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育 - 體育中文參考書目錄  

第  1 頁，共  7 頁  

書目名稱 作者 出版 ISBN / ISSN  年份 

運動+營養‧講是又講非 雷雄德, 林思為 一丁文化 9789887815761 2019 

運動心理學 盧綽蘅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84232 2019 

手繪百科-環遊世界運動之旅 達柯編輯群 世界出版社 9789888413690 2019 

就是愛打桌球！讓你技巧進步的漫

畫圖解桌球百科 
大富寺航 小熊 9789869791632 2019 

就是愛游泳！讓你技巧進步的漫畫

圖解游泳百科 
岩元健一 小熊 9789578640962 2019 

就是愛打棒球！讓你技巧進步的漫

畫圖解棒球百科（新版） 
田中顯 小熊 9789578640092 2018 

就是愛踢足球！讓你技巧進步的漫

畫圖解足球百科 
平野淳 小熊 9789869529815 2017 

HIIT 地表最強燃脂運動 岡田隆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4792450 2017 

中國古代體育圖錄 孫麒麟, 毛麗娟, 李重申 甘肅教育出版社 9787542332424 2017 

中國體育年鑒 2016 國家體育委員會編 中國體育年鑒社 9787518922710 2017 

王牌健身教練在你家（飲食篇+運 

RIZAP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719025007074 2017 動篇）套組──日本第一健身機構 
RIZAP 的增肌減脂 

王牌健身教練在你家【運動篇】： 

RIZAP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3280262 2017 
日本第一健身機構 RIZAP 最有效

率的肌肉訓練，增肌減脂事半功

倍，戰勝停滯期不復胖！ 

田徑運動體能訓練 王丙振 化學工業出版社 9787122282996 2017 

我看不見，我活得很精彩：林信廷

的耀眼人生 
林信廷 遠足文化 9789869300063 2017 

香港足球史 林匡正 四筆象出版社 9789629924249 2017 

破浪：海洋獨木舟玩家攻略 蘇達貞 漫遊者文化 9789869324366 2017 

強韌力：看史上最多金牌保持人，

如何以強大心理韌性超越自我？ 
好的文化編輯部 好的文化 9789865626662 2017 

從零開始學游泳：仰泳、蛙泳、蝶

泳、自由泳技巧完全圖解 
堀內善輝主編 ; 王爽威譯 人民郵電出版社 9787115401861 2017 

速度制勝 - 達到運動巔峰的 100

個速度訓練 
保羅．柯林斯 人民郵電出版社 9787115446046 2017 

登山體能訓練全書：運動生理學教

你安全有效率的科學登山術 
能勢博著 ; 高慧芳譯. 晨星出版社 9789864431113 2017 

跑者都該懂的跑步關鍵資料：透過     
跑錶解析自己的跑力，突破瓶頸，

進行有效率的科學化訓練 
徐國峰, 莊茗傑 臉譜出版社 9789862355169 2017 

郵票百科科普館：體育競技 謝宇(主編) 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 7543328895 , 
9787543328891 

2017 

愛與熱情的網球史 - 從布爾喬亞的

花園派對到大滿貫頂尖對決 
伊莉莎白．威爾森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3594109 2017 

運動這樣吃就對了－－營養師專為 
梁峻嘉 創意市集 9789869401371 2017 各式運動訓練、比賽、恢復期設計

的飲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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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大英百科．人體醫學(2) 疾病

與健康 
BomBom Story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9789863427421 2017 

漫畫大英百科．人體醫學(3) 人體 BomBom Story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9789863427957 2017 

網球運動解剖書 E. 保羅．洛德特 楓樹林 9789865688646 2017 

德國足球教學課程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564424930 2017 

請問雷博士！運動科學是與非 雷雄德 一丁文化 9789887720065 2017 

醫學博士才知道的酸痛拉筋操 小山勝弘著 ; 遊韻馨譯 采實文化 9789865683139 2017 

籃球運動解剖書 布萊恩．柯爾 楓樹林 9789865688622 2017 

體育運動知多少〔大開眼界小百

科〕 

Giulia Calandra Buonaura, Maria 

Novella Passaglia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620868658 2017 

體育賽事產業區域核心競爭力形成

機制研究 
叢湖平, 羅建英 浙江大學出版社 9787308083928 , 

7308083926 
2017 

少年足球執教手冊（第 5 版） 黃海楓 譯 人民郵電出版社 9787115407566 2016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運動

鍛煉你的思考力 
戴蒙．楊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1368245 2016 

李娜 - 網球回憶錄 李娜 有意思 9789863757818 2016 

看圖學 24 式楊氏太極拳 高崇、灌木體育編輯組 人民郵電出版社 9787115416872 2016 

看圖學 56 式陳氏太極拳 高崇、灌木體育編輯組 人民郵電出版社 9787115416872 2016 

原來如此！孩子的第一套科學 
小百科 - 人體 

克勞汀．賈斯東、克裡斯提安．卡

瑪哈 
小遠足 9789869316408 2016 

體能訓練圖解全書：一本搞懂身體     
品質調校．競技水準提升．賽前調

整訓練．訓練週期規劃 
國際運動醫療科學研究所 晨星出版社 9789864431427 2016 

小閱讀大理解．進階篇：減肥的小

熊貓 
馬翠蘿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620863288 2015 

小閱讀大理解．進階篇：想當冠軍

的小烏龜 
馬翠蘿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620863295 2015 

由零到最遙遠的距離 吳俊霆 運動版圖 9789881639530 2015 

你的第一本自行車騎行入門書 休閒體育推廣項目組 龍門書局 9787508845210 2015 

郵票上的中國體育 福建省體育局 福建人民出版社 9787211072019 2015 

跨越 180 陳偉明 運動版圖 9789881639547 2015 

運動健身知識家（最新版） - 圖解     

肌肉關節．肌力訓練．耐力訓練．

營養補充．運動傷害．基礎理論 
林大凱、蘇暐婷 譯 旗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3122654 2015 

實用體適能測試與評估 許世全 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 9879629321543 2015 

打出一片天（飛躍青春系列） 梁天樂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629233990 2014 

莊則棟自述 莊則棟 新華出版社 9787516606186 2014 

體操 全國體育院校教材委員會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45963 2014 

宇宙最強邀請賽（漫畫創刊號） 林敏嫻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620859366 2013 

傳統太極拳全書 人民體育出版社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42429 2013 

體育教材教法選編．田徑體操部分 索玉華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564413149 2013 



體育 - 體育中文參考書目錄  

第  3 頁，共  7 頁  

書目名稱 作者 出版 ISBN / ISSN  年份 

乒乓球弧圈球與台內球  劉雅玲、陳達君、劉傑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4281 2012 

林書豪的故事 郭及天 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2721414 2012 

直到世界盡頭 林丹 鳳凰出版社 9787550614680 2012 

創意體育遊戲 李明強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8517 2012 

香港的故事我們的理論 體育運動

社會學質性研究 
中大體育運動科學系 2011 年畢業生 阿湯圖書 9789881757326 2011 

人生是否有 take 2 桃默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629233402 2010 

三三長篇小說 - 十四歲的舞蹈課 三三 木棉樹 9789888015566 2010 

由慢跑進入馬拉松  宮原美佐子 聯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576000000 2010 

乒乓球削球  王蒲 大展出版社 9574681831 2010 

乒乓球發球與接發球  張良西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574681645 2010 

高爾夫揮杆實戰技術 一本通 李艮澤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2281765 2010 

體育行政與管理 鄭志富（主編） 臺北：師大書苑 9574964140 2010 

羽毛球技巧圖解  彭美麗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4946 2009 

老鼠記者 42 金牌鼠贏盡奧運會 謝利連摩 ‧ 史提頓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620848605 2009 

赤道上的金牌 蘇樺偉 星島出版社 9789626727881 2009 

青春火花（飛躍青春系列） 梁天樂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629233235 2009 

高爾夫揮杆原理  耿玉東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574683540 2009 

認識我們的身體 人體學習大百科 淺野伍朗 三悅文化 9575264762 2009 

Jumper 籃球王 袁兆昌 天行者 9789881723925 2008 

羽毛不落的秘密 周子嘉 天行者 9789881723949 2008 

那年放學，我們去射龜 李卓賢  天行者 9789881723932 2008 

松頭再來 洪松蔭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628993598 2008 

看誰跑得快 林煜幃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1890852 2008 

從入門到實戰 - 籃球 花勇民、葛豔芳 譯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8982 2008 

跳躍女排 1 校隊新丁 謝小寶 突破出版社 9789628996094 2008 

運動員之一分 新人才文化編委會 新人才文化 9789628611256 2008 

2008 北京奧運讀本 熊曉正 人民日報 9787802085343 2007 

大專院校運動損傷學教程（第三

版） 
矯瑋 諾達運動 9789866971327 2007 

中國功夫操 莊昔聰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4517 2007 

中國體育光榮與夢想 張永恆 外文出版社 9787119046693 2007 

包你學會高爾夫 包偉銘的高爾夫

自學手冊  
包偉銘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臺灣) 9789571030883 2007 

北京郊區奧運商機研究 李萍、陳雄鷹、汪昕宇 經濟科學出版社 9787505864481 2007 

北京奧運會大學生讀本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303082230 2007 

北京奧運會場館運行通用知識讀本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7770 2007 

皮划艇 袁守龍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853 2007 

乒乓球新手訓練班 穆亞楠、陽志剛 萬里書店出版 9789621435859 2007 

好想打網球 梁天樂 突破出版社 978962891373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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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 袁守龍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499 2007 

羽毛球新手訓練班 劉瑞豪 萬里書店出版 9789621435866 2007 

走近奧運 田慧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7039 2007 

足可圓夢 莫逸風、黃海榮 和富祉會企業 9789889985110 2007 

足球入門圖解  盧嘉、萬海濤 譯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9789621435170 2007 

初中體育遊戲 400 例 李岩、李傑凱、常波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7572 2007 

空手道 良品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9789621435811 2007 

怎樣跑得快  沈信生 大展出版社 9574683133 2007 

柔道 東映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9789621435828 2007 

風浪板寶典：駕馭的入門指南與投

術提升 
博恩赫夫特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866846090 2007 

倫球傅 歐偉倫 STAR PUBLISHING 9789889989866 2007 

旅遊行業 - 奧運知識問答 本書編委會 中國旅遊出版社 9787503230653 2007 

馬術寶典 - 騎乘要訣與馬匹照護 柏娜黛特．佛瑞作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66846212 2007 

高中體育遊戲 300 例 李岩、李傑凱、常波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7565 2007 

高爾夫球入門圖解 尼克‧獲特 萬里書店出版 9789621435163 2007 

奧林匹克摔跤 俞繼英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500931171 2007 

提前看奧運（上下） 西門文化 中央文獻 7507322424 2007 

街頭花式籃球  畢仲春、何斌、陳麗珠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5134 2007 

超完美推杆  愛德華．克雷格  尖端出版有限公司(臺灣) 9789571033853 2007 

跆拳道 良品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9789621435835 2007 

奧林匹克柔道  劉衛軍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31188 2007 

奧林匹克摔跤  俞繼英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31171 2007 

奧運 10 知道 劉慶成、陳柳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9787500785170 2007 

奧運 50 問 劉慶成、陳柳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9787500785187 2007 

奧運知識讀本 王偉 青島出版社 9787543641037 2007 

奧運傳奇 - 感動世界的 100 個精

彩瞬間 
競報社 北京出版社 9787200067651 2007 

奧運會通史（上冊） 施泰因巴赫 山東畫報 7807133254 2007 

奧運會通史（下冊） 施泰因巴赫 山東畫報出版社 7807133254 2007 

奧運精神 - 勵志書 王少毅 中央編譯出版社 9787802113978 2007 

圖解野外求生 休．麥克曼納斯 汕頭大學出版社 978811200720 2007 

圖說少兒跆拳道  王雙忠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5189 2007 

慢跑怎麼跑 - 掌握慢跑的技巧，養

成慢跑的習慣 
林永富 晨星出版社 9789861770680 2007 

網球手冊 - 完美技術典範 蘇．域舒 萬里機構．萬里書店 9789621435460 2007 

網球技術攻略聖典（全二冊） 宋強 諾達運動 9789866971280 2007 

網球發球技術圖解  宋強 諾達運動 9789868185319 2007 

與奧運同行 - 中國孩子的心聲 王嵩濤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811190830 2007 

潘岳雄博士 - 全人健康之運動處方  潘岳雄、鄧淼 諾達運動 97898669715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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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劍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500920466 2007 

舉重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500914458 2007 

籃球戰術圖解（第二版）  讓．皮埃爾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6278 2007 

體育舞蹈 壽文華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811006979 2007 

100 分軟體操 -五日擺脫僵硬感  張淑萍 相映文化 9789867461353 2006 

一人一球：一群社會學人的足球筆

記  
香港大學社會學學會 Roundtable Publishing 9789889922719 2006 

人體科學原理  熊開宇、張一民、李捷 奧力達出版社 9789868169029 2006 

大專院校運動科學體適能教程 王安利、王松濤 諾達運動 9789868218604 2006 

小學體育健康教程與教案設計 于素梅 諾達運動 9789868236462 2006 

中小學體育健康課程 體適能遊戲  甘學琳 諾達運動 9867423860 2006 

中學體育教材課程  于素梅 諾達運動 9789868218642 2006 

水適能運動學習百科  阿黛咪 貓頭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7001153 2006 

北京奧運會小學生讀本 
（4 - 6 年級）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7500782535 2006 

北京奧運會工作人員讀本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811005948 2006 

北京奧運會中學生讀本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7200051497 2006 

生活休閒 (1) - 圖解高爾夫學習百

科  
Steve Newell 三采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7137104 2006 

田徑運動技能訓練  孫南、張英波、李鐵錄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5585 2006 

田徑運動技術雙語教程  孫南、馬元康 諾達運動 9789868218697 2006 

田徑運動教學理論與訓練方法  馬明彩、熊西北 諾達運動 9789868185364 2006 

乒乓球技巧圖解  劉雪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5028 2006 

乒乓球弧圈球技術圖解  唐建軍、林清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811002175 2006 

即效伸展運動  佐藤 楓書坊 9789866944123 2006 

完全體育教材（經典套書）  北體大教師群 諾達運動 9789867121059 2006 

我贏了！我輸了！ 伊莎貝．阿貝蒂 親子天下 9789867158697 2006 

足球中場技術圖解（上）(套書)  黃燁軍、陳惠民、羅峰 諾達運動 9789867121080 2006 

足球中場技術圖解（下）(套書)  周岩、劉鍚波、藍宏傳 諾達運動 9789867121097 2006 

足球技巧圖解  麻雪田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4878 2006 

足球怪史 綠茵場上鮮為人知的故

事  
安德魯．沃德 藍天出版社 9787801586001 2006 

足球前場技術圖解（套書）  王國斌、李明學、高德宏 諾達運動 9789867121066 2006 

社交舞教室  周宇平、王俊玲 文豪苑 9789628929375 2006 

保齡球技巧圖解  楊雲琳、劉曉薇、李雷 諾達運動 9789868185395 2006 

香港乒乓 70 年  蘇根源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9789882116023 2006 

馬拉松跑 - 從新手到世界冠軍（第

2 版） 
理查德．內魯卡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29604 2006 

高中體育健康教程與教案設計 于素梅 諾達運動 9789868236486 2006 

高爾夫術語圖解  裴勇 新星出版社 978780225022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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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揮杆必備  裴勇 新星出版社 9787802250208 2006 

高爾夫揮杆實戰技術 一本通 李艮澤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2281765 2010 

從基本開始學會游泳  李盈潔 大坤書局有限公司 9789575386931 2006 

捷泳（自由泳）技術圖解  溫宇紅、李文靜 諾達運動 9789868218659 2006 

教你如何打網球  宋強 奧諾詩出版 9789867169167 2006 

球場大朝聖：透視體育運動文化  王建元、陳潔詩 香港 : 天窗 9889910349 2006 

第 13 屆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 競

賽項目通用知識讀本 
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811005867 2006 

野外生存指南（第 4 版）（全新修

訂）  
弗爾科爾．拉普 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9787534548284 2006 

野外求生寶典：活命的必要裝備與

技能 
賈斯．哈丁 世界出版社 9789624325539 2006 

最亮的十米 -從窮鄉小子到奧運冠

軍的奮鬥故事  
田亮 經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628863334 2006 

游泳技術圖解  溫宇紅、李文靜 諾達運動 9789868218680 2006 

游泳教室  曹青軍 文豪苑 9789628929382 2006 

奧林匹克文化之旅 劉忻、楊存真 群言出版社 7800805220 2006 

奧林匹克演繹的教育文化 郭怡 浙江大學出版社 7308049515 2006 

奧運傳播與文化 杜婕、張秀萍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811005344 2006 

奧運趣史 奧運會上離奇卻真實的

故事  
傑弗．蒂鮑爾斯 藍天出版社 9787801585998 2006 

新保齡球技法 - 曲線球與飛碟球  林升滿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5004 2006 

運動免疫學  高順生、趙樹林 諾亞森林 9867423585 2006 

運動的故事  哈蒙 貓頭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7001252 2006 

運動指導百科  瓊安娜．霍爾 晨星出版社 9789861770338 2006 

運動員基礎訓練指南（套書）  田麥久、鄧鎮堅 奧力達出版社 9789868197589 2006 

網球技術提高講座  兒玉光雄、高橋仁大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27792 2006 

網球雙打 55 種制勝技巧  杉山貴子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29383 2006 

網球雙打超實戰技術  杉山貴子 人民體育出版社 9787500929390 2006 

舞獅運動教程  段全偉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9787811005899 2006 

舞緣舞故 魏白蒂、白朗唐、施德安 香港舞蹈聯盟 9628519956 2006 

劍道 - 少年劍士 劉冠甫 諾達運動文化出版 9868218675 2006 

撞球技巧圖解  馬善凱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4410 2006 

靜瑜伽 - 

減壓、助眠、抗酸痛 3 分鐘療愈法  
克莉絲坦．瑞茲 時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7586353 2006 

籃球技巧圖解  許博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574684779 2006 

籃球基本課程  武田惠 聯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576173728 2006 

籃球實戰技術圖解 - 最佳投藍 韓紀光 諾達運動 9789868236400 2006 

籃球實戰技術圖解 - 最佳進攻  韓紀光 諾達運動 9789868236400 2006 

體育文化學 易劍東 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 7811005107 2006 

體育舞蹈讀本 劉光紅 人民體育出版社 7500930682 2006 

體育學導論 （第二版） 徐元民 品度圖書 957824849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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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鍛煉與欣賞 - 乒乓球  吳健 鄭州大學出版社 9787811060980 2006 

體育鍛煉與欣賞 - 足球  党希平 鄭州大學出版社 9787811062120 2006 

體育鍛煉與欣賞 - 排球  陳正宇 鄭州大學出版社 9787811060973 2006 

體適能基礎理論（第二版） 沈劍威、阮佰仁 香港：香港體適能總會 962887277X 2006 

旋轉女乒 梁天樂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628791804 2005 

沖吧！夢想少年 梁天樂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622646469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