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書名 索書號 系所

文長安
權威食品安全專家教你安心買健康吃 : 9個基本觀念﹑17種食物陷阱﹑ 5

大飲食原則一次告訴你! / 文長安著
411.3 0073 食營系

文長安
食安守門人教你聰明擇食、安心飲食 : 不開伙族 x 超商族 x飲料族 x 零食

客首選必看! / 文長安, 陳俊成, 張凱甯著
411.3 0073-1 (推廣) 食營系

文長安 餐飲安全衛生 : 餐飲安全好 危害風險少 = Restaurant food safety / 文長安著 412.37 0073   食營系

王素華 美容營養學 = Nutrition of beauty / 王素華著. 411.3 1054 夜家政系

王素華 百歲操 / 王素華著. 411.7 1054 夜家政系

王進琦 食品微生物學 / 王進琦編著. 369.36 1031  食營系、實業農碩

王義仲 中國文化大學校園植物解說手册 / 王義仲計畫主持 ; 林志欽等撰文. 375.232/101 1082 森林系

吳幸娟 營養學實驗 = Nutrition experiments / 吳幸娟, 郭靜香合著 411.3 2644-1 (104) 食營系、家政碩

吳幸娟 營養評估 / 吳幸娟等合著. 411.3 2644 食營系、家政碩

吳幸娟 社區營養學 = Community nutrition / 吳幸娟等合著 411.3 2644-2 (103) 食營系、家政碩

宋秉明 觀光學槪論 / 林連聰,宋秉明,陳思倫著. 992 4431  森林系

李載鳴 臺灣之美 : 地理 / 盧光輝李載鳴張政亮編著. 677.3 2199 森林系

林永順 農企業管理 =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 林永順著. 431 4432 園藝系、實業博

林永順 企業管理學 / 林永順著. 494 44323 (92) 園藝系、實業博

林永順 e時代管理學 / 林永順著. 494 44323-1 (92) 園藝系、實業博

林永順 高級管理學 = Advanced management / 林永順著. 494.1 44323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風水.景觀.藝術與科學 / 林俊寬著. 294 4423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道家陽宅學新講 / 林俊寬著. 294.1 4423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觀葉植物 / 林俊寬編著. 374.1 4423 (密集) 園藝系,實業博

林俊寬 水在中國造園上之運用 / 林俊寬著. 435.7 4423-1 園藝系,實業博

邵隆志 圖解實用食品微生物學 / 李明清, 邵隆志, 吳伯穗等著 369.36 4063 食營系

施明智 食物製備 :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常識 / 施明智編著 427 0868 食營系

施明智 食物學原理 / 施明智編著. 463 0868. 食營系

施明智 食品加工學 = Food processing / 施明智蕭思玉蔡敏郎著 463.12 0868  食營系

施明智 食品科學槪論 = Fundamentals of food science / 曹欽玉,施明智等合著 463 5581 (105) 食營系

施義燦
肉用種雞飼養管理實用要點 = Broiler breeder feeding & management practice / 

施義燦編著
437.71 0889 畜牧系

胡淑惠 疾病營養學 / 胡淑惠等作 411.3 4735 食營系

胡維新 臺灣低海拔植物新視界 / 胡維新,洪夙慶著. 375.232 4720 森林系

張乃航 台灣地區重要林木幼苗圖鑑 / 張乃航,陳國章作   陳國章攝影. R 436.13232 1112. 植物系、實業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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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晉 台灣原住民飲食植物圖鑑 = The Illustration in Edible Plants of 

Aborigines Taiwan / 陳豐村硏究計畫主持 ; 張承晉共同主持

374.6024 7524 食營系、家政碩

張承晉 膳食計畫與供應 = Diet planing and supply / 張承晉,符明伶等合著 411.3 1111 (107) 食營系、家政碩

張承晉 西餐檢定理論與技術 / 黃莎美編著 ; 張承晉主編 ; 古來生技術指導 427.12 44481 食營系、家政碩

張讚昌 實用微生物學(含免疫學) / 張讚昌等編著. 369 1106 植物系、生技所

符明伶 膳食計畫與供應 = Diet planing and supply / 張承晉,符明伶等合著 411.3 1111 食營系

莊世滋
檜意山林 : 阿里山林業百年的故事 = Alishan ; Alishan Forest Century Story / 

余國信等口訪撰文 ; 莊世滋編撰.
436.09232 8062 森林系

莊世滋 戀戀丹巒 : 南投林業印記 = A development history about Nantou forest 436.09232 4443 森林系

許時晴(許美慧) 109巷的罐子/野粟Jamie（許時晴） 855 0866 園藝系

陳子英 棲蘭山珍貴稀有植物解說手册 / 林世宗,陳子英,魏瑞廷編著. 375.232 4443 森林系

陳子英
冰河孑遺的夏綠林 : 臺灣水靑岡 = Taiwan beech a relic summer-green 

forest / 陳子英等著
436.11 7514 森林系

陳子英
臺灣全志 / 李筱峰等著  v.2 n.3土地志.生物與自然保育篇/許嘉恩,陳子英

著
733.1 4384  v.2n.2 森林系

陳文麗 營養學 = Nutriology / 金蘭馨, 陳文麗, 鄭惠珍, 黃秀珠, 洪淑麗, 陳秀華著 411.3 44212 (107) 食營系、家政碩

彭武興 PHP聖經 / 彭武興著 312.932P575 4217 畜產系

黃孟娟 新編體重控制學 / 黃孟娟、朱瑩悅等 415.599 4414 食營系

黃淑俐 實用營養與膳療學 / 黃淑俐、孔慶聞等 等 411.3 1031 食營系

解淑芬
50歲前後必看!營養師敎你打造黃金熟年養生力 / 長庚紀念醫院營養治療

科團隊合著
411.3 7100  食營系

解淑芬
營養師教你跟著四季吃健康 : 現代醫學結合節氣智慧,96道旬味料理簡單

做 / 長庚紀念醫院營養治療科團隊作
411.3 7028  食營系

趙璧玉 營養學 = Nutrition / 徐成金,趙璧玉等合著 411.3 2858 食營系

趙璧玉 生命期營養學 = Nutrition / 蔡文騰,趙璧玉等合著 411.3 44471 食營系

潘富俊 詩經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 ; 呂勝由攝影. 093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台北植物園步道 / 潘富俊黃小萍撰文 ; 呂勝由攝影. 375.232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福爾摩沙植物記 : 101種台灣植物文化圖鑑&27則台灣植物文化議題 / 潘

富俊文.攝影 ; 臺灣館編輯製作.
375.232024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成語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攝影. 802.35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中國文學植物學 / 潘富俊著. 820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唐詩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攝影. 821.84 3232 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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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俊 楚辭植物圖鑑 / [潘富俊著] ; [呂勝由攝影]. 832.18 3232 森林系

潘富俊 紅樓夢植物圖鑑 / 潘富俊作.攝影. 857.49 3232 森林系

蔡文騰 生命期營養學 = Nutrition / 蔡文騰,趙璧玉等合著 411.3 44471 食營系、家政碩

蔡文騰 膳食療養學實驗 / 蔡文騰等 418.91 0431 食營系、家政碩

蔡文騰 新編食物學原理  / 陳肅霖,蔡文騰等著 463 7551 食營系、家政碩

蔡文騰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 蔡文騰等著 463 7551-1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實用營養學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3623045) 411.3 1031 (101)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營養學概論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3622765) 411.3 1152-1 (106)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膳食設計實驗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5828325) 411.3034 4420 (102) 食營系、家政碩

蔡秀玲 實用公共衛生營養學 / 蔡秀玲等 (ISBN-9789863622185) 412 2668 (105) 食營系、家政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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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玲玲
養豬人的動物福利秘笈 = The pig welfare times / 羅玲玲文字, 照片, 策畫, 編

輯 ; 羅傳樵故事設計, 草圖 ; 彩虹軒設計整合行銷圖片繪製
947.41 6011 畜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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