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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藏書：餐旅系 2004 年 6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錄號 索書號 

台灣老字號 C364294 673.25/1183/2004/ / 

企劃案管理實務：企劃案發想、撰寫到執

行的最完整指南 C364297 494.1/4363-01/ /2003 七刷/ 

企劃案撰寫實戰全書：企劃案的經典範例

全覽 C364296 494.1/4363/2003/ / 

經營企畫書完全手冊：關鍵問題／撰寫技

巧／參考範例 C364298 494.1/2040-101/2003/ / 

經營策略企劃全書：新事業與專案最佳實

務解析 C364295 494.1/4363-02/2004/ / 

 

六月份中文線上推薦圖書新進館藏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  名 索書號 

超博物館=Hyper-museum 069/2630/2003/ / 

我的天才噩夢：如何適應資優人生 175.2/9382/2004/ / 

就是要你學會創意 176.4/4438/2004/ / 

給壓力一個出口 176.54/8030/ /2003 

減輕壓力 51 妙招：生活減壓手冊 176.54/9020/ /2003 

孩子，人生沒有時間猶豫 177.2/8032/2004/ / 

14 歲開始的哲學：學習思考的第一本書 191/3466/2003/ / 

考什麼都 High Pass：教您各類考試得高分的 TOP

技法 21.1/7766/2004/ /  

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 228.3/1025/2003/ / 

衝突臨爆點：25 位名牧談教會衝突與調和 245.5/0040/2003/ / 

龍王信仰探祕 272.79/4422/2003/ / 

誰能在馬桶上拉小提琴？：怪盜草上飛奇聞錄 307.9/1100/2002/ / 

義大利麵與肉丸子：面積與周長的秘密 310.87/1061/v.1 2004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乘法的祕密 310.87/1061/v.2 2004 

貪心的三角形：多邊形的秘密 310.87/1061/v.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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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家的披風：幾何圖形的秘密 310.87/1061/v.4 2004 

國王的超級特派員：計算數量的秘密 310.87/1061/v.5 2004 

自訂 Excel 函數自己來 312.949E9/8021-01/20 

近代密碼學 312.976/5734/2003/ / 

生物化學精華：重點整理(附歷屆台大考古題) 361.4/4233/2003/ / 

生物化學考試指引 361.4022/0054/1998/ 

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概論：基因選殖及 DNA 分析 363.019/1730/2003/ / 

病毒學概論=Introduction to virology 369.74/4623/2001/ / 

生死一線間：論安樂死與死刑制度 412.6/2777/2003/ / 

生活智慧王=I've got a crazy ideal！ 420.26/5044/2003/ / 

生活智慧王=I've got a crazy ideal！ 420.26/5044/2003/ / 

水與綠網絡規劃：理論與實務：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landscape planning 435.7/0719/2003/ / 

眼睛‧忠僕‧朋友：導盲犬格雷夫的成長寫真繪本437.66/2510/2004/ / 

認識木建築= Wood architecure architectureen bois 
holzabu 441.553/7532/ /2004 

三民書局五十年 487.7/3795/2003/ / 

責任感病毒：如何克服最具殺傷力的職場傳染病 494.2/8070-1/2004/ / 

簡報聖經：美國高科技業必修的溝通學分 494.6/5444/2004/ / 

第 4 種全球化模式：臺灣必須發展自己的模式 494/0859-05/2000/ / 

世紀曙光：非營利事業管理 494/6441/2002/ / 

歷經過去，利菁未來：1 小時銷售 2 億的奇蹟 496.5/2244/2004/ / 

行銷學 496/8094/2002/ / 

沃爾瑪王朝：全球第一大企業成長傳奇 498.2/9770/2004/ / 

社會科學概說 500/9884/2003/ / 

圍牆上的孩子 529.6/0037-01/ /2003 

蠻子.漢人與羌族 536.2834/1061/2001/ 

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兩個研究 536.292/8729/2004/ / 

排灣族：巴里的紅眼睛：stories from the Paiwan tribe 539.529/1097/2003/ / 

魯凱族：多情的巴嫩姑娘：stories from the Rukai tribe 539.529/2757/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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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族：巴斯達隘傳說：Legends of the little people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Saisiat 539.529/3229/2003 

達悟族：飛魚之神=The flying fish spirit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Tao Tribe of orchid 539.529/4047/ /2003 

布農族：與月亮的約定：stories of the Bunun tribe 539.529/4412/2003/ / 

卑南族：神秘的月形石柱：stories from the Puyuma 

tribe 539.529/4447/2003/ / 

泰雅族：彩虹橋的審判：stories of the Atayal tribe 539.529/6042/ /2004 

鄒族：復仇的山豬=Revenge of the mountain boar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Tsou tribe 539.529/7041/ /2004 

阿美族：巨人阿里嘎該= Alikakay the giant child eater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Amis tribe 539.529/7194/2002/ / 

邵族：日月潭的長髮精怪：stories from the Thao Tribe 539.529/8853/2002/ / 

流行時尚 A to Z 541.85/4094/2003/ / 

時尚考：流行知識的歷史祕密=The serrets of fashion 541.8509/4052/2004/ 

做你愛做，而不是你該做的工作 542.7/7474/2004/ / 

面試無所畏：展現自信，從容應對，輕鬆贏得理想

工作 542.77/9380/2003/ / 

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Parents of lesbians and gays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544.751/4037/ /2004 

法律與犯罪心理學=Forensic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548.52/4462/2004/ / 

犯罪現場：李昌鈺刑事鑑定指導手冊 548.61/4068/2003/ / 

共產主義簡史：從血堆裡建立起來的理想國 549.309/1474/2004/ / 

亞當史密斯與嚴復：<<國富論>>與中國 550.1842/5710/2002/ 

關鍵十年：掌握未來新商業趨勢 551.98/2440/2004/ / 

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 552.1/6470/2004/ / 

全球政治經濟 552.1/6470-01/2004/ 

科技人的法律保護 555.4/4414/2003/ / 

新泡沫經濟：日本銀行的崩潰與曙光 561.931/3464/2003/ / 

鄭弘儀教你投資致富 563.5/8712/2003/ / 

全球化、政治與權力：政治社會學的分析 570.15/8020-01/2004/ 

當代政治研究：方法與理論探微 570.31/4081/2003/ / 

朱熹的歷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570.925/8046/2003/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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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歷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570.925/8046/2003/v.2 

從落葉歸根到落地生根：美國華人社會史論文集 577.25207/7551/2003/ 

南宋地方武力：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力的探討 590.92052/4432/2002/ 

口述歷史 601.6/0024/2003/ / 

結網二編 617/7744/2003/ / 

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論文集 625.1007/4432-01/200 

一中帝國大夢 628.7/3470-01/2004/ 

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 644.84/1033/2003/ / 

現代西洋外交史：兩次世界大戰時期 740.4/4635/2003/ / 

守望和諧：探尋古埃及文明 761.3/0134/ /2004 

語言學新引 800/5754/2003/ / 

愈忙愈要學英文 Email：風行 500大企業的 Leximodel

字串學習法 805.179/1765/2004/ / 

躺著學英文 805.18/5330/2003/v.2 

躺著學英文 805.18/5330/2003/v.3 

成寒英語有聲書 805.18/5330-01/2003/ 

成寒英語有聲書 805.18/5330-01/2004/ 

成寒英語有聲書 805.18/5330-01/2004/ 

TOEIC 多益字彙本領書：英語認證測驗標準版

=TOEIC powerprep essential vocabulary 805.189/4434/2003/ / 

TOEIC 多益題庫本領書：英語認證測驗標準版

=TOEIC power tests 805.189/5440/ /2003 

TOEIC 多益聽力本領書：英語認證測驗標準版

=TOEIC power listening 805.189/5705/ /2004 

TOEIC 多益文法本領書：英語認證測驗標準版=Test 

of TOE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805.1894/1005/ /2004 

TOEIC 多益閱讀本領書：英語認證測驗標準版 805.1894/1072/2004/ 

文學理論=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aiwan: 

literary theory 812.07/8811/ /1999 

女人的時間 813.7/5054/2001/ / 

文學現象=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aiwan 

trends & topographics of rocent Taiwanese writing 820.9/4492/ /2000 

新詩批評=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aiwan: 821.88/1744/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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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ry 

散文批評=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aiwan 

reportage & the essay 825/2133/ /1998 二刷/ 

小說批評=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aiwan: 

the novel 827/8764-02/ /1998 

永無止盡的懷抱 855/1194-104/2004/ / 

開拓生命的寬度 855/2644-207/2004/ / 

20.30.40 something 855/4033-2/2004/ / 

希臘：一個把全世界藍色都用光的地方 855/4072-102/2004/ / 

海德堡之吻 855/8744/ /2003 

青春的偷竊歲月 857.61/2603/2003/ / 

當魔鬼談戀愛=When devil fails in love 857.7/3710-04/2004/ 

你轉身，我下樓 857.7/5892-01/2003/ 

三百字故事 859.6/1012-01/ /v.1 

三百字故事 859.6/1012-01/ /v.2 

三百字故事 859.6/1012-01/ /v.3 

三個為什麼‧八個原來如此 859.6/1031-02/2003/ 

美好的一天 859.6/3424/2003/ / 

豐子愷童話集 859.6/4403/ /2003 

打瞌睡的房子 859.6/5005/2003/ /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859.6/5771/ /2002 

女性死囚的殺人獨白 86.669/3120/2001/  

伊勢物語 861.5412/4407/ /2001 

陰陽師：飛天卷 861.57/4444-1/ /v.2 

世界上最美麗的村子 861.59/9045/ /2004 

春去春又來 862.57/8042/2004/ / 

狐狸不祥 873.57/5084-05/2003/ 

暗夜盟友 873.57/9030-04/2004/ 

牛奶盒上的那張照片 874.57/2021/ /v.2 20 

牛奶盒上的那張照片 874.57/2021/ /v.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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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之翼 874.57/3070-2/2003/ 

穿著 Prada 的惡魔 874.57/5470-2/2004/ 

希望在這裡 874.59/1040/2004/ / 

其實我不想說 874.59/5040/2003/ / 

蕾絲新生活寶典：拉子五兄弟大公開 874.6/5471/2002/ / 

香水 875.57/9219/ /2004 

愛的郵差，保羅 875.57/9284/2003/ / 

出賣笑容的孩子 875.59/2740/2003/ / 

孩子的冬天 875.59/3790/2003/ / 

巴爾札克與小裁縫 876.57/9430/ /2004 

海上鋼琴師 877.57/1007-02/2004/ 

波多里諾 877.57/4258-02/2004/ 

愛的十一分鐘 885.7157/2010-05 

當代新聞報導 895/1015/ /2003 

探索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 899.52/9284/ /2001 

藍染植物染：DIY 活用百科 966.6/7544/ /2004 

巴黎電影院=Paris cinema 987.942/4291/2004/ / 

 

2004 年 6 月流通量統計表--人次統計 

資訊組  張菊芬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教學用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6 月 1 日 308 385 0 95 34 35 857 

6 月 2 日 329 431 0 84 44 36 924 

6 月 3 日 330 435 0 112 40 13 930 

6 月 4 日 315 370 0 82 36 26 829 

6 月 5 日 157 128 0 38 20 22 365 

6 月 6 日 126 134 0 61 19 4 344 

6 月 7 日 320 492 0 128 52 27 1019 

6 月 8 日 311 431 0 60 30 16 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