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王子奇
LED製程化學淸洗設備操作安全性硏究 =The study of safety operation for wet bench in LED 

process / 張承明王子奇著
412.53 1116 化工系

王子奇
空氣分離廠遠端管理之可行性硏究-冷箱氣氮製程 = Feasibility of remote-controlled operation of air 

separation plants-cold box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gas nitrogen / 曹常成等著
556.83 5595  (密集) 化工系

王子奇
製造業重大職災災因與趨勢分析 = Analysis for Tendency and Factors of Major Occupational 

Acciden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曹常成王子奇施元斌硏究主持
556.83 5595-1  (密集) 化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Red Hat Linux 8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2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1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3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2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4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3 紡工系

王振民 終於學會Linux Fedora Core 5 / 王振民編著. 312.954 1057-4 紡工系

王振民 徹底剖析PHP & MySQL / 王振民編著. 312.9754 1057 紡工系

王振安 王振安作品集 960 1053 紡工系

邱永和 政府機關引進企業績效評估作法之硏究 / 邱永和硏究主持 ; 行政院硏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572.93 7732 紡工系

邱永和 進口救濟制度在智財權商品上之適用硏究 / 范建得計畫主持 ; 邱永和協同主持. 558.43 4412 紡工系

張亞中 二二八事件讀本 : 2 28 1947 / 張亞中著 733.2913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小國崛起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 張亞中著 740.7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小國崛起 [電子資源]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 張亞中著 https://taebc.ebook.hyread.com.tw/bo

okDetail.jsp?id=2618
機械系

張亞中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槪論 / 張亞中, 李英明著 574.1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反六一〇八軍購 : 人民的聲音 / 張亞中等作 594.42 1115  (密集) 機械系

張亞中 全球化與兩岸統合 =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2   機械系

張亞中 艾德諾東進與德國政策之硏究(1955-1963) / 張亞中撰 574.4307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1-2002 / 張亞中,孫國祥著 578.193 1115 2001-2002  機械系

張亞中 兩岸主權論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兩岸統合論 = On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1   機械系

張亞中 美國的中國政策 : 圍堵、交往、戰略夥伴 = America's China Policy : Containment, Engagement, 

Strategic Partnership / 張亞中,孫國祥著

578.52 1115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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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 剝復之間 : 兩岸核心問題探索 / 張亞中著 573.07 11152-1  機械系

張亞中 孫文思想基本讀本 / 張亞中著 005.18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統合方略 / 張亞中著 573.09 1115-3  機械系

張亞中 開放政治市場 : 全球治理臺灣 / 張亞中著 573.07 11152   機械系

張亞中 台灣史基本讀本 / 蔡正元, 張亞中著 733.21 4411  機械系

張亞中 德國問題 : 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 / 張亞中著 574.43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歐洲統合 : 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 / 張亞中著 578.164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world stage / 張亞中等作 578.164207 1115  機械系

張亞中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world stage / 張亞中等作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ccu/

B/142168
機械系

張寶誠 一起成長 / 張寶誠作 494 11301  造紙所

張寶誠 再創卓越 = Recreating excellence / 張寶誠文 ; 蘇愼愼圖 494 11301-1  造紙所

張寶誠 再創卓越 = Recreating Excellence [電子資源] / 張寶誠文 ; 蘇慎慎圖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E/sea

rch_viewOpen.action?bookId=Ysdsd

ebY18712da4Y
造紙所

張寶誠 打造新五力競爭力 : +.-.x.÷ / 張寶誠作 494.07 1130  造紙所

張寶誠 打造新五力競爭力 [電子資源] / 張寶誠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

?PublicationID=P20151021104 造紙所

張寶誠 智慧生產力起手式 / 張寶誠著 494.07 1130-1 造紙所

張寶誠 管理淬煉 [電子資源] / 張寶誠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E/sea

rch_viewOpen.action?bookId=Ysdsd

ebY18712dabY
造紙所

許朝欽 五線譜上的許石 / 許朝欽作 910.9886 0810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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