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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N 索書號 書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自 106/04/07 後建檔

7001512 176.4/8355 決勝未來的五種能力 霍華德.嘉納(Howard

Gardner)著;陳正芬譯

聯經 2007.09.

7001548 176.52/8643 情緒勒索 周慕姿 著 寶瓶文化 2017[民106]

7001595 177.2/8576 一個人的日常美好小關卡 上大岡留 著,楊裴文

譯

晨星 2016[民105]

7001502 177.3/8662 被討厭的勇氣. 二部曲完結篇 古賀史健 著 究竟 , 2016.

7001519 177.3/8845 每一天的街頭冒險 綺歐.史塔克(Kio

Stark)著;陳冠甫譯

天下雜誌 2016[民105]

7001516 292.22/8444 星座大戰3部曲 piepie 作 時報文化 2016.09.

7001583 298.6/8785 妖怪臺灣 : 三百年島嶼奇幻誌.

妖怪神遊卷

何敬堯著; 張季雅繪圖 聯經, 2017- [民106-

]

7001564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34 : 重心與平衡 Story a 文,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2016

7001565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35 : 生態與環境 Story a 著,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2016

7001578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36. 恆星與行星 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2016.02-

7001587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33. 抗原與抗體 Story a 文,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2016.02-

7001527 310.9/855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安.魯尼(Anne Rooney)

著;陳敏晧, 鄒詠婷譯

臉譜, 城邦文化出

版;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2.12.

7001503 311.27/873 毛起來說無限 毛爾 著,曹亮吉 譯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民103]

7001570 312/8346 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 約翰.麥考米克(John

MacCormick)著;陳正芬

譯

經濟新潮社 2014[民103]

7001571 313.5/8856 改變世界的17個方程式 伊恩.史都華(Ian

Stewart)著;李政崇譯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3[民102]

7001539 313.76/8633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結城浩著;陳朕疆譯 世茂 2017[民106]

7001506 314.109/8435 微積分的歷史步道 蔡聰明 著 三民 2013[民102]

7001500 330/8475 悖論 吉姆.艾爾-卡利里著;

戴凡惟譯

三采文化 2013[民102]

7001592 383.7/8572 天生建築家 許嘉祥 譯,鈴木守 圖

文

遠流 2016.10.

7001526 394/8744 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 何翰蓁 著 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2016[民105]

7001536 397/8374 為什麼腸胃不會把它自己消化

了?

潘震澤 作 貓頭鷹出版;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06.

7001568 400/853 生活科技,原來如此! : 約翰.方頓, 羅伯.比提

作 ; 周怡伶翻譯

小熊出版 :;遠足文

化發行,

2016.

7001531 411.9/8665 睡前5分鐘,孩子多長10公分 宋淑鉉 著 出色文化 2017.01.

7001560 415.4682/8445 當呼吸化為空氣 卡拉尼提 著,唐勤 譯 時報文化 2016[民105]

7001530 420/8476 3倍速聰明做家事全圖解 趙允慶 著,譚妮如 譯 臺灣廣廈出版;知遠

總經銷

2014[民103]

7001576 466.4/8767 創意MP幸福禮品皂 陳淑芬作 民聖文化, 2014.12.

7001540 494.1/8737 就業的終結 皮爾森 著,羅耀宗 譯 天下雜誌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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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569 494.2/8435 在一起,更好 Simon Sine 著,吳家恆

譯

遠流 2017.03.

7001553 494.35/8644 我在印度,接近天堂也看見地獄 呂玉蟬 譯 日月文化 2014[民103]

7001518 494.35/8834 我們為何工作 史瓦茲 著,李芳齡 譯 天下雜誌出版;大和

圖書總經銷

2016[民105]

7001505 510/8434 你不能不懂的統計常識 鄭惟厚 著 天下遠見出版;大和

書報總經銷

2007.09.

7001572 524.32/8666 觀念數學2. 中學代數解題策略 任維勇 著 天下遠見出版;大和

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2[民101]

7001575 524.32/8666 觀念數學1. 如何學好中學數學 任維勇 著 天下遠見 2012.11.

7001528 524.34/8364 像史家一般閱讀 宋家復 譯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臺大發行

2016.04.

7001581 538.7833/8462 蚵仔煎的身世 曹銘宗 著 貓頭鷹出版;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11.

7001563 544.8931/8454 下流老人 吳怡文 譯,藤田孝典

著

如果 2016

7001517 548.8652/8834 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 伊博黑姆 著,洪瓊芬

譯

天下雜誌 2015.12.

7001582 550/8666 經濟學花路米 鍾文榮著 五南 2016[民105]

7001542 550/8738 真正用得到的經濟學 大江英樹著 臺灣廣廈 2016.05.

7001499 556.933/8556 靜寂工人 魏明毅 著 游擊文化 2016[民105]

7001504 557.909/8455 我要活下去 羅貝托.卡尼薩

(Roberto Canessa),

帕布羅.維爾奇(Pablo

Vierci)著;李建興譯

奇光出版;遠足文化

發行

2016.11.

7001507 572.2/8773 無國籍 陳天璽 作,馮秋玉 譯 八旗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2016.08.

7001580 573.4/855 公門菜鳥飛 魚凱 著 網路與書出版;大塊

文化發行

2016[民105]

7001577 630/8567 黃河文明尋寶記 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2015.05.

7001541 733.21/8375 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 壯兔 繪,黃震南 著 究竟出版;叩應經銷 2016[民105]

7001591 733.35/8836 12個插畫家的台灣風情地圖 吳宜庭 著.繪 聯經 2016[民105]

7001586 740.225/8567 羅馬文明尋寶記1 Gomdori co 文,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2016.10-

7001509 743.26/8627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花亦芬 作 先覺 2016.08.

7001538 783.288/8356 為了活下去 朴研美 著,謝佩妏 譯 大塊文化出版;大和

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6[民105]

7001547 785.28/848 失去雙腳,我用生命奔跑 巴芙 著,柏迪 著,謝佳

真 譯

平安文化 2016[民105]

7001579 802.2/875 漢字有意思! 劉墉中文.圖;劉軒, 劉

倚帆英文翻譯

聯合文學 2016[民105]

7001533 803.18/8664 我的第一本日本語學習書 山野內扶著 懶鬼子英日語出版 ;

;我識總經銷,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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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534 805.1/8477 每天3行,寫小日記練出好英文 神林莎莉 著,黃筱涵

譯

采實文化 民105.08.

7001529 855/824 星空吟遊 謝哲靑著 遠見天下 2016[民105]

7001590 855/836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 被貓咪包

圍的日子

狸貓 著 布克文化, 2017.01.

7001496 855/844 接接在日本 接接JaeJae圖.文 商周出版;聯合發行

總經銷

2010[民99]

7001497 855/844 接接在日本. 3 接接 著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08-

7001498 855/844 接接在日本. 2 接接 著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08-

7001544 855/856 照相本子 幾米作 大塊文化 2016.11.

7001567 855/856 忽遠忽近 幾米 著 大塊文化, 2016.12.

7001566 855/86 我為你灑下月光 簡媜作 INK印刻文學 2016[民105]

7001535 855/878 當我提筆寫下你 張曼娟著 麥田, 城邦文化出

版;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17.01.

7001525 855/8855 鐵道.旅人繪 吳昭明 文.繪 遠足 民104[2015]

7001585 855/8889 謝謝你把我當公主 啾啾妹 圖文 布克文化 2017.02.

7001522 856/856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幾米 著 大塊文化出版;大和

書報總經銷

2015[民104]

7001510 857.7/8 總會有一天 Misa 著,楊馥蔓 責任

編輯

城邦原創出版;高見

經銷

2014[民103]

7001511 857.7/8 湖岸邊的黑天鵝 Misa著 城邦原創出版;高見

文化經銷

2017[民106]

7001495 857.7/8487 芈月傳 蔣勝男 著 希代多媒體 2016[民105]

7001520 857.7/855 第十三個書架 笭菁著 奇幻基地出版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2015印刷

7001555 857.7/855 一個人的捉迷藏 笭菁著 奇幻基地, 城邦文化

出版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2014.

7001584 857.7/8756 妮,可以公主病 林京燁 著,張品筠 著 三采文化 2017.02.

7001543 859.6/8423 穿越故宮大冒險1. 翠玉白菜上

的蒙古女孩

鄭宗弦 著,諾維拉 繪 遠見天下文化 2016[民105]

7001508 861.57/8353 老人恐怖分子 村上龍著;張智淵譯 大田 2016[民105]

7001537 861.57/8422 你的名字 黃涓芳 譯 臺灣角川, 2016.

7001574 861.57/8422 言葉之庭 新海誠作 ; 黃薇嬪,

莊雅琇譯

精誠資訊, 2015.

7001573 861.57/8735 如果這世界猫消失了 川村元氣 著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出

版 ;;楨德圖書總經

銷,

2014[民103]

7001521 861.57/8764 拉普拉斯的魔女 王蘊潔 譯,東野圭吾 臺灣角川 2016[民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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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7001545 861.57/8764 操縱彩虹的少年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

譯

皇冠文化 2016

7001546 861.57/8764 冷酷の代課老師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

譯

春天 , 2016.10.

7001593 861.57/8764 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 王蘊潔 譯,東野圭吾

作

皇冠文化 2016[民105]

7001594 861.57/8764 人魚沉睡的家 東野圭吾作;王蘊潔譯 皇冠 2017[民106]

7001588 861.6/8374 一個人做飯好好吃 高木直子圖文;洪俞君

譯

大田 2016[民105]

7001523 861.67/8995 漂流郵局 久保田沙耶 作,楊明綺

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2016.06.

7001554 873.57/8885 遇見你之前 莫伊絲 著,葉妍伶 譯 泰電電業出版;時報

文化總經銷

2016[民105]

7001501 874.57/8458 獵書遊戲 貝特曼 著,卓妙容 譯 親子天下 2016[民105]

7001552 874.57/8545 怪奇孤兒院 RiggsRansom 著,伍立

人 譯,瑞格斯 著

高寶國際出版;希代

多媒體發行

2012[民101]

7001550 874.57/855 決戰王妃5. 為愛加冕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 賴婷婷譯

圓神, 2016

7001551 874.57/855 決戰王妃外傳. 璀璨待續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張靜惟譯

圓神 2017.01.

7001524 874.57/8845 星艦求生日誌 史卡奇 著,翁雅如 翻

譯

高寶國際 2016[民105]

7001556 874.59/8657 西奧律師事務所6:老師犯規了 玉小可 譯,葛里遜 著 遠流 2016[民105]

7001557 874.59/8657 西奧律師事務所5:FBI的追擊 格利斯漢(John

Grisham) ; 周怡伶譯

遠流, 2016.

7001558 874.59/8657 西奧律師事務所4:黃口罩的逆襲 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著;蔡忠琦譯

遠流 2014

7001559 874.59/8657 西奧律師事務所3:頭號嫌疑犯 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著;蔡忠琦譯

遠流 2012

7001513 874.59/8814 貓戰士五部曲之一. 太陽之路 亨特 著,高子梅 譯 晨星 2016[民105]

7001514 874.59/8814 貓戰士五部曲之二. 迅雷崛起 亨特 著,高子梅 譯 晨星 2016[民105]

7001515 874.59/8814 貓戰士五部曲之三. 最初戰役 亨特 著,謝雅文 譯 晨星 2017[民106]

7001549 887.157/8583 漫漫歸途 薩魯.布萊爾利(Saroo

Brierley)著;張瓅文譯

商周 2016[民105]

7001532 972/8577 愛上捲紙手作時光 盧莎希亞作 旗林文化 2017.02.

7001589 972/8744 簡單有趣的紙玩藝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

編著

藝風堂 2017[民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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