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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推薦表 

推薦單位： 應用英語系   

書   名 種   類 ISBN 備  註 

英文文法聖經(The Grammar Bible) 圖書  視聽 9575853741  

Moby Dick (prose+rocabvlarybvilding) 圖書  視聽 816704635  

梵谷傳 圖書  視聽   

Bookmarks 圖書  視聽 0321105982  

Writing Research Paper 圖書  視聽 0321236467  

歐亨利短篇傑作選之一 圖書  視聽 9575453328  

歐亨利短篇傑作選之二 圖書  視聽 957545622X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inven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圖書  視聽 0312234716  

Culture and privilege in capitalist Asia 圖書  視聽 0415197635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tate 圖書  視聽 3933127513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for Graduate Students: 
Essential Tasks and Skills 

圖書  視聽 0472088564  

Thought and Language 圖書  視聽 0262720108  

TIME 時代經典用字  人文篇 圖書  視聽 9579919828  

TIME 時代經典用字  科技篇 圖書  視聽 957991981X  

TIME 時代經典用字  商業篇 圖書  視聽 9579919836  

TIME 時代經典用字  政治篇 圖書  視聽 9579919801  

張步桃治大病 圖書  視聽 9573252597  

張步桃開藥方 圖書  視聽 9573246821  

無毒一身輕--21 天改造體質 圖書  視聽 9577764150  

無毒一身輕 2─生病 34 因:健康 7 大法 圖書  視聽 9577765815  

Understanding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teacher’s guide to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design. 

圖書  視聽 0521315514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圖書  視聽 0521630843  

Focus on form in classroom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圖書  視聽 0521625513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圖書  視聽 0521559073  

Teachers as course developers 圖書  視聽 052149768X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圖書  視聽 0521387957  

The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圖書  視聽 0521369614  

http://www.dukeupress.edu/cgibin/forwardsql/search.cgi?template0=nomatch.htm&template2=books/book_detail_page.htm&user_id=10107&Bmain.Btitle_option=1&Bmain.Btitle_=&Bmain.Btitle_option=1&Bmain.Btitle=Chinese+Popular+Culture+and+the+State&Bmain.


書   名 種   類 ISBN 備  註 

Managing curricular innovation. 圖書  視聽 0521555248  

Action research for language teachers 圖書  視聽 0521555353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圖書  視聽 9578468512  

小王子 圖書  視聽 9576064864  

英文故事輕鬆讀勵志篇 圖書  視聽 9867217918  

英文短篇故事精選集 圖書  視聽 9867217772  

達文西密碼 圖書  視聽 9571341649  

OFF 學 圖書  視聽 986715858X  

態度決定高度 2 圖書  視聽 9789867378859  

即戰力-如何成為世界通用的人才 圖書  視聽 9789866948671  

M 型社會 圖書  視聽 9789861247311  

思考的技術 圖書  視聽 9861243682  

自慢 圖書  視聽 9789861248479  

我該如何閱讀 圖書  視聽 9789866526879  

教育應該不一樣 圖書  視聽 9789862167311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圖書  視聽 9789868271265  

人生不設限: 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圖書  視聽 9789861752068  

精準之美 圖書  視聽 9789862167533  

非關命運 圖書  視聽 9789862165126  

人類傳奇 圖書  視聽 9576212618  
語言本能－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 圖書  視聽 9576671205  
美語新詮 圖書  視聽 9629736594  
聽其言也：美語新詮續集 圖書  視聽 9789575607487  
謀殺英文 圖書  視聽   
鼠咀集：世紀末在美國 圖書  視聽 9575220331  
Dangerous Liasons(excellent pronunciation) 圖書  視聽 189185559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