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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郎 應用微生物學 / 王三郎編著. 369 1013 化學系

王三郎 生物技術 / 王三郎著. 369 1013-1 化學系

王文能
日本砂防行政管理 = Japan sabo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 / 岡本

正男著 ; 陳樹群, 王文能, 吳亭燁編譯
445.5 7516  地質系

王文能 大規模崩塌潛感區 / 千木良雅弘原著 ; 王文能, 陳樹群, 吳俊鋐編譯 354 2437 地質系

王志明 文化資源導論 / 王志明著 541.2 1046 地學博

王緒昂 在鯨的國度悠遊 / 王緖昂著. 855 1026.  生物系

任立渝 透視氣象 : 了解天氣的入門書 / 任立渝著. 328 2203. 大氣系

任立渝 四季風情 : 輕鬆解讀四季氣候 / 任立渝著. 328 2203-1. 大氣系

任立渝 認識颱風 : 遠離風災洪害 / 任立渝著. 328.55 2203. 大氣系

向高世
臺灣蜥蜴自然誌 = Natural Portraits of Lizards of Taiwan / 向高世撰文.攝

影   林松霖繪圖.
388.792 2704. 生物系

朱道力 旅遊地理學 = Geography of tourism / 朱道力,薛雅惠著. 992.016 2534  地學系、地理碩

何金鑄 地球科學 / 何金鑄編著 350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自然地理學 / 何金鑄編著 351.1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地學通論 / 何金鑄撰. 609.1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新編中國地理 / 何金鑄著 660 2188  v.1-v.2 地學博

何金鑄 中國地理總論 / 何金鑄編著 660 2188-1 地學博

何金鑄 世界地理 / 何金鑄編著 716 2188 地學博

何金鑄 人文地理學 / 何金鑄編著. 718.5 2188 地學博

吳連賞
高雄市升格直轄市30週年學術硏討會論文集 = Kaohsiung City 30 years / 

吳連賞等著.
545.19232 0402. 地學博

吳連賞 中國發展.發展中國 / 嚴勝雄,吳連賞編著 552.2 6674 (93) 地學博

吳連賞 臺灣地區工業發展的過程及其環境結構的變遷 / 吳連賞著. 555.9232 2639. 地學博

吳連賞 高雄市港埠發展史 / 吳連賞著. 557.5832 2639. 地學博

吳連賞 黃昏的故鄉 / 吳連賞,楊玉姿,莊忠山作. 733.9/131.9/103.2 2639. 地學博

吳連賞
紅毛港遷村實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v.3],地政與戶政篇/吳連賞等著, 

[v.5],產業篇/吳連賞等著.

733.9/131.9/103.2 0743  v.3,

v.5
地學博

吳連賞 觀光地理 / 林綱偉, 吳連賞編著 992 4422  v.1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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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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根

電光泥火山地景保育與生物資源之調查硏究 =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biological resource investigation of the Tienkuang Mud 

Volcano / 李思根硏究主持 ; 何鎮平,林明聖協同主持

354.1 4064 地學碩

李思根 綠島小區域地理之硏究 / 李思根著 677.9/83.3 4064 地學碩

李逢春 地理資訊系統MapInfo基礎操作自學方案 / 李逢春,徐世豪編著. 609.029 4035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觀光地理 / 李銘輝編著. 992 4089 (102)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觀光遊憩資源規劃 / 李銘輝,郭建興著. 992 4089-1.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觀光導論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劉修祥著 ; 李銘輝主編 992 7223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觀光心理學 = The psychology of tourism / 劉翠華,李銘輝著 992.014 7214.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台北縣野柳風景特定區遊憩設施規劃 : 可行性評估 / 唐學斌主持 ; 李銘

輝等協同主持
992.3 0070-1. 地學碩、地學博

李銘輝 圓山風景區整體規劃 / 李銘輝計劃主持   郭建興協同主持. 992.3 4089. 地學碩、地學博

林郁欽 環境科學槪論 / 林郁欽,張錦松,黃政賢編著. 445 4448  地學系、地理碩、地學博

紀水上 台灣的梅雨 / 紀水上作. 328 1293 地學系、地理碩、地學博

胡興華 台灣漁會譜 / 胡興華作   台灣省漁業局編. 437.8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台灣的漁業 / 胡興華著. 437.8 4774-1. 海洋系

胡興華 拓漁台灣 / 胡興華著. 437.809232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話漁臺灣 / 胡興華作. 437.811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台灣的養殖漁業 / 胡興華著. 437.82 4774. 海洋系

胡興華 躍漁臺灣 / 胡興華作. 437.82 4774-1. 海洋系

徐君臨 中國地理 / 張伯宇,徐君臨編著 660.3 1123 地理系、地學博

徐君臨 臺灣地理圖說 / 張伯宇,高慶珍,徐君臨編著 733.3 1123 地理系、地學博

徐榮崇
從異域他鄉到落地生根 : 滇緬孤軍的越界遷移、文化認同與跨國網絡 / 

徐榮崇, 廖鶴群專案編著
577.2382 2892 地學博(2002)

徐榮崇 續修臺北市志 [電子資源] / 黃秀政總纂,卷五交通志/捷運篇 / 徐榮崇撰稿 DO 733.9/101.1 4200.2 (103)  v.5 n.2   地學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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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富
應用數值分析 : 使用Matlab = Applied numerical analysis   using Matlab / 

殷富,殷立德著.
319.4 2730. 海洋系

殷富 海洋物理學槪論 / 殷富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351.9 2730 海洋系

殷富
基隆港口航道八尺門第二港口航道入尺碼頭區附近水域潮流海流調查分

析硏究報告 / 殷富,陳森河同撰.
351.9669 2730  (密集) 海洋系

殷富 台東港水工模型試驗硏究報告 / 殷富,王惠琮同著. 443.31 2730. 海洋系

殷富 媒灰廢棄物拋棄環境及相關法令硏究報告 / 殷富,曹采文著. 557.545 2730.  (密集) 海洋系

涂建翊 台灣的氣候 / 涂建翊,余嘉裕,周佳著. 328.9232 3810 大氣系、大氣碩、地學博

高慶珍 臺灣地理圖說 / 張伯宇,高慶珍,徐君臨編著. 733.3 1123 地學博

張政亮 模式、理論及系統在地理學的分析與應用 : Geography / 張政亮著 609 1110 地學博

張政亮 臺灣之美系列. I, 地理 / 盧光輝,李載鳴,張政亮編著. 677.3 2199  地學博

張政亮 臺灣之美 : 地理 / 盧光輝, 李載鳴, 張政亮編著 677.3 2199-1 地學博

許民陽 秀姑巒溪﹑恒春半島﹑關西地區地質﹑地形考察指引 / 台北市立中山女

子高級中學編 ; 許民陽撰稿

356.232 0877 地學博

許民陽  第十屆「台灣之第四紀」暨「台北盆地環境變遷」研討會 = Xth 

Symposium on quaternary of Taiwa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aipei basin 

/ 中國地質學會第四紀研究會主辦 ; 許民陽總編輯

352.07 4338 (93) v.10 地學博

郭大玄 台中區域計劃分析報告 /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編. 445.1 9127-2. v.6,7,9(密集)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地理 = Geography / 郭大玄編著 609 0740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中國地理 / 郭大玄編著. 660.3 0740.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臺灣地理 : 自然、社會與空間的圖像 / 郭大玄著. 677.3 0740.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郭大玄 續修臺北市志 [電子資源]
DO 733.9/101.1 4200.2 (103)  

v.1-4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陳文尚
台灣傳統三合院式家屋的身體意象 : 地理知識學( Geosophy )的例證硏究

之二 / 陳文尚著.
538.31 7509 地理碩、地學博

陳文尚 臺灣戰略評析 / 陳文尚, 雷家驥主編 591.4 7509 地理碩、地學博

陳文尚 戰略理論硏究 / 陳文尚, 雷家驥主編 592.4 7509  (密集) 地理碩、地學博

陳正改 天氣與氣候學 / 陳正改著 328 7511 地學系、氣象碩

陳正改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冷鋒之移動速度及其伴生天氣之硏究 / 陳正改著 328.3 7511 地學系、氣象碩

陳正改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 / 陳正改著 367.28 7511 地學系、氣象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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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改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 / 陳正改著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

il?PublicationID=P20180806085
地學系、氣象碩

陳墀吉 休閒農業民宿 = The B&B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 陳墀吉,楊永盛著. 489.2 75441.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產業發展與管理 : 新思維與新方法 / 黃璀娟,郭迺鋒,陳墀吉主編 553.07 0317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資源開發 / 陳墀吉,陳桓敦著. 992.3 7544.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 Leisure farming management / 陳墀吉,李奇樺著. 992.3 7544-1.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槪論 / 陳墀吉,陳德星著. 992.3 7544-2.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環境規劃 / 陳墀吉,謝長潤著. 992.3 7544-3. 地學碩、地學博

陳墀吉 休閒農業與民宿管理 / 林連聰, 陳墀吉, 鄭健雄, 沈進成著 431.23 4431 (108) 地學碩、地學博

陳鴻 深情的另一種藍 = Another Blue for Deep Love / 陳鴻著 851.486 7537  地理系

曾晴賢 臺灣淡水魚 ( I ) = The Freshwater fishes of Taiwan ( I ) / 曾晴賢著. R 385.232 8022.  v.4  生物系、資源碩

游登良 撞見野生動物 / 游登良著. 383.7 3813. 生物系

游登良 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 / 游登良著. 992.8 3813. 生物系

游登良 太魯閣步道 / 游登良圖文. 992.8232 3813. 生物系

湯惠民 行家這樣買寶石 : 20年功力一次傳授 / 湯惠民著 486.8 3657-1 地質系

湯惠民 行家這樣買翡翠 : 翡翠鑑賞、選購、投資權威指南 / 湯惠民著 486.8 3657-2 地質系

程仁宏 環保與生活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s. Life / 程仁宏著. 445.07 2623. 地理系、地學博

程仁宏 歐洲地理 / 程仁宏編著. 740.6 2623. 地理系、地學博

黃世富 臺灣的竹節蟲 : 採集與飼養圖鑑 / 黃世富著. 387.73024 4443. 生物系

黃信健
跨領域物理視算 : 力學與電磁系統之視覺化、模擬與平行運算 / 黃信健

作.
331.5029 4422. 物理系

黃朝恩 人類與自然災害 / 黃朝恩著 350 4446 地學博

黃朝恩 火山與地震 / 石再添,鄧國雄,黃朝恩著 354.1 1013   (密集) 地學博

黃朝恩
自然地理學新概念 : 環境與人 = Frontiers in Physical Geography : 

Environment and Man / 黃朝恩
351 4446 地學博

黃朝恩 河流與地下水 / 石再添, 張瑞津, 黃朝恩著 351.81 1013 地學博

黃朝恩 埔里盆地西面北部大坪頂地區坡面的地形學硏究 / 黃朝恩撰 351.18 4446  (密集) 地學博

黃朝恩
行政院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國民中學地理科環境價值

教學模式之研究(II) / 黃朝恩計畫主持
524.34 4446.2 地學博

黃朝恩
環境也是災害 : 你準備好面對了嗎? / 伊恩.波頓(Ian Burton), 羅伯.凱特

(Robert W. Kates), 吉爾伯.懷特(Gilbert F. White)著 ; 黃朝恩譯
367.28 4651 地學博

楊貴三 臺灣全志 / 李筱峰等著 677.1 4384  v.2n.4  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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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振順 敎育這種病 / 廖振順著 520.7 0052 地理系

廖振順 敎育這種病 [電子資源] / 廖振順著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pccu/B/95922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 用Google Earth大開眼界 / 廖振順著. 716 0052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電子資源] : 用Google Earth大開眼界 / 廖振順著.
https://www.airitibooks.com/detail.aspx?Pu

blicationID=P20120706027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2 : 用Google Earth穿越古今 / 廖振順著 716 0052.2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敎的事. 3 : 看見地球的變動 / 廖振順著 716 0052.3 地理系

廖振順 地理課沒教的事. 4 : Google Earth全功能實作 / 廖振順著 716 0052.4 地理系

蒲金標 航空氣象學 / 蕭華原著 ; 蒲金標修訂. 447.82 4444 (92)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蒲金標 航空氣象學試題與解析 [電子資源] / 蒲金標編著 https://pcc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

il.jsp?id=146952
地理系、地學碩、地學博

劉佳玫 台灣的溫泉 / 宋聖榮,劉佳玫著. 354.3 3019  地質系

劉明揚 大氣測計學 / 劉明揚著 328.1 7265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劉明揚 人文地理 = Human geography / 劉明揚等編著 718.5 7265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劉繼湘 自然地理學名詞辭典 / 劉繼湘主編 R 351.104 7223 地學博

劉繼湘 科技工程大辭典 / 劉繼湘,連錦杰主編 R 404 7223   (密集) 地學博

鄧天德 地理學論文索引 : 民國78年版 / 鄧天德編 R 016.609 4170 地理系、地學博

鄧天德 臺灣淡新走廊環境評估及其土地利用硏究 / 孫宕越計劃主持 ; 鄧天德協

同主持.

554.5 1234 地理系、地學博

鄧天德
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敎育親子手册 / 鄧天德計劃主持 ; 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委託.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敎系硏究.
992.8 1712  地理系、地學博

鄧國雄 火山與地震 / 石再添,鄧國雄,黃朝恩著. 354.1 1013     (密集)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台灣北端富貴角海岸風稜石計量硏究 / 鄧國雄撰. 358.727 1764. (密集)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台灣史地 / 鄧國雄, 秦照芬, 張政亮編著 ; 大中國圖書公司編輯 733.2 1764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地形硏究 / 鄧國雄計劃主持 992.8 1764 地學碩、地學博

鄧國雄
台灣東部地區特殊地景簡介 / 李思根、鄧國雄著;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

敎系編
採購中 地學碩、地學博

鄧景衡 符號、意象、奇觀 : 臺灣飲食文化系譜 / 鄧景衡[作]. 538.782 1762. v.1-2 地學碩、地學博

鄧景衡 黑飲.金食.鏽島 : 台灣飲食文化系譜 / 鄧景衡著. 538.782 1762-1. 地學碩、地學博

鄭師中
氣象學 : 理論與應用 = Meteorology ;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鄭師中編著 

;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運硏究中心主編.
328 8725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鄭師中 臺北盆地空氣流動與空氣汙染之硏究 / 鄭師中硏究主持. 575.232/101 0156  v.193 地學系、氣象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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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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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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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益忠 都市地理學 = Urban geography / 薛益忠著. 545.1 4485 地學系、地理碩

謝坤鐘 地球科學 / 謝坤鍾編著 324 0448 夜地理系、兒福碩

謝坤鐘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2018 = Social work / 謝坤鐘編著 547 0448 (2018) 夜地理系、兒福碩

羅啟宏 編製國家地圖 / 張維一,謝兆祥,羅啓宏撰 554.308 4148  v.10 地學博

羅啟宏 續修南投縣志. 卷一, 沿革志 / 張永楨總纂 ; 陳哲三協纂 ; 羅啟宏

等著

733.9/119.1 4492.2  v.1 地學博

羅啟宏 續修臺北市志 [電子資源] / 黃秀政總纂,卷2, 土地志,城市發展篇 / 羅

啓宏, 林志重撰稿

DO 733.9/101.1 4200.2 (103)  

v.2 n.2
地學博

嚴治民 不「衣」樣的地球 / 魏稽生嚴治民游才潤作 303 26221  地質系、地理碩、地學博

嚴治民 滋養萬物的地球 / 魏稽生嚴治民游才潤作 303 26221-1  地質系、地理碩、地學博

嚴治民 台灣的礦業 / 魏稽生,嚴治民著. 450.933 2622  地質系、地理碩、地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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