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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風潮持續在臺灣延燒，根據教育部體育署 2014 年的「運動城市調查」顯示，民眾平

時有運動的人口達 82.4％，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從 2006 年的 18.8％，到 2014 年成長至 33％，

每週運動次數平均 3.81 次，呈現穩定上揚的趨勢。

2014年全臺路跑活動高達約430場，馬拉松賽事也有近百場，以及延續近年的單車風潮，

這類「耐力型運動（endurance sports）」成為熱門首選。調查顯示，國內民眾參與運動的

消費支出為 282 億元，購買運動裝備等為 592 億元，兩者加總近 900 億元，占國內運動消費

支出近八成，顯見運動參與所衍生的消費市場之龐大商機。本文藉由介紹民眾喜愛的運動項

目及運動現況，進而了解臺灣運動島活力能量，讓健康城市動起來！

華都編輯部整理健康城市動起來

運動島：健康城市動起來

觀光學域（觀光總論、餐旅、休閒、運動）

幼兒教保、通識教育、社工高齡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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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運動政策白皮書》的頒布等，對運動產業

的整體發展都有所助益。

以運動彩券發行為例，2014年創下歷史
新高的 240億元銷售額，總銷售超過 1千億
元，而 2014年盈餘分配至體育署有 91億元。

增設運動設施

1. 國民運動中心：「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畫」

預計共興建 32座國民運動中心，現陸續啟
用中。根據教育部體育署調查資料顯示，

每座運動中心每月使用約達 5～ 7萬人次
（雙北），並且因國民運動中心的成立，

帶動了國內場館營運人才的需求。

2.YouBike 微笑單車：2015年 3月使用突破
4千萬人次，成為民眾的交通休閒熱門新
選擇，並且吸引國內外遊客騎乘體驗，感

受臺灣在地特色。

「高齡化」與「年齡分眾」
銀髮樂活動起來

臺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高齡者的健康

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國民運動中心的「公益

時段」提供年滿 65歲以上市民或身心障礙者

運動項目排行榜

民眾最常從事的運動類型前三名為

「戶外休閒運動（80.4％）」、「球類運動
（20.6％）」、「伸展運動和舞蹈（12.0％）」，
運動項目排名則為：「散步／走路」、「慢

跑」、「騎腳踏車」、「籃球」等。

運動現況與影響

運動政策與設施
運動相關政策

2008年開始發行的運動彩券，2011年
公布《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及 2013年《體

可免費使用部分運動設施，據體育署調查資

料，公益時段每座每月使用約達 6千 6百人
次，希望藉此提供高齡者及特殊族群的運動

好去處。2014年的「運動城市調查」顯示每
週平均運動次數最多的為 70歲以上（5.91次
／週），其次是 65～ 69歲（5.37次／週），
足見高齡者的運動需求。

在高齡者的體適能指導上，包括臺北市

政府體育局推出「臺北市樂齡運動指導員」，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主辦「樂齡體適能

指導員證照培訓檢定」等；市面專書出版如

《高齡者的運動與全人健康》、《高齡及特

殊族群之運動處方》、《老年人功能性體適

能》等，藉由培育高齡者體適能指導員，讓

高齡者了解運動的方式，進一步身體力行，

獲得全人健康生活。

世代與運動需求

若以年齡為基礎，可將人口分為嬰兒

潮世代（Baby Boomers，約出生於 1946～
1964年）、X世代（Generation X，約出生
於 1965 ～ 1980 年 ）、Y 世 代（Generation 
Y，又稱千禧世代，約出生於 1981～ 1990
年）、吞世代（Tweens，約出生於 1990～
1996年），上述不同世代因為其生長的時代
背景不同或本身的生理發展，將直接影響他

們的價值觀與消費方式。

女性運動市場崛起

2014年的「運動城市調查」顯示，女性
每週平均運動 3.86次，男性則是 3.76次，女
性規律運動人口持續穩定增加中。因著這股

崛起的女力，許多運動相關產業紛紛投入女

性運動市場的經營。例如知名運動品牌近年

在臺北舉辦女性路跑（Lady's Running），今
年更進一步移師南臺灣高雄開跑；運動用品

同樣注意到女性市場，紛紛推出女性專屬設

計，如自行車大廠打造「Liv」女性專業時尚
自行車品牌。 

「打造運動島計畫」目的希望促進民眾

自發性運動，以及能多參與團體型運動，以

「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的理念，達到「運

動島」願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現在就動

起來，找到您專屬的運動生活！

資料來源

教育部體育署（2015，5 月 14 日）•國民運動中心
是不分族群 喜好運動者的好去處 • 取自 http://www.
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88&Page=27414
臺北市立大學（2014）•中華民國 103 年運動城市調
查•教育部體育署委託調查•臺北市：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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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散步∕走路 42.7 6 健走 8.6

2 慢跑 25.7 7 游泳 7.2

3 騎腳踏車 14.4 8 伸展操 4.9

4 籃球 13.4 9 羽球 4.8

5 爬山 9.9 10 瑜珈 2.9

運動島：

華杏出版機構搬家嘍

本機構總管理處及臺北門市，已遷移至臺北市

內湖區，新址及電話如下所示。

地　 址：11493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72 號 5 樓
                 （愛丁堡科技中心）
電　 話：（02）2797-5050
EMAIL： fars@ms6.hinet.net

規模更大，
服務更好！

擴大
營業

歡迎舊雨新知，繼續支持！

卡巴迪（Kabaddi）一開始是印度一種傳統追逐捉人遊
戲，類似「老鷹捉小雞」的比賽方式，而後推廣到亞洲其他

國家。「卡巴迪」在印度語的意思是「屏住呼吸」，最初是

用來作為進攻及防守的練習。

卡巴迪在 1982年被列為亞洲運動會（簡稱亞運）的表
演項目，到 1990年時，卡巴迪被列為第 11屆北京亞運的正
式比賽項目，印度於 2004年舉辦首屆卡巴迪世界盃，現在
卡巴迪已經發展到亞洲國家。臺灣在 2008年成立「中華民
國卡巴迪運動協會」，並有卡巴迪總統盃、全國會長盃比賽，

以及訓練營及講習會，藉以推廣卡巴迪運動。

卡比迪比賽場地長 13公尺，寬 10公尺，以中線分為兩
個半場，含攔截線與得分線，兩個隊伍各占一邊，雙方輪流

派出一名「襲擊者」到對方半場進攻，當「襲擊者」進入對

方半場時，必須持續喊「卡巴迪」，若越過得分線後，要立

刻返回自身隊伍所屬半場，而守方則要捉住襲擊者。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 http://www.ctkf.com.tw

聖誕節甜點

在以天主教或基督教為主的歐洲及北

美國家，會製作不同特色的聖誕節甜點，

例如義大利會用糖漬果乾、奶油製作聖誕

水果麵包（Panettone）；法國的聖誕木柴
蛋糕（Bûche de Noël）如樹幹狀外形，像
是瑞士捲，也逐漸在

其他國家流行。

法國的聖誕木柴蛋糕

資料來源

陳 玉 箴（2015）•
飲食與宗教，飲食
文化（49 頁）• 臺
北市：華都。

每年的 1月 6日為天主教與基督教的
重要節日「主顯節（Epiphany）」，目的
是紀念及慶祝主耶穌基督在降生為人後首

次向外邦人顯露（指東方三賢士）。在歐

美國家，主顯節多會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國

王蛋糕（king cake），法國人則吃國王派
（Galette des Rois）。在國王蛋糕中會藏一
顆蠶豆，國王派中則是一個小瓷偶，誰吃

到就會戴上紙皇冠，成為當天的國王，並

擁有整年的幸運。

吃國王蛋糕歡度
「主顯節」

Steph Gray ＠ flickr,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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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ha 2006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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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Jan Stankus為
資深美國旅遊作家，集

結個人與民宿相關人士

經驗與建議完成本書。

中文二版呈現美國民宿

經營經驗，以大量照片

輔助說明；同時新增專

欄，補充臺灣相關規定

與資訊，適合初學者或

相關科系學生建立概

念，或新手民宿主人檢

視自己的實務準備度。

　　本書分兩大篇，第

一篇從休閒產業之現況

與未來談起；第二篇收

錄休閒產業的案例分

析，可提供教師上課分

析教材，也可供讀者寫

作分析報告之參考。讓

您讀完本書就明瞭「休

閒產業分析」，且能產

生獨特的見解，是您不

可錯過的實用書籍。

　　本書作者擁有資深

的業界實務經驗，以詳
細的文字與豐富的圖表
描述經營管理專業，符
合主題樂園的實務應
用，讓讀者深入了解管
理上的專業性，並可一
窺業者經營的奧祕。內
容舉例諸多國內與國外
重要的主題樂園進行說
明，達到務實致用的目
的，也增添內容的活潑
性。

　　本書結合體驗教育

的理論與實務，期能協
助讀者在進入體驗教育
的課程領域時，可以建
立應具備的基本知識和
觀念、了解工作內容和
引導技巧，以及在課程
中遇到特殊狀況時該如
何處理，提供活動的操
作方式等內容。改版新
增「課程設計篇」，以
利讀者學習如何設計及
規劃課程。

Jan Stankus著／陳信泰等譯
華都／平裝／ 18開／ 372頁／ NT$450 

林志鈞、吳淑女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55頁／ NT$450 

吳滿財、鍾任榮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3頁／彩色／NT$530

郭託有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403頁／NT$500

　　本書從農企業的觀
點介紹休閒農場的經營
環境、目標、策略及規
劃，進而針對農場各管
理層面進行探討，提供
臺灣休閒農場經營者參
考借鑑。本書以個案研
究協助讀者對休閒農場
經營管理的理解。適合
作為觀光休閒、農業等
相關科系使用，亦適合
為休閒農業推廣教育手
冊。

　　全書四大主軸：①

基礎概念；②觀光資源

之類型；③休閒資訊與

傳播；④總體休閒。改

版新增「會展旅遊」；

全新改寫「森林遊樂」；

加入更為詳盡之內容，

包括：休閒定義與內涵、

休閒資源的發展脈絡、

休閒活動分類、抽樣方

法、地質公園、運動休

閒政策等。

　　改版更新近年的

研究文獻，並增加理

論與個案說明，以利

讀者能更快融入於實

務情境中。除具備消

費者行為相關理論基

礎外，力求從休閒的

實務觀點進行舉例；

NEWS小專欄配合主
題與時事新知相呼應；

輔以個案與照片來加

強讀者之理解與應用。

　　改版重點：根據農

委會 2013 ～ 2016 年中
程施政計畫所衍生修訂

之法規及相關內容，包

括《休閒農業輔導管理

辦法》；體驗農業部分，

包含《漁業法》、《娛

樂漁業管理辦法》及其

相關子法也有更易；更

新全書數據、增補新知，

例如：休閒農場發展紀

事、休閒農場申請籌設

流程等。

段兆麟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432頁／彩色 /NT$550

楊建夫 等著
華都／平裝／ 16開／ 490頁／ NT$550

張孝銘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50頁／ NT$420

段兆麟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416頁／彩色／ NT$550

　　本書貼紮分為〈下

肢篇〉、〈腰背篇〉、
〈上肢篇〉，計 69個
常見運動傷害，因應傷
害階段分為：急性期、
治療期（矯正期）、恢
復期貼紮，共有 151個
貼紮方法。內容先說明
傷害成因及症狀等，搭
配傷害位置示意圖、傷
處描繪，採圖文對應的
方式呈現貼紮步驟，並
標註處理目標與貼布作
用，一目了然。

　　本書作者擁有豐富
的教學與實務經驗，改

版內容包括：①更新各

大型賽會最新資訊；②

「奧運剪影」新增 2008
年北京奧運與 2012年
倫敦奧運之超級比一

比；③依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

書」更新相關組織層級；

④新增「延伸閱讀」提

供讀者進一步研究的方

向。

　　本書內容兼具餐
飲衛生與安全相關理

論及實務工作，包括

相關法規及最新資訊，

內文配合圖、表及照

片，提供餐飲相關科

系學生專業課程教材，

亦為餐飲業者了解餐

飲衛生的重要性及如

何提升餐飲品質之重

要參考資料，也是準

備食品技師國家考試

的最佳工具書。

      新版除更新現況外，
並新增圖照逾 200幅。
本書就各種飲料（六大

基酒、啤酒、葡萄酒、

咖啡、茶）源起、製作

及種類等深入介紹；對

酒吧類型與吧檯的建構、

混合飲料的調製、葡萄

酒的服侍、飲料與健康

及酒稅等與飲料相關議

題，亦以圖文配合簡要

的探討。

駱明瑤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449頁／彩色／ NT$600

葉公鼎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504頁／ NT$600

傅安弘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508頁／ NT$500

陳文聰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493頁／單 +彩／NT$600

本書榮獲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專書審查評定為
「傑出專書」！

　　作者以多年的教學

研究經驗，配合個人的
運動心得與建議，讓運
動處方不僅易懂，更能
融入生活成為身體力行
的良藥，是您不可錯過
的體適能與運動全方位
指南。

　　改版新增及更新多

幅圖、照片，加深您對

運動傷害之生理分析與

復健動作的印象。
　　傷害防護與健康管

理篇〈第 8章：貼紮技
術與應用〉說明常見運

動傷害部位貼紮技術應

用，特別以彩色呈現，

突顯步驟順序與貼布位

置。

          兩位作者擁有豐
富的餐飲教學與業界

經驗，以淺顯易讀的

敘述方式說明餐飲服

務的內涵與實務。內

文穿插小專欄、案例

討論，如神祕客評比、

訂位漏接等。本書是

餐飲、餐旅相關科系，

及餐飲業從業人員不

可錯過的服務指南。

　　公關是公共關係的
簡稱，以「人」為主軸，

強調溝通力與協調力。

本書介紹 360度品牌傳
播觀念，餐旅業公關組

織、人才特質和能力，

事件行銷，品牌建立，

媒體、新聞稿和專題寫

作、危機處理、企業贊

助和異業結盟等。穿插

案例介紹和分析，實為

不可錯過的實務教科

書。

方進隆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92頁／ NT$450

駱明瑤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07頁／單＋彩／NT$420

何珮芸、蔡念育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4頁／ NT$450

江惠頌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12頁／ NT$380

　　立即上手，世界帶

著走！國內第一本 QGIS
實作範例專書。配合圖解

步驟，按部就班呈現視覺

化的本土地理資訊。選用

生活化的主題，讀者依循

內容與章末學習焦點習題

操作，定能輕鬆領略上

手；同時創造獨一無二的

旅遊規劃及遊程紀錄，並

利用網路連結、社群網站

與親朋好友分享。

　　本書改版包括：更
新法規現況，如《運動
產業發展條例》、《運
動彩券發行條例》，以
及統計數據，以期貼近
運動休閒管理實務；配
合時事舉述，如 2009
高雄世界運動會、2009
臺北聽障奧運等案例，
新增「曾雅妮―― 臺灣
之光新典範」、「林書
豪旋風」等專欄，使理
論與實務融合。

　　　以第七版「國人膳

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DRIs）」為修訂依據。
新增酵素變性糊精、葉
綠素分解反應流程、咖
啡沖泡器具與使用方
法；更新每日飲食指南、
國民飲食指標、市售包
裝食品營養標示方式及
規範、HACCP制度等。
結合法規及作業規範，
讓讀者了解食品加工產
業趨勢，與食品對於生
活的重要性。

　　 本書共 12章：第 1～
4章屬主題式說明，首先
介紹飲食文化的影響要
素，探索飲食文化重要
面；第 5～ 10章帶領讀
者遨遊臺灣、中國與東
北亞、東南亞與南亞、
歐洲、北美與拉丁美洲、
非洲、紐澳與大洋洲的
飲食文化；最後兩章與
您一同關心人類飲食文
化的過去及未來。

謝惠紅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242頁／ NT$400

高俊雄 編著
華都／精裝／ 18開／ 506頁／ NT$600 

程修和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280頁／ NT$350

陳玉箴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8頁／單 +彩／ NT$500

　　本書結合臺灣與國際

趨勢現況討論，包括休閒

潛水、海洋休閒牧場、島

嶼觀光、國內外灣岸城市

觀光、臺灣海域常見遊憩

活動等，是聚焦於海洋觀

光各面向的觀光總論書

籍，適合海洋休憩相關領

域之課程教學使用，亦可

提供對海洋觀光有興趣的

讀者作為入門研讀之參

考。

       全書結合理論與專

業層面，佐以國內外數

據、案例，協助讀者深

入學習，拓展國際化之

視野。本書採統整性的

介紹，從觀光產業的整

體運作、觀光企業組經

營、人力的教育訓練、

創業能力到法規政策影

等內容，針對重要觀光

人力資源議題做詳細地

探討。

　　本次改版針對餐旅

財務管理的趨勢進行全

書增修，包括債券投資

與風險、股票價值估

算、營運資金的管理，

逐一介紹說明。以學

生、餐旅企業管理者、

投資人的不同角度，進

行各章論述與範例設

計；章末的問題與討

　　國內第一本由公共

關係、飯店管理之角度，

探討飯店公關人員如何

進行飯店公共關係管理

之書籍，內容包括：飯

店公關功能和角色、公

關人才條件、新聞稿撰

寫與執行、公關與傳播

媒體關係、公關活動、

顧客關係、飯店品牌形

象，以及危機處理等，

佐以實際案例，甚具參

考價值。

吳重坤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86頁／ NT$450

劉怡君、劉修祥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29頁／ NT$400

彭綉珠、陳錚中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5頁／ NT$420

羅尹希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214頁／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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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分為四篇：
①社會個案工作概述：

為引導介紹；②社會

個案工作服務過程：

本書核心；③社會個

案工作專業助人服務

技巧：會談、紀錄等

主題；④社會個案工

作相關議題：包含災

變社會個案工作、多

元文化社會個案工作。

　　全書分為四篇：①
總論：職場社會工作的

概念介紹；②員工協助

方案實務：本書核心，

使讀者認識員工協助方

案（EAPs）的分類與內
容；③未來展望；④服

務實例：真實職場應用

員工協助方案的實例分

析。

　　本書介紹失智症
的照護沿革與現況、

類型與病程、精神行

為症狀、篩檢與認知

評估、照護模式與原

則、藥物及非藥物治

療、飲食營養照護、

生活促進及治療性環

境規劃、溝通技巧、

社會資源與安寧療

護。

 

　　透過作者群豐富

的學識及多年的教學

經驗，集結其專業知

識與理論於一書，全

書條理清晰、用字精

簡，下筆深入淺出，

期望能使讀者更容易

了解老人福利的內

涵。

吳鄭善明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48頁／ NT$400

方隆彰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0頁／ NT$450

傅中玲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74頁／ NT$450

李佳儒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400頁／ NT$450  

　　本書分為四篇：
①社會工作倫理與價

值；②助人專業與國

內外社工倫理守則；  
③實務社會工作中常

見倫理難題；④社工

推行倫理的審議機制、

教育與展望。搭配社

工處遇中常見案例，

附過程說明與思考方

向，助於讀者理解社

會工作倫理。

　　本書共 15章，分
為：①精神醫療社會工

作的歷史、政策及國內

外之發展；②精神疾病

相關知識、精神醫療社

工師的角色，以及心理

社會評估；③關於精神

醫療社會工作的介入理

論與實務的介紹。

本書榮獲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專書審查評定
為「卓越專書」！

　　本書內容旨在

破除高齡者運動的種
種迷思，提升運動風
氣，讓運動生活化；
各項體適能訓練的實
例以方便簡單從事為
介紹，全書逾 200幅
圖照，希望激發高齡
者與指導員的動力與
創意。 

　　全書分為三部
分：首先教導讀者帶

領高齡者運動時的教

學技巧及原則，再提

供增加高齡者體適能

的運動處方、特殊族

群之運動處方。附錄

則為精美的全彩印

刷，透過詳細的圖文

解說，讓您更快了解

如何執行高齡者的運

動訓練。 

秦燕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42頁／ NT$400

韓青蓉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86頁／ NT$420

方進隆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422頁／ NT$500 

李淑芳 等著／李淑芳、王秀華 總校
華都／平裝／ 18開／ 456頁／單 +彩／ NT$550 

　　本書從變遷的

源頭：人類開始，繼

而介紹地球的古氣

候與文明變遷、地貌

變遷、水和空氣變

遷，並論述國際間常

使用的變遷情境，探

討未來百年可能的

氣候變遷模式。

　　本書以「自主‧

平 等 ‧ 尊 重 ‧ 關

懷‧慈愛」為核心，

分為四篇，共 15章，
包括死亡面對、死亡

處理、生命關懷與成

長等多元議題。每章

以故事為引言，內文

專欄豐富活潑，結合

時事、生活經驗，引

導思考與討論。

　　本書邀集各方在
心理諮商上學有專精

的學校教師及心理諮

商師，就當代重要的

心理諮商／治療方法

做介紹，適合初學習

心理諮商之幼保、護

理及健康照護等科系

學生使用。

　　本書新版新增有關

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疾

患之介紹，以及探討壓

力與健康、疾病的關

係，使「壓力與健康」

此章節內容更趨；並依

據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

的「精神疾病診斷準則

手 冊 第 五 版（DSM-
5）」，更新各個異常
行為的診斷準則。

柳中明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4頁／單＋彩／NT$420

郭慧娟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402頁／ NT$450

沈湘縈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77頁／ NT$450

劉若蘭、藍茜茹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10頁／ NT$350

　　文字淺顯、資料

最新，搭配三百多幅

精美彩照輔助說明，

除了當作海洋相關

領域教學課程之良

好教材，亦可做為海

洋科學及海洋保育

入門書籍，同時也是

自修研習、參加相關

考試及海洋教育推

廣工作之重要參考

著作。

　　本書從環境教育
談起，止於永續發展

理念的介紹與追求，

涵蓋各領域重要概念：

生態學基本原理的介

紹、各類環境問題與

天然災害、節約能源、

能源與未來能源、臺

灣環境現況與政策、

自然資源、生物多樣

性、環境倫理、環境

保護運動等。 

　　本書以最新的醫

學管理模式 ―「健康
管理」為基礎，針對

認識健康、健康檢查、

身體活動與健康、營

養與健康、疾病與飲

食、運動傷害、健康

與壓力調適等等範

疇，邀集學有專精之

作者參與編撰，讓讀

者對「健康管理」有

完整的概念。

　　本書引領您進入

生涯規劃的世界。從

生涯與自我認識開

始，進一步介紹工作

與職業的內涵與考

量，探討美麗人生的

生涯意義與目標，了

解生涯管理與能力，

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

生涯抉擇。

洪明仕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彩色／ 384頁／ NT$500

蘇宏仁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70頁／ NT$450 

黃月桂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22頁／ NT$400

林綺雲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292頁／ NT$350

　　三版主要修訂方

向為更新數據，參考

最新法規政策、政府

組織增補缺漏及新

知。各章皆有精闢論

述與歸納統整，提供

專家學者及莘莘學子

參考與思辨的空間，

適合幼保、幼教、社

工、社福、社教科系

學生及實務工作者使

用。

　　全書分兩大部

分，「基礎篇」內容

提供幼兒多元文化教

育的概念、教學技巧

與教學資源的認知；

「應用篇」則配合幼

兒園實際教學需求，

提供各領域實施的教

學方法與案例，讓教

保服務人員可參考實

際作法。

　　從六大類營養素與人

體能量代謝談起；延伸至

均衡飲食，介紹衛福部公

布之六大類食物、每日飲

食指南；以及如何運用食

物代換表換算營養價值相

似的食物，且符合國民飲

食指標；針對素食人口介

紹素食飲食指標。概述嬰

兒、幼兒與兒童之生理特

性、營養需求、營養問題

與營養教育，並帶您動手

設計幼兒營養菜單。 

　　專為幼兒教保科

系學生及教保服務人

員所編撰，內容涵

蓋：嬰幼兒一般照

護、健康教學、飲食

衛生、園所環境規

劃、安全及事故傷害

處理、口腔保健、視

力保健、心理健康、

預防接種、一般性問

題處置及常見疾病與

傳染性疾病照顧。

彭淑華 等著／彭淑華 總校
華都／平裝／ 16開／ 483頁／ NT$550  

王建堯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8頁／ NT$400 

許世忠 等著
華都／平裝／ 16開／ 342頁／ NT$400  

陳淑姬 等著／尤嫣嫣 總校
華都／平裝／ 18開／ 481頁／ NT$480  

　　介紹如何評估

幼兒可能的感覺統

合徵狀，及在家或在

校可進行的感覺統

合活動與遊戲。針對

幼兒的生活自理問

題、學習困難、情緒

與社會互動狀況，及

該階段應發展或具

備的能力進行分析

與闡釋，配合近兩百

幅照片輔助說明。

　　本書依《特殊教

育法》歸類之 12類
特殊兒童，將年齡層

聚焦在 6 歲前的幼兒
做論述。改版重點除

更新法規及數據外，

並根據《精神疾病診

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5）》改版重
點修訂相關內容。適

合初學者或對此領域

有興趣者使用。

　　分為導論、理論

基礎、教學實務及活

動設計實例四篇。闡

述幼兒音樂教學四要

素，介紹幼兒音樂與

律動教學之學理根據，

詳述音樂律動教學之

實施要素，以及依律

動教學取材性質、多

感官運用策略多寡、

融合舞蹈之律動設計

等列舉教學實例。

　　這是一本介紹如何
維護、保障嬰幼兒安

全，以及遇到緊急突發

事件時，如何挽救嬰幼

兒生命的實用參考書

籍。在安全部分，介紹

了居家、園所、交通、

藥物、食品、以及人身

的安全；在急救部分，

兒童基本救命術、中毒

急救、傷處包紮、創傷

止血與傷口處理等內容

均收羅其中。

吳端文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5頁／ NT$380 

周俊良 等著
華都／平裝／ 16開／ 566頁／ NT$600

林朱彥、張美雲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266頁／ NT$320

唐紀絜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56頁／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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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總論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D ． 9D001 ． 觀光行銷學 ························································２ ．華都．平．　　 　王逸峰編著． 400
9D ． 9D003 ． 觀光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 ································１ ．華都．平． 劉怡君劉修祥編著． 400
9D ． 9D005 ． 觀光休閒產業組織行為 ····································１ ．華都．平． 李力昌等編著． 450
9D ． 9D006 ． 海洋觀光――海域活動與遊憩規劃管理 ········１ ．華都．平． 吳重坤等編著． 450
9D ． 9D007 ． 地理資訊系統―― Quantum GIS 實作範例 ····１ ．華都．平． 謝惠紅編著． 400
9D ． 9D010 ． 會展觀光理論與實務 ········································１ ．華都．平． 陳瑞峰譯． 400
9D ． 9D013 ． 永續觀光 ····························································１ ．華都．平． 李宗鴻編著． 380
9D ． 9D023 ． 生態旅遊――保育、水利與環境 ····················１ ．華都．平． 施上粟編著． 350
9D ． 9D024 ． 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１ ．華都．平． 張景棠編著． 400
9D ． 9D025 ． 觀光領隊導遊實務 ············································１ ．華都．平． 劉仁民等編著． 450
9D ． 9D030 ． 探索生態旅遊 ····················································１ ．華都．平． 楊秋霖編著． 480
9D ． 9D032 ． 觀光休閒產業行銷實務 ····································１ ．華都．平． 李力昌等編著． 550

餐旅系列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D ． 9D202 ． 餐旅財務管理 ····················································２ ．華都．平． 彭 珠陳錚中編著． 420
9D ． 9D203 ． 中華廚藝――理論與實務 ································１ ．華都．平． 楊昭景編著． 500
9D ． 9D204 ． 餐旅專業法語（附朗讀 CD） ··························１ ．華都．平． 蘇素珍羅惠珍編著． 400
9D ．9D205 ． 飯店公關管理 ····················································１ ．華杏．平． 羅尹希編著． 300
9D ． 9D206 ． 飲料與調酒 ························································３ ．華都．平． 陳文聰編著． 600
9D ． 9D208 ．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１ ．華都．平． 郭欣易等編著． 450
9D ． 9D210 ． 餐飲服務 ····························································１ ．華都．平． 何珮芸蔡念育編著． 450
9D ． 9D211 ． 餐旅專業英語――餐飲篇（附朗讀 CD） ······１ ．華都．平． 陳美伶楊芝澐編著． 400
9D ． 9D212 ． 餐旅專業英語――旅館篇（附 MP3 朗讀 CD） ····１ ．華都．平． 鄒靜珊等編著． 450
9D ． 9D215 ． 餐飲衛生與安全管理 ········································３ ．華都．平． 傅安弘編著． 500
9D ． 9D216 ． 餐飲管理專題――案例分析 ····························１ ．華都．平． 蘇衍綸等編著． 350
9D ． 9D222 ． 餐旅公關與危機處理 ········································１ ．華都．平． 江惠頌等編著． 380
9D ． 9D224 ． 團體膳食管理 ····················································２ ．華都．平． 蘇恆安等編著． 450
9D ． 9D225 ． 食物學原理 ························································２ ．華都．平． 程修和編著． 350
9D ． 9D226 ． 餐飲業採購實務 ················································２ ．華都．平． 高實琪等編著． 550
9D ． 9D228 ． 飲食文化 ····························································１ ．華都．平． 陳玉箴編著． 500
9D ． 9D230 ． 烘焙理論與實務 ················································１ ．華都．平． 周璻薇等編著． 500
9D ． 9D231 ． 客房管理實務 ····················································１ ．華都．平． 謝希瑩編著． 550
9D ． 9D233 ． 旅館管理 ····························································１ ．華都．平． 許秉翔等編著． 500
RA ．4102  ． 實用營養學 ························································５ ．華杏．平． 謝明哲等編著． 550
RA ．4112  ．營養學 ································································２ ．華杏．平． 謝明哲等編著． 400
RA ．4125  ．食品分析與檢驗 ················································１ ．華杏．平．   劉麗雲等編著周薰修校． 450
RA ．7110  ． 普通營養學 ························································４ ．匯華．平． 王果行等編著． 350
RB ．4103 ． 實用膳食療養學 ················································４ ．華杏．平． 章樂綺等編著． 650
RB ．4121 ． 疾病營養學 ························································１ ．華杏．平． 胡淑惠等編著． 450
RC ．9100  ． 營養與膳療學 ····················································３ ．偉華．精． 章樂綺等編著． 600
RD ．4111  ． 團體膳食供應與管理實務 ································１ ．華杏．平． 章樂綺等編著章樂綺校． 350

休閒系列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D ． 9D601 ． 休閒社會學 ························································１ ．華都．平． 李力昌編著． 500
9D ． 9D602 ． 休閒農業――體驗的觀點 ································３ ．華都．平． 段兆麟編著． 550
9D ． 9D603 ． 休閒遊憩概論 ····················································２ ．華都．平． 楊建夫等編著． 550
9D ． 9D605 ．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農企業觀點 ················１ ．華都．平． 段兆麟編著． 550
9D ． 9D606 ． 休閒消費者行為 ················································２   ．華都．平． 張孝銘編著． 420
9D ． 9D609 ． 休閒遊憩行為 ····················································１ ．華都．平． 李素馨等編著． 450
9D ． 9D610 ． 休閒活動規劃與執行 ········································１ ．華都．平． 蘇楓雅譯張少熙等校． 500
9D ． 9D611 ． 休閒事業行銷管理 ············································１ ．華都．平． 王俊人等編著． 400
9D ． 9D615 ． 海洋活動設計 ····················································１ ．華都．平． 蘇達貞編著． 450
9D ． 9D621 ． 戶外遊憩管理 ····················································１ ．華都．平． 吳崇旗等編著． 450
9D ． 9D622 ． 休閒產業分析與個案探討 ································１ ．華都．平． 林志鈞吳淑女編著． 450
9D ． 9D625 ． 民宿經營與管理實務 ········································２ ．華都．平． 陳信泰等譯． 450
9D ． 9D627 ．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１ ．華都．平． 吳滿財鍾任榮編著． 530
9D ． 9D628 ． 環境解說實務指南 ············································１ ．華都．平． 許毅璿等審． 500
9D ． 9D629 ． 長宿休閒導論 ····················································１ ．華都．平． 顏建賢編著． 450
9D ． 9D630 ． 體驗教育與實務 ················································２ ．華都．平． 郭託有等編著． 500
9D ． 9D633 ． 休閒溫泉學 ························································１ ．華都．平． 陳文福等編著． 400
9D ． 9D634 ． 休閒產業經營與管理 ········································１ ．華都．平． 鍾志強編著． 450
9D ． 9D637 ． 休閒設施規劃與管理 ········································１ ．華都．平． 王玉馨譯鄭勵君等校． 500

運動系列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D ． 9D802 ． 運動行銷學 ························································１ ．華都．平． 黃煜編著． 500
9D ． 9D804 ． 運動營養學 ························································１ ．華都．平． 許美智等編著． 450
9D ． 9D805 ． 運動休閒管理 ····················································２ ．華都．精． 高俊雄編著． 600
9D ． 9D806 ． 運動傷害與肌內效貼布 ····································１ ．華都．平． 駱明瑤編著． 600
9D ． 9D807 ． 運動傷害防護學 ················································２ ．華都．平． 駱明瑤編著． 420
9D ． 9D808 ． 運動社會學 ························································１ ．華都．平． 蘇維杉編著． 450
9D ． 9D809 ． 大型運動賽會經營管理 ····································２ ．華都．平． 葉公鼎編著． 600
9D ． 9D810 ． 運動處方 ····························································１ ．華都．平． 方進隆編著． 450
9D ． 9D811 ． 運動觀光 ····························································１ ．華都．平． 劉照金編著． 450
9D ． 9D813 ． 運動場館規劃與管理 ········································１ ．華都．平． 劉田修等編著． 450
9D ． 9D815 ． ACSM 體適能設施標準規範 ····························１ ．華都．平． 劉田修等譯． 500
9D ． 9D816 ． 運動倫理――品德與生命教育 ························１ ．華都．平． 許立宏等編著． 450
9F ． 9F001 ． 東南亞 ‧自助‧潛水趣 ································１ ．華都．平． 丁楓峻編著． 300
UD ．4227  ．潛水傷害 Q & A ·················································１ ．華杏．平． 陳興漢編著． 250
UF ．4233  ．溫泉醫療概論 ····················································１ ．華杏．平． 陳家勉編著． 350
CB ．2411  ．生理學 ································································１ ．華杏．精． 樓迎統等編著． 800
CB ．2420  ． 當代生理學 ························································５ ．華杏．平． 洪敏元等編著． 750
CC ．2427 ． 解剖生理學 ························································２ ．華杏．平． 麥麗敏等編著王錫崗校． 900
         H7813 ．我國體育政策變遷 ············································１ ．華杏總經銷． 劉照金邱金松編著． 450

考試書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E ．9E002 ． 喪禮服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１ ．華都．平． 黃鎮墻編著． 400
9E ． 9E012 ． 喪禮服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１ ．華都．平． 王別玄等編著． 400
9E ．9E003 ．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２ ．華都．平． 邱忠本編著． 450
9E ．9E004 ． 導遊領隊考試捷徑 ············································２ ．華都．平． 陳清河等編著． 550
9E ．9E005 ．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附術科光碟） ４ ．華都．平． 尤嫣嫣安奇校． 500
9E ．9E007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１ ．華都．平． 葉青河編著． 420
9E ． 9E009 ．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 ········１ ．華都．平． 林王美園編著． 500

幼兒教保學域 (教育基礎、教學課程、教育行政、發展輔導）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B ． 9B002 ． 幼兒生理學 ························································３ ．華都．平． 蘇雪月等編著． 450
9B ． 9B003 ． 嬰幼兒健康照護 ················································２ ．華都．平． 陳淑姬等編著尤嫣嫣校． 480
9B ． 9B004 ． 實用幼兒生理學 ················································２ ．華都．平． 陳瑩玲編著． 400
9B ． 9B005 ． 婦嬰護理 ····························································２ ．華都．平． 黃玉珠等編著． 500
9B ． 9B007 ． 幼兒餐點設計與營養 ········································２ ．華都．平． 許世忠等編著． 400
9B ． 9B009 ． 幼兒教育概論 ····················································１ ．華都．平． 吳 椒等編著． 400
9B ． 9B010 ． 0～ 3 歲嬰幼兒啟蒙教育 ·································１ ．華都．平． 張玲芬編著． 400
9B ． 9B011 ． 幼兒園班級經營 ················································１ ．華都．平． 許淑真等編著． 350
9B ． 9B013 ． 嬰幼兒安全與急救 ············································１ ．華都．平． 唐紀絜等編著． 400
9B ． 9B204 ． 幼兒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務 ····················１ ．華都．平． 陳淑琴等編著． 600
9B ． 9B205 ． 蒙特梭利教學 ····················································１ ．華都．平． 李裕光等編著． 350
9B ． 9B210 ． 幼兒音樂與律動 ················································１ ．華都．平． 林朱彥等編著． 320
9B ． 9B212 ． 學前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１ ．華都．平． 盧明編著． 350
9B ． 9B213 ． 幼兒多元文化教學 ············································１ ．華都．平． 王建堯等編著． 400
9B ． 9B401 ． 兒童福利――理論與實務 ································３ ．華都．平． 彭淑華等著彭淑華校． 550
9B ． 9B605 ． 幼兒特殊教育導論 ············································２ ．華都．平． 周俊良等編著． 600
9B ． 9B607 ． 行為改變技術 ····················································１ ．華都．平． 陳政見編著． 450
9B ． 9B608 ． 感覺統合 ····························································１ ．華都．平． 吳端文編著． 380
BF ． 0280  ． 親職教育（黃） ················································２ ．偉華．平． 黃德祥編著． 400
BF ． 0281  ． 親職教育理論與應用 ········································１ ．偉華．平． 黃德祥編著． 400
BF ． 5285  ． 親職教育（施） ················································１ ．匯華．平． 施欣欣等編著蕭淑貞校． 300
LA ． 3401  ． 當代人類發展學 ················································４ ．華杏．平． 蔡欣玲等編著． 450
LA ． 3406  ． 實用人類發展學 ················································２ ．華杏．平． 穆佩芬等譯穆佩芬校． 650
LA ． 3410  ． 人類發展之概念與實務 ····································６ ．華杏．平． 張媚等著張媚校． 550
SA ． 4151  ． 兒童保健 ····························································２ ．華杏．平． 于祖英編著． 350
SQ ． 9166  ． 早期療育 ····························································１ ．華都．平． 陳英進等編著． 450
UB． 4220  ．優生保健 ····························································３ ．華杏．平． 劉丹桂等編著． 400 

社工高齡學域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C ． 9C201 ． 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管理 ································２ ．華都．平． 黃松林等編著． 500
9C ． 9C202 ． 社工質性研究 ····················································１ ．華都．平． 陳秋山等譯． 450
9C ． 9C203 ． 社會工作管理 ····················································１ ．華都．平． 王明鳳等編著． 550
9C ． 9C205 ． 理解社會工作 ····················································１ ．華都．平． 林以舜譯楊培珊校． 350
9C ． 9C206 ． 社會工作倫理 ····················································１ ．華都．平． 秦燕編著． 400
9C ． 9C244 ． 老人社會工作 ····················································１ ．華都．平． 陳明珍編著． 400
9C ． 9C246 ． 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犯罪防治的有效要素 １ ．華都．平． 林明傑編著． 620
9C ． 9C247 ． 職場社會工作――以員工協助方案（EAPs）為導向的實務 １ ．華都．平． 方隆彰等編著． 450
9C ． 9C250 ．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１ ．華都．平． 韓青蓉編著． 420
9C ． 9C321 ． 非營利組織管理 ················································１ ．華都．平． 陳政智編著． 450
9C ． 9C324 ． 社會個案工作 ····················································１ ．華都．平． 吳鄭善明編著． 400
9C ． 9C325 ． 志願服務與管理 ················································１ ．華都．平． 何慧卿編著． 400
9C ． 9C503 ． 老人休閒活動設計與規劃 ································２ ．華都．平． 周芬姿等編著． 400
9C ． 9C504 ． 老人福利 ····························································１ ．華都．平． 李佳儒等編著． 450
9C ． 9C506 ． 銀髮族經濟安全與財務規劃 ····························１ ．華都．平． 陳琇惠等編著． 400
9C ． 9C509 ． 老人健康促進 ····················································１ ．華都．平． 陳雪芬等編著． 400
9C ． 9C601 ． 臨終與生死關懷 ················································１ ．華都．平． 林綺雲等編著． 400
9C ． 9C602 ． 老人心理學 ························································１ ．華都．平． 葉怡寧等編著． 350
9C ． 9C701 ． 老年人功能性體適能 ········································１ ．華都．平． 李淑芳劉淑燕編著． 400
9C ． 9C702 ． 失智症臨床照護指引 ········································１ ．華都．平． 莊琬筌譯王靜枝校． 350
9C ． 9C704 ． 高齡生活輔具應用 ············································１ ．華都．平． 毛慧芬等編著． 450
9C ． 9C705 ． 老人生理學 ························································１ ．華都．平． 樓迎統等編著． 550
9C ． 9C709 ． 老人照護指引――長期照護醫療健康小組適用 １ ．華都．平． 葉淑惠等編著． 400
9C ． 9C710 ． 高齡及特殊族群之運動處方 ····························１ ．華都．平． 李淑芳等編著． 550
9C ． 9C712 ． 失智症照護 ························································１ ．華都．平． 傅中玲等編著． 450
9C ． 9C713 ． 高齡者的運動與全人健康 ································１ ．華都．平． 方進隆編著． 500
9C ． 9C751 ． 高齡者居住空間規劃與設計 ····························１ ．華都．平． 曾思瑜編著． 450
9C ． 9C752 ．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１ ．華都．平． 梁亞文等編著． 450
VC ．3806  ．照顧服務員實用工作指南 ································２ ．華杏．平． 林王美園編著． 450
PL ． 3822  ．照顧服務員訓練指引 ········································５ ．華杏．平． 胡月娟等編著． 550
PS ． 3832  ．照護基本功――趙可式教授實作教學（含影音教學光碟）１ ．華杏．精． 趙可式編著． 600
VC． 4301  ．長期照護 ····························································３ ．華杏．平． 劉淑娟等編著劉淑娟校． 500
VC． 4310  ．長期照護：跨專業綜論 ····································２ ．華杏．平． 盧美秀陳靜敏編著． 450
VC． 4311  ．長期照護：護理綜論 ········································１ ．華杏．平． 盧美秀等編著． 550

通識教育學域（人文社會、自然系列、生命系列）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9A ． 9A001 ． 藝術概論 ····························································１ ．華都．平． 謝東山編著． 450
9A ． 9A002 ． 生涯規劃 ····························································３ ．華都．平． 林綺雲等編著． 350
9A ． 9A005 ． 藝術治療――身心靈合一之道 ························１ ．華都．平． 梁翠梅編著． 450
9A ． 9A006 ． 心理衛生概要 ····················································４ ．華都．平． 劉若蘭藍茜茹編著． 350
9A ． 9A007 ． 職場倫理 ····························································１ ．華都．平． 鄭仰峻編著． 350
9A ． 9A008 ． 性別教育 ····························································１ ．華都．平． 游美惠等編著． 400
9A ． 9A009 ． 諮商理論與技術 ················································１ ．華都．平． 沈湘縈等編著． 450
9A ． 9A010 ． 犯罪心理學 ························································１ ．華都．平． 李執中編譯． 800
9A ． 9A012 ． 生活與生涯規劃 ················································１ ．華都．平． 藍茜茹編著． 350
9A ． 9A201 ． 環境生態學 ························································１ ．華都．平． 洪明仕編著． 500
9A ． 9A202 ． 全球環境變遷 ····················································２ ．華都．平． 柳中明編著． 420
9A ． 9A204 ． 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育 ········································１ ．華都．平． 洪明仕編著． 500
9A ． 9A205 ．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１ ．華都．平． 蘇宏仁等編著． 450
9A ． 9A402 ． 生命倫理 ····························································１ ．華都．平． 尉遲淦編著． 300
9A ． 9A404 ． 健康管理 ····························································１ ．華都．平． 黃月桂等編著． 400
9A ． 9A407 ． 生死學概論 ························································１ ．華都．平． 郭慧娟編著． 450
BA． 5250  ．社會學概論 ························································１ ．匯華．平． 詹火生等編著． 250
BB． 2260  ． 心理學與心理衛生 ············································２ ．華杏．平． 李淑琦等編著毛家舲校． 350
BB． 2265  ． 心理衛生 ····························································１ ．華杏．平． 毛家舲等編著． 250
BB． 2266  ． 普通心理學概要 ················································１ ．華杏．平． 李執中編著． 150
BB． 2267  ． 普通心理學 ························································１ ．華杏．平． 程千芳等編著． 550
BB． 2268  ． 家庭心理學―婚姻與家庭 ································１ ．華杏．平． 林昆輝編著． 400
BC． 2271  ． 醫護生死學 ························································１ ．華杏．平． 鈕則誠編著． 300
BD． 2261  ．生涯規劃 ···························································· １ ．華杏．平． 徐曼瑩等編著． 300
BE ． 2262  ． 人際關係 ····························································１ ．華杏．平． 許惠珠編著． 200
BG． 2291  ．現代美術――鑑賞和理念 ································２ ．華杏．平． 陳繼權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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