培中

心907 師資培育黃金十年 林新發 五南 1 978-957-11-6829-6 101.10 師培中

心908 教育實習的理論與實務 : 成為合格教師 林進材 五南 1 978-957-11-6946-0 102.02 師培中

心909 教師評鑑 黃政傑 五南 1 978-957-11-6947-7 102.01 師培中

心910 創新教學與課室觀察 孫劍秋 五南 1 978-957-11-6561-5 101.03 師培中

心911 我國師資培育百年回顧與展望 楊思偉 五南 1 978-957-11-6657-5 101.05 師培中

心912 課程改革 : 理念、趨勢與議題 莊明貞 心理 1 978-986-191-506-7 101.06 師培中

心913 老師, 你好會教! : 打破20個常見的教學迷思 伊莉莎

白‧布

師德文

教出版

1 978-986-6915-45-1 101.06 師培中

心914 學生最愛的幸福教室 丹尼‧

布雷塞

師德文

教出版

1 978-986-6915-51-2 102.04 師培中

心915 自我導向學習與教學研究 孫鳳吟 白象文

化

1 978-986-5890-30-8 102.01 師培中

心916 自在的旅行 松浦彌

太郎

一起來

出版

1 978-986-88753-9-5 102.03 通識中

心917 奈良美智48女孩 : 奈良美智與可愛的女孩們 奈良美

智

一起來

出版

1 978-986-88753-2-6 101.11 通識中

心918 雲想衣裳。 張經宏 九歌 1 978-957-444-852-4 101.11 通識中

心919 生於望族. 卷一,望族孤女 柳依華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821-3 101.12 通識中

心920 假面飯店 : 絕不能被看透, 面具底下的謎底! 東野圭

吾

三采文

化

1 978-986-229-794-0 101.12 通識中

心921 歡笑人生幸福多 : 快樂來自心靈富足; 學習正向思考, 活在當下,

幸福就會油然而生。

史莫琳

(Anne

上智出

版

1 978-986-6036-06-4 101.12 通識中

心



922 學會談判, 什麼都可以談, 什麼都好商量 : 沒有好口才, 只要掌握

談判技巧, 人人都可以變成談判大師 : 全球首席談判專家無往不

蓋文‧

甘迺迪

久石文

化出版

1 978-986-86308-9-5 102.01 通識中

心923 用這5個故事改變世界 : 你馬上能為地球做的事:把這五份愛傳

出去。

喬安娜

‧梅西

大千出

版

1 978-957-447-269-7 102.01 通識中

心924 澎湃野吉旅行趣. 2,富士山我來亂了! 澎湃野

吉

大田出

版

1 978-986-179-278-1 102.03 通識中

心925 ANGRY BIRDS憤怒鳥的真面目 : 50種橫眉豎目、怒氣沖沖的憤

怒鳥類

梅爾‧

懷特

大石國

際文化

1 978-986-5918-09-5 101.12 通識中

心926 每個女人都是女王 : 每個女孩都是一位公主 = Every woman is a

queen

陳子心 大拓文

化出版

1 978-986-5886-00-4 101.12 通識中

心927 折磨你的事不一定都是壞事 : 緩慢漸進的危險是最危險的 =

Those tortures may not as bad as they seem

林怡菲 大拓文

化出版

1 978-986-5886-06-6 102.02 通識中

心928 我跟幸福有個祕密 : 與其盲目地追求生活的享受, 不如細細體味

一下眼前的生活。 = The secret between happiness and me

徐克強 大拓文

化出版

1 978-986-5886-05-9 102.02 通識中

心929 不斷超越 : 用優秀為人生買單 周歡儀 大邁文

化出版

1 978-986-89090-0-7 102.01 通識中

心930 美術手帖 : 特集 奈良美智回歸原點 [美術手

帖編輯

大鴻藝

術出版

1 978-986-88997-0-4 101.12 通識中

心931 通識中國哲學 楊國榮 中華書

局(香港)

1 978-988-8181-55-1 101.11 通識中

心932 文學藝術書簡 尼可拉

斯.魯曼

五南 1 978-957-11-7014-5 102.05 通識中

心933 商道倫理與人文精神 吳錦鳳 五南 1 978-957-11-6451-9 101.09 通識中

心934 台灣近代美術創世紀 : 倪蔣懷、陳澄波與黃土水見證台灣史 李欽賢 五南 1 978-957-11-7015-2 102.04 通識中

心935 可畏的對稱。 : 現代物理美的探索。 徐一鴻

(A. Zee)

五南 1 978-957-11-6596-7 101.04 通識中

心936 當快樂腳不再快樂 : 認識全球暖化 汪中和 五南 1 978-957-11-6701-5 101.07 通識中

心937 臺灣民間藝術 : 記錄臺灣民間藝術的傳承與發聲! 施翠峰 五南 1 978-957-11-6815-9 101.09 通識中

心938 中國當代藝術批評 易英 五南 1 978-957-11-6568-4 101.04 通識中

心939 停下來, 才能看見 慧敏法

師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84-0 101.12 通識中

心940 吳越之間 : 余秋雨眼裡的中國文化 余秋雨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95-6 101.12 通識中

心941 北方的遺跡 : 余秋雨眼裡的中國文化 余秋雨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96-3 101.12 通識中

心942 從敦煌到平遙 : 余秋雨眼裡的中國文化 余秋雨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97-0 101.12 通識中

心943 從都江堰到嶽麓山 : 余秋雨眼裡的中國文化 余秋雨 天下遠

見出版

1 978-986-320-098-7 101.12 通識中

心944 婚姻與家庭 翁桓盛 心理 1 978-986-191-516-6 101.09 通識中

心945 大腦, 你在忙什麼? : 打破迷思的101個提問, 看見自己的天才與

瑕疵! = 101 questions of the brain

徐剛 方舟文

化出版

1 978-986-88301-7-2 102.01 通識中

心946 祕境‧圖騰‧印象 : 瓜地馬拉藝術創作展 = The uncharted, the

totem, the impression : creative art from Guatemala

巴東 史博館

出版

1 978-986-03-2258-3 101.04 通識中

心947 幸福是什麼? : 不丹總理吉美‧廷禮國家與個人幸福26講 吉美‧

廷禮

全佛文

化出版

1 978-986-6936-74-

6//978-986-6936-72-

101.12 通識中

心948 誰說一定要背文法?圖解英文文法一看就懂 : 圖像式聯想學習,

人人都能學好文法

張淑芳 希望星

球語言

1 978-986-6045-34-9 101.12 通識中

心949 現在, 你應該幽默一下 = Right now 鄭絜心 良品文

化出版

1 978-986-7139-57-3 101.03 通識中

心950 幽默是一種人生智慧 : 幽默-不按常理出牌!該生氣的時候不生

氣!該快樂的時候要快樂 = Humor life

張哲 良品文

化館出

1 978-986-7139-66-5 101.07 通識中

心951 瘋狂人生 : 達利小傳 = Dali 林惺嶽 典藏藝

術家庭

1 978-986-6049-21-7 101.06 通識中

心952 千代子 宮部美

幸

皇冠 1 978-957-33-2958-9 101.12 通識中

心953 奇怪的日本人, 奇妙的日本語 蔡慶玉 時報文

化

1 978-957-13-5678-5 101.11 通識中

心954 微笑刻痕(圓滿版) 陳文茜 時報文

化

1 978-957-13-5679-2 101.11 通識中

心955 Android APP程式開發實務 堀切堤 旗標 1 978-986-312-071-1 102.01 電子系

956 數位信號量測與分析 : 邏輯分析儀之應用 = Logic analyze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柯南 新文京

開發

1 978-986-236-698-1 101.10 電子系

957 數位電路設計實習 : 使用QUARTUS II(第三版) 王炳聰 高立 1 978-986-412-858-7 101.01 電子系

958 「專利檢索」之基礎與應用 : 前進日本專利電子圖書館中網羅

資訊

高柳隆 書泉出

版

1 978-986-121-812-0 102.02 電子系

959 行動無線通訊與應用 許獻聰 空大 1 978-957-661-934-2 102.01 電子系

960 徹底研究無線感應器網路操作系統TinyOS 潘浩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47-2 102.03 電子系

961 計算機概論(含電腦網路)完全攻略(高普特考‧國營事業‧台電

‧中油‧台水‧電信)

夏傑 三民補

習班出

1 101.03 資工系

962 Android 4.X應用程式開發之鑰 王安邦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94-5 101.06 資工系

963 Android應用程式開發設計極速上手 Chris

Haseman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11-9 101.08 資工系

964 Cocoa設計模式 Erik M.

Buck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98-4 102.04 資工系

965 C教學範本 洪錦魁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73-7 101.09 資工系

966 Java經典演算法手冊 趙志雲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54-6 101.10 資工系

967 MIT APP Inventor開發手冊 : 不會寫程式也能設計你的APP 王培坤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91-4 101.06 資工系

968 Maya 3D武打動畫超簡單輕鬆做 白乃遠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84-6 101.08 資工系

969 Maya‧揭開Mental Ray材質與渲染的面紗 陳路石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27-7 101.12 資工系

970 Maya絕學寶籙 肯特羊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46-5 102.03 資工系

971 Maya黃金聖堂 : 基礎建模/貼圖/打光一次搞定 楊欣儒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95-3 102.05 資工系

972 Maya影像 : Mental Ray的藝術 蘇懷旭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3-50-1 101.06 資工系

973 Visual C# 2010程式設計基礎與應用 呂明諭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15-4 101.11 資工系

974 iOS應用程式開發設計 極速上手 Richard

Warren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55-0 101.12 資工系

975 掌握iOS程式應用開發技巧 John Ray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4-98-0 101.10 資工系

976 程者為王 : Visual Basic 2012入門設計128招 千展資

訊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674-8 102.05 資工系

977 程者為王 : Visual C# 2012入門設計158招200例 張瑞立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711-0 102.04 資工系

978 徹底研究Linux核心API : 市面上唯一Linux核心API開發和應用聖

經附原始程式碼

邱鐵 上奇資

訊

1 978-986-2575-40-6 101.11 資工系

979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國、民營事業‧台電‧中油‧中鋼‧

捷運‧中華電信)

茆政吉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288-0 101.12 資工系

980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完全攻略(升科大四技) 甄家灝 千華數

位文化

1 978-986-315-586-7 102.07 資工系

981 資料結構精修(高等考試‧地方三等‧鐵路高員等)(102年度適用

版)

向宏 大龍海

文化

1 978-986-283-026-0 101.03 資工系

982 智慧電網 = Smart griol 劉振亞 五南 1 978-957-11-6927-9 102.04 資工系

983 無線網路與行動計算 陳裕賢 全華 1 978-957-21-8863-7 102.02 資工系

984 程式設計 : 使用C++ 黃建庭 全華 1 978-957-21-8548-3 101.05 資工系

985 程式設計基本功與實務範例解析 : C# 邱宏彬 全華 1 978-957-21-8693-0 101.08 資工系

986 不讚不行的facebook. vol.2,臉書專用 千變APP自己做!!; 只要會安

裝程式, 就能設計出超讚的粉絲頁!

黃耕雲 尖端出

版

1 978-957-10-5243-4 102.05 資工系

987 3ds Max設計實戰寶典 蔡孟翰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46-1 102.03 資工系

988 ASP.NET社群網站開發詳解 孫更新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90-3 101.07 資工系

989 Android系統原理深入解析 鄧凡平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44-6 101.04 資工系

990 Hadoop實戰技術手冊 陸嘉恒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30-9 101.03 資工系

991 JAVA學習之路 : 專家實戰解題300Q&A 明日科

技編著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86-6 101.07 資工系

992 Mac OS X Lion使用手冊 洪錦魁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40-8 101.04 資工系



993 Maya動畫技法實務解析 盧俊諺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79-8 101.07 資工系

994 Photoshop CS6完全學習手冊 : 內容專業、最完善詳盡的

Photoshop CS6學習指南

銳藝視

覺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10-2 101.11 資工系

995 王者歸來 : 600個Java企業專案完整範例集 李鐘尉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31-7 101.11 資工系

996 王者歸來 : C#完全開發範例集 : 600個實用案例, 練習、速查、

應用完全涵蓋 500個經驗技巧, 解惑、拓展、總結完整解析

王小科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45-4 102.01 資工系

997 王者歸來 : Java完全開發範例集 李鐘尉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05-8 101.09 資工系

998 全方位把玩Android 400個API : 精挑細選365的實例說明 楊明羽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43-0 101.11 資工系

999 新手就能開發出PRO級的Android應用程式 王勇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66-9 102.02 資工系

1000 遊戲開發數位資料結構完全解密的關鍵技術 劉穎東 佳魁資

訊

1 978-986-6007-95-8 101.08 資工系

1001 輕鬆學Google Android多媒體應用程式開發(核心技術、感應

器、2D/3D、多媒體與典型專案)

吳亞峰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09-6 101.10 資工系

1002 數值分析 : 使用C語言 程曉旭 佳魁資

訊

1 978-986-5836-10-8 102.04 資工系

1003 駭戰高手 : 破解緩衝區溢位漏洞與攻擊技術 駭客防

線編輯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77-5 102.02 資工系

1004 攔截程式碼 : 說出需求, 幫你植入iPhone Xcode 謝庭松 佳魁資

訊

1 978-986-5908-21-8 101.10 資工系

1005 Android核心剖析 柯元旦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32-8 101.06 資工系

1006 C/C++技研手冊 文淵閣

工作室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29-8 101.07 資工系

1007 TQC+行動裝置進階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 Android 2

: 軟體設計領域

曾憲威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39-4 102.03 資工系

1008 Visual C# 2012資料庫程式設計暨進銷存系統實作 新鑫資

訊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05-9 102.02 資工系

1009 Visual C# 2012學習經典 蔡文龍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46-2 102.05 資工系

1010 作業系統概論 = Introduction to operating systems 楊振和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00-4 102.01 資工系

1011 超級好用Excel樞紐分析表 : 統計X分析X解讀X決策(2007/2010適

用)

張哲榮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3971-1 101.10 資工系

1012 微軟MVP的ASP.NET 4.5專題實務. I,C#入門實戰 = Microsoft MVP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

MIS2000

Lab.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60-1 101.09 資工系

1013 精通MFC視窗程式設計 : Visual Studio 2012版 位元文

化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109-7 102.01 資工系

1014 TQC+行動裝置進階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 Android 2 : 軟體設

計領域

電腦技

能基金

松崗資

產管理

1 978-957-22-4002-1 101.02 資工系

1015 資料庫的核心理論與實務 = Database systems core theory and

practice

黃三益 前程文

化

1 978-986-6264-70-2 101.08 資工系

1016 Android刷機必裝私房軟體 : Android 4.1 Jelly Bean最新功能大解

析 快速上手

手機

GoGo粉

城邦文

化出版

1 101.11 資工系

1017 iOS 6 SDK核心範例精研 Erica

Sadun

悅知文

化

1 978-986-5912-45-1 102.05 資工系

1018 Android手機程式超簡單!!App Inventor. 入門卷 曾吉弘 泰電電

業出版

1 978-986-6076-37-4 101.05 資工系

1019 程式語言(2012最新版高考‧三等特考‧各類特考‧升等升資) 胡世雄 高點文

化

1 978-957-814-048-6 101.03 資工系

1020 Google教我的101個工作最佳化 : 效率第一名的數位工作實踐法 Pseric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6009-60-0 102.04 資工系

1021 Android關鍵技術 : 102個核心問題解決方案 于智鵬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579-7 101.04 資工系

1022 C++程式設計入門與實作 吳燦銘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563-6 101.01 資工系

1023 IC3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 陳麗敏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576-6 101.04 資工系

1024 Unity 3D遊戲開發設計實務 : PS3、Xbox、Wii、iOS、Android平

台開發遊戲的最佳選擇

9Cloud工

作室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614-5 101.07 資工系

1025 Visual Basic 2012網路程式設計 : 線上遊戲實作 張逸中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730-2 102.04 資工系

1026 iPad應用程式開發經典 : iOS SDK專業級的深層應用與最佳範本

呈現

Kirby

Turner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656-5 101.10 資工系

1027 求職加分!進入IT產業必讀的324個Java面試決勝題 : 從求職準

備、面試流程、開發心得、重點回顧到經典試題的完整剖析

張昆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612-1 101.08 資工系

102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精髓 : 使用UML工具和Java語言 : 透過豐富

的UML圖形與Java範例程式來學習物件導向的思考方式

高橋麻

奈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666-4 101.12 資工系

1029 計算機概論 : 邁向資訊2013 =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陳錦輝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581-0 101.04 資工系

1030 培養與鍛鍊程式設計的邏輯腦 : 程式設計大賽的解題策略基礎

入門

江任捷 博碩文

化

1 978-986-201-707-4 102.05 資工系

1031 Java全能語法速查字典 明日科

技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58-4 101.10 資工系

1032 C#全能語法速查字典 明日科

技

電腦人

文化出

1 978-986-199-371-3 101.11 資工系

1033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研究所) =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高銘 鼎茂圖

書

2 978-986-226-797-

4//978-986-226-798-

101.07 資工系

1034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重點直擊(研究所) =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張凡 鼎茂圖

書

2 978-986-226-795-

0//978-986-226-796-

101.07 資工系

1035 計算機概論分類題庫(研究所) = Introduc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洪逸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32-

2//986-226-832-8

101.10 資工系

1036 初考五等重點講義資料處理大意(本書涵蓋高普考試內容)(公職

考試)

吳鋼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44-

5//986-226-844-1

101.10 資工系

1037 資料結構精華導讀(研究所) =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 洪逸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16-

2//986-226-816-6

101.09 資工系

1038 普考四等特考資訊處理類 : 歷屆試題精解(內含資料處理概要、

資訊管理概要、程式設計概要)(普考、四等特考)(2013搶鮮版)

劉逸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852-

0//986-226-852-2

101.11 資工系

1039 演算法 : 名校攻略秘笈(研究所) 洪捷 鼎茂圖

書

1 978-986-226-794-

3//986-226-794-1

101.07 資工系

1040 最新計算機概論2013 =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施威銘

研究室

旗標 1 978-986-312-043-8 102.03 資工系

1041 Android App程式設計教本之無痛起步 施威銘 旗標 1 978-986-312-085-8 102.03 資工系

1042 C++教學手冊(第三版) 洪維恩 旗標 1 978-957-717-937-1 102.01 資工系

1043 Java 7教學手冊 : programming language 洪維恩 旗標 1 978-986-312-054-4 102.10 資工系

1044 Mac OS X Mountain Lion使用手冊 施威銘

研究室

旗標 1 978-986-312-056-8 101.09 資工系

1045 新觀念UML系統分析與設計實務 陳會安 旗標 1 978-957-442-955-4 102.03 資工系

1046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直通車 : DATASET(技能檢定)(最新版) =

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

孫婉倩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234-7 101.07 資工系

1047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研究大全(技能檢定)(2013最新版) =

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

佳彥資

訊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336-8 102.02 資工系

1048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實作秘笈(技能檢定)(2013最新版) =

Computer hardware fabrication

乾龍工

作室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440-2 102.04 資工系

1049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研究大全((2013年最新版) = Computer

hardware fabrication

北科大

檢定研

臺科大

圖書

1 978-986-308-413-6 102.03 資工系

1050 Android Apps初學必修課(適用Android4.x～2.x) 吳錫修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04-7 102.01 資工系

1051 Android初學特訓班 : 入門必學NO.1(暢銷經典第三版)(適用

Android 4.X～2.X)

鄧文淵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98-6 102.04 資工系

1052 Android錦囊妙計 Ian F.

Darwin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14-9 102.01 資工系

1053 Arduino錦囊妙計(第二版) Michael

Margolis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538-8 101.10 資工系

1054 Perl學習手冊(第六版) Randal L.

Schwartz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61-9 101.05 資工系

1055 TQC+行動裝置進階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 Android 2

: 軟體設計領域

曾憲威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54-2 102.03 資工系

1056 iOS 6程式設計實戰 : 136個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 朱克剛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71-2 101.12 資工系

1057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 APP Inventor初學特訓班 : 入門、應

用到上架全攻略

文淵閣

工作室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95-8 102.01 資工系

1058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 Steven

Hoober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576-0 101.11 資工系

1059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 : 以視覺範例學習有效的介面設計模式 Theresa

Neil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39-2 101.11 資工系

1060 我的第一本蘋果書 : Mac OS X 10.8 Mountain Lion 詹凱盛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593-7 101.09 資工系

1061 威力導演11數位影音超人氣 李燕秋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65-1 101.12 資工系

1062 建置無線感測網路 Robert

Faludi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297-4 101.03 資工系

1063 建構Android應用程式 : 使用HTML, CSS和JavaScript(第二版) Jonathan

Stark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81-7 101.05 資工系



1064 國際性MOS Access 2010認證教材EXAM 77-885 王仲麒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07-1 101.09 資工系

1065 國際性MOS Excel Expert 2007認證教材EXAM 77-851(專業級) 王仲麒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518-0 101.06 資工系

1066 國際性MOS Word Expert 2010認證教材EXAM 77-887(專業級) 王作桓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545-6 101.08 資工系

1067 最專業!最完整的Excel圖表設計大全 : 增加說服力、提高溝通效

率的圖表應用

杜龍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47-7 101.11 資工系

1068 單晶片C語言教學範本 陳正義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50-4 102.04 資工系

1069 單晶片能力認證學術科專業級暨專家級 : 證照課程合一 趙芊逸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90-3 102.01 資工系

1070 提升程式設計的資料結構力 : 國際程式設計競賽之資料結構原

理、題型、解題技巧與重點解析

吳永輝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79-8 101.12 資工系

1071 提升程式設計的邏輯思考力 : 國際程式設計競賽之演算法原

理、題型、解題技巧與重點解析

劉汝佳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566-1 101.09 資工系

1072 聖殿祭司的ASP.NET 4.0專家技術手冊 奚江華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69-5 101.04 資工系

1073 資訊安全概論與實務 = Information security : fundamentals &

practices

潘天佑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64-4 101.12 資工系

107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2012最新版) 林文恭

研究室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50-3 101.03 資工系

1075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2012最新版) 林文恭

研究室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53-4 101.03 資工系

1076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檢定學科(2013年最新版) 鐘文彬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42-9 102.03 資工系

1077 精通Objective-C程式設計(第五版) Stephen

G.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703-0 102.01 資工系

1078 精通iOS程式設計(第二版) Alasdair

Allan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612-5 101.10 資工系

1079 2013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陳惠貞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87-9 101.04 資工系

1080 第一次學C就上手 : 從C程式範例到專題製作 李啟龍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483-1 101.04 資工系

1081 愛上C語言 : 增訂TQC+C程式語言認證模擬試題 蔡明志 碁峰資

訊

1 978-986-276-391-9 101.01 資工系

1082 政府採購法 : 含考題解析(最新修訂版本) 邱銓城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39-0 100.07 土木系

1083 100國家考試土木、結構類科試題詳解 九華文

教機構

九樺發

行

1 978-986-81300-8-1 101.03 土木系

1084 101土木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九華文

教機構

九樺發

行

1 978-986-8939-30-1 102.03 土木系

1085 101年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實力土

木編輯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54-3 102.04 土木系

1086 99國家考試土木、結構類科試題詳解 九華文

教機構

九樺發

行

1 978-986-81300-7-4 100.03 土木系

1087 99年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實力土

木編輯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37-6 100.04 土木系

1088 乙級測量檢定學術科重點整理與題庫解析(最新版) 李建和 文笙 1 978-986-297-054-6 102.03 土木系

1089 土木施工試題分析[考試用書] : 土木/建築/水利/大地歷年考試精

解

林金面 文笙 1 978-986-297-055-3 102.03 土木系

1090 土木施工學 林金面 文笙 1 978-986-297-012-6 100.09 土木系

1091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一), 材力、結構 實力土

木編輯

實力圖

書

1 978-986-7343-63-5 102.08 土木系

1092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二), RC、鋼構 實力圖

書

1 978-986-7343-60-4 102.08 土木系

1093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三), 土力、基礎、地質 實力圖

書

1 978-986-7343-62-8 102.08 土木系

1094 土木類國家考試(97~101)系統題庫. (四), 施工、營管、測量 實力圖

書

1 978-986-7343-61-1 102.08 土木系

1095 大地工程學. 二,基礎工程篇 施國欽 施國欽

發行

1 978-957-41-7620-

5//957-41-7620-7

99.11 土木系

1096 工程材料(土木、建築、水利、大地) 林金面 文笙 1 978-986-6727-91-7 100.03 土木系

1097 目擊者大地工程精解 歐陽 文笙 1 978-986-297-072-0 102.09 土木系

1098 材料力學 : 系統剖析. 上冊 林冠丞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47-5 101.06 土木系

1099 材料力學論衡 歐陽 歐陽出

版

1 978-986-297-065-2 102.06 土木系

1100 基礎結構動力 林永盛 文笙 2 92.03 土木系

1101 最近十年(92-101)土木特普考試題解析 實力土

木編輯

實力圖

書

1 978-986-7343-56-7 102.05 土木系

1102 測量平差法精要 蘇安三 文笙 1 978-986-2970-73-7 102.09 土木系

1103 結構矩陣. 位移篇 林睦期 林睦期 1 978-957-41-8084-4 100.05 土木系

1104 土木所升學考試: 結構學<<系統題庫>> 林冠丞 實力圖

書

1 978-986-7343-64-2 102.09 土木系

1105 微積分系統整理與實戰研究 蔣正明 文笙 2 978-986-6727-31-

3//978-986-6727-36-

100.09 土木系

1106 新世紀鐵路工程學. 基礎篇 = New era railway englineering 黃民仁 文笙 1 978-986-297-063-8 102.05 土木系

1107 精典結構學 林睦期 翁月琴

出版

2 978-957-41-8362-

3//978-957-41-8363-

100.08 土木系

1108 解說建築結構 歐陽 文笙 1 978-986-6727-87-0 100.01 土木系

1109 解說鋼筋混凝土(高普考、技師、研究所考試專用) 歐陽 文笙 1 978-986-297-049-2 102.01 土木系

1110 鋼筋混凝土學了沒(RC題型精解) 歐陽 文笙 1 978-986-297-056-0 102.03 土木系

1111 鋼筋混凝土學 : 系統剖析 蔡修毓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20-8 98.01 土木系

1112 營建管理學 林金面 文笙 1 978-986-297-014-0 100.10 土木系

1113 簡單高分測量學 陳博 文笙 1 978-986-297-024-9 101.02 土木系

1114 簡單高分測量學題庫 陳博 文笙 1 978-986-297-043-0 101.09 土木系

1115 薦任升等考精解 歐陽 文笙 1 978-986-6727-89-4 100.03 土木系

1116 觀念鋼結構<<系統剖析>> 許弘 實力圖

書出版

1 978-986-7343-53-6 102.02 土木系

1117 50次新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NEW TOEIC新多益聽力攻略+模擬

試題+解析 = New TOEIC listening

鄭相虎 不求人

文化出

2 978-986-89159-5-4 102.05 應外系

合計: 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