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 出版品編號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單位 出版年

文創 P20090324037 藝術國寶大發現 9867044274 通鑑文化編輯部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090324048 學前創意運筆 9789864133611 人類文化編輯部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文創 P20091215717 陳智永草書千字文 9789867678621 李郁周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07

文創 P20090620507 俄羅斯美術隨筆 9867416384 高莽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100425018 掌握數位學習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9789867321923 拓墣產業研究所拓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文創 P20091207201 學校建築--規劃設計與工程發包9575557352 林逸青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5

文創 P20091207245 音樂的教育功能 9789575557737 曾焜宗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6

文創 P20091207246 用音樂點亮生命 9789575557744 曾焜宗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6

文創 P20100422003 政府數位出版資源管理之研究1009404666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5

文創 P20100425051 國家檔案數位化影像品質之研究1009305531 檔案管理局檔案管理局 2004

文創 P20100425049 臺中市創新數位化教材甄選作品集1009502238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 2006

文創 P20100425039 2006文化創意產業工藝人才培訓成果專輯1009503844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2006

文創 P20090219096 山水畫技巧．樹(革新版) 9789866880346 葉進康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文創 P20090325395 圖解野外求生寶典 9789866966194 梶原玲、成田式部漢宇國際文化出版2006

文創 P20090325466 居家空間：阻隔牆＆燈光＆色彩設計986696650x 金版 漢宇國際文化出版2007

文創 P20090227028 躍動的音符-浪漫的古典樂史9867348052 聶禕 中經社 2005

文創 P20090330331 引爆創意與記憶 9576964377 莊淇銘 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7

文創 P20090330035 消失的阿房宮-人類建築未解之謎9789867448699 王怡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090227025 中國文字與篆刻藝術 9576687705 陳星平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文創 P20090302058 動手做打孔造型.卡片篇 9570359552 彭蓮瑛 教育之友 2005

文創 P20090302062 紙雕造型入門 957035934X 龍華穎 教育之友 2005

文創 P20091029014 你不可不知道的300幅浪漫愛情畫9867101189 劉綺文 佳赫文化行銷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0903281529 從古典到後現代:桂冠建築師與世界經典建築9789866620065 夏紓 高談文化 2008

文創 P200903281536 圖解西洋史 9789868420878 胡燕欣 高談文化 2008

文創 P20090525292 古典音樂便利貼 9867101146 許麗雯 高談文化 2007

文創 P20090525295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協奏曲及其故事9867542894 劉綺文 高談文化 2005

文創 P20090525296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鋼琴曲與器樂曲986754286X 劉綺文 高談文化 2005

文創 P200903281789 傑出科學圖畫書插畫家 9574740463 鄭明進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文創 P20090328615 關於音樂學的100個故事 9789576596513 郭瑜潁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

文創 P20090302008 鋁罐藝術輕鬆學 986820352X 許木榮 紅蕃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090219196 一次讀完10位音樂大師經典講義9867841670 王星凡 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文創 P200904031232 100個最有創意的行銷故事9867841859 陳書凱 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文創 P200904031180 素描新技 8 ——基礎鉛筆畫9579045534 木村秀治、田中豐美、福岡毅藝術圖書公司 2005

文創 P200904031222 篆刻入門 9576723671 莊伯和 藝術圖書公司 2005

文創 P20090403969 水彩靜物畫 957672046X 郭明福 藝術圖書公司 2007

文創 P20090403998 印象派繪畫 957672144X 劉振源 藝術圖書公司 2005

文創 P20091215222 安徒生童話漫畫繪本1 9570828129 孫家裕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文創 P20091215223 安徒生童話漫畫繪本2 9570828137 孫家裕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文創 P20091215224 安徒生童話漫畫繪本3 9570828145 孫家裕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文創 P20090227402 烘焙DIY麵糰工藝 9572991450 戴淑貞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文創 P20090813068 藝術概論 9789866788451 曾肅良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文創 P20090525276 表演藝術教材教法 957702887X 廖順約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090219003 中國吉祥圖案 9789577104755 天津楊柳青畫社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2006

文創 P20091208125 玩創意,搞創業 9867351207 林慶昭 出色文化事業出版社2005

文創 P20091106014 窮忙族大翻身-你也可以躋身享壽族的201個創意思考9789868387645 李剛 好言色 2007

文創 P20091027707 中國陶瓷史(上冊) 9575750853 HUS編輯群 藝達康科技事業有限公司2005

文創 P20091214048 DACH 2007數位科技運用於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9789860081893 William J. Mitchell藝達康科技事業有限公司2007

文創 P20091215716 陳智永楷書千字文 9579532435 李郁周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07

新文創 P20100425426 隨身影音與電視遊戲打造精彩數位娛樂9789866626241 拓墣產業研究所拓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

新文創 P20100505129 數位廣播多媒體應用 9789572158425 蔡文彬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新文創 P20100505136 創意思考訓練 9789572170809 周卓明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



新文創 P20090227132 歌仔戲表演型態研究 9578015038 林茂賢 前衛出版社 2006

新文創 P200911261864 10堂英語創意教案 9789861845104 唐睿謙著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新文創 P200911261874 中國音樂美學 9789576687938 劉藍著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新文創 P200903281542 宮殿魅影──埋藏在華麗宮殿裡的美麗與哀愁9789866620201 王波 高談文化 2008

新文創 P20090623001 行銷大智慧 9789867307767 劉雲志 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新文創 P20090909051 地球超市eBay 9789866845963 約翰‧朱勒斯(John Jules)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新文創 P200912021536 世界最簡單的創意行銷 9789866498206 高偉皓 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新文創 P200912021545 世界最經典的廣告創意 9789866498336 周紹賢 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新文創 P20100429001 商道 9789866498756 謝洪波 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新文創 P20091015002 加拿大媒體大亨 9789868412750 劉祥亞 出色文化事業出版社2008

新文創 P20090227492 NOKIA-來自北歐的冰藍傳奇9789868301337 劉祥亞 好優文化 2008

新文創 P20090227495 三星:韓國經濟奇蹟的推手 9789868412798 劉祥亞 好優文化 2008

新文創 P20090814011 Google:全球最大的數位行銷戰場9789868412736 劉祥亞 好優文化 2008

新文創 P20091027708 建築環境設備 9789868239500 胡氏圖書 藝達康科技事業有限公司2006



中國圖書

分類法分

類號

學科分類 書籍分類

797 文物考古 育

947.41 繪畫、書法青少年叢書

943.5 繪畫、書法

909.48 藝術總論 收藏

484 商業；各種營業人文社科

527.5 教育

910.11 音樂 人文社科

910.7 音樂 人文社科

23.8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政府出版品

28.9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政府出版品

523.3 教育 中國文學

960 應用美術 政府出版品

944.4 繪畫、書法畫冊

992.78 遊藝及休閒活動

422.2 家政

910.9 音樂 音樂

176.33 心理學 育

718.4 世界史地 中國文學

931 雕塑 人文社科

999 遊藝及休閒活動樂

972 技藝 樂

947.5 繪畫、書法育

923.8 建築藝術 畫冊

740.1 歐洲史地

910.99 音樂 音樂

912.39 音樂 育

910.13 音樂 育

947.45 繪畫、書法畫冊

910 音樂

999 遊藝及休閒活動樂

910.99 音樂 育

496.5 商學；經營學金

865.757 東方文學 畫冊

947.31 繪畫、書法工具書

790.74 文物考古 畫冊

909.942 藝術總論 畫冊

947.41 繪畫、書法青少年叢書

947.41 繪畫、書法青少年叢書

947.41 繪畫、書法青少年叢書

999 遊藝及休閒活動樂

900 藝術總論 人文社科

523.37 教育 人文社科

961.2 應用美術

494.1 商學；經營學金

177.2 心理學 育

796.6092 文物考古

541.2707 社會學 人文社科

943.5 繪畫、書法

484 商業；各種營業人文社科

448.86029 工程 自然應用

176.4 心理學 人文社科



982.57 戲劇 表演

523.318 教育 工具書

910.11 音樂 音樂

724 海洋志 設計

496.5 商學；經營學金

498.96 商學；經營學金

496.5 商學；經營學金

497.2 商學；經營學樂

494 商學；經營學育

490.9953 商學；經營學金

484.6 商業；各種營業傳記

484.5 商業；各種營業金

484.67 商業；各種營業金

441.6 工程 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