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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07/8633 用書脫魯的一生閱讀術 宋怡慧著 初版 木馬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4949 2019[民108]

107/8342 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思考讓我自由, 學會面對複雜

的人際關係, 做對的決定

褚士瑩著 初版 大田0024937 2019[民108]

176.5/8466 蔡康永的情商課2. 因為這是你的人生 蔡康永著 初版13刷 如何0024869 2019[民108]

177.2/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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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894 2019[民108]

177.2/8455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萬特特等著 初版 幸福文化,遠足文化0024920 2020[民109]

177.2/8737 出走,是為了回家：普林斯頓成長之路;不平凡的回家之旅,

讓自己成為改變的起點。

劉安婷著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大和總經銷

0024927 2014[民103]

177.2/856 7個習慣決定未來：柯維給年輕人的成長藍圖 西恩．柯維(Sean Covey)著;

汪芸譯

二版 遠見天下文化0024930 2019.

191.9/8495 吃便當：人生解決不了的煩惱, 就一口一口吃掉吧! 鄭進耀著 初版 鏡文學0024898 2019[民108]

192.1/8534 看漫畫輕鬆學：自我管理 菅原洋平監修;大野直人漫

畫;原木櫻翻譯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0024943 2019.07.

283.1/8427 蔡桑說怪：日本神話與靈界怪談, 有時還有臺灣 蔡亦竹著 初版 圓神0024888 2019[民108]

303/8543 共享自然, 珍愛世界：適用全年齡層的自然覺察活動 約瑟夫.柯內爾(Joseph

Bharat Cornell)作;達娃譯

初版 張老師0024911 2017[民106]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46. 懸浮微粒 Story a.文;Hong Jong-Hyun

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0024842 2019[民108]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47. 傳染病與病原體 Story a.文;Hong Jong-Hyun

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0024843 2019[民108]

303.4/8567 科學實驗王48. 放射性物質 Story a.文;Hong Jong-Hyun

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0024844 2020[民109]

307.9/8468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 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李鐘旻等作;PanSci泛科學選

編

第一版 親子天下0024910 2019[民108]

308.34/8427 透視.魚：臺灣第一本透明染色魚類圖鑑=Transparent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著 初版 時報文化出版;海生0024890 2013[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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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9/846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6. 神祕的宇宙與重力 青山剛昌原作;Galileo工房

監修;金井正幸漫畫;游韻馨

翻譯

三采文化0024850 2019[民108]

308.9/846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7. 食物中的科學：食物中的科學青山剛昌原作;阿部光典編

撰;金井正幸漫畫;黃薇嬪翻

譯

三采文化0024851 2019[民108]

308.9/846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8. 忍者大解密 青山剛昌原作;田端廣英編

撰;金井正幸,加藤貴夫漫畫;

張東君翻譯

三采文化0024852 2019[民108]

308.9/846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9. 推理迷必懂的元素 青山剛昌原作;新村德之編

撰;金井正幸,加藤貴夫漫畫;

游若琪翻譯

三采文化0024853 2019[民108]

308.9/8466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10. 救命的防災知識 青山剛昌原作;川村康文監

修;張東君翻譯

三采文化0024854 2020.01.

310.7/8833 追本數源：你不知道的數學祕密=Tracing the origin of

mathematics

蘇惠玉著 初版 三民發行0024931 2018[民107]

312.83/8732 用Google玩人工智慧實驗：Google AI Experiments探索;

含GTC全民科技力認證Bas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慧入門

張原禎編著 初版 台科大圖書0024917 2019.07.

348.21/854 完全圖解元素與週期表：解讀美麗的週期表與全部118種元

素!

日本Newton Press作;賴貞秀

翻譯

第一版 人人0024916 2019[民108]

351.9/8764 看見臺灣的海洋世界 張崑雄著 初版 文經出版社0024901 2014[民103]

351.9/8853 黑潮島航：一群海人的藍色曠野巡禮;kuroshio's

voyage=Beyond the blue

吳明益, 張卉君, 陳冠榮作;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策劃

初版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

路與書公司臺灣分

公司

0024923 2019[民108]

360.931/8563 江戶時代的動植物圖譜：從珍貴的500張工筆彩圖中欣賞日狩野博幸監修; 陳芬芳譯 出版 麥浩斯出版 : 家庭0024913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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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近代博物世界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366.98/8483 深海F珍 克雷兒.露芙安(Claire

Nouvian)著;洪萍凰,李雅媚

譯

初版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0024889 2009[民98]

366.989/8766 Formosa海平面下：浮潛台灣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陳楊文著 初版 日月文化0024919 2013[民102]

369/8537 我的第一本科學漫畫書57. 微生物世界歷險記2 Gomdori Co.文;韓賢東圖;許

葳譯

三采文化0024848 2019[民108]

415.9517/8555 深井效應：治療童年逆境傷害的長期影響 娜汀.柏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著;朱崇旻譯

初版 究竟0024897 2018[民107]

415.988/8757 我與世界格格不入：成人的亞斯覺醒=Why am I always a

stranger to the world?

陳豐偉著 初版 小貓流出版;遠足發

行

0024939 2018[民107]

436.13333/8794 台灣行道樹圖鑑：從葉形、花色、樹形輕鬆辨識110種常見

行道樹,並附「樹形比例尺」對照

陳俊雄, 高瑞卿撰文.攝影 初版 貓頭鷹出版;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0024884 2019.08.

437.27/8585 獸醫超日常：犰狳、鬃狼,有時還有綠鬣蜥,《侏羅紀世界:

殞落國度》特聘獸醫顧問的跨洲診療紀實

強納森.克蘭斯頓(Jonathan

Cranston)著;祈怡瑋譯

初版 麥田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0024925 民108.

463.48/8457 舌尖上的東協：東南亞美食與蔬果植物誌;既熟悉又陌生,

那些悄然融入台灣土地的南洋植物與料理=Taste Asean

王瑞閔著 初版 麥浩斯出版;聯合總

經銷

0024907 2019[民108]

489.6607/8776 你好, 我是接體員 大師兄著 初版 寶瓶0024900 2018[民107]

494.35/8766 別讓世界定義你：用5個新眼光開始企畫屬於你的勝利人

生;5 important things you need to do to take

yourself to the nest level.=Define yourself before

this world does it for you

何則文著 初版 遠流0024929 2018[民107]

496/8464 故事課 : 3分鐘說18萬個故事, 打造影響力=How to be an

influential storyteller?

許榮哲作 初版 遠流0024955 2019[民108]

496/8464 故事課：99%有效的故事行銷, 創造品牌力=Storytelling,

a strategy to create company branding

許榮哲作 初版 遠流0024956 2019[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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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8762 教室裡的對話練習：當學思達遇見薩提爾 張輝誠, 李崇建著 第一版 親子天下0024942 2019[民108]

524.313/8759 國寫笨作文：建中名師林明進獨創作文高分心法(全新增訂

版)

林明進著 第二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總經銷

0024946 2019[民108]

528.2/8587 孩子和你想的不一樣又何妨?：16-20歲要陪不要管，父母

放手不等於沒角色，用心傾聽贏回影響力

盧蘇偉著 第二版 天下生活0024940 2019.07.

528.2/8587 你管他折不折棉被幹嘛?：10-15歲要的不是管教，而是傾

聽和了解！

盧蘇偉著 第二版 天下生活0024941 2019.09.

540/8564 社會學超圖解：古今76名家x135概念,400幅可愛漫畫秒懂

社會學,活出獨一無二的自我

田中正人, 香月孝史著;連雪

雅譯

初版 野人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4908 2020.02.

544.1/8587 為何我們愛得,又傷又痛?：終止親子彼此錯待,教養專家破

除以愛為名的控制、依賴、寄生、批評,找回家的歸屬感

盧蘇偉著 第一版 天下生活0024950 2019[民108]

544.37/896 在被遺忘的角落,你有我。 樂擎著 初版 溦曦0024912 2019[民108]

572.67/8757 開會的葵花寶典 陳勁達作 修訂初版 臺灣議效會0024938 2016[民105]

575.87/8424 打火哥的30堂烈焰求生課：第一線熱血消防員親授關鍵保

命絕招，破解火場迷思

蔡宗翰著 初版 遠流0024909 2019[民108]

731.254/8733 日本戰國武將完全圖解事典. 新裝版 株式会社レツカ社編著;黃琳

雅翻譯

初版 楓樹林出版;商流文

化總經銷

0024934 2018[民107]

732.7609/8354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45. 首爾尋寶記2 Popcorn Story原作 三采文化0024847 2019.06

732.7891/8354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48. 釜山尋寶記1 Popcorn Story原作 三采文化0024849 2020.02

732.7991/8354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46. 濟州島尋寶記1 Popcorn Story原作 三采文化0024845 2019.09

732.7991/8354 世界歷史探險系列47. 濟州島尋寶記2 Popcorn Story原作 三采文化0024846 2020.01

733.22/8323 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Oceanic cultures & history of

Taiwan

戴寶村著 初版 玉山社0024893 2011[民100]

733.4/8453 街屋台灣：100間街屋, 100種看見台灣的方式!=Taiwan

street house

鄭開翔圖.文 初版 遠流0024905 2019[民108]

734.09/8575 無界之疆 凱特.哈里斯(Kate Harris)

著;鄧伯宸譯

初版 立緒0024924 2019[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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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19/824 因為尋找, 所以看見：一個人的朝聖之路=The road to

Santiago

謝哲靑著 初版 時報0024945 2017[民106]

783.3886/8527 在白天做夢的人：從臺大醫師到網路教師,敢夢敢為的翻轉

人生

呂冠緯著 初版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0024928 2014[民103]

783.3886/8677 證明自己：彭政閔=Prove myself 彭政閔著;簡政光採訪撰文 初版 聯經0024935 2019[民108]

784.18/8764 世界第一位樹醫生：約翰.戴維 John Davey 張文亮著 初版 字畝文化出版;遠足

文化發行

0024886 2018.11

811.9/8763 故事學：學校沒教,你也要會的表達力 歐陽立中著 一版 國語日報0024954 2019[民108]

812.7/8464 小說課Ⅱ：偷故事的人 許榮哲 初版 國語日報社0024952 2015[民104]

812.71/8464 小說課之王：折磨讀者的祕密 許榮哲著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0024951 2020.02.

812.71/8464 小說課III：偷電影的故事賊 許榮哲著 一版 國語日報0024953 2017[民106]

815.9/8736 有年輪的繪本 林真美作 初版 遠流0024906 2019[民108]

836/8355 厭世廢文觀止：英雄豪傑競靠腰,國文課本沒有教。 厭世國文老師著;J.HO(胖古

人)插畫

初版4刷 究竟0024899 2019[民108]

855/8363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 貓咪哪有這麼可愛 志銘與狸貓攝影.圖文 初版 布克文化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0024870 民109.01.

855/8366 願你在深淵盛放 溫如生文 首版 悅知發行0024887 2019[民108]

855/835 你的少年念想 不朽著 首版 精誠資訊發行0024902 2019[民108]

855/856 但願有一天你會懂：每個受傷的孩子, 都有顆星星在看顧

=I hope that one day you will understand

幾米作 初版 大塊文化出版;大和

書報總經銷

0024918 2019[民108]

855/8244 穿越撒哈拉：流浪,走向風沙未竟之地 謝哲青著 初版 皇冠文化0024921 2019[民108]

855/8545 恍惚書 鄧小樺作 初版 時報0024926 2019[民108]

857.49/8426 紅樓心機：我的騷動, 渴望你懂 蔡詩萍作 初版 有鹿0024896 2019[民108]

857.7/8364 長安十二時辰(上) 馬伯庸著 初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公司臺灣分

0024862 2018[民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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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7/8364 長安十二時辰(下) 馬伯庸著 初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公司臺灣分

公司

0024863 2018[民107]

857.7/855 都市傳說第二部9. 菊人形 笭菁著 初版 奇幻基地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0024871 民108.05.

857.7/855 都市傳說第二部10. 瘦長人 笭菁著 初版 奇幻基地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0024872 民108.11.

857.7/855 禁忌錄 : 嫁娶 笭菁作 初版 春天出版國際0024873 2019.09.

857.7/8 青春副作用=Youth side effects Misa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高見

文化總經銷

0024874 2015[民104]

857.7/8 我想你在我的故事裡=I hope you're in my story Misa著 初版 城邦原創0024875 2019[民108]

857.7/8 微光的翅膀=Flying wings Misa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高見

文化經銷

0024876 2015[民104]

857.7/8 愛情, 你不存在=Where is the love? Misa著 初版 城邦原創0024877 2019[民108]

857.7/884 如果你也聽說=If you hear about that 晨羽著 初版 城邦原創0024878 2019[民108]

857.7/8 你是星光燦爛的緣由 Misa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0024879 民108.

857.7/8 閣樓裡的仙杜瑞拉=My cinderella Misa著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高見

文化經銷

0024880 2016[民105]

859.6/8423 穿越故宮大冒險3. 天靈地靈毛公鼎 鄭宗弦著;swawa.com繪 第一版 小天下0024855 2019[民108]

859.6/8463 我們班是聯合國 李光福文;吳姿蓉圖 初版 康軒文教0024947 2016[民105]

861.57/8764 假面飯店 東野圭吾作;陳系美譯 初版20刷 三采文化0024864 2012[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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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57/8764 希望之線 東野圭吾作;王蘊潔譯 初版 春天出版國際0024865 2020.01.

861.57/8764 預知夢 東野圭吾作;王蘊潔譯 初版 皇冠0024866 2020.02.

861.57/8764 沉默的遊行 東野圭吾作;王蘊潔譯 初版4刷 皇冠0024867 2019[民108]

861.57/8422 天氣之子 新海誠作;黃涓芳譯 初版3刷 臺灣角川發行0024868 2019[民108]

861.57/847 閃亮亮共和國 小川糸著;王蘊潔譯 初版 圓神0024882 2019[民108]

861.57/8669 妳在月夜裡閃耀光輝 佐野徹夜作;韓宛庭譯 初版 台灣角川0024932 2017[民106]

861.57/8652 未來的未來 細田守作;黃涓芳譯 初版 臺灣角川0024933 2018[民107]

861.57/8457 我在你身邊 喜多川泰著;緋華璃譯 初版 三民發行0024944 2019[民108]

861.57/8666 我們偷走星座的理由 北山猛邦著;Rappa譯 初版 獨步文化,城邦文化

出版;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0024948 民106.

863.55/84 歲月靜好：蔣勳日常功課 蔣勳著 初版6刷 時報文化0024903 2020[民109]

863.55/8826 喜歡你的日子像海 蘇乙笙作 初版 皇冠0024936 2019[民108]

863.57/8552 二十一 陶晶瑩著 初版 圓神0024883 2019[民105]

863.57/8476 台灣異聞錄 二師兄著 初版二刷 有方文化0024895 2020[民109]

863.59/8423 少年廚俠4. 除魔大神仙 鄭宗弦文;唐唐圖 第一版 親子天下0024856 2019[民108]

863.59/8423 少年廚俠5. 陰謀與真相 鄭宗弦文;唐唐圖 第一版 親子天下0024857 2020.01.

874.57/8833 太陽神試煉4. 暴君之墓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

著;王心瑩譯

初版 遠流0024861 2020.02.

874.57/8457 罪人 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著;尤傳莉譯

初版 春天出版國際0024881 2019[民108]

874.59/855 歷史刺繡人 露薏絲.勞瑞(Loise Lowry)

著;朱恩伶譯

初版8刷 臺灣東方0024858 2013[民102]印

刷

874.59/855 森林送信人 露薏絲.勞瑞(Loise Lowry)

著;朱恩伶譯

再版6刷 臺灣東方0024859 2017[民106]印

刷

874.59/855 我兒佳比 露薏絲.勞瑞(Loise Lowry) 初版 臺灣東方0024860 2013[民102]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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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朱恩伶譯 刷

874.59/8457 繼承人遊戲=The Westing Game 艾倫.拉斯金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小麥田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0024914 2020.04

938/8745 臺灣百年.陶瓷.北投燒：臺灣現代陶瓷的故事 陳新上著 初版 博揚文化出版;貿騰

發賣總經銷

0024915 2011[民100]

947.41/876 向職業漫畫家學習：超.漫畫素描技法;來自於男子角色設

計的製作現場

林晃, 九分くりん, 森田和

明作;林廷健翻譯

北星圖書0024891 2018.03.

947.41/8666 GO!漫畫素描自學全攻略 漫學館編著 二版 楓書坊文化0024892 2019[民108]

947.41/8 滿是溫柔的土地上=On the earth full of kindness アボガド6著;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本0024904 2019[民108]

950.933/8666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簡永彬等著 初版 左岸出版;遠足發行0024922 2019[民108]

999.9/8424 動手做自然：果實x種子創作DIY 鄭一帆著 初版 晨星出版;知己總經

銷

0024885 2011[民100]

115共計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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