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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克里斯提安.賈瑞特(
Christian Jarrett)編 ; 
路思南譯

2014 055519
8555

30秒搞懂心理學 : 人心沒你想的那麼
複雜 /

旗林文化出版 ;

177.3 羅德里格斯著 2020 055520
8454

主導權/支配的技術 : 從沒人理你,到人
人聽你!巧妙支配97%人心的暗黑心理
學

一起來出版

307.9 SME 2020 055521
8

怪奇科學研究所 : 42個腦洞大開的趣
味科學故事

時報

340 山本, 喜一 2019 055522
8644

圖解化學 / 易博士文化 :

330 山田, 弘 055523
865

圖解物理學 /

178.3 Creal(���)著 2020 055524
8

帶著校園霸凌記憶長大的我們 : 致當
年那些加害者們

野人文化出版

863.55 侯吉諒著 2020 055525
8942

筆花盛開 : 詩酒書畫的年華 聯經

177 胡德著 2020 055526
8565

為什麼我們想要的比需要的多? : 所有
權的心理如何影響與形塑人的行為

商周出版

177.3 內藤誼人著 2020 055527
8443

連拜託都不用,這樣暗示最有效 : 漫畫
超圖解!用「暗示」就能順利動搖他
人的心

方舟文化

524.36 李曼韻 2019 055528
8482

生物課好好玩.. 3,. 輕鬆攻略108課綱
的10堂生物素養課 : 80個必修關鍵字
X最強的生物觀念課表 /

小麥田出版 :

380 查爾斯.科瓦奇(Charle
s Kovacs)著

2019 055529
8435

如詩般的動物課 : 從情感連結重新認
識自然界,充滿詩意、哲理、人文關懷
,學會與動物共生

小樹文化出版

370 查爾斯‧科瓦奇 2019 055530
8435

如詩般的植物課 : 將植物比擬孩子的
成長歷程,充滿哲思、想像力的美感體
驗 , 1

小樹文化出版

541.49 Kasket, Elaine 2020 055531
8884

如何在網路時代好好說再見 : 從直播
告別式到管理數位遺產 /

貓頭鷹出版 :

528.2 海特納著 2020 055532
8564

什麼時候可以給孩子買手機? : 第一本
給E世代父母的青少年網路社交教戰
手冊

木馬文化出版

484.6 莎拉.麥柯戴爾(Sara
 McCorquodale)著

2020 055533
8743

網紅影響力 : 自媒體如何塑造我們的
數位時代

遠流

580.3 連世昌著 2020 055534
8755

當心！孩子一不小心就觸法：專業律
師親授預防孩子誤闖法律禁區的33堂
課

凱信企管顧問

580.3 吉靜如文 2020 055535
8456

只是玩笑,竟然變成被告? : 國中小
學生最需要的24堂法律自保課

三采文化

544.67 羅莉.沃克(Laurie Wol
k)作

2020 055536
8566

爸媽必讀!青春期女孩的網路安全界
線 : 培養社群世代女孩的網路素養、
自信、思辨力與自律力

三采文化

312.1653 梶塚美帆 2020 055537
876

中小學生的網路SNS / 五南圖書,

198.312 遠藤美季監修 ; 大野
直人漫畫.繪圖 ; 原木

2020 055538
8746

網路使用的規則 : 看漫畫輕鬆學 : 生
活習慣好,長大不煩惱 /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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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譯

863.487 舒, 國治. 055539
8753

遙遠的公路 /

863.57 朱嘉漢, 2020 055540
8946

裡面的裡面 / 時報文化,

863.51 蕭蕭主編 2020 055541
866

新世紀20年詩選.. 2001-2020 / 九歌,

855.48 王溢嘉著 2020 055542
8434

浮世短歌 : 這次,多談點自己 有鹿文化出版

863.55 李秉樞著 2020 055543
8495

畫符 九歌

307.9 軌道君. 055544
8464

你也被唬弄了嗎? : 20個最容易被誤解
的科普知識 /

178.8 鄭惠信 2020 055545
8436

好好回話,開啟好關係 : 用三句話暖進
人心,做個支撐他人的成熟大人 /

采實文化,

177.2 哈代著 2019 055546
8375

複利效應 : 6步驟引爆收入、生活和各
項成就倍數成長

星出版

109 出口治明 2020 055547
8653

哲學與宗教全史 : 人類三千年的思考
之旅 = A world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
d religion /

究竟出版 :

191.9 洪蘭 2020 055548
848

什麼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 / 遠見天下文化,

855 郝廣才 2020 055549
8326

夢想 = Dream / 格林文化,

863.55 詹宇著 2020 055550
864

書寫解憂 : 用文字和自己談心的21個
練習

前進出版

853.3 桂文亞著 2020 055551
8464

我們來追劇! : 必追的中國戲曲十大經
典

字畝文化出版

873.59 桂文亞著 2020 055552
8464

我們來追劇!必追的莎士比亞十大經
典

字畝文化出版

874.57 卡麥隆(Cameron, W. 
Bruce)

2019 055553
8565

狗狗的旅程 : 為了與你相遇 暖心續作 
/

圓神出版 :

861.57 恩田陸 2020 055554
8454

節慶與預感 : 蜜蜂與遠雷.沒說完的故
事 /

圓神出版 :

314.1 Takumi著 2020 055555
T136

鍛鍊你的「微積感」! : 連文科生都能
一小時搞懂的微積分

五南

874.57 歐文斯(Owens, Delia) 2020 055556
8866

沼澤女孩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415.9511 黃智群 2020 055557
8365

發炎世代 : 為人體的心靈、免疫、疾
病找到和諧與療癒之道

遠足文化

521.1 曾,文哲, 055558
8364

新課綱上路也不怕!臺大醫科、哈佛
畢業生獨家傳授高效讀書法+活用筆
記術 = Study plan /

861.599 北村裕花 2020 055559
8633

被罵了, 怎麼辦? / 小熊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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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 郝廣才文 2010 055560
8326

最美的禮物 格林文化

861.59 上谷夫婦作繪 ; 葛增
娜譯 

2020 055561
8567

燒杯君與放學後的實驗教室 / 親子天下出版 ;

415.2309 馬克.霍尼斯巴姆(Mar
kHonigsbaum)作

2020 055562
835

瘟疫啟示 : 百年的恐慌、歇斯底里與
傲慢

三采文化

521.7407 郭至和 055563
8446

圖解素養導向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 以
設計思考觀點出發 /

588.34 林洲富著 2020 055564
8743

著作權法 : 案例式 五南

553.4 林洲富 2020 055565
8743

智慧財產權法 : 案例式 五南

581.21 楊智傑著 2020 055566
8669

圖解憲法 五南

711 祝田秀全監修 ; Freeh
and繪製 ; 李惠芬譯

2020 055567
8456

超世界史 : 走進歷史現場,記住每一個
轉變關鍵! /

易博士文化出
版 :

578 張道宜等著 2019 055568
8763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2020年版 / 易博士文化, 城
邦文化出版 :

783.18 ROLAND 2020 055569
R744

ROLAND 我,和我以外的。 臺灣角川

528.2 李崇建 2020 055570
8447

薩提爾的守護之心 / 寶瓶文化出版 ;

177.2 陳茂雄 2020 055571
8744

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習 : 學會了, 就能
突破內在盲點, 達成人生目標 /

天下雜誌出版 ;

548.7114 宮口幸治 2020 055572
8355

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 / 遠流,

540.21 飲茶 2020 055573
894

正義教室 / 三采文化,

581.52 安東尼.路易斯(Antho
ny Lewis)著

2020 055574
8375

異見的自由 : 美國憲法增補條文第一
條與言論自由的保障

八旗文化出版

556.84 周, 志盛 2020 055575
8634

別以為與你無關 : 你一定要知道的勞
資爭議個案 /

書泉出版 ;

494.01 巴伯塔(Babauta, Leo) 2019 055576
8495

少才是力量 :  簡單高效6大原則 / 今周刊

422.5 山下英子著 2020 055577
8638

新.斷捨離 平安文化

863.55 石芳瑜 2020 055578
8475

中間的人 / 木馬文化出版 :

177.2 李德曼著 2020 055579
8247

人脈複利 : 打造高價值連結,安永、嬌
生、花旗銀行等財星500大企業的職
場必修場

大牌出版

811.9 霍爾(Hall, Kindra), 2020 055580
8664

誰會說故事, 誰就是贏家 :  讓你在幾
分鐘內感動人心, 說服任何人、做成
任何事 / 

方智, 

855.1 蔡瀾 2020 055581
846

我喜歡人生快活的樣子 / 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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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55 彭,樹君, 055582
863

朵朵相遇小語 : 每一個別人,都照見了
自己 /

781 亞緒爾著 2016 055583
8844

私密信件博物館 : 125封跨越時空的不
朽書信

臉譜出版

540.92 吳鉤 2019 055584
886

金庸群俠生活誌 / 香港中和,

418.03 藥學系邊緣人 2020 055585
8865

藥學系學什麼 : 除了藥理學、藥劑學
、生藥學……, 永遠學不完的藥命人
生。 /

四塊玉文創出
版 :

748.28 瑪莎.葛森(Masha Ges
sen)著

2020 055586
8376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 國族、極權、
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
國家?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494.35 韋恩.貝克(Wayne Bak
er)著

2020 055587
8544

成功是你問出來的 : 勇敢開口問,全世
界都會幫你解決問題

城邦商業周刊

172.1 Lewis, Michael 2019 055588
8355

老千騙局 : 我在銀行的上班日常 / 早安財經文化
出版發行 :

895.4 傑克.哈特(JackHart)
著

2020 055589
8955

說故事的技藝 : 普立茲獎評審親傳的
寫作課,教你寫出打動人心、擴大影響
力爆文的寫作指南

新樂園, 遠足文
化

495.47 張明輝 2020 055590
8756

大會計師教你從財報數字看懂產業本
質 /

城邦商業周刊,

459.47 郝, 旭烈 2020 055591
8363

好懂秒懂的財務思維課 : 文理系看得
懂、商學系終於通,生存賺錢一定要懂
的24堂財務基礎 /

三采文化,

521.1 築山節, 055592
8967

醫學院高材生才知道的驚人記憶術. 
工作沒效率、思緒卡住、提不起勁, 
徹底解除學習的3大死穴! /

497.5 呂, 白 2020 055593
856

超速寫作 : 30秒寫出攻心關鍵句,零基
礎也能成為文案行銷高手 /

遠流,

484.67 克里斯多福.懷利(Chr
istopher Wylie)作

2020 055594
8555

Mindf*ck心智操控(劍橋分析技術大公
開) : 揭秘「大數據AI心理戰」如何結
合時尚傳播、軍事戰略,深入你的網絡
神經,操控你的政治判斷與消費行為!

野人文化出版

541.27 森蒂尼 2020 055595
8765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全球57大無形文化遺產 : 體驗世代流
傳的文化習俗與表現方式 /

大石國際文化
出版 :

528.917 東京書籍書籍編輯部
著 ; 曾柏穎譯

2019 055596
8724

第一次看奧運就上手!運動觀賽全攻
略 : 一冊掌握60種國際賽事規則與看
點,輕鬆成為觀賽達人 /

遠足文化,

909.1 高布瑞克 2018 055597
8357

藝術的故事 / 聯經出版,

861.57 東直子, 2019 055598
8744

致我所愛之人 / 麥田,

861.57 藤崎彩織 2019 055599
8468

孿生子 悅知

861.57 高山一實作 2020 055600
8362

成為星星的少女 尖端出版

952 魏三峰 2020 055601
8546

手機攝影必學BOOK : 用OX帶你學會
拍人物、食物、風景等情境照片 /

四塊玉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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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5 盧建彰 2020 055602
8575

文案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東西 = 
I don\'t know you don\'tknow /

有鹿文化出版 :

409.4 佛萊著 2020 055603
8434

技術陷阱 : 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
創新下的資本、勞動力與權力

八旗文化出版

574.52 席爾 2020 055604
8565

隱私危機 : 當他們對你瞭若指掌 / 好優文化,

312.76 布魯斯.施耐爾(Bruce 
Schneider)著

2020 055605
8565

物聯網生存指南 : 5G世界的安全守則 貓頭鷹

309.9 張文亮 2019 055606
8764

與十九世紀傑出女性科學探險家相遇 
: 因為她們,世界變得更好 /

字畝文化創意
出版 :

448.509 布洛克斯 055607
8655

光明的追求 : 從獸脂、蠟燭、鯨油、
煤氣到輸電網,點亮第一盞燈到人類輝
煌文明的萬年演進史 /

861.57 夏目漱石 2019 055608
8577

文豪偵探 : 那些在亂步之前寫下謎團
的偉大作家 : 夏目漱石. 泉鏡花. 谷崎
潤一郎. 芥川龍之介. 佐藤春夫偵探小
說精選集 /

獨步文化,

177.1 丁頁, 2020 055609
823

99%的溝通, 都是在解決情緒問題! : 
讀懂別人的情緒, 把話說進心坎裡, 晉
身溝通高手的42個說話技巧 /

春光出版

484.6 韓國YouTube研究會
著 ; 陳郁昕譯

2015 055610
855

教你用YouTube賺大錢 : 下一個網路
紅人,就是你! /

四塊玉文創出
版 ;

805.12 莊詠翔 2020 055611
8563

全國高中生英文單字比賽冠軍的私密
筆記 : 英文字神教你三大記憶法,帶你
從學習中脫困,大考逆轉勝 /

凱信企管顧問
出版 ;

494.6 艾爾伯托.凱洛(Albert
o Cairo)著

2020 055612
8836

圖表會說謊 : 判別圖表訊息真偽,正確
解讀與設計視覺資訊

商周出版

496 威爾.伊格爾(Will Eag
le)作

2020 055613
8338

YouTube玩家成功術 : &#35;內容創造
&#35;頻道經營&#35;品牌合作&#35;
趨勢觀察 成為熱門YouTuber的45條教
戰守則

積木文化出版

423.21 二神弓子作 2020 055614
844

���架分析X基因色彩=不再浪費時間
與金錢的聰明男子選衣法

時報文化

177.4 費雪 2020 055615
8593

哈佛法學院的情緒談判課 : 5大核心情
緒策略,創造共贏成果

商業周刊出版

411.1 林碧霞著 2014 055616
8747

抓毒博士的45個警告!千萬請小心!有
害健康の無天良日用品 : 林博士傳授3
大要點,讓你成為「無毒達人」!從此
遠離製造商也不敢用的清潔、美妝、
家用品!

蘋果屋發行

423.23 伊藤真知 2020 055617
8842

1+1+1的Uuiqlo時尚疊穿術 / 時報文化,

964 ingectar-e著 2020 055618
I45

版面研究所 : 心動版面學 , 2 三采文化

177.2 維克爾著 2020 055619
8576

越內向,越成功 : Google媒體關係總監
、Twitter總編親授,給內向者的「無壓
力社交法」,輕鬆建立深刻人脈

商周出版

946.109 秋元, 雄史 2020 055620
8954

東京藝大美術館長教你日本美術鑑賞
術 : 一窺東洋美學堂奧的基礎入門 /

方舟文化,



新書通告
列印日期： 2020/11/27 6頁次：

索書號 書名 著者 出版者 出版年 登錄號

528.2 林怡辰 2020 055621
8737

小學生年度學習行事曆 : 班級經營、
教學備課、親師溝通一本搞定! /

親子天下出版 ;

191.9 森博嗣 2020 055622
8735

沒有路的路 : 活著 就是一種未知。「
總覺得好像有著什麼」的預感可以溫
暖人心,只有向前走, 才會知道是不是
路。 /

仲間出版 :

733.2107 陳鴻圖主編 2020 055623
8725

課綱中的臺灣史 : 跟著專家學者探索
歷史新視野 /

臺灣商務,

861.57 新海誠 2013 055624
8422

秒速5公分 : one more side 尖端出版

711 勞倫斯 2020 055625
8464

一分鐘大歷史 : 從地理大發現.世紀瘟
疫到車諾比核災,160個改變世界的關
鍵事件完全圖解 /

創意市集出版 :

494.1 安琪拉 2019 055626
8334

微型創業必修課 : 辭掉過去自己,用行
動翻轉窮忙人生 =

四塊玉文創出
版 :

541.773 勒龐(Le Bon, Gustave
)

2020 055627
8454

烏合之眾 : 激情、非理性、領袖崇拜, 
盲目群體的心理陷阱 /

時報文化,

177 齊藤勇 2018 055628
8446

漫畫 從厭世王到人氣王, 巧妙收服人
心的暗黑心理學 /

大牌出版 :

176.4 胡雅茹著 2020 055629
8445

極速解決工作難題的心智圖大全 : 6大
功能X7大工作領域X43個常見問題,讓
你用心智圖舉一反三,輕鬆解決各種工
作難題!

采實文化

170.1 李東龜 2017 055630
8476

日常心理圖解大百科 : 人際.工作.消費
健康.學習.群眾六大領域全解析 /

漢宇國際文化
出版 :

176.4 蕭亮著 2020 055631
864

哈佛大學商管博士獨創「六步深度思
考養成法」 : 幫助你建構強大邏輯腦,
毫不費力判斷虛實,作出精準決策,破
解99%思考困局

春光出版

369 唐恩(Dunn, Rob) 2020 055632
8563

我的野蠻室友 : 細菌、真菌、節肢動
物與人同居的奇妙自然史 /

商周出版 :

523.307 葉惠貞 2020 055633
8834

素養小學堂 : 葉惠貞這樣教素養 /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

418.995 何佳宴著 2020 055634
8763

香氣旅程 : 芳香療法與身心照護的生
命體驗

健行文化

418.52 佐々木薫著 2020 055635
867

芳療植物圖鑑聖經 : 113種彩繪芳療植
物介紹&48款生活香氛配方收錄

養沛文化館出
版

863.55 向陽 2020 055636
866

寫真年代 :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3 / 九歌, 

863.55 馬翊航著 2020 055637
836

山地話/珊蒂化 九歌

863.55 夏夏 2020 055638
877

傍晚5:15 / 時報文化,

863.57 葉言都 2020 055639
8835

綠猴劫 / 時報文化,

857.7 馬, 家輝 2020 055640
8366

鴛鴦六七四 / 新經典圖文傳
播出版 :

857.7 陳冠中, 2020 055641
8726

北京零公里 / 麥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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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55 賴舒亞 2020 055642
8374

一想到九份 / 時報文化,

863.55 鄭, 頻 2020 055643
84

給熟年的祝福帖 / 九歌,

783.31 陳德愉著 2020 055644
8754

寶島暖實力 : 在台灣真切活著的36顆
心

蔚藍文化

740.9 謝哲青, 055645
8244

永恆的凝望 : 天才閃耀的時代 = Eterna
l gaze /

863.55 羅任玲著 2020 055646
8563

穿越銀夜的靈魂 聯經

861.57 曲編選 ; 邱香凝譯 2019 055647
8577

文豪怪談 : 從江戶到昭和的幻想引路
人 : 小泉八雲.夏目漱石.泉鏡花.佐藤
春夫.太宰治怪談精選集 /

獨步文化,城邦
文化出版 :

862.55 奉俊昊著 2020 055648
859

寄生上流 : 原著劇本 寫樂文化

416.69 Falsone, Sue 2020 055649
8823

運動傷害完全復健指南 : 從修護傷痛
至恢復運動表現,國家級防護員提供最
完善的照護技術與訓練系統,讓你順利
重返賽場 /

臉譜出版 :

369.85 岡田晴惠監修 ; いと
うみつる插畫 ; 陳姵
君譯

2020 055650
8655

跟著可愛角色學習 抗菌免疫小圖鑑 / 瑞昇文化,

415.23 岡田晴惠監修 ; いと
うみつる插畫 ; 龔亭
芬譯

2020 055651
8655

對抗病毒小圖鑑 : 跟著可愛角色學習 / 瑞昇文化,

411.3 田中明, 蒲池桂子監
修 ; いとうみつる插
畫 ; 邱顯惠譯

2020 055652
8565

健康營養素小圖鑑 : 跟著可愛角色學
習 /

瑞昇文化,

785.28 周,汶昊(廣告), 055653
86

柯瑞平凡中的不一樣 : NBA神射手的3
0段勇氣人生 = Stephen Curry : beyond 
the court /

785.28 湯普森二世II), 2018 055654
8537

史蒂芬.柯瑞 : 無所不能的NBA神射手 
/

木馬文化出版 :

785.28 溫德霍斯特(Windhors
t, Brian) 

2020 055655
8584

王者製造 :  勒布朗.詹姆斯縱恒球場與
制霸商場的成王之道 / 

堡壘文化

874.57 凱瑟琳.吉爾博特.莫
道克(Catherine Gilbert
 Murdock)著

2020 055656
8567

沒有名字的男孩 聯經

874.57 勒瑰恩 2019 055657
8634

風的十二方位 : 娥蘇拉.勒瑰恩短篇小
說選 /

木馬文化出版,

192.1 王淑俐著 2020 055658
8467

生規劃與職涯發展 三民

785.28 吳宥忠 2020 055659
8834

NBA傳奇Kobe Bryant的曼巴成功學 : 
小飛俠柯比激勵你的10堂課/

創見文化,

390 爾文 2020 055660
8363

我們為何存在, 又該如何定義自己? : 
從人類起源到生命樹, 重新定義你在
宇宙中的多重身分 /

時報文化,

312.74 塚本邦尊著 2020 055661
8747

東京大學資料科學家養成全書 : 使用P
ython動手學習資料分析

臉譜,城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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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36 黃俊儒 2020 055662
8397

新媒體判讀力 : 用科學思惟讓假新聞
無所遁形 /

方寸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