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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1 1015 (101) 社福系 王, 雲東
社會硏究方法 : 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 = Social research metho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 王雲東著

547.07 1027   社福系 王，順民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540 1053 (103) 社福系 王振寰, 瞿海源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 Sociology and Taiwan / 王振寰, 瞿海源主編

547 5820 社福系
史金得摩 (Skidmore,
Rex Austin, 1914-)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8th ed. 中文;"社會工作槪論 / Rex A. Skidmore等原著."

547 1147 社福系
札斯特羅 (Zastrow,
Charle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中文;"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 [札斯特羅]Charles
Zastrow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張英陣,  彭淑華,  鄭麗珍譯"

541.7 4051 社福系 皮拉瑞 (Pillari, Vimala)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中文;"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Vimala Pillari著   洪貴
眞譯."

547.3 5244 (103) 社福系
托斯蘭 (Toseland,
Ronald W.)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 7th ed. 中文;"團體工作實務 / Ronald W. Toseland,
Robert F. Rivas著   莫藜藜譯"

547.3 5244 (107) 社福系
托斯蘭 (Toseland,
Ronald W.)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 8th ed. 中文;"團體工作實務 / Ronald W. Toseland,
Robert F. Rivas著   莫藜藜譯"

540 2540 社福系 朱, 力 社會學原理 / 朱力,蕭萍,翟進著.

541.75 44521
(102)

社福系
艾希費德 (Ashford, José
B.)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4th ed. 中文;"人類行
為與社會環境 / José B. Ashford, Craig W. LeCroy著   張宏哲等譯"

541.75 2157   社福系 何, 慧卿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

547 6035 (100) 社福系 呂寶靜 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 / 呂寶靜主編

549.1 4018 (103) 社福系 李, 瑞金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李瑞金等著

547 4043 (98) 社福系 李增祿 社會工作槪論 / 李增祿主編.

547 4442-2 (102) 社福系 林, 萬億, 1952- 當代社會工作 : 理論與方法 / 林萬億著

 540.11 5525 社福系 靑井, 和夫 社會學原理 / (日)靑井和夫著 ; 劉振

173.6 1055
(103) v.1  

社福系
夏費 (Shaffer, David R.,
1946-)

發展心理學 / David R. Shaffer, Katherine Kipp著 ; 林淑

540.11 3871 社福系 奚從淸,沈賡方 社會學原理 / 奚從淸,沈賡方編.

547.2 2882   社福系 徐, 錦峰. 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實務 / 徐錦

547 4984 社福系
馬丁 (Martin, Lawrence
L.)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human service programs. 中文;"社會服務方案績效的評量 : 方法
與技術 / [馬丁]Lawrence L. Martin,[凱特納]Peter M. Kettner原著   趙善如譯"

547 38127 社福系 高鑒國 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 =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高鑒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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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2 4444 (105) 社福系 莫, 藜藜 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實務 / 莫藜藜等合著 ; 許臨高主編

547.2 4444 社福系 莫, 藜藜. 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實務 / 莫藜藜等合著   許臨高主編

540.1 0756 社福系 郭, 靜晃 社會行為硏究法 =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 郭靜晃著

173.6 0756-2 社福系 郭, 靜晃 發展心理學 / 郭靜晃, 黃明發著

541.75 7562   社福系 陳, 思緯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 陳思緯編著

547.022 7562
(104)

社福系 陳, 思緯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 陳思緯編著

547 0031 (102) 社福系
凱特納 (Kettner, Peter
M., 1936-)

Designing and managing programs. 中文;"服務方案之設計與管理 / Peter M. Kettner, Robert M.
Moroney,Lawrence L. Martin著   高迪理譯"

547 2722 社福系
凱特納 (Kettner, Peter
M., 1936-)

Excellence in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E. 中文;"人群服務組織管理 / Kettner,
Peter M.著   孫健忠 賴兩陽 陳俊全譯"

198.547 8043
(100)

社福系 曾, 華源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槪論 / 曾華源等著

547 4434 (103) 社福系 黃, 源協 社會工作管理 = Social work management / 黃源協著

549.1 4434 (105) 社福系 黃, 源協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legislation / 黃源協, 蕭文高著

547 2716 (98) 社福系
瑞姆爾 (Reamer,
Frederic G., 1953-)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3rd ed. 中文;"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 / Frederic G. Reamer著   包
承恩,王永慈譯"

548 4402 (96) 社福系 萬, 育維 社會福利服務 : 理論與實踐 / 萬育維著

547 4402-2 社福系 萬, 育維. 社會工作槪論 : 理論與實務 / 萬育維編著.

547.3 1000 社福系
賈文 (Garvin, Charles
D.)

Contemporary group work. 中文;"社會團體工作 / Charles D. Garvin著   孫碧霞等譯."

547 4834 (99) 社福系
赫普渥斯 (Hepworth,
Dean H.)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 theory and skills, 8th ed. 中文;"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 理論與技巧 /
Dean H. Hepworth等著   胡慧嫈等譯."

540 4409 (103) 社福系 蔡, 文輝 社會學理論 = Sociological theories / 蔡文輝著

540 4409-4 社福系 蔡, 文輝. 社會學原理 / 蔡文輝等著   李敏華編輯.

547.2 0424 (95) 社福系 謝, 秀芬 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技巧 = Social casework : theory and skills / 謝秀芬作

 547.2 0424 (105)   社福系 謝, 秀芬 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技巧 = Social casework : theory and skills / 謝秀芬著

083.6 1011  E.184 社福系 邁基文 社會學原理 / 邁基文著 ; 張世文譯.

547 8853-1 (93) 社福系 簡, 春安. 社會工作硏究法 / 簡春安,鄒平儀合著.

 547.031 6030-2   社福系 羅賓 社會工作硏究法 / 亞倫.魯賓(Allen Rubin), 厄爾.貝比(Earl R. Babbie)著 ; 李政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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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031 6030 社福系 羅賓 (Rubin, Allen)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 中文;"社會工作硏究法 / Allen Rubin, Earl R. Babbie著   陳
若平,張祐綾等譯."

547.4 4469 (99) 社福系 蘇, 景輝 社區工作 : 理論與實務 = Community work / 蘇景輝著

312.974 6700 經濟系
SSE Big Data編輯委員
會

Silicon Stone國際認證 : Big Data Knowledge Today認證教科書 / SSE 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512.4 6700 經濟系
SSE Big Data編輯委員
會

Silicon Stone國際認證 : SAS Knowledge Today認證敎科書 / SSE 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510 6700 經濟系
Sse Data Analyst 編輯委
員會

Silicon Stone國際認證 : Data Power Today國際證照認證教科書 /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
會著

319.5 6700 經濟系
SSE Data Analyst 編輯委
員會

Silicon Stone國際認證 : Statistical Knowledge Today認證教科書 / SSE Data Analyst 編輯委員
會著

312.949E9 6700 經濟系
SSE Data Analyst 編輯委
員會

Silicon Stone國際認證 : Data Analysis using Excel認證教科書 /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563.022 8033 經濟系 余, 適安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 余適安編著

512.4 4023 經濟系 李, 德治 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 : 以IBM SPSS Statistics為範例 / 李德治, 梁德馨著

562.33 4423 經濟系 林, 崇漢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 林崇漢編著

563 3399   經濟系 梁, 榮輝. 全方位理財規劃 / 梁榮輝等作.

512.4 3324-1 經濟系 梁, 德馨
商業數據分析師認證 : 以資料分析暨導引系統為範例 / 梁德馨, 李德治, 臺灣析數資訊顧
問群著

563 7550   經濟系 陳, 忠慶. 一生的投資理財規劃 / 陳忠慶著.

563.23022 7574-1 經濟系 陳, 賢芬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 陳賢芬編著

495.022 4425 經濟系 黃, 卓盛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會計及財務分析 : 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 黃卓盛, 張翰星編著

512.4 4625 (102) 經濟系 楊, 維忠 SPSS統計分析與應用學習實務 / 楊維忠 , 張甜著

經濟系 葉, 俊佑  CFP全方位理財規劃 : 模擬試題解析 / 葉俊佑等編著

563.25 4381-1 經濟系
臺灣金融研訓院 編輯
委員會

外匯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563.3 4381-2 經濟系
臺灣金融硏訓院 編輯
委員會

信託原理與實務 / 臺灣金融硏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563.25 4381-1
(106)

經濟系
臺灣金融硏訓院 編輯
委員會

外匯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4

索書號 系所 作者 書名

563.3022 4480 經濟系 蕭, 善言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 蕭善言編著

563.5022 0953 經濟系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題庫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編]

561.2 2031 經濟系 信託業務總整理 /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主編

561.2 2035 經濟系 信託法規與稅制 /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主編

563.3 2071 經濟系 信託原理與實務 / 台灣金融硏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563.022 1655 經濟系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 余適安編

563.5022 09531 經濟系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試題彙編. 103年度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編

563.51 4206 (105) 經濟系 期貨交易法規. 105年版 / 中華民國證券曁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編]

563.53022 0953
(105)

經濟系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105年版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曁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編]

563.51022 0906
(105)

經濟系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5年版 /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編]

561.2 2035 (105) 經濟系 信託法規與稅制 / 臺灣金融硏訓院編輯委員會主編

561.2 2031 (105) 經濟系 信託業務總整理 / 臺灣金融硏訓院編輯委員會主編

 經濟系 投資理財規劃 / 李顯儀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