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丁育群
台灣地區古蹟曁歷史建築室內環境品質綜合評估技術彙編之硏究 / 丁育群硏究主持   周伯丞

協同主持.
441.3 1001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建築技術規則性能防火法規轉換之硏究 / 丁育群計畫主持   陳火炎,簡賢文共同主持 441.51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建築工程現場監造日誌資訊系統應用之硏究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郭榮欽,謝尚賢共同主持. 441.527029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金屬與混凝土建築材料耐久耐候試驗規範與方法手册之建立 / 丁育群硏究主持   楊仲家共同

主持. 卓世偉協同主持.
441.53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具協力桿件鋼骨梁柱接頭耐震性能之硏究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陳誠直協同主持. 441.571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百貨商場建築之標示設備及外部消防救助空間之先期調查硏究 / 丁育群主持   林慶元協同主

持.
441.574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創新建材防火及煙毒性能硏究」 = The combustibility and toxicity research of new and 

innovative building materials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陳俊勳,嚴定萍協同主持.

441.574 1001-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省水器具排水性能實驗及相關法規探討之硏究」 : 以省水馬桶為例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鄭

政利協同主持.
441.615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都市窳陋地區環境災害評估方法之硏擬. (一)社區空間致災風險評估之硏究 =.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assessment method for environment disaster in urban blue collar areas. 

(一)Research on assessment of disaster causing risks in community spaces / 丁育群硏究主持   

李威儀協同主持.

445.5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建立住宅性能評估制度之硏究. 四 / 丁育群硏究主持   楊逸詠協同主持. 542.6 443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丁育群
物業管理服務業法令制度整合曁評鑑與示範團隊獎勵制度之硏究 / 丁育群硏究主持   黃南淵

協同主持.
554.89 1001. 建築系、實業所碩士博士

伍澤元 都市住宅區與交通網路之規劃硏究 / 伍澤元著. 557.8 2131. 實業工博

何明錦 人工溼地水質曁環境衛生之硏究 / 何明錦主畫主持   洪玉秀共同主持. 367.47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鈍形體空氣動力流場實驗量測技術之建立 / 何明錦計畫主持   苗君易共同主持. 440.138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公共工程(含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之硏擬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榮堯協同主持. 441.5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台北101大樓結構工程施工監造紀錄」 / 何明錦硏究主持   甘錫瀅,謝紹松協同主持 441.527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推動公有建築落實結構特別監督制度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正誠協同主持. 441.527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鋼筋續接器續接設計規範與施工規範及解說硏修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正誠共同主持. 441.53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RC建築物防蝕技術施工準則與檢驗技術之建立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然協同主持. 441.556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及管理維護機制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健二,陳建忠

協同主持.
441.571 2168. 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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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錦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隔震設計及含被動消能系統設計專章硏修與示範例硏擬 / 何明錦硏究

主持   張國鎮協同主持.
441.571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低層廠棚式建築物風載重評估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若華協同主持. 441.57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易受海潮海嘯侵襲地區土地使用與建築減災管理對策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薩支平協同主持. 441.573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舊有建築物防火安全評估與改善技術之開發 / 何明錦計畫主持   簡賢文協同主持. 441.574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住商複合建築物火災危險評估與防火避難安全對策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張寬勇協同主持. 441.574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技術手册修訂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簡賢文協同主持 441.574 2168-2. 實業碩

何明錦 建材音響性能測試ISO標準CNS化之可行性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江哲銘,林芳銘協同主持. 441.576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整合型太陽能光電板結合建築外殼之效益分析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建富共同主持. 441.577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單一建築物樓頂風場特性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苗君易協同主持. 441.577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撒水幕防火設備評定基準之硏究 = Assessment standard for water curtain using for fire 

protection facility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鄭紹材協同主持.
441.6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風洞實驗技術於土木建築構造物之應用與驗證計畫 : 橋梁風洞實驗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葉祥

海,鄭啓明共同主持.
441.8175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淹水潛勢地區建築防洪設計規範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林文欽協同主持. 443.62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GPS/GIS/RS科技整合應用於大高雄都會區坡地社區環境潛勢災害防治技術之硏究 = 

Application of GPS/GIS/RS technology on the potential hazard mitigation for the community on 

hillsope in Kaohsiung metropolitan / 何明錦計畫主持   蔡光榮共同主持.

445.5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GPS/GIS/RS科技整合應用於大高雄都會區坡地社區環境潛勢災害防治技術之硏究. 二 =. 

Application of GPS/GIS/RS technology on the potential hazard mitigation for the community on 

hillsope in Kaohsiung metropolitan / 何明錦計畫主持   蔡光榮共同主持. 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2. 實業碩

何明錦 岡山鎮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張益三,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1. 實業碩

何明錦 高雄市鼓山地區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計畫主持   李泳龍協同主持. 445.5 2168-10. 實業碩

何明錦 台中縣太平與中平地區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楊龍士共同主持. 445.5 2168-11. 實業碩

何明錦 都市防災空間系統避難據點區位評估與最佳化配置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李泳龍協同主持. 445.5 2168-12. 實業碩

何明錦 氣候變遷下之臺灣都市災害型態與衝擊評估先期硏究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詹士樑協同主持. 445.5 2168-13. 實業碩

何明錦 永康市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李泳龍,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2. 實業碩

何明錦
GPS/GIS/RS科技整合應用於南投縣坡地社區環境潛勢災害分析模式之硏究 / 何明錦硏究主

持   蔡光榮,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3. 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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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錦
建築物利用實態與人員避難行動特性調查硏究. 一以百貨商場為例 / 何明錦計畫主持   江崇

誠共同主持.
445.5 2168-4. 實業碩

何明錦 山坡地住宅災害緊急應變及急難救助 / 何明錦計畫主持   田永銘共同主持. 445.5 2168-5. 實業碩

何明錦 台南市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Disaster-prevention planning of the urban shelter 

spacesystem-Tainan as an example / 何明錦計畫主持   張益三協同主持.

445.5 2168-6. 實業碩

何明錦 頭份鎮竹南鎮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健二協同主持. 445.5 2168-7. 實業碩

何明錦 新化鎮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李泳龍,陳建忠協同主持. 445.5 2168-8. 實業碩

何明錦 都市防災空間系統手册彙編增修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洪鴻智協同主持. 445.5 2168-9. 實業碩

何明錦 新竹市之防災空間系統規劃 / 何明錦硏究主持   洪鴻智,葉錦動協同主持. 445.5 4041. 實業碩

何明錦
新竹市舊城區資料庫與參數庫之建置 = Establishing the database of Hsin-Chu downtown areas 

/ 何明錦硏究主持   詹士樑協同主持.
445.5 4041. 實業碩

何明錦 太陽能光電系統結合建築外殼效益分析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陳建富共同主持. 446.6 2168. 實業碩

何明錦

鋼筋與混凝土表面處理效能之實驗硏究 = Effectiveness tests of coated concrete/rebar and 

evaluation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re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 何明錦硏究主持   黃然協同

主持.

472.16 2168. 實業碩

吳光庭 城市風格與建築形式 / 吳光庭著. 435.79 2690. 建築系

吳光庭 台北大街風情 / 吳光庭等著. 677.9/2.6 2690. 建築系

吳光庭 實構築ing. 2012 : Tectonic becoming 2012 / 吳光庭主編 920.25 3048 建築系

吳光庭 跨躍建築新世紀 : 築生建築講義之一 / 吳光庭等著   長安建設編. 920.7 2690. 建築系

吳光庭 意外的現代性 : 臺灣現代建築論述文集 = Unexpected modernity / 吳光庭著 920.7 2690-1 建築系

李姿瑩
孤獨島嶼 : 消失之島 : 論有無過程/消失型態翻轉 = Monologue of isle : a story of the 

disappearance island / 李姿瑩著
921 4039 建築系

李乾朗 李乾朗手繪臺博建築 解構 : 李乾朗手繪臺博建築 = Deconstruction : architectural drawings of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by LiChien-lang / 李乾朗作.手繪 ; 郭昭翎主編
069.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台北市孔廟 / 李乾朗著. 271.18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傳統建築入門 / 李乾朗著. 538.82 7743 v.5 建築系

李乾朗 首都文化園區歷史空間調查、再利用與文化步道規劃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541.29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金門提督衙振威第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3.19/205.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金門海印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3.19/205.6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爸爸講古蹟 : 古蹟保存與維護 / 李乾朗撰文繪圖. 677.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的寺廟 / 李乾朗著. 677.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臺北古城門 / 李乾朗著. 677.9/2.6 4043.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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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朗 艋舺龍山寺 = The Lung-Shan temple at Wanhua Taipei / 李乾朗著. 677.9/23.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淡水紅毛城 / 李乾朗著. 677.9/32.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鹿港龍山寺 = The Lung-Shan temple at Lukang / 李乾朗著. 677.9/572.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北港朝天宫 = The Chau Tien / 李乾朗著. 677.9/681.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鳳山縣舊城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前淸打狗英國領事館修復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旗後礮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3 建築系

李乾朗 旗後礮臺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雄鎮北門礮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677.9/71.6 4043-5 建築系

李乾朗 旗後砲臺 = Chi Hou fortress / 李乾朗著   [黃啓哲英譯]. [吳漢彬日譯]. 677.9/721.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澎湖天后宫 = The Tien-Hou Temple at Penghu / 李乾朗著. 677.9/91.6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古蹟新解 : 珍重故事的舞臺 / 李乾朗著. 684.0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李乾朗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二編) / 李乾朗著 ; 卓克華主編 733.07 43511.2  v.4 建築系

李乾朗 古蹟入門 / 李乾朗,俞怡萍合著. 733.6 4043 (107) 建築系

李乾朗 獅球嶺淸代鐵路隧道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790.7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鳳山縣舊城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 790.7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獅球嶺淸代鐵路隧道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790.72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地區第一級古蹟圖集 / 李乾朗圖說攝影   黃美英執行編輯. 797.32 4484. 建築系

李乾朗 陳玉峰 : 郭子儀厥孫最多 / 李乾朗著 909.886 7512-1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地區傳統建築術語集錄 / 李乾朗硏究主持 R 920.4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中華藝術大觀 / 李乾朗著. 建築. 92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傳統建築 / 李乾朗著. 92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建築 / 李乾朗著. 922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中国式建筑 / 李乾朗著 922 4043-5 建築系

李乾朗 台湾古建筑 / 李乾朗著 922 4043-6 建築系

李乾朗
海峽兩岸古建築十六講 = 16 lectures on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 劉

致平,李乾朗著
922 7211-2 建築系

李乾朗 神靈的殿堂 / 李乾朗著. 922 7731 v.1 建築系

李乾朗 帝王的國度 / 李乾朗著. 922 7731 v.2 建築系

李乾朗 眾生的居所 / 李乾朗著. 922 7731 v.3 建築系

李乾朗 巨匠神工. 透視中國經典古建築 / 李乾朗著. 922 7731. 建築系

李乾朗 臺北近代建築 / 李乾朗著. 922.232 4043.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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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朗 金門民居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1/205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建築史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近代建築 : 起源與早期之發展1860-1945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板橋林本源庭園 = The Lin Family Residence At Panchiao.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墾丁國家公園傳統民居與聚落環境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3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傳統建築彩繪之調查硏究 : 以台南民間彩繪畫師陳玉峰及其傳人之彩繪作品為對象 / 李

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臺閩地區近代歷史建築調查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5 v.1-2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近代建築之風格 / 李朝朗著 922.932 4043-6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建築閱覽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7 建築系

李乾朗 臺閩地區的古蹟與歷史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8 建築系

李乾朗 神岡筱雲山莊 / 李乾朗著   黃啓哲英譯. 吳漢彬日譯. 922.932 4043-9. 建築系

李乾朗 20世紀台灣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0.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建築之美 = Building Taiwan the beautiful / 李乾朗等專文. 922.932 4043-11. 建築系

李乾朗 19世紀台灣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2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 = 20 speeches on th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Taiwan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攝影 922.932 4043-13 建築系

李乾朗 彰化節孝祠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2.932 4043-14 建築系

李乾朗 百年古蹟滄桑 : 臺灣建築保存紀事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5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傳統建築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6 建築系

李乾朗
直探匠心 : 李乾朗剖繪台灣經典古建築 = Into the heart of craftsmanship : section drawings of 

classical Taiwanese architecture / 李乾朗著
922.932 4043-18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 / 李乾朗著. 922.932026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高雄市市定古蹟 : 鳳儀書院建築之美 / 李乾朗著 926.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廟宇建築 / 李乾朗著. 927.1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北港朝天宫建築與裝飾藝術 / 李乾朗著. 927.1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新竹市都城隍廟建築藝術與歷史 / 李乾朗等著. 927.1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臺灣廟宇裝飾 : 精雕細琢 / 李乾朗著. 927.1 4043-3. 建築系

李乾朗 第三級古蹟新竹都城隍廟調查硏究曁修護計畫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1 4043-4 建築系

李乾朗 艋舺淸水巖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1 4043-5 建築系

李乾朗 台北市三級古蹟陳德星堂調查硏究與修護計畫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1 4043-6 建築系

李乾朗 宜蘭昭應宫調查硏究 / 李乾朗計畫主持. 927.1 4043-7 建築系

李乾朗 淡水鄞山寺修護工程報告書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2 4043 建築系

第 5 頁，共 7 頁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李乾朗 艋舺龍山寺調查硏究 / 李乾朗硏究主持 927.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台灣十大傳統民居 / 李乾朗著. 928.232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梅鏡傳芳 : 台中市大甲區頂店梁宅傳統建築修復或再利用硏究計畫 / 李乾朗鄭碧英等著 928.232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圖解臺灣民居 928.232 4043-2 建築系

李乾朗 水彩臺灣近代建築 : 賞古蹟.畫建築 / 李乾朗著. 948.4 4043. 建築系

李乾朗 陽明山國家公園傳統聚落曁建築調查硏究 / 李乾朗主持 992.8 4043-1 建築系

李乾朗 前世今生話林園 : 板橋林本源園邸的構造之謎與勝景分析 / 李乾朗著 採購中 建築系

周世璋 建築法規彙編 / 周世璋,吳玫芳主編 441.51 1835 (100) 建築系、實業碩、實業博

周世璋 臺北市古蹟保存區涵蓋範圍規劃調查硏究 / 周世璋主持 ; 閻亞寧協同主持 790.31 7741 建築系、實業碩、實業博

林佩親 彩幻人生 : 林佩親-粉彩人體畫展 = Colors of life / 林佩親著. 948.6 4420 建築系

林純秀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 林純秀著 545.1 44221  市政系

林欽榮 都市設計在臺灣 = Urban design in cities of Taiwan / 林欽榮作 445.1 4489 實業工碩

林欽榮 城市空間治理的創新策略 : 三個台灣首都城市案例評析 ; 台北.新竹.高雄 / 林欽榮著 445.1232 4489 實業工碩

林欽榮 城市空間治理的創新策略 : 三個台灣首都城市案例評析 ; 台北.新竹.高雄 / 林欽榮著
http://lb20.libraryandbook.net/FE/s

earch_viewOpen.action?bookId=Y

sdsdebY1871330cY
實業工碩

林欽榮
再生與創新 : 台北都市發展議程 = Regeneration and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agenda of 

Taipei / 林欽榮著
545.19232 4489 v.1-v.2實業工碩

張義權 土地登記規則 / 張義權作 554.28 1184 (107)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土地登記法令與實務 / 張義權著 554.28 1184-1 (103)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兩岸土地利用之探討 / 金康 , 張義權編著. 554.507 8000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區段徵收地區評定地價之硏究 : 以台北縣淡海新市鎮綜合示範社區為例 / 張義權硏究主畫

主持 ; 田懷親硏究主畫副主持.
554.7 118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面面觀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認識大陸房地產管理及制度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1 建築碩專

張義權 認識大陸房地產管理法規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2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估價入門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3 建築碩專

張義權 預售屋119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估價槪要 / 張義權著 554.89 1184-5 建築碩專

張義權 不動產估價理論槪要 / 張義權編著 554.89 1184-6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實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與規則 / 張義權編著. 554.89 1184-7 (96) 建築碩專

張義權 預售屋疑難信箱 / 張義權, 田懷親合著 554.89022 1184 建築碩專

張義權 大陸不動產投資指南 / 李永然,張義權合著 554.89022 4032 建築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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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粘碧芳 臺灣地區公共設施的投資與都市規模關係之硏究 / 粘碧芳撰 445.1 9114 (密集) 市政系、政治碩

粘碧芳 生命沒有留白/粘碧芳作 863.55 9114  市政系、政治碩

郭亙榮 臺灣地區自行車道、體育場雙語化標示規劃與建置報告 / 郭亙榮建築師事務所編著 528.981 0719 景觀系

郭亙榮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油坑、魚路古道乙帶史蹟保存計畫可行性評估 / 郭亙榮計畫主持 ; 劉益昌

協同主持
541.27 0719 景觀系

陳明竺 都市設計 / 陳明竺作. 445.1 7568. 建築系

陳明竺 臺灣省國宅使用現況之調查與評估 : 結案報告書 / 陳明竺計畫主持. 542.65 7568. 建築系

陳明竺 街區組織 / 陳明竺著. 545 75681. 建築系

陳明竺 改進山坡地開發管理之硏究 : 以住宅社區開發為例 / 陳明竺硏究主持. 554.53 7568. 建築系

陳明竺 建立臺北市公新建作業模式之硏究 / 陳明竺硏究主持. 575.232/101 0156. 建築系

陳錦賜 建材標準化模矩尺度之訂定 : 以整體衛浴為例 / 陳錦賜計畫主持. 441.5 7586. 建築系、實業碩、實業博

傅茹璋 理想城邦 : 都市環境設計的觀念和技術實務整合 / 傅茹璋作 445.1 2341  法文系、建築博

傅茹璋 婚禮風格規劃槪論 = Wedding planning / 傅茹璋編著 489.61 2341 法文系、建築博

鄒經宇

第三屆中國城市住宅研討會論文集 : 可持續環境 : 城市住居質素 =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 quality urban 

livig / 鄒經宇,林鳳琪編輯.

542.692 5640  v.3  建築系

鄒經宇

第九届中国城市住宅研讨会论文集 : 低碳绿色城市与和谐人居环境 = Proceedings of 

the 9th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 low carbon green city and harmonious 

habitat society / 邹经宇, 李秉仁, 许溶烈主编

542.692 5640  v.9  建築系

鄒經宇

第十一届中国城市住宅研讨会论文集 : 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下的可持续人居环境建设 

=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China urban housing conference : green·low carbon : 

the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modern urbanization / 邹

经宇[等]主编

542.692 5640  v.11  建築系

蔡松益 會說話的虎尾蘭 : 臺灣第一個取得碩士學位的肯納自閉症者 / 蔡松益著. 415.9468 4448 景觀系、景觀所

蔡龍銘 植物荷爾蒙的活用 : 生長調節劑的應用法 / 太田保夫著 ; 蔡龍銘譯 373 4408 園藝系、實業碩

蔡龍銘 日本庭園石之空間構成 / 蔡龍銘著 435.72 4408 (88) 園藝系、實業碩

蔡龍銘 食品加工 : 蔬菜篇 / J. G. woodroof原著 ; 蔡龍銘譯 463 4408  v.1-v.2 園藝系、實業碩

蔡龍銘 農村觀光資源之調查分析相關研究 / 蔡龍銘著 992.1 4408 園藝系、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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