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總類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DVD] = 白ゆき姫殺人事件 = The snow white murder case 中村義洋導演
采昌國際

多媒體

總類 東方快車謀殺案 [DVD] =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肯尼斯布萊納

(Kenneth

Branagh)導演

福斯

總類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 宋怡慧著
木馬文化

出版

總類 黑天鵝效應
Nassim

Nicholas Taleb

大塊文化

出版

總類 藏書之家:我與我爸, 有時還有我媽 黃震南著 前衛出版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1.遺傳與血型:人體醫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2.疾病與健康:人體醫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3.人體:人體醫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4.青春期與性:人體醫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5.演化:人體醫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6.人類心理:人體醫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宗教(1-2)-宗教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宗教(1-2)-宗教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社會科學(1)-文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社會科學(2)-政治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社會科學(3)-思想與哲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1.神話與傳說:文明文化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2.人類文化:文明文化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3.世界遺產:文明文化 BomBom Story著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4.世界傳統文化:文明文化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1.古文明:歷史 BomBom Story著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2.歷史人物=Britannica:歷史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3.歷史事件:歷史 BomBom Story著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1:藝術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000總類-3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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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2.藝術=Britannica:藝術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1.亞洲=Britannica:地理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2.西亞與大洋洲=Britannica:地理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3.美洲:地理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4.歐洲=Britannica:地理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5.非洲=Britannica:地理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漫畫大英百科.5.水=Britannica:物理化學 BomBom Story文 三采文化

總類 英雄多情:易經與經世智慧 王浩一著
有鹿文化

出版

哲學類 哲學,為人生煩惱找答案:請哲學家帶我們用概念思考日常 黃鎮奎著 日出出版

哲學類 思辨決定你的未來:沃草烙哲學讓你腦洞大開的25個思想實驗
沃草烙哲學作者

群著
究竟出版

哲學類 毓老師四書札記
愛新覺羅毓鋆講

述
奉元出版

哲學類 大學中庸:毓老師講<<大學>>、<<中庸>>
愛新覺羅毓鋆講

述
奉元出版

哲學類 在無何有之鄉遇見莊子 曾昭旭著 九歌

哲學類 心學風雲記: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陳復著 五南

哲學類 王子精靈法則:陽明心學智慧記 陳復著 聯經出版

哲學類 叔本華的辯論藝術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商周出版

哲學類 彩色版徹底圖解心理學:最親民的心理學入門書，最佳心理學系輔助教材！
青木紀久代, 神

宮英夫編著

三悅文化

圖書

哲學類 向癒:從難治病與慢性病徹底解脫, 以身心靈中醫為鑰,邁向終極健康 李宇銘作 時報文化

哲學類 求關注.求分享.求被愛!:為什麼我們會變得誇大.自戀,渴望被崇拜?「做作與自戀型人格」社會觀察報告 和田秀樹著
木馬文化

出版

哲學類 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擁有安穩的自尊,安心成為自己,在關係裡自由自在 蘇絢慧作 三采文化

哲學類 遇見賽斯=Encounter with Seth:認識自己.改變一生 許添盛主講 賽斯文化

哲學類 打造超人大腦:極速閱讀.寫作.持續進化,新手高速成長的逆襲方程式 Xdite(鄭伊廷) 商周出版

100哲學類-6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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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大腦什麼都記得住!

史考特.海格伍

德(Scott

Hagwood)著

商業周刊

哲學類 思考練習題:美國名校都在用的動腦題庫, 突破我們的想像同溫層

瑪瑞琳.伯恩斯

(Marilyn

Burns)著

大田

哲學類 胡思亂想的爆發力:修補.淺嘗.塗鴉 跳脫框架的練習,讓你的專注力更敏銳, 工作更有效率
斯里尼.皮雷

(SriniPillay)
遠流

哲學類 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

米哈里.契克森

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

yi)著

行路出版

哲學類 別讓負面情緒綁架你:30個覺察+8項練習,迎向自在人生 胡展誥作 寶瓶文化

哲學類 我離開之後:一個母親給女兒的人生指南,以及那些來不及說的愛與牽掛

蘇西.霍普金斯

(Suzy Hopkins)

著

三采文化

哲學類 我們住在焦慮星球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天下雜誌

哲學類 為升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查爾斯.杜希格

(Charles

Duhigg)著

大塊文化

出版

哲學類 為升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查爾斯.杜希格

(Charles

Duhigg)著

大塊文化

出版

哲學類 為升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查爾斯.杜希格

(Charles

Duhigg)著

大塊文化

出版

哲學類 為什麼愛說謊
布萊恩.金恩

(Brian King)著
晨星發行

哲學類 美味情書 [DVD] = The lunchbox
Ritesh Batra編

劇.導演
佳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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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同頻溝通:把話說進對方的心坎裡
林裕,清水健

二著

今周刊出

版

哲學類 (全彩圖解)大腦使用手冊:活用大腦就能心想事成,NLP是邁向成功的科學捷徑 加藤聖龍著 好的文化

哲學類 我決定我是誰:在負能量爆表的人生路上, 我不活在別人的嘴裡! 鍾明軒著 大樂文化

哲學類 30歲前,你還有多少成功的機會 呂白著 今周刊出

哲學類 花掉的錢都會自己流回來:啟動「金錢螺旋」，用錢越多反而更有錢
Mentalist

DaiGo著
方言文化

哲學類 花掉的錢都會自己流回來:啟動「金錢螺旋」，用錢越多反而更有錢
Mentalist

DaiGo著
方言文化

哲學類 花掉的錢都會自己流回來:啟動「金錢螺旋」，用錢越多反而更有錢
Mentalist

DaiGo著
方言文化

哲學類 邁向成功新生活 林保華著
思考致勝

出版

哲學類 青春走得太快, 領悟來得太慢:在失去中獲得.在恐懼中勇敢,看精神科醫師如何拿回人生主控權。

戈登.李文斯頓

(GordonLivings

ton)著

商業周刊

哲學類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 佛蘭克.赫爾作
智言館文

化出版

哲學類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 佛蘭克.赫爾作
智言館文

化出版

哲學類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 佛蘭克.赫爾作
智言館文

化出版

哲學類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秘訣=My first smart steps

史威加.貝爾格

曼(Zvika

Bergman)著

遠流

哲學類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秘訣=My first smart steps

史威加.貝爾格

曼(Zvika

Bergman)著

遠流

哲學類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秘訣=My first smart steps

史威加.貝爾格

曼(Zvika

Bergman)著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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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走過愛的蠻荒:撕掉羞恥印記,與溫柔同行的偏鄉教師 文國士著 寶瓶文化

哲學類 一流的人如何保持顛峰

布萊德.史托伯

格(Brad

Stulberg),史蒂

夫.麥格尼斯

(Steve

Magness)著

天下雜誌

哲學類 你總是太容易放過自己 馬一帥著 風雲時代

哲學類 做自己就好:我屬於我自己!找到真正歸屬感,從「擁抱脆弱」到「克服自卑」,獲得參與世界的勇氣
布芮尼.布朗

(Brené Brown)

馬可孛羅

文化出版

哲學類 邁向目的之路:幫助孩子發現內心召喚,踏上自己的英雄旅程

威廉.戴蒙

(William

Damon)著

親子天下

出版

哲學類 自我覺察=Be self-aware, be happy:朝向內在快樂的過程 許添盛口述 賽斯文化

哲學類 人際剝削:為什麼我們離不開有毒的人際關係?78個原則,贏回人生主導權 洪培芸著 寶瓶文化

哲學類 朋友這種幻想:社會學家教你不被人際關係困擾的8堂課 菅野仁著 究竟出版

哲學類 邊緣人格:以愛為名的控制, 被恐懼綁架的人生 李訓維作 寶瓶文化

哲學類 遇見,生命最真實的力量:一個諮商心理師的修練筆記 胡展誥著 聯經出版

哲學類 我們之間: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 = The practice of thesatir model in couple theraoy 成蒂著

心靈工坊

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

哲學類 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即時療癒人際關係的痛與情感內傷 蘇絢慧著 究竟出版

哲學類 學幽默=Humor:哈佛大學最熱門的一堂課 李大衛著
悅讀名品

出版

哲學類 拼圖者的生命觀察:一位工作20年的法醫心得。新聞跑馬燈後的真實故事,解剖刀下的生命啟發 楊敏昇著 時報文化

哲學類 你以為的懷才不遇 只是懷才不足而已 小令君著 今周刊出

哲學類 青春正效應:新世代應該知道的人生微哲學 蔡淇華著
遠見天下

文化

哲學類 你, 很好:接受過去的你, 喜歡現在的自己 艾爾文著 方智出版

哲學類 游祥禾關係對話:七萬人教會我的事 游祥禾著
布克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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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與老子笑弈人生這盤棋 王溢嘉作
有鹿文化

出版

哲學類 人生自古誰不廢:或懷才不遇,或落榜情傷,古代魯蛇的人生堅強講義
敏鎬的黑特事務

所著
究竟出版

哲學類 當下即自由:正念大師教你擺脫苦痛.執著,於所在的地方找到勇氣.愛與喜悅

傑克.康菲爾德

(JackKornfield

)著

日月

哲學類 靈修人關鍵報告 宇色(李振瑋)著 柿子文化

哲學類 清醒地睡=Conscious sleeping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哲學類 我:弄錯身分的個案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哲學類 張德芬的小時空修心課:喚醒.療癒.創造的三階段實作練習 張德芬著 方智出版

哲學類 你的人生不能被扣倒 水淼作 好的文化

宗教類
與神同行 [DVD] : 一個你不曾見過的世界 = Along with the Gods : the two worlds = 신과함께 : 죄
와벌

金容華編劇.導

演

采昌國際

多媒體

宗教類 毋以神為名

強納森.薩克斯

(Jonathan

Sacks)著

奇出版

宗教類 如何不落中陰生死自在 王薀老師著 薄伽梵

宗教類 令人神往的靜坐開悟:普林斯頓大受歡迎的佛學與現代心理學

羅伯.賴特

(Robert

Wright)著

究竟出版

宗教類 涅槃之雪 梁寒衣作
香海文化

出版

宗教類 體露金風 梁寒衣作
香海文化

出版

宗教類 涅槃之旅:一場最深情的生死追問 胡軍軍編著 時報文化

宗教類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力克.沃亞齊

(NickVujicic)
方智出版

200宗教類-1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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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類 從彼山到此山
丁松青(Barry

Martinson)著

大塊文化

出版

宗教類 臺灣民俗大展.2008=Exhibition of Folk Arts in Taiwan 陳兆虎等編輯

國立臺灣

傳統藝術

總處籌備

宗教類 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 李建緯作 豐饒文化

宗教類 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 李建緯作 豐饒文化

宗教類 死後人生:我那死去的哥哥現示死後世界真的存在,以及在那裡的生活點滴
安妮.卡根

(Annie Kagan)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

宗教類 靈界的譯者.4.我的後通靈人生 索非亞著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45.中毒與解毒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44.火箭與核能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43.火山地形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實驗王.46.懸浮微粒 Story a.文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科學小實驗,思辨大發現:好奇小孩的100種趣味遊戲,激發孩子與生俱來的創造力!
艾希亞.希特羅

(Asia Citro)著

日月文化

出版

自然科學類 我是未來科學家

謝爾蓋.厄本

(Sergejs

Urbans)著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STEM大挑戰:原子與物質的超好玩科學實驗

科林.史都華

(Colin Stuart)

著

五南

自然科學類 比教科書有趣的14個科學實驗.I

早稻田大學本庄

高等學院實驗開

發班著

台灣東販

自然科學類 最有梗的桂冠:搞笑諾貝爾獎

馬克.亞伯拉罕

斯(Marc

Abrahams)作

行路出版

自然科學類 靈界的科學:李嗣涔博士25年科學實證,以複數時空.量子心靈模型, 帶你認識真實宇宙 李嗣涔著 三采文化

300自然科學類-5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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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請問牛頓先生，番茄醬該怎麼倒?:破不了的定律、消失的雪人、吵鬧的冰塊，愛因斯坦也想知道的109個

科學謎題

羅伯特.沃克

(Robert L.

Wolke)著

臉譜出版

自然科學類 我的有趣電學百科大圖鑑
理科教育研究會

作

有意思發

行

自然科學類 科學閱讀素養..理化篇:無線充電跟電線說再見
科學少年編輯部

編
遠流

自然科學類 科學閱讀素養.理化篇:磁力砲彈發射!
科學少年編輯部

編
遠流

自然科學類 科學閱讀素養.地科篇:超級聖嬰來襲
科學少年編輯部

編
遠流

自然科學類 改變人類命運的科學家們.之一.從哥白尼到牛頓,地球依然在轉動 金載勳著
啟動文化

出版

自然科學類 改變人類命運的科學家們.之二.從法拉第到愛因斯坦,一切從Big Bang開始 金載勳著
啟動文化

出版

自然科學類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數學:解決問題的最佳工具 杉原厚吉著 臺灣東販

自然科學類 關掉螢幕,拯救青春期大腦:頂尖成癮專家揭發數位科技破壞大腦功能的恐怖真相

尼可拉斯.卡爾

達拉斯

(Nicholas

木馬文化

出版

自然科學類 APCS C&C++解題高手 數位新知著 深石數位

自然科學類 C語言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碁峰資訊

發行

自然科學類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最強考衝特訓班=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C/C++解題攻略
文淵閣工作室編

著

碁峰資訊

發行

自然科學類 C++程式設計解題入門:融入程式設計競賽與APCS實作題 黃建庭作
碁峰資訊

發行

自然科學類 輕鬆學會運算思維與Python程式設計實例 數位新知著 深石發行

自然科學類 APCS Python解題高手 數位新知作 深石發行

自然科學類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dvanced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Python超效解題致勝秘笈 吳燦銘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Python程式設計技巧:發展運算思維(含「APCS先修檢測」解析) 溫嘉榮作
碁峰資訊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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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Python技術者們:練功!老手帶路教你精通正宗Python程式 Naomi Ceder著 旗標

自然科學類 iOS 12 App程式開發實務心法:30個製作專業級iOSApp完全實戰攻略 Simon Ng著 博碩文化

自然科學類 因果革命:人工智慧的大未來

朱迪亞.珀爾

(Judea Pearl),

達納.麥肯錫

(Dana

Mackenzie)合著

行路出版

自然科學類 全圖解 AI知識一本通:用故事讓你3小時輕鬆搞懂人工智慧 三津村直貴撰稿 聯經出版

自然科學類 LINE動態貼圖自己畫 蔡雅琦著
碁峰資訊

發行

自然科學類 打開演算法黑箱
漢娜.弗萊

(Hannah Fry)著
臉譜出版

自然科學類 讀懂時間簡史的第一本書:大科學家講時間的故事,帶你探索物理科學及宇宙生成的奧祕 李淼著 漫遊者出

自然科學類 有趣到睡不著生活物理:用物理來解開生活周遭50個疑問! 長澤光晴著 晨星發行

自然科學類 腦洞大開物理學:30個關於寫真偶像.水手服.鬼魂與貓咪(還有臘腸狗)的奇妙科學知識 佐久良剛著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重力波的幽靈:關於實驗室、觀測,以及統計數據在21世紀的科學探險

哈利.柯林斯

(HarryCollins)

著

左岸文化

出版

自然科學類 愛因斯坦冰箱:從科學家故事看物理概念如何環環相扣,形塑現代世界 高崇文著 商周出版

自然科學類 趣味相對論:解析宇宙.時間.空間的奧祕, 一窺偉大理論之謎! 大宮信光著 晨星發行

自然科學類 為什麼E=mc2:探索時空.質量之源與希格斯粒子

考克斯

(BrianCox), 福

肖(Jeff

Forshaw)著

貓頭鷹出

版

自然科學類 重力的追溯:牛頓的蘋果如何啟發重力法則、相對論、量子論等重大物理學觀念

馬可士.鍾

(Marcus Chown)

著

商周出版

自然科學類 物質之輕: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質量起源之旅

法蘭克.維爾澤

克(Frank

Wilczek)著

貓頭鷹出

版

自然科學類 趣味化學:從身邊常見的疑問到人體及宇宙,解說生活中的各種疑問和不可思議的現象! 大宮信光著 晨星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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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改寫地球史的25種石頭故事:人類如何破解地質學上的重大謎團

唐納德.普羅泰

羅(Donald R.

Prothero)著

八旗文化

出版

自然科學類 黑潮島航=Beyond the blue:一群海人的藍色曠野巡禮 吳明益等著 大塊文化

自然科學類
我擁群像:栽進體內的微米宇宙,看生物如何與看不見的微生物互相算計、威脅、合作、保護,塑造大自然

的全貌

艾德.楊(Ed

Yong)著
臉譜出版

自然科學類 值得認識的38個細菌好朋友 陳俊堯文 國語日報

自然科學類 早田文藏 大場秀章著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

自然科學類 佛里神父 李瑞宗著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

自然科學類 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吳永華著
臺大出版

中心出版

自然科學類 大便調查局:屎.出.必.有.因!調查世界各地包羅萬象的大便學問! 荒俣宏監修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癭臺灣=Let's gall Taiwan : a guidebook oninsect galls:蟲癭指南 董景生等撰文
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自然科學類 螞蟻螞蟻:螞蟻大師威爾森與霍德伯勒的科學探索之旅

霍德伯勒(Bert

Holldobler),

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貓頭鷹出

版

自然科學類 臺灣蝴蝶拉丁學名考釋 李興漢著 斑馬線

自然科學類
健忘失神腦當機, 你腦霧了嗎=Brain fogawakens:腦科醫師教你33個關鍵自救,提升專注.記憶.思考三大

腦原力, 大腦重置.預防失智
鄭淳予著 三采文化

自然科學類 切開左右腦:葛詹尼加的腦科學人生

葛詹尼加

(Michael

SGazzaniga)著

貓頭鷹出

版

自然科學類 人體機能解剖全書.Vol.1.頭部.感覺系統.頸部.胸部.上肢

彼得.亞伯拉罕

(Peter

Abrahams)著

楓書坊文

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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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人體機能解剖全書.Vol.2.腹部.生殖系統.骨盆&下肢.身體系統

彼得.亞伯拉罕

(Peter

Abrahams)著

楓書坊文

化出版

自然科學類 人體百科著色學習書:速效學習.了解人體構造 英國DK出版社作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STEM大冒險:超驚奇有創意的科技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著
五南

應用科學類 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在悲傷與死亡的面前, 我們如何說愛? 主動脈著 聯經出版

應用科學類 慢老:改變對減肥、運動、睡眠的觀念,從日常養成保持活力不顯老的習慣 黃惠如著 天下雜誌

應用科學類 一輩子都受用的健康寶典:潘懷宗的養生6件事,掌握健康A++ 潘懷宗著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 24節氣自癒養生法 迷羅著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 靜坐之後 王薀老師講述 薄伽梵

應用科學類 放鬆沾黏!連醫師都想學的骨盆調整術:鬆筋美臀+拉開沾黏+祛痛塑身的漸進式骨盆運動 高橋由紀作 出色文化

應用科學類 神奇植化素飲食法:不用斷食.不用斷醣,吃出健康好體質 宮澤陽夫著 橙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 去去脂肪走:天生胖.懷孕胖.焦慮胖.代謝胖.貪吃胖,減肥博士教你健康擺脫肥胖問題 肖丹華作 奇出版

應用科學類 肌力訓練聖經:基礎槓鈴教程

馬克.銳普托

(Mark

Rippetoe)作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呂醫師的拉筋毛巾操:消除7大系統病根告別痛、老、胖。 呂紹達著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應用科學類
頭頸自由,身心自在:亞歷山大技巧入門 = How to learn theAlexander technique : a manual for

students

芭芭拉.康樂伯

(Babara

Conable), 威

廉.康樂伯

(William

心靈工坊

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應用科學類 秒睡 劉毅君著 幸福出版

應用科學類 好睡=Sleep well:新的睡眠科學與醫學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應用科學類 你不是胖,是壓力大:林蓁醫師與朋友的享瘦生活 林蓁著 天下生活

400應用科學類-16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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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追尋失落的漢醫 郭育誠著
布克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醫道同源: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 蔡璧名著 平安文化

應用科學類 中醫師默默在做的減法養生:治病養生不是拚命補,陰陽平衡才是人體最佳湯藥!
俏女巫的草藥秘

方著
三采文化

應用科學類 彭溫雅醫師的濕氣調理全書:排濕從養氣開始 彭溫雅作
臺灣商務

印書館

應用科學類 根本飲食法:怎麼吃比吃什麼更重要 李宇銘著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 99歲國醫大師無病到天年的養生秘訣 路志正著 平安文化

應用科學類 人體使用手冊=User's manual for the human body:目標管理養生法 吳清忠著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 養肝就是養壽 王淼著
木馬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養身體的陽 田原著 奇出版

應用科學類 吳明珠教妳養好脾,35歲就像25歲 吳明珠作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 吳明珠教你養好肝:痠.抽.痛.麻都掰掰! 吳明珠著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 吳明珠教你養好肺:口罩擋不住的PM2.5, 讓清肺養生術來幫你 吳明珠著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 中醫師教你排熱治病:簡單5招調整飲食、清熱解毒、改善三高、過敏、不孕及過動症等疾病,2週讓你煥然 崔容瑄著 聯經出版

應用科學類 袪濕寒百病消,調養即治療 楊世敏著 天下生活

應用科學類 情緒排寒:解心結.拔病根的身心溫養之道 李璧如著 方智出版

應用科學類 以腎為基:用現代科學看中醫腎脈,解析傳統氣功養生源流 王唯工,王晉中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 百病由腎起, 胃好命就好 張霆著
木馬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9成痠、痛、病,都是走錯路:1天5分鐘300步,腰痛、膝痛、肩頸僵硬、慢性疲勞、失智全都消 新保泰秀著 三采文化

應用科學類 靜坐這一檔子事.2.導引功法 王薀著 薄伽梵

應用科學類 現代精油刮痧保健:開起刮痧新視野的健康醫學
楊金生,林玉晴

著

一家親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思考中藥 唐略作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腰痛.膝蓋痛≠要開刀?:PRP增生療法醫師教你重啟超人的修復力 王偉全著
原水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疾病, 從大腦失衡開始:環境變異影響大腦功能,造成文明病.慢性病.癌症人口遽增... 李政家著 幸福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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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一個大腦疾病真實案例

蘇珊娜.卡哈蘭

(Susannah

Cahalan)著

行路出版

應用科學類
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糕:身心俱疲,卻渾然不覺,一位「輕鬱症」女孩與精神科醫師的12週療癒對

話,陪你擁抱不完美的自己
白洗嬉著

野人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焦慮也沒關係!:與焦慮和平共存的生活法則 思小妞著 方舟文化

應用科學類 睡眠腦科學:從腦科學探討猝睡症.睡眠呼吸中止症.失眠.夢魘等各種睡眠障礙

亨利.尼可斯

(Henry

Nicholls)著

馬可孛羅

文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捏捏脖子防失智:頭痛.健忘.暈眩.耳鳴,原因竟是腦脊髓液循環不良 宮城旺照著 世茂

應用科學類 好姿勢,救自脊:超人氣脊椎保健達人教你改變NG姿勢,從脊開始,找回健康 鄭雲龍著 時報文化

應用科學類 3C眼有救了:眼科權威陳瑩山的護眼處方 陳瑩山著
原水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真逆齡:醫學實驗,超越抗老的大智慧 陳亮恭著 大塊文化

應用科學類 寫給生命的情書:暖心名醫告訴你,對抗病魔時真正重要的事 江坤俊著 如何

應用科學類 心轉,癌自癒:主流與互補另類療法的整合醫學治癌奇蹟 蔡松彥著
原水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客製化運動處方
John C.

Griffin原著

禾楓書局

出版

應用科學類 4分鐘速效靜心魔法:再忙都能改變人生的27種對症療癒練習

蕾貝卡.柏魯齊

(Rebekah

Borucki)著

三采文化

應用科學類 自癒力健康法:啟動身體偉大的自我療癒力量 許添盛口述 賽斯文化

應用科學類 現代精油與酸痛的秘密:開啟復健新視野的健康醫學
壽華林,林玉晴

合著

一家親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臨終習題:追尋更好的善終之道

潔西卡.齊特

(Jessica

NutikZitter)著

遠見天下

文化

應用科學類 還有心跳怎會死?:重症醫師揭開死前N種徵兆 黃軒著 天下生活

應用科學類 照明設計終極聖經:從入門到精通,超實用圖文對照關鍵問題,全面掌握照明知識與設計應用
漂亮家居編輯部

作

麥浩斯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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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DIY+GREEN:自宅改造綠色家居
TSURUJO+MIDORI

雜貨屋作

良品文化

館出版

應用科學類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吃喝。小店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

著

麥浩斯出

版

應用科學類 柚子的生活雜貨改造日記 =:Youzi's zakka 柚子編著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 手ぬいが心地よいパンツで着こなす大人のふだん着=大人日常舒適時髦服飾裁縫設計作品集 高橋恵美子[著]
ブティッ

ク社

應用科學類 CUT&SEWみんなのカットソー:ロックミシンをもっと楽しく= CUT&SEW時髦舒適服飾裁縫作品集
かたやまゆうこ

著

 ブティッ

ク社

應用科學類 COTTON FRIEND SEWING VOL.2.涼やか.夏のトップス=時髦服飾裁縫作品集
コットン

(COTTON )

 ブティッ

ク社

應用科學類 こだわりパターンで作る毎日着られる大人服=成熟大人日常時髦服飾裁縫作品集 坂内鏡子著
ブティッ

ク社

應用科學類 月居良子のシャツ&ブラウス=月居良子簡單裁縫襯衫&罩衫設計作品集 月居良子著
主婦と生

活社

應用科學類 Cotton friend手作誌:輕盈顯瘦の冬著提案 Boutique社著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布料嚴選.鎌倉SWANYの自然風手作服
主婦與生活社授

權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今天就穿這一款!May Me的百搭大人手作服 伊藤みちよ著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25款經典設計隨你挑!自己作絕對好穿搭的手作裙 Boutique-sha著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原創品味!可放手機的皮革長夾
Studio Tac

Creative編著
三悅文化

應用科學類 皮革工藝.第28冊.長夾300 高橋矩彥編集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簡單迷人的手縫皮革小物=Leather craft 林冠秀作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 職人的皮革手作提案:親人親授,由基礎技法到15件作品實作,全圖解教學 Matt Studio著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 愛上春暖氣息の手作布調:從挑選活潑討喜的布料開始,享受為隨身布小物、手作包注入靈魂的瞬間! BOUTIQUE-SHA著
雅書堂文

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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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沁夏出遊の大小手作包&生活雜貨:夏素材防水布PVC透明果凍布. 吸濕毛巾. 透氣網布 x 活力花色. 條紋

remix!
BOUTIQUE-SHA著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Patchwork拼布教室.15:湛藍色拼布假期
BOUTIQUE-SHA授

權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好用布作創意滿點!秋日裡,私人好宅の日常手作
BOUTIQUE-SHA授

權

雅書堂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GALAXY手作時光no.8,全彩原寸大紙型x完整教學講義:那些年袋兩用後背包 烏瑪(Uma)著 大風文創

應用科學類 超容量!休閒旅行機能包 烏瑪(Uma)著 大風文創

應用科學類 不藏私的手作包技法大全:版型超圖解1300張,製作撇步大公開 黃思靜著 麥浩斯出

應用科學類 超簡單手作購物包 =:Handmade shopping bag 郭訓瑋編著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 浪漫輕巧掀蓋包=Handmade flap bag 張惠如主編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 都會時?3層包=3 layers handmade bag 張惠如主編 藝風堂

應用科學類 包手作羊毛氈的復刻食光:第一本擬真食物羊毛氈,帶你用基礎技法封存記憶中的麵包.糕點.眷村好味道 雷曉臻(雷包)著 蘋果屋

應用科學類 DOLL OUTFIT STYLE可愛娃娃服飾裁縫手藝集 F4*gi作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料理神手吳秉承的萬用電鍋食譜:一鍋出兩菜、低溫烹調、減醣料理,電鍋一次搞定!同場加映五辛蔬食料

理,美味更健康
吳秉承著

日日幸福

事業出版

應用科學類 少油.酥脆.美味!愛上氣炸鍋100天 人愛柴作 采實文化

應用科學類 一天的幸福從早餐開始:48道早餐創意料理 李唯著 有意思

應用科學類 西餐烹調決勝精典(丙) =:Western cooking 上優編輯小組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麵包科學.終極版=New baking guide:日本麵包師人手一本,將專業秘訣科學化,271個發酵基礎知識與烘焙

原理,屹立不搖的唯一聖經
竹谷光司著 大境文化

應用科學類 自製麵包研究室:成功&失敗關鍵分析 坂本りか監修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發酵:麵包「酸味」和「美味」精準掌控 堀田誠著 瑞昇文化

應用科學類 職人手作中式發麵 彭秋婷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呂老師的甜點日記 呂昇達著
上優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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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浪蕩麵包魂
蔡佳男,王佳萱

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甜派.鹹派.幕斯.水果塔 麥田金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熊的麵包 熊俊傑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漂丿麵包情 蔡佳男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樂作包子饅頭趣 彭秋婷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潘明正老師的甜點實驗室 潘明正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入門必學果凍花 卞柔勻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手作烘焙教科書:麵包、西點與餅乾x美味的無限可能 呂昇達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呂昇達甜點職人必備的手工餅乾教科書 呂昇達著
布克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呂昇達美味戚風蛋糕x巧手烘焙小西點 呂昇達著
布克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麥田金老師的解密烘焙=Decryption baking candy:糖果 麥田金作 麥浩斯出

應用科學類 100°C湯種麵包:超Q彈台式+歐式、吐司、麵團、麵皮、餡料一次學會 洪瑞隆著
橘子文化

事業有限

應用科學類 中式米食決勝精典(丙).2019
林宥君,蔡佳樺

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中式麵食乙丙級完勝密技:酥油皮.糕漿皮類
林宥君,蔡佳樺

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中式麵食乙丙完勝密技:發麵類 林宥君著
上優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Coffee瘋!立體拉花 張增鵬著
上優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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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隨手家事清潔百科:天然掃除,不煩不累,讓家事變成只花一分力氣的小事
收納Play編輯部

作

麥浩斯出

版

應用科學類 水耕盆栽超好養:無土不招蟲, 加水就能活, 輕鬆打造室內綠意 梁群健著 麥浩斯出

應用科學類 新手OK!理想菜園設計DIY:親手作集雨器.農具小屋.堆肥發酵桶等23款田園生活必備用具 和田義著
良品文化

館出版

應用科學類 新手種菜100招!自己種出70種家常菜 新井敏夫兼修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看不見的雨林: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 王瑞閔著 麥浩斯出

應用科學類
(木作用)世界木材事典:從硬度、色彩、氣味、木理全面解說235種木材的加工特性,精美呈現橫切、弦

切、徑切面的氣氛

河村壽昌,西川

榮明著

易博士文

化,城邦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解答所有麵包的為什麼?:麵包製作的科學 吉野精一作 大境文化

應用科學類 STEM大冒險:超驚奇的工程魔法 =
尼克.阿諾(Nick

Arnold)著
五南

應用科學類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2:拉式轉換與傅立葉 林振義著 五南

應用科學類 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1:微積分與微分方程式 林振義著 五南

應用科學類 小房子的格局解剖圖鑑:小房子要怎麼住得舒適?秘密就藏在格局裡 本間至作
楓書坊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本間至の住宅設計手繪筆記 本間至著 瑞昇文化

應用科學類 圖解貨櫃商業空間設計:全台第一本貨櫃屋全解析, 從法規.價格.施工到設計, 四大關鍵.一次解決議!
漂亮家居編輯部

著

麥浩斯出

版

應用科學類 史上最威!裝潢現場施工全解:從設計圖紙到工地現場,兩岸三地+日本3000詞組圖文全解
漂亮家居編輯部

著

麥浩斯出

版

應用科學類 木作手工具研磨整修:從使用目的+挑選工具+研磨加工,找出專屬手感.展現最高潛能的調整維修技法 手柴正範著

易博士文

化,城邦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電路學=Electric circuits 山下明作
碁峰資訊

發行

應用科學類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李國維等編 臺灣東華

應用科學類 我的木工初體驗:在家動手做療癒木製小物,打造幸福生活器具、飾品、玩具 張付花著
創意市集

出版

第 17 頁，共 41 頁



類別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08年第二次圖書館圖書採購－新書上架書單
2020/1/10

應用科學類 輕課程 創意動手做木製手工筆 汪永文編著 台科大圖

應用科學類 木工DIY食器:打造自己的優雅食尚 林耿毅著
教育之友

文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時尚木工=Fashion woodworking:生活美學x木工自造 林耿毅著
教育之友

文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家具木工必勝寶典丙級檢定 林木發,何佳晉 麥浩斯出

應用科學類 從零開始學木工:基礎到專業,最詳細的工具介紹+環保家具DIY 禹尚延著
朱雀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工業風家具DIY練習book:瓦斯管、塑膠管、木棧板、黑漆etc Gakken授權
良品文化

館出版

應用科學類 車削x鑽孔x榫接x編織:全圖解.木工車床家具製作全書 楊佩曦作
良品文化

館出版

應用科學類 圓滿家庭木作計畫(經典版) DOPA!編輯部著
良品文化

館出版

應用科學類 木作家具解剖全書
比爾.希爾頓

(Bill Hylton)
楓葉社

應用科學類 手作木工基礎Book:全日本最受歡迎的手作百貨TokyuHands開課了! 寶島社編輯部作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應用科學類 木工:從基礎開始到製作傢俱 金信采著
帕斯頓數

位多媒體

應用科學類 木素材萬用事典=Wood materials:設計師打造自然木感住宅不敗關鍵350
漂亮家居編輯部

著

麥浩斯出

版

應用科學類 老師傅的排版桌:臺灣活字排版實作工具與圖解紀錄 高鵬翔作 遠流

應用科學類 基本的基本:版面設計的基礎思維
佐藤直樹(Asyl)

著

麥浩斯出

版

應用科學類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版面設計:從豐富的範例中學習!不可不知的版面基礎知識
PIE國際出版編

輯部作

積木文化

出版

應用科學類 手作木筆全書 徐志雄著
布克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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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聲控未來:引爆購物.搜尋.導航.語音助理的下一波兆元商機

詹姆士.弗拉霍

斯(James

Vlahos)著

商周出版

應用科學類 比句點更悲傷 大師兄作 寶瓶文化

應用科學類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Sport, leisure and health management 陳敦禮等著 揚智文化

應用科學類 微信傳奇張小龍:一個內向孤獨的理工男,如何讓馬雲如坐針氈,改變10億人生活。 劉志則著 大是文化

應用科學類 警察校長史記偵探室:小心黑天鵝 陳連禎著 天下雜誌

應用科學類 聽說你在創業 林育聖(鍵人)著 有方文化

應用科學類 一人公司:為什麼小而美是未來企業發展的趨勢
保羅.賈維斯

(Paul Jarvis)
遠流

應用科學類 一人創業:創業就是, 做好一件你真正想做的事! 坂本憲彦著 遠流

應用科學類 公司的品格.2.從本地個案看懂臺灣公司治理,拆解上市櫃公司地雷 李華驎,孔繁華 先覺出版

應用科學類 1張圖解決!問題背後的問題 澤渡海音著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應用科學類 你的強大, 就是你的自由:5個領悟讓你進退職場都靈活 洪雪珍著 有方文化

應用科學類 工作哲學圖鑑:以360度的全面性觀點來思考! 村山昇著 悅知發行

應用科學類 最後下班的人,先離職 威廉(曾世豐)著 悅知發行

應用科學類 萬一吃了棉花糖
喬辛.迪.波沙

達, 愛倫.辛格
方智出版

應用科學類 財務煉金術=The alchemyof financial best practices:經理人必修, 無門檻學習企業財務力 謝劍平著 商業周刊

應用科學類 超簡單編列預算入門手冊
張真卿, 李美燕

作

財經傳訊

出版

應用科學類 超簡單編列預算入門手冊
張真卿, 李美燕

作

財經傳訊

出版

應用科學類 憑直覺看懂會賺錢的財務報表 佐伯良隆著 商業周刊

應用科學類 大會計師教你從財報數字看懂經營本質=Financial statements 張明輝著 商業周刊

應用科學類 會加減乘除就看得懂財務報表:10堂中小企業財報特訓,教你輕鬆看數字、懂盈虧,掌握獲利邏輯!

唐恩.富托普勒

(DawnFotopulos

)著

商業周刊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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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類 第一次看財務報表就上手.(IFRS新制修訂版)
趙曉蓮,李明黎

合著

易博士文

化,城邦文

化出版

應用科學類 10分鐘寫出TED故事簡報力:為何他們一上台.Po臉書,就能讓產品暢銷? 生方正也著 大樂文化

應用科學類 圖解吃喝小店攤設計:從街邊店到移動攤車,品牌定位.設計.製作一本全解
漂亮家居編輯部

著

麥浩斯出

版

社會科學類 統計之美:人工智慧時代的科學思維 李艦,海恩作 深智數位

社會科學類 校園恐怖事件:被霸凌的教師 蕭曉玲著 允晨文化

社會科學類 所羅門的偽證前篇:事件 [DVD] = Solomon's Perjury 1: Suspicion 成島出導演
采昌國際

多媒體

社會科學類 所羅門的偽證後篇:裁判 [DVD] = Solomon's Perjury 2: Judgement 成島出導演
采昌國際

多媒體

社會科學類 學習如何學習

芭芭拉.歐克莉

(Barbara

Oakley),泰倫

斯.索諾斯基

(Terrence

Joseph

Sejnowski),阿

利斯泰爾.麥康

維(Alistair

McConville)著

木馬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適合你的,世界上唯一的學習法:1300位後段班學生成功逆轉人生的讀書戰略 坪田信貴著 如何

社會科學類 教室裡的對話練習:當學思達遇見薩提爾
張輝誠,李崇建

著

親子天下

出版

社會科學類 教學力: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 藍偉瑩著
親子天下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第一本教你如何寫好學測國寫「知性題」的作文書:議題導向的閱讀與寫作 陳嘉英編著 五南圖書

500社會科學類-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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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中學生資訊科技與APCS:使用C程式設計
洪國勝,胡馨元

編著
泉勝出版

社會科學類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程式語言設計:強化邏輯思考力 李家同等著 聯經出版

社會科學類 高中程式設計與APCS先修檢測:使用C/C+
洪國勝,洪焌維

編著
臺科大

社會科學類
課綱裡的科技輕鬆搞懂:15位資訊專業的父母親,以案例和說故事為國高中重新解構及釐清108科技領域課

綱
資訊素養聯盟著

臺灣商務

印書館

社會科學類 思辨是我們的義務:那些瑞典老師教我的事 吳媛媛著
木馬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精英必修的人文課:復旦大學大受歡迎的一堂課,從詩經到紅樓夢,讓視野與氣度不同。 一条課堂編 任性

社會科學類 如何叫得動青春期男孩?:普萊斯博士流「教練心法」,培養兒子成為成熟.獨立.負責任的大人!
亞當.普萊斯

(AdamPrice)著
三采文化

社會科學類 飄移的起跑線=36 Lessons for teenage:「不公平」是人生的本質,讓「瘋狂學習」練就你最強的特質 歐陽立中作 悅知發行

社會科學類 心理學家爸爸寫給青春期的你, 那些脆弱與美好的人生 李珉圭著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 想讓你看看我眼中的世界:李偉文教你如何跟孩子聊夢想、挫折、工作與未來 李偉文等合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你可以跟孩子聊些什麼:新課綱上路, 培養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每天二十分鐘, 聊出思辨力與素養力! 番紅花著 麥田

社會科學類 靈活如豹:掌握動作技巧.提升運動表現.預防傷痛的終極指南

凱利.史達雷

(Kelly

Starrett),格

倫.科多扎(Glen

Cordoza)作

大家出版

社會科學類 運動營養學(2版) 許美智等著 華都文化

社會科學類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Robert S.

Weinberg,

Daniel Gould著

禾楓書局

出版

社會科學類 運動改造大腦:活化憂鬱腦.預防失智腦, IQ和EQ大進步的關鍵

約翰.瑞提(John

J. Ratey), 艾

瑞克.海格曼

(Eric

野人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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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麥克波羅伊功能性訓練聖經

麥克.波羅伊

(Michael

Boyle)著

臉譜出版

社會科學類 健康體適能

Werner W. K.

Hoeger, Sharon

A. Hoeger原著

新加坡商

聖智學習

亞洲私人

公司臺灣

社會科學類 去你的人生低谷:最速總的世界六大馬重生路 王冠翔著 時報文化

社會科學類 逢考必中:海邊小孩變全國榜眼的考試必勝法!金牌律師小考大考都在用的高分寶典 蔡志雄著
凱信企管

顧問

社會科學類 灶邊煮語:台灣閩客料理的對話 陳淑華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花飛.花枝.花蠘仔:臺灣海產名小考 曹銘宗著 貓頭鷹出

社會科學類 全法國最好吃的書:成就你的法式美食偏執

法蘭索瓦芮吉.

高帝(François-

Régis Gaudry)

三采文化

社會科學類 台灣民俗學的建構 林承緯著 玉山社

社會科學類 深夜食堂. 電影版 [DVD] : シンヤ ショクドウ 松岡錠司導演 天馬行空

社會科學類 深夜食堂. 電影版. 2 [DVD] : シンヤ ショクドウ 松岡錠司導演 天馬行空

社會科學類 帶著18個記憶去旅行: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筆記書
王浩一,劉克襄

專文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化資產?論 李汾陽著
秀威資訊

科技

社會科學類 文化瑰寶:看見.臺南市文化資產 何培夫等作 南市文化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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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古物管理維護作業手冊 蔡斐文主編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物普查動手做
李建緯, 盧泰康

作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物普查動手做
李建緯, 盧泰康

作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物普查動手做
李建緯, 盧泰康

作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物普查動手做
李建緯, 盧泰康

作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物普查動手做
李建緯, 盧泰康

作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文物普查動手做
李建緯, 盧泰康

作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社會科學類 人工智能:馴服賽維坦 高奇琦著 香港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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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AI世代生存哲學大思考:人人都必須了解的「新AI學」 高橋透著 聯經出版

社會科學類 無限人群x無限腦容量x無限影響力=雲端大腦時代

克萊夫.湯普森

(Clive

Thompson)著

野人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現代「洗腦」手冊:從新興宗教到做生意,從政府的刻意引導到各種帶風向。你認為的「自我主張」,其實

都可能是被「洗腦」造成的?
苫米地英人作 光現出版

社會科學類 我用打工學習這個世界:有關挫折.辛酸.老闆.現實社會,以及工作的27種樣貌 黃海樹著 圓神出版

社會科學類 我的意外爸爸 [DVD] = そして父になる = Like father like son
是枝裕和編劇.

導演
嘉勳實業

社會科學類 橫山家之味 [DVD] = 步ぃても 步ぃても = Still walking
是枝裕和監督.

脚本.原作
傳影互動

社會科學類 比海還深 [DVD] = After the Storm = 海よりもまだ深く
是枝裕和編劇.

導演
嘉勳實業

社會科學類 不願放手的父母, 過度涉入的你:脫離原生家庭糾結關係.重新定義自己, 不再當「成年小孩」 吳姵瑩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我的母親 我的力量 林懷民等著 天下雜誌

社會科學類 修補生命的洞:從原生家庭出發,為童年療傷 胡展誥著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 筆尖上的擺渡人 樂擎著 溦曦

社會科學類 我的不正經人生觀 黃益中作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 我們愛過很多人, 就是不曾愛自己:跟自己談一場21+1天的戀愛 口罩男著 三采文化

社會科學類 藍天會在牆外等著你:愛與不愛, 你最後都是一個人 吳娟瑜著 天下雜誌

社會科學類 愛他, 就讓他做自己=Loveis to let him be himself:「LOVE症候群」身心靈無痛治療法 張鴻玉著 賽斯文化

社會科學類 性.謊言.柏金包:女性欲望的新科學

溫絲黛.馬汀

(Wednesday

Martin)著

時報文化

社會科學類 人生, 到最後都是一個人 吉澤久子著 三采文化

社會科學類 親密關係:與伴侶身心靈共同成長的智慧 = Intimaterelationship 許添盛口述 賽斯文化

社會科學類 媽媽,學校都沒有教我「ㄒㄧㄥˋ」:這樣引導孩子保護自己、尊重生命 野島那美作 如何

社會科學類 要獨立老,不要孤獨老:人生的意義自己定義,走出自己的英雄之旅 洪雪珍著 有方文化

社會科學類 第三人生任逍遙:50之後,比理財更重要的事! 施昇輝著
有鹿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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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當父母老後......兒女面臨高齡長輩老、衰、病、死的情緒困頓出口 蔡惠芳著
博思智庫

出版

社會科學類 失落在膚色底下的歷史:追尋美軍混血兒的生命脈絡 陳中勳著
行人文化

實驗室

社會科學類 你不伸手, 他會在這裡躺多久?:一個年輕社工的掙扎與淚水 李佳庭著 寶瓶文化

社會科學類 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 陳昭如著 衛城出版

社會科學類 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探尋生命意義的災後報告書 阿潑著
八旗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老人詐欺 鈴木大介著 光現出版

社會科學類 生活就是經濟學

梅森.皮里

(Madsen Pirie)

著

Smart智富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終結失業,還是窮忙一場?:擺脫了打卡人生,我們為何仍感焦慮,還得承擔更多風險

莎拉.柯斯勒

(Sarah

Kessler)著

日月文化

社會科學類 FinTech金融科技聖經:全球86位Fintech先驅,第一手公開「金融科技做什麼?怎麼做?」

蘇珊.契斯蒂

(Susanne

Chishti),亞諾.

巴伯斯(Janos

Barberis)編

商業周刊

出版發行

社會科學類 王永慶來不及教你的14個致富習慣
康文柔,呂國禎

著

Smart智富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王永慶來不及教你的14個致富習慣
康文柔,呂國禎

著

Smart智富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王永慶來不及教你的14個致富習慣
康文柔,呂國禎

著

Smart智富

出版

社會科學類 有錢人的習慣,和你不一樣:10個生活習慣,註定你是低薪族,或者變有錢

基斯.卡麥隆.史

密斯(Keith

Cameron Smith)

著

方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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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跟錢好好相處

薇琪.魯賓

(Vicki Robin),

喬.杜明桂(Joe

Dominguez)著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 跟錢好好相處

薇琪.魯賓

(Vicki Robin),

喬.杜明桂(Joe

Dominguez)著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 如何把收入轉化為財富.2:原來有錢人都這麼做

湯瑪斯.史丹利

(Thomas J.

Stanley),莎拉.

史丹利.法洛

(SarahStanley

Fallaw)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金錢超思考:<<華爾街日報>>最受歡迎財經作家,25道創造財富的關鍵思考,教你晉升有錢人!

喬納森.克雷蒙

(Jonathan

Clements)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我38歲環遊世界,享受財富自由人生:必學的財富自由方程式,只要五招就能提早退休、隨心所欲 張Ceci著 橙實文化

社會科學類 阿斯匹靈的理財航路:小資族投資法,每天3分鐘,航向人生勝利組! 阿斯匹靈著
帕斯頓數

位多媒體

社會科學類 我們與錢的距離 臧慧著 風雲時代

社會科學類 我們與錢的距離 臧慧著 風雲時代

社會科學類 找到7%的「定存」:不買股票!更勝定存!配息債基金挑三揀四投資法 郭俊宏著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社會科學類 投資前最重要的事:驚人的獲利, 來自單純的策略!
班.卡爾森(Ben

Carlson)著
商周出版

社會科學類 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巴比倫富翁的秘密

喬治.克拉森

(George Samuel

Clason)著

海鴿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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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巴比倫富翁的秘密

喬治.克拉森

(George Samuel

Clason)著

海鴿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巴比倫富翁的秘密

喬治.克拉森

(George Samuel

Clason)著

海鴿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巴比倫富翁的秘密

喬治.克拉森

(George Samuel

Clason)著

海鴿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比小說更好看的理財故事書:巴比倫富翁的秘密

喬治.克拉森

(George Samuel

Clason)著

海鴿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習慣致富:成為有錢人, 你不需要富爸爸, 只需要富習慣

湯姆.柯利(Tom

Corley), 麥可.

雅德尼(Michael

Yardney)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習慣致富:成為有錢人, 你不需要富爸爸, 只需要富習慣

湯姆.柯利(Tom

Corley), 麥可.

雅德尼(Michael

Yardney)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習慣致富:成為有錢人, 你不需要富爸爸, 只需要富習慣

湯姆.柯利(Tom

Corley), 麥可.

雅德尼(Michael

Yardney)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外匯投資初學指引 張真卿著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社會科學類 人人都能學會ETF輕鬆賺0050全圖解
<<Smart智富>>

真.投資研究室

Smart智富

出版

社會科學類 暗池:人工智慧如何顛覆股市生態

史考特.派特森

(ScottPatterso

n)著

行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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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我用1檔ETF存自己的18% 陳重銘著 金尉發行

社會科學類 掌握市場週期:價值投資大師霍華.馬克斯教你看對市場時機,提高投資勝算

霍華.馬克斯

(Howard Marks)

著

商業周刊

社會科學類 綠角的基金8堂課(2016補課增修版) 綠角著
經濟日報

出版

社會科學類 ETF連結基金投資指南:銀行族與基金族必讀 劉宗聖等著
經濟日報

出版

社會科學類 巴菲特的勝券在握之道:在負利率時代,存錢不如存股的4大滾雪球投資法

羅伯特.海格斯

壯(Robert G.

Hagstrom)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指數投資:指數型基金完全指南,買對ETF讓懶人也能定投10年賺10倍 銀行螺絲釘著
一心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下班後賺更多:記帳、存錢、再投資,富朋友的「破窮理財法」提早20年退休不是夢! 艾爾文著 三采文化

社會科學類 從零開始穩穩賺:富朋友教你買基金.賺股票,3步驟實現財務自由！ 艾爾文著 三采文化

社會科學類 漫步華爾街: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資策略
墨基爾(Burton

GMalkiel)著

遠見天下

文化

社會科學類 第一次買基金就上手 李明黎部著

易博士文

化,城邦文

化出版

社會科學類 ETF大贏家:股魚教你紅綠燈超簡單投資術 股魚作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社會科學類 投資最重要的事(升級版):投資大師教你贏家的第二層思考

霍華.馬克斯

(Howard Marks)

著

城邦商業

周刊

社會科學類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證券心理學

安德烈.科斯托

蘭尼(Andre

Kostolany)著

商業周刊

出版

社會科學類 窮查理的普通常識:巴菲特50年智慧合夥人 查理.蒙格的人生哲學

查理.蒙格

(Charles T.

Munger)著

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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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完整公開交易紀錄的肥羊養股術:只靠3檔績優股, 輕鬆獲利1,300萬 翁建原著
Smart智富

出版

社會科學類 多賺20%的無痛存股術:只要做對3件事, 股息領用一輩子 今周刊編輯群著 今周刊出

社會科學類 12招獨門秘技 找出飆股基因 孫慶龍著 金尉發行

社會科學類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活用版:教你存自己的300張股票 陳重銘著 金尉發行

社會科學類 生活投資學:領股息.賺價差,最適合散戶的投資系統 許凱廸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生活投資學:領股息.賺價差,最適合散戶的投資系統 許凱廸著 遠流

社會科學類 圖解第一次買股票就上手:最新修訂版
李明黎,易博士

編輯部作

易博士文

化,城邦文

化出版

社會科學類 用心於不交易:我的長線投資獲利秘訣:下好離手,不要動作 林茂昌著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 用心於不交易:我的長線投資獲利秘訣:下好離手,不要動作 林茂昌著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 用心於不交易:我的長線投資獲利秘訣:下好離手,不要動作 林茂昌著 大是文化

社會科學類 第一份薪水就該買股票 陳金瑩著
布克文化

出版

社會科學類 勝出:價值投資的獲利之道 李杰著 今周刊

社會科學類 理財顧問教你這樣買保險最聰明:不浪費一分錢!保障、投資、指定受益, 保險全面解析 吳盛富著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

社會科學類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安德烈.科斯托

蘭尼(Andre

Kostolany)著

商業周刊

出版

社會科學類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金錢遊戲

安德烈.科斯托

蘭尼(Andre

Kostolany)著

商業周刊

出版

社會科學類 其實我會怕:孤鳥鬥士蔣月惠的傳奇人生 郭顯煒著
暖暖書屋

文化出版

社會科學類 老綠男有意見 陳師孟著 前衛出版

社會科學類 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 范疇著
八旗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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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 餐桌上的家鄉:台灣新移民女性沸騰的生命故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南洋台灣姊妹

會著

時報文化

社會科學類 生活法律防身術=Professional lawyer:專業律師親授法律不難.官司不煩! 賴瑩真著 和平國際

社會科學類 反轉戰爭之眼:從美軍舊航照解讀台灣地景脈絡 黃同弘著
暖暖書屋

文化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何苦去旅行:我們出發,然後帶著故事歸來

麥特.葛羅斯

(Matt Gross)著
早安財經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衝吧!台灣人的地獄韓國求生記 Fion著 方格子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台獨脈絡記 許介鱗著 人間

國外史地傳記

類
破局:揭祕!後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 吳建國著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街屋台灣=Taiwan street house:100間街屋,100種看見台灣的方式! 鄭開翔圖.文 遠流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臺灣常民文物圖錄 羅永昌著 唐山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臺灣常民文物圖錄 羅永昌著 唐山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Dictionary of Taiwan folk artifacts 江韶瑩等撰稿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臺灣民俗文物辭彙類編=Dictionary of Taiwan folk artifacts 江韶瑩等撰稿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和風老屋旅行散策 江明麗文字

日月文化

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一個旅人,在西拉雅:遇見台式生活美感 褚士瑩著 大田

700國外史地傳記類-3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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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史地傳記

類
臺南府城餅舖誌 張耘書著

臺南市政

府文化局

國外史地傳記

類
霧林之歌:宜蘭古道自然發現史 吳永華著

農委會林

務局羅東

國外史地傳記

類
伊斯蘭式幸福:面紗與頭巾下的真實日常,世界上最純粹的生活信仰 常見藤代作

創意市集

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柏林1936:納粹神話與希特勒的夏日奧運

奧利弗.希爾梅

斯(Oliver

Hilmes)著

貓頭鷹出

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因為尋找,所以看見=The road to Santiago:一個人的朝聖之路 謝哲青著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波希米亞狂想曲 [DVD] = Bohemian rhapsody

布萊恩辛格

(Bryan Singer)

導演

福斯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勇氣圖鑑:受挫、失敗都是成長的養分 大野正人著 如何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我是傳奇=I'm the legend:英雄聯盟世界冠軍Toyz的人生實況 劉偉健(Toyz)著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

類
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作 允晨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城仲模八十歲月記 城仲模作 城仲模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吉澤久子的100歲人生廚房史 吉澤久子作 太雅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故事臺灣史:22個改變臺灣的關鍵人物

故事

StoryStudio(故

事寫給所有人的

歷史團隊)著

親子天下

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 韋政通著 水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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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史地傳記

類
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 高英傑著 玉山社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我的雜種人生:林保華回憶錄 林保華作 前衛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李永熾口述

游擊文化

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從宜蘭海港孩子到英國企業楷模=Halfway around the world:貨車女孩蔡惠玉的精采人生 蔡惠玉口述 圓神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證明自己=Prove myself:彭政閔 彭政閔著 聯經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世界第一位樹醫師:約翰.戴維(John Davey) 張文亮著

字畝文化

創意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數學天才馮紐曼, 以及原子彈的謎題

威廉.龐士東

(William

Poundstone)著

左岸文化

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永久檔案

愛德華.史諾登

(Edward

Snowden)作

時報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柯瑞平凡中的不一樣:NBA神射手的30段勇氣人生 周汶昊作

真文化,遠

足文化

國外史地傳記

類
我決定好好活到死:一位腦科學家對抗大腦病變的奇蹟之旅

芭芭拉.麗普斯

卡(Barbara K.

Lipska), 伊蓮.

麥克阿朵

(ElaineMcardle

)著

究竟出版

國外史地傳記

類
巨星的崛起:雷霸龍詹姆斯

大衛.摩根

(David Lee

Morgan, Jr.)著

足智文化

800語文類-2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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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會走路的翻譯機, 神級英文學習攻略本 浩爾(簡德浩)著 如何

語文類 零蛋英文老師 龔玲慧(Lynn Gong)商周出版

語文類 一生必學的英文自然發音=Phonic:2,500單字一唸就會 白如川著 我識出版

語文類 運用雙腦圖,72小時超人英文文法=Brain mapping English grammar:連美國教授都驚嘆的圖解文法書 林尚德, Samuel A. Denny, Jr.瑞蘭國際出版

語文類 圖解6到60歲都學得會的超簡單英文文法(增修版) Thipthida Butchui我識出版

語文類 超好學的英文文法課本:專門寫給「學了好久都學不會」英文文法的人們 沈動畫著 懶鬼子英日語

語文類 About Me我怎麼介紹我? 長尾和夫, Ted Richards波斯納

語文類 新制多益TOEIC題庫解析:狠準5回聽力+閱讀模擬試題,完全反映最新命題趨勢.全方位建立新制多益實戰能 Hackers Academia臺灣廣廈有聲圖書出版

語文類 新制多益TOEIC題庫解析:狠準5回聽力+閱讀模擬試題,完全反映最新命題趨勢.全方位建立新制多益實戰能 Hackers Academia臺灣廣廈有聲圖書出版

語文類 10天特訓! 新制多益TOEIC TEST文法解題攻略:把握考前黃金準備期,看穿出題模式,文法題3秒內解決! 八島晶著 國際學村

語文類 我手寫我心:一張紙, 一支筆, 寫出更好的自己 水淼著 好的文化

語文類 見字如晤:那些古人書信中最美麗的想念與遇見,帶領我們跨越千年,重拾未曾遺忘的感動 宋怡慧著 平安文化

語文類 百年降生=100 Years of Taiwanliterature: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 李時雍主編 聯經出版

語文類 有溫度的宋詞:穿越宋詞, 邂逅那個時代, 相遇那些詞人 谷盈瑩著 日出出版

語文類 雪花的快樂=Newly organized Xu Zhimo poems:徐志摩詩文集 徐志摩著 遠足

語文類 我們的戒菸失敗 恣睢麻利著 逗點文創結社

語文類 把你的心跟肺挖出來帶回鄉下餵狗 吳芬作 啟明

語文類 沒有人認識我的同學會:寫給親愛的老王 王蘭芬文字.繪圖大田

語文類 小王子的領悟 周保松著 大家出版

語文類 故事團團轉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我的世界都是你 =:All of my world is you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四季=Four seasons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Love in the cards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忘記親一下=Kiss & Goodbye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在一起=Being with you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並不很久很久以前=It was not a long time ago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望=I wish I could make a wish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履歷表=The private me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地下鐵=Sound of colors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世界別為我擔心=Don't worry, be happy!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藍石頭=The blue stone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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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忽遠忽近 =:So close yet so far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我的世界都是你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同一個月亮=Under the same moon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閉上眼睛一下下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但願有一天你會懂=I hope that one day you will understand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語文類 宋詞藏情錄:緩步微吟,勾起四十幅心底深處的和煦光景。 涵著 日出出版

語文類 就在此時, 花睡了 許悔之作 木馬文化出版

語文類 你的少年念想 不朽著 精誠資訊

語文類 願你在深淵盛放 溫如生文 悅知發行

語文類 陪伴, 是世上最奢侈的禮物 Peter Su著 時報文化

語文類 寫意年代.2:臺灣作家手稿故事 向陽作 九歌

語文類 我不喜歡這世界,我只喜歡你 喬一著 三采文化

語文類 昨日報:我的孤狗人生 卜大中作 允晨文化

語文類 也許你不是特別的孩子 駱以軍作 遠見天下文化

語文類 你的傷只有自己懂 洪荒著 遠見天下文化

語文類 願你的深情,能被溫柔以待 樂擎著 平裝本

語文類 念念時光真味 吳念真著 圓神出版

語文類 寂寞博物館:20段名畫旅程,收留你說不出口的憂傷 謝哲青著 圓神出版

語文類 帶走一個時代的人:從李敖到周夢蝶 隱地著 爾雅

語文類 大人走了, 小孩老了:1949中國人大災難七十年 隱地著 爾雅

語文類 就在這一天=Live todayas singing yourself a love song:每一天都是唱給自己最美的一首情歌 陳嘉珍著 賽斯文化

語文類 喜歡你的日子像海 蘇乙笙作 皇冠文化

語文類 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南海印刷設計出版

語文類 金瓶梅 笑笑生原作 三民

語文類 金瓶梅 笑笑生原作 三民

語文類 偽婚世代 楊嘉玲,陳怡璇合著銀河舍出版

語文類 等路 洪明道作 九歌

語文類 神來的時候 王定國作 INK印刻文學

語文類 驟雨之島 顧德莎作 有鹿文化出版

語文類 畫說寶春姐的雜貨店 徐銘宏圖.文 依揚想亮人文出版

語文類 天堂與地獄:武陵高中成長記 錢鴻鈞作 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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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最美遇見你 顧西爵作 尖端出版

語文類 很想很想你 墨寶非寶著 尖端出版

語文類 禮物 朱嘉漢著 時報文化

語文類 陳澄波密碼 柯宗明作 遠流

語文類 野豬渡河 張貴興著 聯經出版

語文類 人間三步 吳錦發著 玉山社

語文類 德國丈夫 陳玉慧作 INK印刻文學

語文類 大海之眼 夏曼.藍波安作 INK印刻文學

語文類 蘭船東去:胡椒.渡渡鳥與紅髮人的航海之旅 張焜傑作 前衛出版

語文類 戀夏七光年 琉影著 城邦原創出版

語文類 曾有你的雨季=Rainy season 琉影著 城邦文化出版

語文類 嘿,好朋友=Hey, my dear friend Misa著 城邦原創出版

語文類 如果你也聽說=If you hear about that 晨羽著 城邦原創出版

語文類 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蔡孟利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鬼魅豪宅 黃國華作 鏡文學

語文類 你是我的榮耀 顧漫著 九州出版社

語文類 倫.不倫, 愛之外的其他 蔡孟利著 斑馬線文庫

語文類 寒淵 施又熙著 斑馬線

語文類 回眸一笑 東奔西顧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語文類 回眸一笑 東奔西顧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語文類 以你為名的小時光 東奔西顧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語文類 花開之時,請留步 Sophia作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洛陽險局 唐隱著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風雪邊關 唐隱著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清明上河圖密碼:隱藏在千古名畫中的陰謀與殺局 冶文彪著 商周出版

語文類 無恨意殺人法 舟動著 鏡文學

語文類 回望 金宇澄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一)=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二)=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三)=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四)=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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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一)=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二)=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三)=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四)=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一)=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二)=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三)=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四)=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一)=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二)=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三)=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四)=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一)=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二)=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三)=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四)=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一)=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二)=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三)=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射鵰英雄傳.(四)=The eagle-shooting heroes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一)=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二)=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三)=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四)=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一)=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二)=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三)=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四)=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一)=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二)=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三)=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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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神鵰俠侶.(四)=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一)=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二)=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三)=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四)=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一)=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二)=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三)=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四)=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一)=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二)=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三)=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神鵰俠侶.(四)=The giant eagle and its companion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二)=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三)=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四)=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二)=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三)=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四)=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二)=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三)=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四)=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二)=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三)=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四)=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二)=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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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三)=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四)=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二)=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三)=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倚天屠龍記.(四)=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金庸作 遠流

語文類 劍如時光 沈默著 聯經出版

語文類 八千歲亮島人 王花俤著 連縣文化處

語文類 沒鰭:陳素宜生態童話 陳素宜著 遠見天下文化

語文類 草山之鷹 陳偉民作 幼獅文化

語文類 曼尼先生:青少年理財哲學小說 十方著 秀威少年出版

語文類 小師父與大徒弟 林世仁著 國語日報

語文類 麒麟湯 張維中文 親子天下出版

語文類 青蛙大俠江河湖 湯姆牛文.圖 遠見天下文化

語文類 總鋪師大辦桌 黃惠鈴作 聯經出版

語文類 未來的未來 細田守作 臺灣角川

語文類 天氣之子 新海誠原作 台灣角川

語文類 三日間的幸福 三秋縋作 台灣角川

語文類 不哭不哭,痛痛飛走吧 三秋縋著 台灣角川

語文類 夢幻花 東野圭吾作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檢方罪人 井脩介著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我們都無法成為大人 燃殼作 悅知發行

語文類 在回憶消逝之前 川口俊和作 悅知發行

語文類 追逐繁星的孩子 新海誠原作 臺灣角川

語文類 星之聲 新海誠原著 臺灣角川

語文類 未來 湊佳苗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小書痴的下剋上.第三部.領主的養女: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香月美夜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小書痴的下剋上.第三部.領主的養女: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香月美夜著 皇冠文化

語文類 沉默的遊行 東野圭吾作 皇冠文化

語文類 被埋葬的記憶 石黑一雄著 商周出版

語文類 虛假的共犯 塩田武士著 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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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類 人不管幾歲,都值得好好活下去 吉澤久子作 太雅

語文類 角落小夥伴的生活:一直這樣就好 橫溝由里圖.文 布克文化出版

語文類 拿坡里披薩萬歲! 姜敏京著 聯經出版

語文類 馬斯德國香腸店 金蘭珠(Ran-Ju Kim)聯經出版

語文類 木口爺爺的壽司 鄭明淑著;鞠雪姬繪圖;曹玉絢譯聯經出版

語文類 橘子棒球隊的慶功宴 c咸智瑟作 聯經出版

語文類 法國王后的晚餐 郭善珠作 聯經出版

語文類 甜甜辣辣的回憶 尹熙庭作 聯經出版

語文類 烏夏阿姨的印度咖哩 金榮著 聯經出版

語文類 尋找媽媽的炒鍋 金廷熙著 聯經出版

語文類 土耳其烤肉大王=My Friend Ahmat is Master of Kebab 姜蘭淑作 聯經出版

語文類 判罪:八張傳票背後的人性糾結 鄧湘全著 時報文化

語文類 13 reasons why:a novel by Jay Asher Razorbill, an imprint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語文類 別相信枕邊人 金柏莉.貝蕾(Kimberly Belle)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最後倖存者 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世仇的女兒 傑佛瑞.亞契(Jeffrey Archer)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安眠書店 卡洛琳.凱普尼斯(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緘默的女孩 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版

語文類 摺紙動物園 劉宇昆(Ken Liu)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語文類 大滅絕.1:感染 傑瑞.李鐸(A. GRiddle)奇幻基地出版

語文類 天防者 布蘭登. 山德森(奇幻基地出版

語文類 大滅絕.2.密碼:大滅絕檔案二部曲 傑瑞.李鐸(A. GRiddle)奇幻基地出版

語文類 大滅絕.3.未來(完結篇):大滅絕檔案終部曲 傑瑞.李鐸(A. GRiddle)奇幻基地出版

語文類 局外人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皇冠文化

語文類 愛在瘟疫蔓延時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皇冠文化

美術類 來韓老師這裡學饒舌 韓森著 時報文化

美術類 嘻哈囝=Taiwan Hip Hop kids:Side A 台灣饒舌故事 王思涵,鄧志祥,陳冠亨作避風港文化

美術類 臺灣日式建築紀行 渡邊義孝作 時報文化

美術類 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 許志達著 創意市集出版

900美術類-4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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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 動手刻,療癒系木雕習作 はしもとみお( Michio Hashimoto)創意市集出版

美術類 寫字的日常:享受吧!書寫人生的每一個時刻 侯信永,葉曄著 遠流

美術類 寫出一手漂亮的原子筆字:實用的寫字技巧,讓你不管是在考試和職場都能藉由漂亮的字體而有更好的表現 樂友文化編輯部整理樂友文化出版

美術類 寫字的力量:美字不只靜心,九段名師教你寫出更好的自己 侯信永著 遠流

美術類 美字基本功:最強「間架結構九十二法」,花最小力氣,寫最美的字 侯信永著 遠流

美術類 寫字的浪漫:最關鍵「侯式黃金結構8法」與絕美詩詞,教你寫出美字的靈魂 侯信永著 遠流

美術類 寫字的勇氣:最精闢「侯式黃金筆畫8法」與超強成語,帶你尋回手寫的自信 侯信永著 遠流

美術類 21天美字計畫:侯信永x葉曄x阿德勒 真心教你的寫字練習書 侯信永,葉曄著 遠流

美術類 鋼筆戀美字:練字=練心,靜心寫一手美麗的好字! 樂友文化編輯部整理樂友文化出版

美術類 描照片!就能畫出心愛小寵物 長友心平作 三悅文化出版

美術類 動漫構圖全攻略:4大類型、37種構圖教學 松岡伸治著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奇幻系服裝設計資料集=Fantasy costume design picturebook MOKURI作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美少女漫畫自學全攻略:溫柔系.活力系.天然呆.傲嬌美少女駕到!海量技巧+臨摹大圖+詳細步驟 漫學館作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開學了,哲學家女子學園! 飲茶原作 聯經出版

美術類 吃貨雞仔的日常 洪宇晴著 三采文化

美術類 幾米創作10年精選=Best of Jimmy Liao Collection 1998-2008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幾米20精選典藏=The 20th anniversary collection of JimmyLiao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我從很遠的地方來看你 =:From far, far away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每個人都值得一張美麗的畫 幾米作 大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大人的畫畫課:線條打稿×淡彩上色×主題練習,速寫美好日常 B6速寫男著 悅知發行

美術類 美人繪:色鉛筆人物畫入門 飛樂鳥工作室作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美人繪:鉛筆人物畫入門 飛樂鳥工作室作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構圖的祕密:一招萬用！輕鬆掌握色彩、形狀、平衡、明暗對比、視線引導，從此再也沒有「好像哪裡不

對勁」的作品，繪畫、攝影、設計都適用
葛雷格.艾伯特(Greg Albert)大牌出版

美術類 ..2019 = Illustration 平泉康編 翔泳社

美術類 職人魂 創新路:15個工藝品牌的進化之道 張尊禎等撰文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美術類 手感工藝.美好生活提案 莊伯何等撰文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美術類 臺灣工藝=Formosa industrial art 顏水龍著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美術類 配色點子手帖:127個情境式主題.3175種設計靈感的最強色彩教科書 櫻井輝子作 悅知發行

美術類 留白的設計美學。:活用「留白」的版面配置設計教學本 ingectar-e著 睿其書房

美術類 展示陳列設計聖經=Exhibition&display design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麥浩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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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類 世界絕美住宅解剖圖鑑 中山繁信等著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室內設計師、空間規劃師必備!室內設計基礎教科書 Aiprah著 楓書坊文化出版

美術類 刷色彩玩出家的個性:學會運用塗料配色攻略, 輕鬆改變氛圍,創造空間層次 得利色彩研究室著麥浩斯出版

美術類 臺灣傳統家具鑑賞與保存 阮炯港等撰稿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美術類 臺灣傳統家具鑑賞與保存 阮炯港等撰稿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美術類 圖解台灣民俗工藝 謝宗榮,李秀娥著晨星

美術類 圖解台灣民俗工藝 謝宗榮,李秀娥著晨星

美術類 浮游花草與乾燥花DIY 誠文堂新光社編著晨星發行

美術類 好療癒!設計一瓶自己的浮游花 平山里榮著 瑞昇文化

美術類 跟著IKEA衣櫥去旅行 [DVD] = The extraordinary journey of the Fakir 肯史考特(Ken Scott)采昌國際多媒體

美術類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柯金源著 衛城出版

美術類 向山而行!:給山女孩的野放手冊 李佳芬著 悅知發行

美術類 躲避盤:安全好玩的新潮運動 李其隆, 陳冠宏, 朱師大書苑

美術類 逆轉騙數 莊惟棟著 墨刻

小計 77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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