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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適合純飲的基酒
酒精性飲料可分成三大類：釀造酒（葡萄酒、啤酒、清

酒等）、蒸餾酒（威士忌、伏特加、龍舌蘭等），以及再製

酒（奶酒等），其中以蒸餾酒的酒精濃度最高，因此常拿來

當調酒的基酒。常見的基酒有六大類，比起其他基酒，威士

忌的味道最為獨特、突出、濃厚，相對較少拿來調酒，小小

一杯純飲，更能品出它的麥香。

 經橡木桶的陳化熟成
威士忌的原料為穀物，例如大麥

（麥芽）、小麥、裸麥、玉米等，採

用不同的穀物會呈現不同的香氣與口

感，但多數的威士忌是以大麥麥芽當原

料。威士忌製作工序包括：

5. 日本：貼近東方人口味，有較多水果香甜風味。代表品牌：

Nikka（日果）、Suntory（三得利）、Kirin（麒麟）。

6. 臺灣：以位於宜蘭的金車噶瑪蘭威士忌（KAVALAN 
Whisky）聞名國際，推出多款經典威士忌，將臺灣特殊的
亞熱帶果香、花香、堅果香呈現於酒體中，成功利用亞熱

帶的氣候，輔以宜蘭的純淨水源，釀造出金牌威士忌，打

破威士忌只能於寒帶生產的觀念，更於國際上贏得多面獎

牌，實為臺灣之光！

 聞香品酒，細數人生
品飲威士忌時可把握下列幾個要點，非只是追求酒精帶

來的微醺歡愉，而是懂酒、享酒，隨著入口的酒液，進入這

杯威士忌釀製過程，感受出酒廠的技術、產區的風情、陳年

的精華。

1. 眼看：仔細欣賞酒體金黃琥珀色，酒色越深表示於橡木桶的

時間越久，若酒色很淡，可能是過桶或是橡木桶已被使用

多次。可舉杯對著光源，品質好的威士忌會呈現透明清澈。

2. 鼻嗅：因酒精濃度高，會略微刺鼻，因此切勿直接將鼻子

靠於酒杯，應由遠而近、由輕到重聞香，細細品聞其麥香、

炭香、橡木桶香等。

3. 晃杯：藉由輕輕的搖晃酒杯，觀察酒液於杯壁流下的狀態，

流下速度越慢，表示黏稠性佳，品質越好。

4. 舌嚐：輕呷一小口酒，讓酒液停留於口腔一陣子，可以舌

頭將酒液於口內微微翻動，細細品嚐威士忌多項的香氣與

味道，複雜卻不牴觸。

威士忌可以純飲、加冰塊、水割（兌水）或是調酒，沒

有好與壞，依自身喜好、酒體特性、文化習慣來決定最適合

自己的喝法。

參考資料 

陳文聰（2017）‧飲料與調酒──理論與實務（四版）‧臺北市：華都。

關鍵評論（2014）‧喝威士忌一定常聽到：這是放「雪莉桶」還是「波本桶」？‧
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400

Kavalan Whisky（無日期）‧關於噶瑪蘭 ‧ 取自 http://www.kavalanwhisky.
com/cn/story-abou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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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人生經歷，從最單純的原料，走過了蒸餾、釀造，進入橡木桶陳

年的熟成，呈現出典雅又浪漫、低調卻奢華的琥珀色，它就是又稱「生命

之水」的威士忌（Whisky、Whiskey），耳熟能詳卻又帶點神祕與距離感，

威士忌的迷人之處在哪？跟著下文一同沉浸在威士忌的圓潤醇厚吧！

 原汁的單純，還是堆疊的層次
威士忌的種類有很多，最常聽到的如單一麥芽威士

忌、調和威士忌等等，把握一個特別的關鍵，看到「單一

（single）」是指「完全來自單一蒸餾廠」，並非指「來自
同一橡木桶的酒液」。而威士忌到底有哪些分類呢？差別在

哪？跟著下面這張圖一同了解。

橡木桶知多少

1. 新桶：全新且未陳年過任何酒類﹝即 new wood，又稱處女桶（virgin 

cask）；而剛蒸餾出的無色酒液稱新酒（new make），勿搞混囉！﹞。陳

年出的酒體木質味強、單寧味重，如辛香料的味道。

2. 二手桶：陳年過其他酒款，蘇格蘭威士忌大多使用二手桶，木頭及單寧

味影響較少，因此更能呈現出麥香。常見二手桶名稱即代表此桶之前裝過什

麼酒：

(1) 雪莉桶：陳年過西班牙雪莉酒（加烈葡萄酒），威士忌口感較柔，具

莓果香甚至巧克力香，酒色較深。

(2)波本桶：陳年過美國波本威士忌，威士忌口感較雪莉桶嗆辣，具香草、

椰子、堅果香，酒色較淡。美國規定威士忌只能在新桶陳年，用過桶

子即蘇格蘭威士忌的主要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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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禁止酒駕！

未成年勿飲酒！

將去除雜質後的麥類或穀類浸泡水中使其發芽，烘乾並冷卻，成
為麥芽

發酵液放入蒸餾器中進行蒸餾，提煉出高濃度的透明酒液，一般須
經 2 次蒸餾，過程中如何保留麥香味就得仰賴酒廠的經驗與技術了

將麥芽與其他原料放入糖化槽中搗碎成細粉，加入熱水，逐漸成
糖化液（麥芽汁）

將蒸餾原液放入橡木桶蘊藏，至少 2 ～ 3 年以上，藉橡木桶的木
質產生琥珀色，並吸取桶壁香氣及曾儲存過的酒款風味，口感也
會變柔順

調配的比例與方式就是酒廠的獨家祕密了，大多會以純淨蒸餾水
稀釋，亦可將原汁原味酒液直接裝瓶；此過程有些酒廠會加入焦
糖潤色，但品質好的威士忌是不容許這麼做的

麥芽汁放入發酵桶並加入酵母菌進行發酵，酵母能將糖分轉化成
酒精，酒精濃度約只有 5 ～ 6％，不同品種酵母會產生不同風味
的威士忌

裝瓶前會再將酒液過濾以去除雜質，接著即可裝瓶、貼標、出售

調配
blending

裝瓶
bottling

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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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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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麥芽威士忌 single malt whisky
取單一蒸餾廠但儲存於不同橡木桶的酒液
混合，並加水稀釋

純麥威士忌 pure malt whisky
不同蒸餾廠的純大麥酒液，不加其他穀物
酒液，加水稀釋，又稱調和麥芽威士忌
（blended malt whisky）、桶裝麥芽威士忌
（vatted malt whisky）

調和威士忌 blended whisky
不同蒸餾廠的酒液，取麥芽及穀物蒸餾的酒
液調配，加水稀釋，目前威士忌種類主流

穀物威士忌 grain whisky
原料為穀物（玉米、裸麥、小麥等），再加入
少量大麥麥芽，多為調配使用，少瓶裝販售

桶裝純麥威士忌 cask strength; CS
取單一蒸餾廠但儲存於不同橡木桶的
酒液混合，不加水稀釋

單桶純麥威士忌 single cask strength
取單一蒸餾廠、單一橡木桶熟成的酒液，
不加水稀釋，限量且珍貴！

大
麥

大
麥

穀
物

F.S.BR.

▲蒸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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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蘇格蘭，還有噶瑪蘭
全球威士忌主要產區為蘇格蘭、愛爾蘭、美國、加拿大

和日本等五大產國，而臺灣噶瑪蘭威士忌也是享譽全球的品

牌之一。各國生產的威士忌各有所長，口感也因釀製方法而

形成其獨特的風味。

1. 蘇格蘭：蘇格蘭可謂威士忌的代名詞了，為全世界蒸餾

廠密度最高的國家。採用經泥煤燻烤過的大麥麥芽為原

料，因此酒體具有泥煤（peat）所產生的煙燻焦香味。境
內各主要產區因鮮明的地形與氣候差異，造就大相徑庭的

多元風味。代表品牌：Johnnie Walker（約翰走路）、The 
Famous Grouse（威雀）、Royal Salute（皇家禮炮）。

2. 愛爾蘭：採 3次蒸餾，因此比 2次蒸餾的威士忌更為柔順
純淨。代表品牌：Jameson（尊美醇）。

3. 美國：其法規規定須以穀物為主要原料，其中最受歡迎為

波本威士忌（以玉米威士忌著名），及田納西威士忌（酒

液經糖楓樹木炭過濾）。代表品牌：Jim Beam（金賓）、
Jack Daniel's（傑克丹尼）、Wild Turkey（野火雞）。

4. 加拿大：口感清新淡雅、溫和，為「全世界最清淡的威士

忌」；以裸麥威士忌為加拿大威士忌之代表。代表品牌：

Crown Royal（皇冠）、Seagram's（施格蘭）。

好書推薦
飲料與調酒──理論與實務

本書涵蓋：六大基酒、啤酒、葡萄

酒、咖啡、茶，從源起開始，至種

類、製作等深入介紹；包含酒吧類

型與吧檯的建構、混合飲料的調製、

葡萄酒的服侍及相關稅法等說明。

配合彩色圖文，引導讀者進入豐富

的飲料藝術、調製技術的繽紛世界。

陳文聰  著
華都／平裝／ 16開／單＋彩色

543頁／NT$ 650  

華都編輯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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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共 14章，從
體驗的觀點介紹休閒農

業的理論、政策與法

規、各國休閒農業的發

展，進而針對休閒農業

的資源特性、體驗設

計、產業主題類型、經

營管理、發展的問題與

展望等詳細探討，並輔

以大量照片及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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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彙整作者 40
年以來累積的實戰經

驗，深入認識授權經營

市場的實際狀況，吸取

專家的寶貴經驗，領略

授權加盟的發展策略，

並且借重法律顧問的協

助，相信就能掌握應該

怎樣成功地發展授權加

盟。

本書榮獲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專書審查評定

為「傑出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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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讀者遨遊市界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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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兆麟 著
華都／平裝／ 16開／ 447頁／彩色

郭託有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403頁

王大東 著
華都／平裝／ 18開／ 220頁

陳玉箴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8頁／單＋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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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譯本二版由休

閒與外文雙專業翻譯審

閱，呈現美國民宿經營

經驗，以大量照片輔助

說明；同時補充臺灣相

關規定與資訊，適合專

業民宿經營者作為講授

或實務參考。

      全書共十三章，依
序探討餐飲業的重要

性、開店選址、財務

管理、菜單設計、服

務心理與品質、餐廳

設施規劃、採購管理、

衛生安全、行銷市場、

人力資源管理、現代

資訊系統、加盟連鎖

及餐飲未來發展趨勢，

詳述餐飲管理的各項

重要概念。

　　本書自〈緒論〉

闡述基本營養成分、

加工方法與加工目的，

而後針對各種食物詳

細說明；並含括專章

介紹〈烘焙類製品〉、

〈發酵類食品〉與〈飲

料〉。

張孝銘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50頁

Jan Stankus 原著／陳信泰 等譯
華都／平裝／ 18開／ 372頁

陳振芳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8頁

程修和 著
華都／平裝／ 18開／ 280頁

　　本書從介紹溫泉產

業的歷史，再進一步到

溫泉研究組織、溫泉法

規、地球的熱與溫泉成

因、溫泉水質、溫泉露

頭與溫泉井、地熱資源、

臺灣的溫泉文化資產與

觀光、溫泉健康促進應

用、溫泉應用之安全與

衛生及未來與永續發展

的相關議題。

　　本書架構上，先
讓讀者知悉主題樂園

的興起、發展與現況，

繼而闡述重要政策法

規、遊客需求理論與

實務、設置計畫、組

織規劃、人力資源管

理、營運管理、行銷

企劃、服務管理、安

全與危機處理以及未

來趨勢等章節內容，

結合理論與實務，輔

以豐富的圖表、相片

呈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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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介紹餐旅業從
過去到現在的發展，

當代就業市場與未來

趨勢，帶領讀者了解

國內外的餐旅動態、

行銷與公關，以及人

力資源管理。

陳文褔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4頁

吳滿財、鍾任榮 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3頁／彩色

傅安弘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460頁

邱翠華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16頁

　　全書共七篇 15
章，前三篇介紹「生

態學」之基本架構及

概念，後四篇闡述「環

境保育與永續」之觀

念及應用，深入淺出，

著重臺灣本地的物種

及生態，再搭配國外

之例網羅全球各地生

態實例。附大量照片，

精彩生動，讓讀者猶

如身歷其境！

　　本書內容完整豐

富，涵蓋層面廣，從

變遷的源頭：人類開

始，繼而介紹地球的

古氣候、文明、地貌、

水和空氣之變遷；接

著討論過去百年來的

氣候變遷現象和造成

之原因，並論述國際

間的變遷情境，探討

未來可能的氣候變遷

模式；並針對各種變

遷衝擊分章闡述。

　　全書循序漸進探
討諸多議題，如工作

分析與工作設計、人

力資源與職涯規劃、

員工的招募與甄選、

任用與遷調、訓練與

發展、績效考核與評

估、生涯與人格發展、

薪資福利管理、激勵

管理與應用等，是讓

讀者能習得理論並實

際應用的必備好書。

      本書作者以多年豐
富教學與實務經驗，兼

以實用為首要考量，深

入淺出地介紹業界常用

的會計處理原則及技巧

外，內容上亦採用簡單

易懂的圖解方式，並透

過各種餐旅方面的案例

說明，使初學者能夠輕

鬆的學會餐旅會計概

念。

洪明仕 著
華都／平裝／ 18開／ 355頁／彩色

柳中明 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4頁／單＋彩色

郭欣易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6頁

張志揚 等著
華都／平裝／ 16開／ 308頁

      本書完整介紹會
展產業並搭配流程

圖，使讀者更能掌握

會展產業的架構、要

素、管理、規劃等，

多處附上作者親自拍

攝會議展覽現場的照

片，並提供全球舉辦

會展的實例，是給對

會展產業有興趣的讀

者之入門必備好書。

　　由觀光概論講起，
接著敘述領隊與導遊、

水域空域遊樂、國家公

園、森林遊樂區、休閒

產業、溫泉地熱、自然

保留區與自然保護區、

國家風景區、旅展與會

展、旅館及民宿、旅行

業與定型化契約、觀光

相關單位、觀光遊樂

業、文化古蹟等內容，

末章針對陸客來臺旅遊

發展進行詳細的介紹。

　　全書分四大篇：介

紹運動處方的基礎概

念；說明以能力屬性為

分類的運動處方；特殊

族群的運動處方包括體

重控制、女性（含孕

婦）、下背痛、糖尿病

與高血壓患者等；最後

為運動處方的應用篇。

適用體育運動相關科系

學生、體適能指導人

員，以及醫療與長期照

護相關人員擬訂患者活

動計畫時的運動建議。

　　「緒論」讓讀者
對肌內效貼布有初步

認識，再進行「各部

位運動傷害之貼紮詳

解 」。 分 為〈 下 肢

篇〉、〈腰背篇〉、〈上

肢篇〉，以解剖學、

肌動學為依據，說明

傷害成因、病理變化

及症狀、肌肉檢測等，

採圖文對應的方式呈

現貼紮步驟。

陳淑莉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52頁

何高祿、何致遠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81頁

方進隆 著
華都／平裝／ 18開／ 393頁

駱明瑤 著
華都／平裝／ 18開／ 449頁／彩色

　　全書分四篇：〈觀

光的特徵〉，由不同

的觀點進入觀光的世

界；〈觀光的風貌〉，

從觀光的環境、組織、

觀光客到本地居民，

探討之間的關係與相

互造成的影響；〈觀

光的準備〉，解說當

代觀光的轉變，探討

觀光所需要的準備；

〈觀光的未來〉，介

紹觀光職涯及觀光研

究的發展。

　　 全書從國家公園
的 基 礎 概 念， 到 對

「人」、「資源」和「系

統」的管理與經營逐一

介紹，另闢導讀引領讀

者使用本書。全書特別

穿 插「 宋 老 師 的 深

思」，讓讀者進入作者

的凝思與經歷，再搭配

豐富的照片，彷彿深入

其境，實為一本寶典！

　　鑑於國內外的變
化，二版保留特色主

軸外，也特別因應時

勢加以修訂；更重要

的是加入許多讀者的

建議。如增加許多圖

片、最新奧運特色。

第二篇的楔子中，藉

由一位參與奧運遊客

而非參賽選手的不同

觀點，用另外的角度，

引領讀者進入每章主

題。

　　本書分為十章，
說明運動人力資源之

意涵與重要性，進而

帶入運動組織如何針

對人力資源進行工作

設計、訓練、薪資福

利等；搭配國內外案

例，將理論與實務結

合，讓讀者擴大思維，

融入所學。適合相關

科系學子使用，及業

界在經營組織或籌辦

運動賽會時之參考書。

林宗賢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415頁

宋秉明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420頁
葉公鼎 著
華都／平裝／ 16開／ 504頁

呂謙 等編著／郭正德 總校
華都／平裝／ 18開／ 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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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社會工作
的角度檢視社會工作

單位各項管理議題，

針對社工員在機構中

可能面臨的管理議題

進行分析與討論，讓

社工系的學生對於管

理不再感到遙不可及。

並介紹企業成功的管

理工具在社會工作領

域應用的情形，讓機

構的管理者能學習操

作與應用。

　　從「社會工作的角
度」闡述非營利組織管

理，包含：使命和策略

管理、行銷管理、公共

關係、募款策略、財務

管理、董事會和決策、

人力資源管理、志工管

理與運用、績效管理、

和政府之互動，及非營

利組織未來的挑戰與因

應之道，最後概述如何

成為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者。

　　本書改版，收錄

DSM-5自閉症類群障
礙症及注意力缺失／

過動症（ADHD）新
診斷資料，及最新的

治療研究，如：說明

遊戲治療是兒童職治

中具影響力及療效的

方式、引入新的感覺

統合治療對自閉症類

群障礙症的療效、治

療感覺調節功能的

「感覺故事」等。

　　網羅學界及實務
界優秀教師合力撰

述，以淺顯文字帶您

一窺蒙特梭利的世

界，對初學者而言是

最佳入門指引，對實

務工作者來說是重尋

蒙氏教育根本的最佳

參考書。

王明鳳、黃誌坤 著
華都／平裝／ 18開／ 535頁

陳政智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406頁

吳端文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45頁

李裕光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6頁 

　　本書為華人地區
第一本矯正社會工作

與諮商的自著創作。

依矯正社會工作與諮

商相關發展、法規、

數據、研究資料撰寫；

共分四篇，前兩篇為

矯正社會工作之總論

與各論；後兩篇為矯

正諮商之總論與各論。

　　透過本書，讀者能
有計畫、有目標的應用

志願服務，並學習成為

達到「運用單位、服務

對象與志工三贏」的督

導或管理者，也同時能

顧及自身的健康與調

適，創造各方皆能受惠

的志願服務。

適用幼教師 ‧ 教保員甄
試及檢定

　　依最新「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之課程及

活動設計介紹，內容包

括：臺灣幼兒教育與保育

的發展、現況、理念、政

策、法規；當代幼教圖像

與世界趨勢；嬰幼兒的生

理、認知、語言、人格及

社會等發展；各類教學模

式；教保服務人員的養成；

親職教育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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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傑 著
華都／平裝／ 18開／ 505頁

何慧卿 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1頁

吳  椒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430頁

周俊良 等著
華都／平裝／ 16開／ 566頁

　　全書共四篇：第一
篇「總論」：為職場社

會工作的概念介紹；第

二篇「員工協助方案實

務」為本書核心內容；

第三篇「未來展望」包

含職場社工相關領域與

資源，以及發展之未來

展望；第四篇「服務實

例」為真實職場應用員

工協助方案的實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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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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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共 10章，分
兩大部分：「基礎篇」

包括幼兒多元文化教

育的概念、教學技巧

與教學資源的認知，

幫助教保服務人員建

構多元文化之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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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服務人員可參考及

應用。

方隆彰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0頁

韓青蓉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86頁

許世忠 等著
華都／平裝／ 16開／ 342頁  

王建堯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38頁  

　　本書完整回顧當
代犯罪心理學的研究、

理論、實務知識。先

討論犯罪的定義和量

測方法，接著探討個

人和社會的風險因子、

發展的原則、攻擊的

心理學，後面章節介

紹熱門研究題目、常

見的犯罪，或少見但

卻吸引媒體和研究者

的主題。

　　本書分為：①西

方保健篇：介紹 7個
年齡階段在生理、營

養、疾病預防、運動

鍛鍊的保健方法；②

中醫養生篇：從中醫

養生的基礎概念出發，

再以體質學說為主軸，

讀者能透過本書自評

表來了解自己是屬於

哪種體質，並一一說

明 9種體質在飲食、
運動、環境、精神調

養上的養生保健要點。

　　本書針對失智症
的「預防」與「延緩」

而打造。內容包括失

智症概論、危險因子

研究、運動、飲食與

營養、生活照顧與輔

具、口腔健康與吞嚥

困難、非藥物療法、

社區化照顧、共同照

顧模式與資源整合及

自然醫學，內容豐富

且淺顯易懂。

　　本書從認識死亡
概念開始，循序漸進

至臨終生死關懷、殯

葬服務規劃及悲傷輔

導等內容，提供完整

而全面的學習，為一

本您不可錯過的生命

教育實用參考書。

Curt R. Bartol, Anne M. Bartol 著
李執中 編譯  華都／平裝／ 16開／ 618頁 

陳誠仁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19頁

賴德仁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01頁

林綺雲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18頁 

　　 第一本兼顧禮儀
產業演變、消費者需

求和禮儀師個人角色

發展等多元角度。從

禮儀師外在儀容姿態

到內在人文關懷養成、

壓力與情緒管理，再

加入領導、協調、溝

通、危機處理與衝突

因應、色彩藝術美學

等專業管理知能。

　　本書文字淺顯明

白、敘述條理分明、

內容層次清楚，內容

討論的問題都是生命

倫理的主要問題，如

生殖技術、生育控

制、基因科技、臨終

等，新版加入動物權

利的倫理探討，並搭

配精緻的圖片，提升

閱讀興趣。

　　本書從高齡者健

康特色及用藥概念切

入，再及於常見用藥

問題、用藥評估工具、

飲食與藥物關聯，及

選列代表性常見老年

病況之用藥問題，最

後淺介實務性之問題

內容，涵蓋老年人用

藥之本質、屬性、定

位、目標、對象、事

體、基本原則與要領。

　　本書理論篇以介
紹老化的相關理念與

社區照顧模式拉開序

幕；操作篇則介紹我

國長期照顧機構之安

全規範及無障礙設施

等；國內案例篇及日

本案例篇則以多間具

有指標性的日間據點

之設計、改造、規劃、

管理及成果效益逐一

剖析。

郭慧娟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348頁／單 +彩

尉遲淦 著
華都／平裝／ 18開／ 263頁

李世代、林香汶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258頁

曾思瑜 等著
華都／平裝／ 18開／ 408頁 

為國內第一本森林管

理委員會（FSC）認證

的教學用書！

      本書從環境教育
的基本理論談起，並

分享友種團隊豐富的

實務經驗，提供許多

案例，如攻略地圖

般，讓你按圖索驥，

邁向成為環境教育職

人之路。

　　本書作者以其多
年從事外交工作，親

身經歷國內外大、小

慶典，出席各式宴會

及接待外賓的經驗，

從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觀點，由小

至大、自內而外，編

撰出此國際禮儀專

書，不僅可供相關課

程參考，亦適合各機

關團體及社會人士閱

讀研習之用。

    改版更新補充輔

具新知與新研發產

品，由闡述高齡者之

正向生活態度出發，

再對輔具做基本的介

紹；除健康銀髮族外，

也針對特殊障礙高齡

者所需輔具做簡介，

最後以提升高齡者生

活品質的「休閒娛樂

輔具」做完美的結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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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友善種子團隊 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06頁

秦日新 編著
華都／平裝／ 16開／ 391頁／彩色 

毛慧芬 等編著
華都／平裝／ 18開／ 363頁 

方進隆 著
華都／平裝／ 18開／ 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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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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D014 ．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兼顧自然與人文保育的宏觀思維 １ ．華都．平． 宋秉明編著． 500
9D．9D016 ．會展產業概論 ·····················································１ ．華都．平．                 陳淑莉等編著． 420
9D ． 9D021 ． 觀光行政與法規 ·················································１ ．華都．平． 何高祿何致遠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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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楊秋霖編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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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華都．平． 陳文聰編著． 650
9D ． 9D208 ．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２ ．華都．平． 郭欣易等編著． 450
9D ． 9D209 ． 餐旅概論 ·····························································１ ．華都．平． 邱翠華等編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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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214 ．餐旅會計―財務分析與報表解讀 ·····················１ ．華都．平． 張志揚等編著． 400
9D ． 9D215 ． 餐飲衛生與安全管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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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220 ．餐飲管理  ····························································１ ．華都．平．                 陳振芳等編著． 400
9D ． 9D222 ． 餐旅公關與危機處理 ·········································１ ．華都．平． 江惠頌等編著．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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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229 ．以實務觀點談：連鎖與授權加盟 ·····················１ ．華都．平．                         王大東著．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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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謝希瑩編著． 500
9D ． 9D233 ． 旅館管理 ·····························································１ ．華都．平． 許秉翔等編著． 500
RA ．4102 ． 實用營養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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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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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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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華都．平． 段兆麟編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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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段兆麟編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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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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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陳文福等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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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黃煜編著．   500
9D ． 9D804 ． 運動營養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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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方進隆編著．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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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 ． 9D819 ． 運動人力資源管理 ·············································１ ．華都．平． 呂謙等編著郭正德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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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杏．精． 樓迎統等編著．   800
CB ．2420  ． 當代生理學 ·························································６ ．華杏．平． 洪敏元等編著．   800
CC ．2427  ． 解剖生理學 ·························································２ ．華杏．平． 麥麗敏等編著王錫崗校．   900
CC ．2429  ． 解剖生理學：基礎概念與應用 ·························１ ．華杏．平． 陳珮君等編譯． 1000 
         H7813 ．我國體育政策變遷 ·············································１ ．華杏總經銷． 劉照金邱金松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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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A003 ． 法律與人生 ·························································１ ．華都．平． 彭敘明編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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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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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李執中編譯． 800
9A ． 9A012 ． 生活與生涯規劃 ·················································２ ．華都．平． 藍茜茹編著． 380
9A ． 9A014 ． 國際禮儀―全球化下的國際通行證 ·················１ ．華都．平． 秦日新編著．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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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A206 ． 課程設計力：環境教育職人完全攻略 ·············１ ．華都．平． 環境友善種子團隊編著． 450
9A ． 9A402 ． 生命倫理 ·····························································２ ．華都．平． 尉遲淦編著． 350
9A ． 9A403 ． 養生保健概論 ·····················································１ ．華都．平． 陳誠仁等編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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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 ． 9A408 ． 禮儀師的訓練與養成 ·········································１ ．華都．平． 郭慧娟編著．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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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杏．平． 程千芳游一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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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 2291  ．現代美術―鑑賞和理念 ·····································２ ．華杏．平． 陳繼權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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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B019 ． 幼兒教保概論 ····················································１ ．華都．平． 吳 椒編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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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李裕光等編著． 400
9B ． 9B210 ． 幼兒音樂與律動 ················································１ ．華都．平． 林朱彥等編著． 320
9B ． 9B211 ． 幼兒園教保活動統整課程規劃與實施 ············１ ．華都．平． 陳淑琴等編著．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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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吳端文編著． 400
9B ． 9B609 ． 早期療育 ·····························································１ ．華都．平． 陳嘉玲編著．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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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華杏．平． 穆佩芬等編譯穆佩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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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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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鳳黃誌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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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學的有效應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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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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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芳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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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毛慧芬等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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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C711 ． 老人用藥安全 ····················································１ ．華都．平． 李世代等編著李世代校．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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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C715 ． 基礎生理與老化 ················································１ ．華都．平． 樓迎統等編著． 550
9C ． 9C722 ． 失智症全人類照護概論―失智的預防與延緩 ····１ ．華都．平． 賴德仁等編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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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華都．平． 梁亞文等編著． 450
9C ． 9C754 ． 高齡者社區照顧環境規劃―在地老化與社區連結···１ ．華都．平． 曾思瑜等編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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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華杏．平． 胡月娟等編著．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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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華杏．平． 劉淑娟等編著劉淑娟校． 600
VC． 4321  ．長期照顧：跨專業綜論 ····································３ ．華杏．平． 盧美秀陳靜敏編著． 450
VC． 4322  ．長期照顧：護理綜論 ········································２ ．華杏．平． 盧美秀等編著． 550
VC‧4323  ．長期照顧：跨專業團隊整合暨案例分析 ········１ ．華杏．平．                劉淑娟等編著． 450
VD‧4350  ．長期照護機構管理 ············································１ ．華杏．平．                梁亞文等編著． 480

考試書

分類  書 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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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06 ．導遊領隊完全考照捷徑（附考題光碟） ·········１ ．華都．平．                 蔡必昌等編著． 880
9E ．9E005 ．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附術科光碟） ６ ．華都．平．                 尤嫣嫣安奇校． 600
9E ．9E007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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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術科光碟） １ ．華都．平．                 林王美園編著． 500
9E ．9E011 ．喪禮服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附術科光碟）１ ．華都．平．                 王別玄等編著． 400
9E ．9E012 ．喪禮服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附術科光碟） ···１ ．華都．平．                 王別玄等編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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