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072008 診間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你找到生命的出口 林靜儀 自然應用書庫

1072198 易鄉人 林蔚昀 木馬 語文書庫

1081000 伊甸納:星際修復師的奇幻迷航 墨必斯 積木文化 期刊室

1081001 少爺的時代 :第二卷:秋之舞姬 關川 夏央 衛城出版 期刊室

1081002 少爺的時代 :第三卷:倉空之下 關川 夏央 衛城出版 期刊室

1081003 異人茶跡Ⅱ:拳山茶家 張 季雅 蓋亞文化 期刊室

1081004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1 臺灣角川 期刊室

1081005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2 臺灣角川 期刊室

1081006 幽談 京極夏彥 獨步文化出
版

語文書庫

1081007 忘形流簡報思考術 張忘形作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81008 孤獨課=Learnings from solitude chi 亞然 時報 語文書庫

1081009 鄭丰 著 語文書庫

1081010 葡萄牙,我們一起去 Brian 有鹿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11 劇場敘事學:劇本分析的七個命題 何一梵著 揚智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12 大氣中醫 內氣流轉，諸疾自評 小末醫師作 小末醫師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81013 字型散步 Next:從台灣日常出發 無所不在的中文字型學 柯志杰 臉譜 綜合書庫

1081014 時間之書 薩弗蘭斯基 商周 綜合書庫

1081015 我們悲慘的宇宙=Our Tragic Universe 湯瑪斯 木馬出版 語文書庫

1081016 藏在記憶中=Hidden in Memory eng 屠火火 城邦原創出 語文書庫

1081017 淡蘭古道:北路=Tamsui-Kavalan trails chi 古庭維 晨星發行 綜合書庫

1081018 星星碼頭 張曼娟 親子天下 期刊室

1081019 麒麟湯 張維中 親子天下 期刊室

1081020 碳酸男孩 孫梓評 親子天下 期刊室

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 譯

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杏花渡傳說:鄭丰武俠短篇精選輯 奇幻基地,
城邦文化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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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1 白取春彥 麥田, 綜合書庫

1081022 流亡者 阮越清 馬可孛羅文 語文書庫

1081023 街角那家唱片行=The Music Shop 喬埃斯 馬可孛羅 語文書庫

1081024 AI新世界(增訂版) =AI Super-Powers 李開復(Kai-Fu 遠見天下文 綜合書庫

1081025 一青妙 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26 左.外.野: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 陳子軒 聯經 綜合書庫

1081027 旅途中遇見金剛經 陳念萱 有鹿文化 語文書庫

1081028 芳療百問:一本每個精油新手都應該擁有的常備書 司徒雪儀 司徒雪儀出 自然應用書庫

1081029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 平野聰 八旗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30 聽說時光記得你 溫如生著 精誠資訊 語文書庫

1081031 跟著陸客遊歐洲 一個德國人臥底陸客團13天的貼身紀錄/ 雷克 遠足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32 主動脈 聯經 自然應用書庫

1081034 小國士朗 太雅 綜合書庫

1081035 亞瑞納斯 奇光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36 雅加達尋寶記 Gomdori Co 三采 綜合書庫

1081037 古典音樂真的好簡單講堂:吉松隆人人都懂音樂講座Ⅰ 吉松隆 如果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38 古典音樂有笑有淚知識講座:吉松隆人人都懂音樂講座Ⅱ 吉松隆 如果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39 如果出版 綜合書庫

1081040 韓森 旗標發行 綜合書庫

1081041 輕鬆成為觀星達人 施惠 著 五南 自然應用書庫

1081042 作文裡的奇案 小魯文化 語文書庫

1081043 五行 經脈 命門關(一) 謝文慶著 博客思 語文書庫

1081044 五行 經脈 命門關(二) 謝文慶著 博客思 語文書庫

1081045 無知者:漫畫家與釀酒師為彼此啟蒙的故事 艾堤安‧達文多 大家出版 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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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錯菜的餐廳 :幕後企劃與行動紀實=The Restaurant of
Order Mistakes

單車環島,停不了 :台灣, 四國, 琵琶湖, 能登半島......

"活得堅強"的哲學 : 從六位哲學家的獨到思想,解決"不安"."迷
惘"."苦惱"的根源 /

伊夫.格勒維
(Yves Grevet)原
著李楹 翻譯

古典音樂一點就通名曲GUIDE:吉松隆人人都懂音樂講座Ⅲ 吉松隆著.繪呂雅
昕, 游蕾蕾譯

運動員增強式訓練解剖精解:強化爆發力.敏捷性.整體運動表現

王者對決:費德勒&納達爾 最強宿敵&最經典對手稱霸網壇全紀錄
= Roger & R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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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46 金彥鎬 聯經 語文書庫

1081047 大漢光武:卷一:少年遊(上) 酒徒 語文書庫

1081048 大漢光武:卷一：少年遊（下） 酒徒 語文書庫

1081049 大漢光武:卷二:出東門 酒徒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081050 一千個晚安:電視小說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081051 大腦喜歡這樣學 歐克利 木馬文化出
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81052 大是文化 綜合書庫

1081053 地獄=Inferno 布朗 時報 語文書庫

1081072 新住民社會工作 戴世玫 洪葉文化 綜合書庫

G000420 翟本喬著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G000423 3000元開始的自主人生:50位小資創業老闆的實戰成功術 季里波 天下遠見 自然應用書庫

G000425 人生的9個學分 葛利夫 大塊文化出
版

綜合書庫

G000429 陳嵐 綜合書庫

G000430 莊子寓言選錄 蘇志誠編譯 城邦印書館
出版

綜合書庫

G000431 大清后妃寫眞 徐廣源 遠流 綜合書庫

G000432 樹木希林 遠流 綜合書庫

G000433 幸福人生六十守則(上)=Sixty Rules for a Happy Life 張有恒編著 南市淨宗學 綜合書庫

G000434 幸福人生六十守則(下)=Sixty Rules for a Happy Life 張有恒編著 南市淨宗學 綜合書庫

G000435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上) 羅琳 皇冠 語文書庫

G000436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下) 羅琳 皇冠 語文書庫

G000437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17 從宜蘭海港孩子到英國企業楷模:貨車女孩蔡惠玉的精采人生 蔡惠玉, 楊佳恬 圓神 綜合書庫

G001021 蒼蠅王 高汀 高寶 語文書庫

G001023 開學文化 綜合書庫

書店旅圖:走進全球21間特色書店, 感受書店故事.理想和職人精
神

霸凌者:從兒童到成人.從校園到社會, 15個觸目驚心的血色告白 英屬維京群
島商高寶國
際公司臺灣

創新，是一種態度:翟本喬透視問題、勇於突破的思考模式和勝
出策略

三立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監製何沫
洋小說

為什麼法國高中要考哲學?:年輕人要學會思考，然後決定自己要
怎樣的"幸福"!

坂本尚志作林信
帆譯

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顛COOP踏查報告 陳怡樺著；陳郁
玲攝影

情緒大腦的秘密檔案:情意神經科學泰斗從探索情緒形態到實踐
正念冥想改變生命的旅程

Richard J.
Davidson,

離開時,以我喜歡的樣子 :日本個性派俳優,是枝裕和電影靈魂演
員,樹木希林120則人生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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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1024 洪仲清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25 詹正德 自然應用書庫

G001046 釋見文 自然應用書庫

G001047 孟德爾之夢:基因的百年歷史 陳文盛 遠流 圖書館

G001048 迎接AI新時代 :用圍棋理解人工智慧 王銘琬.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49 伍焜玉 遠流 自然應用書庫

G001050 童話心理學 :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 河合隼雄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51 王立楨著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52 心想事成有秘笈 蔡禮旭 綜合書庫

G001056 自然解剖書:關於地球上各種有趣的大自然現象 羅思曼 遠流出版發 自然應用書庫

G001057 從直島啟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以藝術活化地方 福武總一郎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58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59 大地藝術祭 :越後妻有三年展 里山藝術巡禮2018 曾慧雪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61 情緒寄生 :與自我和解的34則情感教育 許皓宜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62 不消費的一年 弗蘭德斯 遠流 自然應用書庫

G001064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15堂理財課 闕又上 遠流 綜合書庫

SP061108 長方形の紙.A4 1枚で折る 箱のぉりがみ2 布施知子 日文書庫

SP061114 設計摺學全書=Complete Pleats 保羅.傑克森 積木文化出 綜合書庫

SP061115 看見齊柏林 臺灣阿布電
影

綜合書庫

SP061116 島嶼奏鳴曲:齊柏林空中攝影集 齊柏林作 臺灣阿布電 綜合書庫

SP061119 超圖解西洋美術史Ⅰ:寫給年輕人的文藝復興 高階秀爾 原點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120 超圖解西洋美術史Ⅱ:寫給年輕人的巴洛克與印象派 高階秀爾 原點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121 超圖解西洋美術史Ⅲ:寫給年輕人的現代藝術 高階秀爾 原點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122 沃爾芙 綜合書庫

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顛COOP踏查報告 陳怡樺著；陳郁
玲攝影

我想傾聽你 :懂得傾聽,學會不過度涉入,讓我們用更自在的陪伴
豐富彼此

社團法人台
南市淨宗學

免疫的威力:免疫力, 就是最好的醫生!治癒過敏.發炎與癌症的
免疫醫療法=The Power of The Immunity eng

書叢中的微光:聽見書店的聲音vol.2 臺灣獨立書
店文化協會

蔬香百味1:100到素菜輕鬆做 社團法人台
南市淨宗學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亞歷山大.馮.洪堡德用旅行與科學丈量
世界,重新定義自然

果力文化,
漫遊者文化

北川富朗大地藝術祭:越後妻有三年展的10種創新思維 北川富朗著張玲
玲譯

飛航解密:美國航太專家關於飛航安全、訓練與管理的大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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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061125 大栗博司 臉譜, 城邦 自然應用書庫

SP061127 中國園林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楓書坊文化 綜合書庫

SP061128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原來看懂人,就看懂書 顧孟劼 原點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133 這不是你想的藝術書2:那些謎一樣的藝術家 顧爺 著 原點出版 綜合書庫

SP061135 哥德布拉特 商周 綜合書庫

SP061136 足球是圓的(下):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 哥德布拉特 商周 綜合書庫

SP061137 神祕莊園 宋智惠著林雨欣
譯

精誠資訊 綜合書庫

SP061138 辛永勝 馬可孛羅出 自然應用書庫

SP061139 辛永勝 馬可孛羅 綜合書庫

老屋顏:走訪全台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時代故事,尋訪
台灣人的生活足跡

再訪老屋顔:前進離島.探訪職人, 深度挖掘老台灣的生活印記與
風華保存

足球是圓的(上):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一位博士爸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
學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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