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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書號
419.78 5421 102
419.78 4321 103

登錄

題名

著者

E005561 大往生 : 最先進的醫療技術無法帶給你最幸福的生命 中村仁一
E005562 人生最後一件大事 : 安寧度過臨終,尊嚴走向生命終點 大津秀一

版本
第一版

563.5014 2454 103 E005563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證券心理學

Kostolany, Andre, 19061999

修訂初
版

563.68 2454-2 103 E005564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金錢遊戲

Kostolany, Andre, 19061999

修訂初
版

563.68 2454 103

E005565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Kostolany, Andre, 19061999

修訂初
版

416.025 4664 102

E005566 Zollinger's外科手術圖譜

Zollinger, Robert M.

初版

805.1894 4414 13
418.211 1180 103

E005567 TOEFL iBT托福分類字彙[增訂版]
林, 功.
E005568 Stahl's圖解抗精神病藥物 : 抗精神病藥物第一次就上手 斯多 (Stahl, Stephen M.)

初版
初版

394 4761 103

E005569 Grant's人體解剖學實習指引

坦克 (Tank, Patrick W.)

臺初版

菲爾德 (Field, Derek)
酆士昌

第五版
初版

394 0793 102
312.136 2746 102

出版項
臺北市 : 三采, 2013.
臺北市 : 遠見天下文化, 2014.
臺北市 : 城邦文化商業周刊出版
; [新北市樹林區] : 高見文化總經
銷, 2014[民103]
臺北市 : 城邦文化商業周刊出版
; [新北市樹林區] : 高見文化總經
銷, 2014[民103]
臺北市 : 城邦文化商業周刊出版
; [新北市樹林區] : 高見文化總經
銷, 2014[民103]
臺北市 : 麥格羅希爾合作出版:
合記總經銷, 2013.
臺北市 : 眾文圖書, 2013[民102]
新北市 : 合記, 2014.
臺北市 : 沃特庫爾台灣分公司出
版發行 ; 新北市 : 合記總經銷,
臺北市 : 臺灣愛思唯爾, 2013.09.
新北市 : 博碩, 2013[民102]
臺北市 : 電腦人文化出版 : 城邦
文化發行, 2013.
新北市 : 合記圖書, 2014[民203]
臺北市 : 旗標, 民103[2014]
臺北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行, 2014.

E005570 Field's解剖學、觸診和表面標記
E005571 Evernote雲端整理術 : 提升記事效率的137個實用筆記
Evernote 100個做筆記的好方法 : 數位化重整你的工作
312.7 1712 102
E005572
與人生
415.85 4393 103
E005573 DSM-5精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册
312.1653 2742 103 E005574 Dropbox.Evernote.Google高效率雲端工作術

電腦玩物站長

初版

美國精神醫學會
詹, 博仁

初版

419.49 4426 103

E005575 99%醫療糾紛都是可以避免的

蔡, 秀男

初版

R 418.2 4400 103

E005576

蔡, 靖彥 編著

2014年
嘉義市 : 杏欣, 2014.
版

419.83 4634 102

E005577 全方位護理領導

亞當斯 (Adams, Linda
Thompson)

初版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103年版 = Handbook of common
drugs, 2014

臺北市 : 合記, 2013[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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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

題名

418.2 4400-2 101

E005578 用藥人新知

416.262 1115 103
415.882 4418 102

E005579 用指尖翱翔的男孩
E005580 失智症臨床照護指引

416.025 4477 103

E005581 外科微創手術圖譜 = Atlas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416.2 7513 102

E005582 外科急性腹痛

544.85 7144 103

E005583 父母老了,我也老了 : 如何陪父母好好度過人生下半場

419.61 2191 103

E005584

著者

版本

出版項

第二
版.

張, 雲成
米勒 (Miller, Carol A.)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院
附設醫院. 外科部

嘉義市 : 蔡靖彥發行 : 嘉義玉山
書局經銷, 2013.02.
臺北市 : 佳魁文化, 2014[民103]
一版
臺北市 : 華都文化, 2013.11.
臺北市 :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
初版
2014.
臺北市 :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 ;
第二版
新北市 : 金名圖書總經銷, 2013.

阿隆松 (Aronson, Miriam
初版
K.)

臺北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2014.

一版

臺北市 : 華杏, 2014.

419.61 3302 103

手術室護理臨床指引 = Operating room nursing clinical
guidelines
E005585 手術室實習手冊 = Pocket guide to operating room practice 梁文倩 (護理學)

一版.

413.4 2538 95

E005586 中醫臨床用藥一本通

傳道, 編著

初版.

臺北市 : 華杏, 2007[民96]
臺中市 : 文興出版事業公司,
2006[民95]

417.521 7725 101

E005587

郎恩 (Long, Toby)

二版

臺北市 : 合記, 2012.

蔡宏斌

初版

臺北市 : 貓頭鷹, 2014[民103]

六版

臺北市 : 華杏, 2013.08.

六版

臺北市 : 華杏, 2013.08.

419.78 4430 103

小兒物理治療手冊 : 兒童的發展、成長、常見疾病、
評估、介入治療與輔具之選擇
好命到終老 : 預立醫囑、 安寧緩和、 遺物遺產, 善終
E005588
指引完全指南

419.73 1044-2 102
E005589 成人內外科護理 = Adult health nursing
V.1
419.73 1044-2 102
E005590 成人內外科護理 = Adult health nursing
V.2
544.83 1059 101

E005591 老人退休經濟與財務規劃

418.94 1072 102
418.9 2642 102
416.266 1187 103
415.847 4405 102

E005592
E005593
E005594
E005595

放射治療劑量學
物理治療教與學
姿勢評估 : 治療師操作指引
星星小孩,擁抱陽光 : 幫助自閉兒快樂成長

舒爾斯 (Schulz, James
H.)
吳英黛
Johnson, Jane
蔡文哲

初版
初版
初版
初版
初版

臺北市 : 2012.06 華騰文化發行,
禾楓總經銷 :
新北市 : 合記, 2013.
新北市 : 金名圖書, 2013[民102]
新北市汐止區 : 合記, 2014[民
臺北市 : 心靈工坊文化,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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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

題名

著者

版本

412.6 5011 103

後天性言語和語言障礙 : 從神經解剖與功能性神經學
觀點分析
E005597 流行病學原理 = Principle of epidemiology

默多克 (Murdoch, Bruce
初版
E.)
史, 麗珠 著
初版

805.175 4423 102

E005598 英文學術論文寫作

董,崇選

416.845 7573 103

E005596

496.6 6025 101
E005599 訂價耍心機
538.7845 0371 102 E005600 料理吃門道. 法國篇X義大利篇
415.411 4439 103 E005601 消化內視鏡新進展
415.937 4052 103

E005602 減重及糖尿病手術病人的照護

417.5 4022 103

E005603

416.266 4094 103

E005604 脊髓損傷的功能性復健 : 物理治療的理論與實務指引

破解醫療迷思的52張牌 : 感染症與兒科權威李秉穎醫
師告訴您以前沒聽過的

416.26 4694 103

出版項
新北市 : 合記, 2014.

楊榮森

臺北市 : 雙葉書廊, 民103[2014]
臺北市 : 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 紅
一版
螞蟻圖書經銷, 2013.10.
初版
臺北市 : 商周, 2012.
初版
臺北市 : 商業周刊, 民102[2013]
新北市 : 金名圖書, 2014.
新北市 : 易利圖書 ; 桃園市 : 敏
盛綜合醫院亞太內視鏡減重暨糖
第一版
尿病手術中心 : 台灣代謝及減重
外科醫學會發行, 2014.
臺北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
初版
媒城邦分公司發行, 2014.
新北市新店區 : 臺灣培生教育出
初版
版 ; 新北市汐止區 : 合記發行,
2014[民103]
初版
臺北市 : 合記, 2014

Sharkey, Brian

初版

臺北市 : 合記圖書, 2013.

槐雅萍 王中立

初版
初版

新北市 : 合記, 2014.
新北市 : 合記圖書岀版, 2014.01

Raju, Jagmohan
商業周刊 著
林肇堂

李, 秉穎
Somers, Martha Freeman

E005605 骨密度的檢查與判讀 : 檢查原理與臨床案例分析
彩色圖解健康體適能 : 教您如何正確運動,不吃藥不打
528.9016 1105 102 E005606
針,讓您擁有健美體態,遠離病痛
547.15 4914 103
E005607 彩色圖說長期臥床者居家復健手冊 : 居家運動及護理
416.266 4674 103 E005608 彩色圖說脊髓損傷病人復健手冊 : 四肢癱瘓的復健治
透析治療完全手冊 : 涵蓋病人安全、倫理及末期照護
415.745 6534 103 E005609
的最指引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醫療現場 : 一位心臟外科醫師, 揭
410.07 4024 103
E005610
露醫療崩壞下最震撼的真相

李紹榕

初版

臺北市 : 三采文化, 2014.

410.1 0838 101

戴維斯 (Davis, Anne J.,
1931- )

初版

臺北市 : 華騰文化出版 : 禾楓總
經銷, 2012.05.

E005611 最新護理倫理 : 倫理兩難與實務應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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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錄

題名

焦慮症新知 : 診斷、病理機制及治療新趨勢 = Anxiety
415.8731 4322 103 E005612
disorder update
415.2 9043 103

E005613 暈眩.昏厥 : 有意識頭暈或無意識昏厥? 猝死的預防與

416.845 7573 103

E005614 運動性言語障礙診斷與治療

528.9016 0037 103 E005615 運動處方
416.283 7761 103 E005616 運動傷害防護學 = Care prevention of athletic injuries
394.2 7761 103
E005617 運動解剖學實務 : 彩色圖解手冊
團體動力學在職能治療的應用 : 團體介入的理論基礎
415.9 1013 103
E005618
與實務應用
397 7704 102
E005619 圖解生理學 : 結合理論與臨床的18堂課
415.882 4452 102

E005620 謝謝你,從阿茲海默的世界回來

415.85 4014 101

E005621

著者

版本

出版項
臺北市 : 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暨
神經精神藥理學學會出版 ; 新北
市 : 合記發行及總經銷, 2014.
臺中市 : 晨星, 民103[2014]
臺北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出版
; 新北市 : 合記發行, 2014[民103]
臺北市 : 華都文化, 2014[民103]
臺北市 : 華都文化, 2014[民103]
新北市 : 合記, 2014.

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

初版

小林, 洋一
佛里德 (Freed, Donald
B.)
方進隆
駱明瑤

初版

柯爾 (Cole, Marilyn B.)

第二版 新北市 : 合記圖書, 2014.

二版.
一版
二版
初版

初版

新北市 : 合記, 2013.
臺北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民
102[2013]

荒井和子 作

初版

林子堯

初版

臺北市 : 合記, 2012[民101]

E005622 臨床護理技術與處

周 幸生

初.

臺北市 : 時新出.

PSY-L精神科臨床入門實用導引 : PSY-L handbook of
basic clinical psychiatry

419.7026 7742 95
V.1 C.5
419.7026 7742 95
V.2 C.5
415.111 1044 103

E005623 臨床護理技術與處

周 幸生

初.

臺北市 : 時新出.

E005624 臨床檢驗判讀

初版

418.11 4483 103

E005625 臨床案例:藥理學

397.3 2704 103
417.7 0462 103
415.937 4668 103

E005626 臨床肌動學與解剖
E005627 臨床老年醫學 : 評價與診斷 = Practical geriatrics
E005628 糖尿病自癒 : 簡單易懂的Q&A完全問答240

初版
初版.
初版

新北市 : 新文京, 2014.1
臺北市 : 麥格羅希爾出版,
2014.01
新北市汐止區 : 合記, 2014[民
新北市 : 合記, 2014[民103]
新北市 : 華志文化, 2014.6

415.37 4425 103

E005629 認識肺動脈高壓

初版

新北市 : 合記, 2014

413.2 2117 100

E005630 裴正學中醫學 : 中醫理論與臨床病案討論

王嘉莉等著
Eugene C.Toy 等原著 黃
筱甯 譯
Lippert, Lynn S.
岩本 俊彥
楊國銘、彭小春
高雄榮民總醫院. 肺高
壓專業治療團隊
裴正學

初版

臺北市 : 合記, 2011.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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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9E9 0371 103 E005631 翻倍效率工作術 : 不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數
418.9 2221 103
E005632 職能治療標準作業療法 : 生理疾病職能治療學
547.17 4444 103
E005633 醫務社會工作

著者
文淵閣工作室
岩崎テル子
莫, 藜藜
皮寇弗 (Pickover,
Clifford A.)
張, 麗卿

410.09 4035 103

E005634 醫學之書

412.12 1117 103

E005635 醫療人權與刑法正義
醫療糾紛處理之新思維 (一) : 以臺中地院醫療試辦制度
E005636
陳學德 著
為中心
E005637 醫療糾紛處理新思維 : 醫療糾紛處理與鑑定
林義龍
醫療糾紛處理新思維 : 臺中地院醫療調解、諮詢、鑑
E005638
陳學德
定制度經驗分享
E005639 醫療侵權行為之構成要件分析
陳聰富
E005640 醫療應用統計學 : SAS操作與資料分析
李采娟
醫療責任的形成與展開 =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005641
陳, 聰富
medical liability
E005642 全民英檢中級試題全集. 2014-2016
Sinclair, David
E005643 生物統計學
史麗珠
E005644 內外科護理技術
翁淑娟
小兒物理治療學 = Pediatric physical therapy-health
E005645
promotion, habilitation and rehabilition

419.49 4288 103
419.49 4480 101
419.49 7572 103
419.49 7513 103
419.44 4024 103
412.12 7513 103
805.189 1061 103
316.13 5011 103
419.61 8034 102
417.5 0044 100
805.1895 2053 103
V.1
805.1895 2053 103
V.2
805.1895 7251 103
V.1
805.1895 7251 103
V.2
419.6 1044 103 V.1

版本
初版
初版

臺北市 : 碁峰, 2014.
新北市 : 合記, 2014.
臺北市 : 松慧, 2014.06.

初版

臺北市 : 時報出版, 2014[民103]

初版

臺北市 : 元照, 2014.

初版

臺北市 : 元照, 2014.

初版

臺北市 : 元照, 2014[民103]

初版

臺北市 : 元照, 2014[民103]

初版
初版

臺北市 : 元照, 2014.
臺北市 : 雙葉書廊, 2014.
臺北市 :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初版
2014.
臺北市 : 哈佛英語出版社,
二版
臺北市 : 華杏出版, 2014.02
第六版 新北市 : 新文京開發, 2013
三版

E005646 全新!NEW TOEIC新多益聽力題庫大全

曹 (Cho, David)

E005647 全新!NEW TOEIC新多益聽力題庫大全

曹 (Cho, David)

E005648 全新!NEW TOEIC新多益閱讀題庫大全

曹 (Cho, David)

初版

E005649 全新!NEW TOEIC新多益閱讀題庫大全

曹 (Cho, David)

初版

E005650 基本護理學

出版項

七版.

臺北市 : 禾楓, 2011.
新北市 : 國際學村 : 知遠文化總
經銷, 2014.
新北市 : 國際學村 : 知遠文化總
經銷, 2014.
新北市 : 國際學村 : 知遠文化總
經銷, 2014.
新北市 : 國際學村 : 知遠文化總
經銷, 2014.
臺北市 : 永大,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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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6 1044 103 V.2 E005651 基本護理學
照護基本功 : 趙可式教授實作教學 = The basics of
419.61 4914 103
E005652
comfort measures
照護基本功 : 趙可式教授實作教學 = The basics of
419.61 4914 103
E005653
C.2
comfort measures
415.85 4414 98
E005654 精神科護理學 = Psychiatric nursing
415.101 5734 103

著者

出版項

七版.

臺北市 : 永大, 2014.06.

趙可式

一版

臺北市 : 華杏, 2014.

趙可式

一版

臺北市 : 華杏, 2014.

三版

臺北縣 : 新文京開發, 2009.
臺北市 : 臺灣病歷資訊管理學會,
2014.08.
臺北市 : 松崗資產管理, 2014.01.
北京 : 人民軍醫出版 : 新华书店
经销, 2008.
臺北市 : 城邦商業周刊出版 : 高
見總經銷, 2011[民100]
臺北市 : 遠見天下文化出版 ; [新
北市] :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E005673 ICD-10-CM/PCS分類規則彙編

312.49O4 8607 103 E005674 輕鬆學會Office2013的18堂課

版本

初版.
曾新民

初版

413.5 8002 100

E005675 本草新用途

159.4 4037 100

E005676 問對問題找答案

Browne, M. Neil 1944-

初版

710 6851 103

E005677 人類大歷史 : 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哈拉瑞 (Harari,Yuval
Noah)

第1版

848.6 7417 103

E005678

尉天驄

初版

臺北市 : 允晨文化,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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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臺北市 : 新自然主義出版 ; 新北
市 : 聯合發行總經銷,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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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28 344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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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5684

荆棘中的探索 : 我的讀書札記 = La traversée d'un fourre
d'épines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 : 9個社會企業的熱血.追夢實戰故
事 = Social enterprise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獨居時代 : 一個人住，因為我可以 (公務人員閱讀專
書)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 看世
界的方法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他改變了美國, 也改變了世界 : 富蘭克林自傳 (公務人
員閱讀專書)
如是深戲 : 觀.諮商.美學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生命的尋路人 : 古老智慧對現代生命困境的回應 (公務
人員閱讀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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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林南柏格 (Klinenberg,
初版
Eric)
劉必榮

初版.

富蘭克林 (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
金樹人

初版

戴維斯 (Davis, Wade)

初版

初版

臺北市 : 漫遊者文化, 2013.
臺北市 : 先覺出版 : 叩應總經銷,
2009[民98]
臺北市 : 久石文化出版 ; [新北
市] : 創智文化總經銷, 2013.
臺北市 : 張老師文化, 2014.
新北市新店區 : 大家出版 : 遠足
發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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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路中國 : 長城,鄉村,工廠,一段見證與觀察的紀程 (公
何偉 (Hessler, Peter)
務人員閱讀專書)
台灣的兩面鏡子 : 從中國、日本缺什麼,看台灣如何加
E005686
近藤大介
強競爭力
E005687 恢復力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佐里 (Zolli, Andrew)
高伯格 (Goldberger,
E005688 建築為何重要 (公務人員閱讀專書)
Paul), 1950110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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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二版
初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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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項
新北市 : 八旗文化, 2013.
新北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發行, 2014.
臺北市 : 商周出版, 2012.
新北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發
行,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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