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丁威仁
三國時期魏地文士「惜時生命觀」硏究 : 以建安七子與曹氏父子之詩歌為硏

究對象 / 丁威仁著

821.08 4501  v.10n.1 

(6F叢書)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明洪武、建文時期詩學理論硏究 / 丁威仁著.
821.08 4501  v.3n.10  

(6F叢書)
夜資訊系

丁威仁 在馬祖的地圖上 : 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4 / 丁威仁等著 830.86 1052 夜資訊系

丁威仁 筆走田園嘉鄉 : 文學家筆下的山茶漁鹽風光 830.86 1052-1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末日新世紀 : 丁威仁詩集 / 丁威仁著 851.486 1052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流光季節 / 丁威仁著 851.486 1052-1 夜資訊系

丁威仁 戰後台灣現代詩的演變與特質 : 1949-2010 / 丁威仁著. 863.091 1052 夜資訊系

丁威仁 走詩高雄 / 丁威仁作 863.51 1052 夜資訊系

王明元 現代零售業管理 / 林正修,王明元編著. 496 44121  觀光系

王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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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國欽著.
489.2 1068. 觀光系、觀光碩、國企博

王騰坤 國際貿易原理與政策 / 王騰坤著. 558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王騰坤 兩岸貿易經濟 : ECFA與全球化的理論實務 / 王騰坤著 558.52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王騰坤
國際金融與貿易匯兑 =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 

王騰坤著.
561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王騰坤 歐洲貨幣整合 : 理論分析與現況探討 / 王騰坤著. 561.94 1074 經濟碩、國企博

任立中
行銷源典 : 任意行銷首部曲 = Dr.J on marketing   the origins of marketing / 任立

中著.
496 2205. 企管系

任立中
行銷硏究 : 發展有效行銷策略之基石 = Marketing research : the backnone of 

developing effective marketing strategies / 任立中, 陳靜怡著
496 2205-1 企管系

任立中
統計學 : 管理者必備的修鍊 = Statistics : the key discipline for managers / 任立中

等著
510 2205. 企管系

任立中 探索數位制度 / 佘日新主筆 ; 任立中等合著 552.1507 8060 企管系

任立中
臺灣策略性工業獎勵措施之成效評估 : 廠商調查分析 / 楊雅惠,任立中,周榮乾[

著].
555.1 4675 企管系

余森林 國際貿易實務 =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 余森林編著. 558.5 8044. 國貿系

余森林 出、進口押匯 / 余森林編著. 558.7 8044. 國貿系

余森林 擔保信用狀與銀行保證函 / 余森林編著. 563 8044.      (密集) 國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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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森林
信用狀單據瑕疵個案之硏究 = Queries and case studies 100 on documentary 

credit / 余森林編著.
563 8044-1.   (密集) 國貿系

余森林
信用狀統一慣例解說 = ICC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 余森林著.
563 8044-2.    (密集) 國貿系

余森林 信用狀實務 : 理論與實例 / 余森林編著. 563.25 8044.   國貿系

余森林 信用狀統一慣例(UCP600)逐條解說 / 余森林,楊安和編著. 563.25 8044-1. 國貿系

余森林 出、進口押匯與信用狀實務 / 余森林編著. 563.25 8044-2. 國貿系

余森林 分期付款每月償還金額表 / 余森林編著. R 496.54 8044-1. 國貿系

吳武忠 中國大陸觀光旅遊總論 / 吳武忠,范世平著. 992.92 2615 觀光系

吳武忠 台灣觀光旅遊導論 / 吳武忠,范世平著. 992.9232 2615 觀光系

吳勉勤 旅館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tel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吳勉勤著. 489.2 2624 (98)  觀光系、觀光碩

吳勉勤
餐旅服務業管理槪論 =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ment / 

吳勉勤著.
489.2 2624-1  觀光系、觀光碩

吳勉勤
觀光餐旅概論 : 餐旅達人必備的服務知識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 吳勉勤著
489.2 2624-2  觀光系、觀光碩

呂江泉 郵輪旅遊實務 / 呂江泉(Chiang-Chuan Lu)著 557.43 6032 觀光碩、地學博

呂江泉 郵輪旅遊概論 = Cruise tour introduction / 呂江泉編著 557.43 6032-1 觀光碩、地學博

呂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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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名龍著.
557.943 6032 觀光碩、地學博

呂江泉 遊輪旅遊 = Cruise tour / 呂江泉編著 992.75 6032 觀光碩、地學博

李正綱
管理學 : 理論與應用 = Management ;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廖勇凱,

李正綱,楊湘怡編著
494 00121-2 (98)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現代企業管理 : 理論與實務導向 =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 / 李正綱,陳基旭,張盛華編著
494 40123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新世紀觀點 / 李正綱,黃金印著. 494.3 4012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跨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 李正綱,黃金印,陳基國著 494.3 40121-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新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 李正綱,黃金印,魏鸞瑩著 494.3 40121-1 (97) 企管碩、國企博

李正綱 人力資源管理 : 理論與實務導向 / 李正綱, 陳基國著 494.3 40121-2 (10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沛慶 專案企劃之理論與實務 / 李沛慶等編著 494 40301 企管碩、國企博

李沛慶 時尚經營管理 [電子資源] / 李沛慶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d=110720
企管碩、國企博

李沛慶 服務管理 [電子資源] / 李沛慶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d=95709
企管碩、國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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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貽鴻 觀光事業發展．容量．飽和 / 李貽鴻著. 992 4063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行政與法規 / 李貽鴻著. 992 4063-2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學導論 / 李貽鴻著. 992 4063-3 (92)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行政 / 李貽鴻著. 992.2 4063 觀光系

李貽鴻 觀光行銷學 : 供應與需求 / 李貽鴻著. 992.2 4063-1 觀光系

汪德範
心是另一架相機 : 汪德範的攝影心法 = photographer's mind isanother camera / 

汪德範著.
950.1 3128. 觀光系、觀光碩

林連聰 休閒農業與民宿管理 / 林連聰等編著. 431.23 4431  (108)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休閒遊憩槪論 / 林連聰,歐聖榮,陳思倫著 990 4431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觀光學槪論 / 林連聰,宋秉明,陳思倫著 992 4431 (100)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旅遊與文化 / 林連聰等著 992 4431-1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觀光行政與法規 = Tourism adm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 紀俊臣,楊正寬,林連聰著 992.1 2727 (98)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觀光行政與法規 [電子資源] / 紀俊臣, 楊正寬, 林連聰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d=93936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導遊領隊理論與實務 / 林連聰等編著 992.5 44311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生態旅遊 [電子資源] / 林連聰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d=94155
觀光碩、中山博

林連聰 休閒活動設計 [電子資源] / 林連聰等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d=93758
觀光碩、中山博

袁金和 經濟學槪要 / 袁金和,謝明瑞編著. 550 4082 國貿系、經濟碩、經濟博

袁金和 經濟分析 / 袁金和,謝明瑞編著. 550.1 4082 國貿系、經濟碩、經濟博

袁金和 中共食品工業之發展 / 袁金和[著]. 550.7 5423 v.33(密集) 國貿系、經濟碩、經濟博

張金明 旅行業實務與管理議題 = EMBA ; for travel agencies & tour operators / 張金明著 992.2 1186  v.1 觀光系

張金明 旅行業實務與管理議題 = EMBA ; for travel agencies & tour operators / 張金明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

x?PublicationID=P20120621219
觀光系

張金明 旅行業經營管理 : 基礎到進階完整學習 / 張金明等編著 992.2 1186-1 觀光系

連娟瓏 國際禮儀 / 連娟瓏編著. 530 3541  觀光碩

郭春敏 房務作業管理 / 郭春敏著. 489.2 0758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旅館前檯作業管理 / 郭春敏著. 489.2 0758-1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旅館客房作業管理 / 郭春敏著. 489.2 0758-2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旅館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tel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春敏著. 489.2 0758-3 (103)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觀光餐旅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春敏著.
489.2 0758-4 觀光系、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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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敏
餐旅業行銷管理 : 理論與實務 = Hospitality marketing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郭春敏陳細鈿著
489.2 0758-5 觀光系、觀光碩

郭春敏 博奕娛樂事業槪論 = Introduction of gaming entertainment industry / 郭春敏著. 998 0758 觀光系、觀光碩

陳素秋 城市書寫 : 33位作家臺中印象 733.9/115.4 4053 夜企管系

陳瑞倫 遊程規劃與成本分析 / 陳瑞倫著. 992.2 7512  觀光碩

陳嘉隆 旅遊健康管理 : 兼談旅遊安全 / 譚健民李連春陳嘉隆著 411.98 0127-1  觀光系

陳嘉隆 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 Travel agency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 陳嘉隆編著. 992.2 7547 (100) 觀光系

黃榮鵬 旅遊銷售技巧 / 黃榮鵬著. 489.2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管理學 : 建立觀光休閒事業的競爭優勢 / 邱繼智黃榮鵬著 494 7728-1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領隊英文 = English for tour leaders / 黃榮鵬著. 805.18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觀光資源槪要 / 黃榮鵬編著 992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觀光曁旅遊個案分析 / 黃榮鵬著. 992.2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領隊實務 / 黃榮鵬著. 992.5 4497 觀光系、觀光碩

黃榮鵬 觀光領隊與導遊 : 遊遍世界七大奇景,不用花自己一毛錢 / 黃榮鵬編著. 992.5 4497-1 觀光系、觀光碩

楊文德 最美麗的出走 : 尋找香格里拉 / 楊文德著. 719.85 4602  會計系

楊明賢 國際禮儀與商務應對 / 楊明賢等編著 530 4667 觀光碩

楊明賢 解說敎育 / 楊明賢著. 541.84 4667 觀光碩

楊明賢 觀光學槪論 / 楊明賢著. 992 4667 觀光碩

楊明賢
世界旅遊文化與觀光 : 世界遺產、節慶、飲食與人文歷史 = Tourism and global 

culture / 楊明賢著
992 4667-1 觀光碩

楊明賢 旅遊文化 = Travel and culture / 楊明賢著. 992.015 4667 觀光碩

葉泰民 會議與展覽現場管理 / 葉泰民,朱梅君作. 494.4 4457  觀光碩

劉惠珍 世界觀光地理 = Global tourism geography / 劉惠珍何旭初著 719 7251 觀光碩

劉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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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旭初編著.
733.6 7251 觀光碩

劉惠珍
旅遊糾紛處理實務 : 保障旅客權益 維護旅遊品質 = Traveling dispute / 陳怡全,

劉惠珍著.
992.1 7598  觀光碩

劉智惠 台北典藏植物園．植物導覽圖鑑 / 劉智惠 375.232/101 4154 觀光碩

劉智惠 未來館 / 劉智惠 435.7 5048 觀光碩

蕭新浴 專技考照用書 : 領隊與導遊理論與實務 / 蕭新浴編著. 992.5 4403. 觀光碩、地學博

蕭新浴 領隊導論 : 理論.實務 = Tour manager theory & practice / 蕭新浴編著. 992.5 4403-1. 觀光碩、地學博

蕭新浴 導遊槪論 : 理論.實務 = Tour guide theory & practice / 蕭新浴編著. 992.5 4403-2. 觀光碩、地學博

蘇芳基 最新餐飲槪論 / 蘇芳基編著 483.8 4444 觀光碩第 4 頁，共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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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基 採購 / 蘇芳基編著 483.8 4444-1  觀光碩

蘇芳基 餐旅槪論 =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 蘇芳基著 483.8 4444-2 (100) 觀光碩

蘇芳基 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 Purchasing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蘇芳基著

483.8 4444-3  觀光碩

蘇芳基 餐飲管理 =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operatio / 蘇芳基著 483.8 4444-4  觀光碩

蘇芳基 餐飲採購學 : 管理、實務與成本控制 = Purchasing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cost control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蘇芳基著

483.8 4444-5 觀光碩

蘇芳基 餐旅服務管理與實務 =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in hospitality / 蘇芳基編著. 489.2 4444  觀光碩

蘇芳基 觀光餐旅行銷 =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 蘇芳基著 489.2 4444-1  (103) 觀光碩

蘇芳基 觀光餐旅行銷 =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電子資源]  / 蘇芳基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

px?PublicationID=P20110812007
觀光碩

蘇芳基 餐飲英語會話 = Spoken English for restaurant personnel / 蘇芳基編著 805.18 4444  v.1 -v.3  觀光碩

蘇芳基 最新觀光事業槪論 / 蘇芳基編著 992 44441 觀光碩

蘇芳基 海峽兩岸旅行硏討會紀實 / 蘇芳基,胡蕙霞主編 ; 胡蕙霞編撰 992.92 3212 觀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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