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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40804 學生街殺人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皇冠文化 861/5641-5/ 中文圖書

2 0040805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皇冠 861/3524-11/ 中文圖書

3 0040806 十字屋的小丑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 皇冠 861/5641-6/ 中文圖書

4 0040807 臺灣小吃行腳 舒國治著 皇冠 483/8763/ 中文圖書

5 0040808
第二次機器時代 : 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

與未來?

艾瑞克.布林優夫森

{Erik Brynjolfsson} 安

德魯.麥克費{Andrew

McAfee}著 齊若蘭譯

遠見天下出版 541/4425/ 中文圖書

6 0040809 圖解服貿 黃詠梅  孫鴻業合著 好人出版 558/4404/ 中文圖書

7 0040810 創作課 周芬伶著 九歌 811/7742/ 中文圖書

8 0040811 高校入試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臺灣東販 861/3524-12/ 中文圖書

9 0040812 遜咖日記8 : 神奇8號球
傑夫金尼{Jeff

Kinney}著 ; 賴慈芸譯
博識圖書 805/2553/V.8 中文圖書

10 0040813 我的遜咖日記單字本 2 李苔甄 吳碩禹作 博識出版 805/2553-2/V.2 中文圖書

11 0040814 我的遜咖日記單字本 3 李苔甄  吳碩禹作 博識圖書 805/2553-2/V.3 中文圖書

12 0040815 我的遜咖日記單字本 4 李苔甄 吳碩禹作 博識圖書 805/2553-2/V.4 中文圖書

13 0040816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 中學初級卷.

2006-2013

Wj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朱華

偉 孫文先 解析與評

註 朱華偉  孫文先解

九章 524/2542/V.1 中文圖書

14 0040817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 中學中級卷.

2006-2013

Wj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朱華

偉 孫文先 解析與評

註 朱華偉  孫文先解

九章 524/2542/V.2 中文圖書

15 0040818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 中學高級卷.

2006-2013

Wj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編著;朱華

偉 孫文先 解析與評

註 朱華偉  孫文先解

九章 524/2542/V.3 中文圖書

16 0040819 文化小露台 韓良露著 朱全斌攝影 有鹿出版 855/4431:2/ 中文圖書

17 0040820 星移記
休豪伊{Hugh Howey}

著 陳宗琛譯

鸚鵡螺文化出

版
874/2402/V.3 中文圖書

18 0040821 惡童日記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Agota Kristof}作 ; 簡

伊玲譯

小知堂出版 882/4642/V.1 中文圖書

19 0040822 二人證據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Agota Kristof}作 ; 簡

伊玲譯

小知堂出版 882/4642/V.2 中文圖書

20 0040823 第三謊言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Agota Kristof}著 ; 簡

伊玲譯

小知堂出版 882/4642/V.3 中文圖書

21 0040824 決戰王妃 3 : 真命天女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賴婷婷譯 賴
圓神 874/2425-3/ 中文圖書

22 0040825 決戰王妃外傳 : 王子與侍衛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賴婷婷譯 賴
圓神出版 874/2425-4/ 中文圖書

23 0040826 記得這堂閱讀課 : 偏鄉教師楊志朗用閱讀翻轉孩子的 楊志朗著 天下雜誌 523/4643/ 中文圖書

24 0040827 失敗是一種資格 獎賞你上過擂台 九把刀{Giddens}著 蓋亞文化出版 855/4051-6/ 中文圖書

25 0040828 盯住最大的棉花糖

喬辛.迪.波沙達

{Joachim de Posada}

鮑伯.安德曼{Bob

Andelman}著 曾志傑

方智出版 563/2000-3/ 中文圖書

26 0040829 Hero : 活出你內在的英雄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著 王莉莉譯
方智出版 177/2160-4/ 中文圖書

※新進館藏皆陳列於新書區

圖書館新書上架~歡迎全校師生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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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0040830 混血營英雄 4 : 冥王之府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蔡青恩譯

遠流 874/4415/V.4 中文圖書

28 0040831 做自己的貴人 郭騰尹著 方智出版 855/0771/ 中文圖書

29 0040832 做自己的貴人 郭騰尹著 方智出版 855/0771/ 中文圖書

30 0041012
可汗學院的教育奇蹟 : 兩億人的家教課 跟比爾.蓋茲

的孩子一起學習

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著 王亦穹譯
圓神 521/1031/ 中文圖書

31 0041013
輕鬆用iBooks Author製作出好教材 : iBooks電子書製

作教學與行動教材設計概念
李慶源著 碁峰資訊 477/4003/ 中文圖書

32 0041014 菜市場魚圖鑑
吳佳瑞  賴春福撰文

潘智敏攝影
天下遠見出版 388/2621/ 中文圖書

33 0041015
福爾摩沙植物記 : 101種臺灣植物文化圖鑑&27則臺灣

植物文化議題

潘富俊文.攝影 臺灣

館編輯製作
遠流出版發行 375/3232/ 中文圖書

34 0041016 菜市場水果圖鑑
張蕙芬撰文 林松霖繪

圖 林松霖繪圖
天下遠見出版 435/1144/ 中文圖書

35 0041017 菜市場蔬菜圖鑑
張蕙芬撰文 林麗琪

林麗琪繪圖
遠見天下出版 435/1144/ 中文圖書

36 0041018 改變歷史的50種植物
比爾.勞斯{Bill Laws}

著 王建鎧譯 王建鎧
積木文化出版 376/9942/ 中文圖書

37 0041019 改變歷史的50種動物
艾瑞克.查林作 王建

鎧譯 王建鎧譯
積木文化出版 380/4044/ 中文圖書

38 0041020 臺灣珊瑚礁魚圖鑑
邵廣昭 邵奕達 林沛

立著
晨星發行 388/1706/ 中文圖書

39 0041021 地理課沒教的事 1 : 用Google Earth大開眼界 廖振順著 時報出版 716/0052/V.1 中文圖書

40 0041022 地理課沒教的事 2 : 用Google Earth穿越古今 廖振順著 時報 716/0052/V.2 中文圖書

41 0041023 地理課沒教的事 3 : 看見地球的變動 廖振順著 時報文化 716/0052/V.3 中文圖書

42 0041024 數學女孩 : 哥德爾不完備定理 結城浩著 世茂 310/2443-2/ 中文圖書

43 0041025 數學女孩 : 隨機演算法
結城浩著 陳冠貴譯

陳冠貴譯
世茂 310/2443-3/ 中文圖書

44 0041026 數學女孩 : 伽羅瓦理論 結城浩著 陳冠貴譯 世茂 310/2443-4/ 中文圖書

45 0041027 故事的開始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855/2290-30/ 中文圖書

46 0041028 故事團團轉 幾米著 大塊文化出版 855/2290-31/ 中文圖書

47 0041029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3 : 河口野學堂
楊維晟著 張蕙芬總編

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367/1144/V.3 中文圖書

48 0041030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4 : 課堂沒教的生態攝影
施信鋒著 張蕙芬總編

輯
遠見天下出版 367/1144/V.4 中文圖書

49 0041031 大家來破案 I 陳偉民著 幼獅 307/7527/V.1 中文圖書

50 0041032 大家來破案 II 陳偉民著 幼獅 307/7527/V.2 中文圖書

51 0041033 大家來破案 III 陳偉民著 幼獅 307/7527/V.3 中文圖書

52 0041034 三言良語 劉墉著 時報文化 855/7240-40/ 中文圖書

53 0041035 人生百忌 1 : 劉墉教你趨吉避凶 劉墉著 時報文化 855/7240-41/V.1 中文圖書

54 0041036 人生百忌 2 : 劉墉教你無往不利 劉墉著 時報文化 855/7240-41/V.2 中文圖書

55 0041037 人生百忌 3 : 劉墉教你透視人心 . 劉墉教你透視人心 . 劉墉著 辛卡米克圖 時報文化 855/7240-41/V.3 中文圖書

56 0041038 劉墉超強說話術 2 : 把話說到心窩裡 2 劉墉作 時報文化 192/7240-2/ 中文圖書

57 0041039 劉墉超強說話術 4 : 偷偷說到心深處 劉墉作 時報文化 192/7240-3/ 中文圖書

58 0041040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2 蔡康永著 彎彎圖 如何 192/4403-2/ 中文圖書

59 0041041 好萊塢 A 咖教你電影英文 :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TALK叢書館編輯

部作
日月文化 805/0128/ 中文圖書

60 0041042 一生必去的世界都市 :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 TALK編輯部作 日月文化 805/0128-2/ 中文圖書

61 0041043 神靈的殿堂 李乾朗著 遠流 922/4043/V.1 中文圖書

62 0041044 帝王的國度 李乾朗著 遠流 922/4043/V.2 中文圖書

63 0041045 眾生的居所 李乾朗著 遠流 922/4043/V.3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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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0041046 底片的真相
珍妮.瓦倫堤{Jenny

Valentine}著 王淑玫
幼獅文化 873/1024/ 中文圖書

65 0041047 微塵眾 : 紅樓夢小人物 1 蔣勳著 遠流 857/4424-2/V.1 中文圖書

66 0041048 微塵眾 : 紅樓夢小人物 2 蔣勳著 遠流 857/4424-2/V.2 中文圖書

67 0041049 微塵眾 : 紅樓夢小人物 3 蔣勳著 遠流 857/4424-2/V.3 中文圖書

68 0041050 傾城張愛玲 : 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 王芸著 龍時代出版 782/1044/ 中文圖書

69 0041051 少帥 張愛玲著 宋以朗主編 皇冠 857/1121-4/ 中文圖書

70 0041052 改變命運的30種習慣 郭騰尹著 方智出版 176/0771/ 中文圖書

71 0041053 用心就是狠角色 : 16堂快樂自我管理智慧學 郭騰尹著 方智出版 855/0771-2/ 中文圖書

72 0041054 你的招牌有多亮? : 創造成就的29個心理實驗 郭騰尹作 方智出版 177/0771/ 中文圖書

73 0041055 夢想會生利息 吳淡如著 天下遠見出版 177/2634/ 中文圖書

74 0041056 讓錢找到你 吳淡如著 遠見天下文化 563/2634/ 中文圖書

75 0041057 30秒搞懂天文學 : 宇宙星球沒你想的那麼難

弗朗索瓦.法蘭辛

{Francois Fressin}編 ;

陳愛麗譯 ;馬丁.里斯

{Martin Rees}導讀

旗林文化 320/3440/ 中文圖書

76 0041058 30秒搞懂化學元素 : 週期表沒你想的那麼難
艾瑞克.希瑞{Eric

Scerri}著; 李大年譯
旗林文化 348/4012/ 中文圖書

77 0041059
好電影的法則 : 101堂電影大師受用一生的UCLA電影

課

尼爾.藍道{Neil

Landau}著 ; 馬修.佛

瑞德列克

{MatthewFrederick}圖

原點出版 987/4438/ 中文圖書

78 0041060 大師運鏡 : 解析100種電影拍攝技巧

克利斯.肯渥西

{ChristopherKenworthy

}著 吳宗璘譯

創意市集出版 987/2131/V.1 中文圖書

79 0041061 大師運鏡 2 : 觸動人心的100種電影拍攝技巧 克利斯.肯渥西著 創意市集出版 987/2131/V.2 中文圖書

80 0041062
100種電影拍攝手法 : 給獨立製片與業餘玩家的專業

拍片技巧

克利斯.肯渥西{Chris

Kenworthy}著 陳珊珊

譯 陳珊珊譯

電腦人文化 創

意市集出版
987/2131-2/ 中文圖書

81 0041063 用iPhone拍微電影
柳淳美 池溶晉作 泡

菜姊譯
麥田出版 448/4738/ 中文圖書

82 0041064 電影藝術 : 形式與風格

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 克莉絲汀.

湯普遜{Kristin

Thompson}著 曾偉禎

麥格羅希爾 987/2221/ 中文圖書

83 0041065 李國修編導演教室 黃致凱編著 安平文化 981/4412/ 中文圖書

84 0041066 戲劇欣賞 : 讀戲、看戲、談戲 黃美序著 三民 980/4480/ 中文圖書

85 0041067 好詞 : 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從唐宋到明清 琹涵作 日出 855/1131-3/V.1 中文圖書

86 0041068 好詩 : 從先秦到明清 回到初相遇的一刻 琹涵著 日出出版 855/1131-3/V.2 中文圖書

87 0041069 嫁到上海 鮑佳欣著 英文小魔女 855/2727/ 中文圖書

88 0041070 英文小魔女在U.S.A 鮑佳欣著 聯合文學出版 855/2727-2/ 中文圖書

89 0041071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Jeremey Donovan} 鄭
行人 494/0020/ 中文圖書

90 0041072 TED×Taipei : 18分鐘淬煉的人生智慧
TED×Taipei 許毓仁

{Jason Hsu}著
三采文化 078/0882/ 中文圖書

91 0041073 玩出創意 : 120個創新科學遊戲 許良榮主編 書泉出版 523/0839/V.1 中文圖書

92 0041074 玩出創意 2 : 48個酷炫科學魔術 許良榮著 書泉出版 523/0839/V.2 中文圖書

第 3 頁，共 10 頁



序

號
登錄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館藏類型

※新進館藏皆陳列於新書區

圖書館新書上架~歡迎全校師生借閱

93 0041075 中學生好享讀 : 莎士比亞故事選{上}

安娜.克雷邦

{AnnaClaybourne}改

寫;伊蕾娜.坦普林繪

伊蕾娜.坦普林{Elena

Temporin}繪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873/4015/V.1 中文圖書

94 0041076 中學生好享讀 : 莎士比亞故事選{下}

安娜.克雷邦

{AnnaClaybourne}改

寫;伊蕾娜.坦普林繪

伊蕾娜.坦普林{Elena

Temporin}繪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873/4015/V.2 中文圖書

95 0041077 莎士比亞名作全集

瑪麗蘭姆 查爾斯蘭姆

文;蕭乾譯 瑪麗蘭姆

查爾斯蘭姆文

遊目族文化 873/1144/ 中文圖書

96 0041078 三國演義 上
{明}羅貫中撰 毛宗崗

批評
三民 857/6075/V.1 中文圖書

97 0041079 三國演義 下
{明}羅貫中撰 毛宗崗

批評
三民 857/6075/V.2 中文圖書

98 0041080 官場現形記 上

李伯元撰;張素真校

注;繆天華校閱 張素

貞校注

三民 857/4021/V.1 中文圖書

99 0041081 官場現形記 下

李伯元撰;張素真校

注;繆天華校閱 張素

貞校注

三民 857/4021/V.2 中文圖書

100 0041082 封神演義 上

陸西星撰;鍾伯敬評;

楊宗瑩校注;繆天華校

閱 楊宗瑩校注

三民 857/0821/V.1 中文圖書

101 0041083 封神演義 下

陸西星撰;鍾伯敬評;

楊宗瑩校注;繆天華校

閱 楊宗瑩校注

三民 857/0821/V.2 中文圖書

102 0041084 記憶所繫之處 I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 ; 戴麗娟譯
行人出版 : 742/0468/V.1 中文圖書

103 0041085 記憶所繫之處 II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 ; 戴麗娟譯
行人出版 : 742/0468/V.2 中文圖書

104 0041086 記憶所繫之處 III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 ; 戴麗娟譯
行人出版 : 742/0468/V.3 中文圖書

105 0041087 時空旅人 1 : 時間之敵
茱莉.克羅斯{Julie

Cross}作 甘鎮隴譯
尖端出版 874/4064/V.1 中文圖書

106 0041088 時空旅人 2 : 特務之心
茱莉.克羅斯{Julie

Cross}作 甘鎮隴譯
尖端出版 874/4064/V.2 中文圖書

107 0041090 世說新語.八周刊 豬樂桃改編.繪畫 網路與書出版 857/1424/ 中文圖書

108 0041091 吃出天生燒油好體質 : 根治飲食法 讓你要瘦就瘦 要 賴宇凡著 如果出版 411/5737/ 中文圖書

109 0041092 遺憾先生遺憾的包裹掉進了遺憾的海 黎煥雄著
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
848/2794/ 中文圖書

110 0041093 單聲道 : 城市的聲音與記憶 李志銘著 聯經 673/4048/ 中文圖書

111 0041089 少年讀史記 1 : 帝王之路
張嘉驊著 ; 鄭慧荷 官

月淑繪圖

遠見天下文化

:
610/1147/V.1 中文圖書

112 0041094 少年讀史記 2 : 霸主的崛起
張嘉驊著 ; 鄭慧荷 官

月淑繪圖

遠見天下文化

:
610/1147/V.2 中文圖書

113 0041095 少年讀史記 3 : 辯士縱橫天下
張嘉驊著 ; 鄭慧荷 官

月淑繪圖

遠見天下文化

:
610/1147/V.3 中文圖書

114 0041096 少年讀史記 4 : 絕世英才的風範
張嘉驊著 ; 鄭慧荷 官

月淑繪圖

遠見天下文化

:
610/1147/V.4 中文圖書

115 0041097 少年讀史記 5 : 漢帝國風雲錄
張嘉驊著 ; 鄭慧荷 官

月淑繪圖

遠見天下文化

:
610/1147/V.5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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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0041098 今天 1 : 366天 每天打開一道門 JAN.1~JUN.30 . 1-6月 郝廣才文 格林文化 855/4704/V.1 中文圖書

117 0041099 今天 2 : 366天 每天打開一道門 JUL.1~DEC.31 . 7-12月 郝廣才文 格林文化 855/4704/V.2 中文圖書

118 0041100 遇見狐獴學會愛 : Lisa溫芳玲的生命故事 溫芳玲著 遠見天下出版 855/3641/ 中文圖書

119 0041101 鋼鐵人醫生 : 癱了下半身，我真正站起來
許超彥  黃述忱口述

萬年生執筆
商業周刊 410/0840/ 中文圖書

120 0041102 所羅門的偽證 第I部 : 事件 上 宮部美幸著;王華懋譯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861/3084-3/V.1-

1
中文圖書

121 0041103 所羅門的偽證 第I部 : 事件 下 宮部美幸著;王華懋譯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861/3084-3/V.1-

2
中文圖書

122 0041104 所羅門的偽證 第II部 : 決心 上 宮部美幸著 ; 王華懋 獨步文化 861/3084-3/V.2- 中文圖書

123 0041105 所羅門的偽證 第II部 : 決心 下 宮部美幸著 ; 王華懋 獨步文化 861/3084-3/V.2- 中文圖書

124 0041106 所羅門的偽證 第III部 : 法庭 上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獨步文化 城邦

文化出版

861/3084-3/V.3-

1
中文圖書

125 0041107 所羅門的偽證 第III部 : 法庭 下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獨步文化 城邦

文化出版

861/3084-3/V.3-

2
中文圖書

126 0041108 模仿犯 宮部美幸作 張秋明譯 臉譜 861/3084/V.1 中文圖書

127 0041109 模仿犯 宮部美幸作 張秋明譯 臉譜 861/3084/V.2 中文圖書

128 0041110 想樂 : 發掘50首古典音樂的恆久光彩 楊照著 天下遠見出版 910/4667/V.1 中文圖書

129 0041111 想樂 第二輯 : 聆聽50首古典音樂的悠揚樂思 楊照作 天下遠見 910/4667/V.2 中文圖書

130 0041112 想樂 第三輯 : 古典的思索 楊照著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
910/4667/V.3 中文圖書

131 0041113 移動迷宮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陳錦慧譯
三采 874/3402/V.1 中文圖書

132 0041114 移動迷宮 2 : 焦土試煉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陳錦慧譯
三采文化 874/3402/V.2 中文圖書

133 0041115 移動迷宮 3 : 死亡解藥
詹姆斯.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陳錦慧譯
三采文化 874/3402/V.3 中文圖書

134 0041116 分歧者

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著 簡

秀如譯

高寶國際出版 874/6042/V.1 中文圖書

135 0041117 分歧者 2 : 叛亂者

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著 簡

秀如譯

高寶國際出版 874/6042/V.2 中文圖書

136 0041118 分歧者 3 : 赤誠者

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著 林

零譯

高寶國際出版 874/6042/V.3 中文圖書

137 0041119 八尺門 : 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 關曉榮圖文 南方家園文化 536/7769/ 中文圖書

138 0041120 娥蘇拉的生生世世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著 陳佳琳譯
高寶 873/1084/ 中文圖書

139 0041121 紅蕖留夢 : 葉嘉瑩談詩憶往
葉嘉瑩口述 張候萍撰

寫
大塊出版 782/4449/ 中文圖書

140 0041122 Geogebra幾何與代數的美麗邂逅 羅驥韡著 五南 316/6074/ 中文圖書

141 0041123 職人誌 : 52個頂真職人 認真打拚的故事報乎恁知 / 黃靖懿 嚴芷婕著 遠流 909/4404/ 中文圖書

142 0041124 音樂 不只是音樂 : 認識古典音樂的四十堂課 彭廣林著 遠見天下文化 910/4204/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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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041125 S.希修斯之船

J. J. 亞伯拉罕{J. J.

Abrams} 道格.道斯特

{DougDorst}著 顏湘

如譯

寂寞出版 874/1253/ 中文圖書

144 0041126 地下紐約 : 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

蘇西耶.凡卡德希

{Sudhir Venkatesh}著 ;

黃意雯譯

八旗文化 552/7224/ 中文圖書

145 0041127 箭雨風暴 : 阿金庫爾之戰
伯納德.康威爾

{Bernard Cornwell}著
魔酒 873/0051/ 中文圖書

146 0041128 這麼想就對了 : 哲學家教你破除11種負面想法
伊利特.科恩{Elliot D.

Cohen}著 蔡淑雯譯

心靈工坊文化

出版
191/2460/ 中文圖書

147 0041129 神曲 東燁{穹風}著 聯經出版 857/5094/ 中文圖書

148 0041130 拒絕被遺忘的聲音 : RCA工殤口述史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原台灣美國無線公司

員工關懷協會著.

行人 445/1223/ 中文圖書

149 0041131 深夜烘焙坊 2 : 凌晨1時的巧克力約定 大沼紀子著 王蘊潔譯 三采文化 861/4321-2/ 中文圖書

150 0041132 只有青春唱不停 : 吳志寧的音樂.成長與阿爸 吳志寧  吳晟 林葦芸 有鹿 855/2643/ 中文圖書

151 0041133 只讀好冊 : 李偉文的60本激賞書單 李偉文.AB寶著 時報文化 012/4020/ 中文圖書

152 0041134 台灣顏色 黃仁達編撰.攝影 聯經 963/4423/ 中文圖書

153 0041135 尋訪香格里拉 : 探索失落的茶馬古道

麥可.山下

{MichaelYamashita}著

胡宗香譯

大石國際出版 957/2210/ 中文圖書

154 0041136 新譯古文觀止 謝冰瑩等注譯 三民 835/0439/ 中文圖書

155 0041137 等一個人咖啡 九把刀著 春天出版國際 857/4051-5/ 中文圖書

156 0041138 好潮的夢 : 快意慢活《幽夢影》 張曼娟著 麥田出版 855/1164-17/ 中文圖書

157 0041139 月光 奏鳴 Zoe佐依子著.攝影 允晨文化 855/2421/ 中文圖書

158 0041140 細菌的世界 徐明達著 二魚文化 369/2863/ 中文圖書

159 0041141 演算法統治世界

克里斯多夫.史坦能

{Christopher Steiner}

著 陳正芬譯

行人文化實驗

室出版
550/5042/ 中文圖書

160 0041142 盡頭 唐諾著 INK印刻文學 855/0004/ 中文圖書

161 0041143 女兒 駱以軍作
INK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
857/7723-3/ 中文圖書

162 0041144 九重葛與美少年 李渝著
INK印刻文學

出版
857/4038/ 中文圖書

163 0041145 秦始皇 :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呂世浩著 平安 621/6043/ 中文圖書

164 0041146 拜訪昆蟲小宇宙 : 250隻昆蟲的趣味生活筆記 孫淑姿文字.繪圖 旗林文化 387/1233/ 中文圖書

165 0041147 國文選 丁肇琴編著 三民 836/1031/ 中文圖書

166 0041148 蝦蟆的油 : 黑澤明尋找黑澤明 黑澤明著 陳寶蓮譯 麥田出版 987/6036/ 中文圖書

167 0041149 動手做幾何 黃敏晃著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523/4486/ 中文圖書

168 0041150
人民難道沒錯嗎? : 《怒吼吧 中國!》特列季亞科夫與

梅耶荷德
邱坤良著

INK印刻文學

臺北藝術大學
981/7743/ 中文圖書

169 0041151 圖解臺灣製造 : 日治時期商品包裝設計 姚村雄著 晨星發行 964/4244/ 中文圖書

170 0041152 媽咪 翻滾吧! 殷悅{Melody}著 時報文化 544/2798/ 中文圖書

171 0041153
點子就要秀出來 : 10個行銷創意的好撇步 讓人發掘你

的才華

奧斯汀.克隆{Austin

Kleon}著 張舜芬  徐

立妍譯

遠流 494/4077/ 中文圖書

172 0041154 同居台北 : 60後中低層公寓改 造新城市 漆志剛編 田園城市文化 422/3472/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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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0041155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周沛郁譯
商周出版 873/1044/ 中文圖書

174 0041156 希特勒回來了!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 管中琪譯
野人出版 875/2624/ 中文圖書

175 0041157 A.J.的書店人生
嘉布莉.麗文{Gabrielle

Zevin}著 王淑玫譯

商周 城邦文化

出版
873/1100/ 中文圖書

176 0041158 書店怪問

珍.坎貝爾{Jen

Campbell}著 麥里歐

兄弟{TheBrothers

McLeod}繪

高寶國際出版 487/4761/ 中文圖書

177 0041159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著 三采文化 544/1750/ 中文圖書

178 0041160 中華民國一百騙 : 你有所不知的真正精彩一百 黃文雄著 前衛出版 628/4404/ 中文圖書

179 0041161 一本書看透中國人 : 影響中國人心理的100個觀念 李亞暉著 知青頻道出版 192/4016/ 中文圖書

180 0041162 古典其實並不遠 : 中國經典小說的25堂課 廖玉蕙著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827/0014/ 中文圖書

181 0041163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著 遠流出版 783/6534/ 中文圖書

182 0041164 明天我就不追了!

吉爾.勒賈帝尼耶

{Gilles Legardinier}著

武忠森譯

讀癮出版 876/4107/ 中文圖書

183 0041165
掉進牛奶裡的e和玉米罐頭上的π : 從1089開始的16段

不思議數學之旅

大衛.艾契森

{DavidAcheson}著 洪

萬生 洪碧芳 黃俊瑋

臉譜 城邦文化

出版
310/4454/ 中文圖書

184 0041166 愚人國 東年著 聯合文學出版 857/5080/ 中文圖書

185 0041167 生活數學故事 黃敏晃著 天下遠見出版 523/4486/ 中文圖書

186 0041168 1年計畫10年對話 : 預約十年後的自己，需要年年實 褚士瑩著 大田 177/3449/ 中文圖書

187 0041169 為什麼薯條這麼迷人? 張文亮著 國語日報 307/1100/ 中文圖書

188 0041170 學運世代 : 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何榮幸著 時報文化 527/2194/ 中文圖書

189 0041171 愛瑪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

{Elizabeth Gilbert}著

何佩樺譯

馬可孛羅 874/4722/ 中文圖書

190 0041172 旅貓日記 有川浩著 許金玉譯 皇冠文化 861/4023-6/ 中文圖書

191 0041173 利休之死 山本兼一著 張智淵譯 臺灣商務 861/2581/ 中文圖書

192 0041174 味覺獵人 : 舌尖上的科學與美食癡迷症指南

芭柏.史塔基

{BarbStuckey}著 莊靖

譯

漫遊者出版 427/5044/ 中文圖書

193 0041175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黃岡著 二魚文化 863/4477/ 中文圖書

194 0041176 如何閱讀文學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 黃煜文譯
商周 城邦出版 810/2745/ 中文圖書

195 0041177 哲學家看世界的47種方法
知的發現!探險隊著 ;

詹慕如譯
聯經 100/8211/ 中文圖書

196 0041178 少女忽必烈 陳又津著 INK印刻文學 857/7573/ 中文圖書

197 0041179 南風如歌 : 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 鈴木怜子著 邱慎譯 蔚藍出版 783/8491/ 中文圖書

198 0041180
笑的科學 : 解開人為什麼會笑、笑點為何不同 與幽

默感背後的大腦謎團

溫斯{Scott Weems}著

劉書維譯
貓頭鷹出版 176/3642/ 中文圖書

199 0041181 噬罪人 呂秋遠著 三采文化 586/6023/ 中文圖書

200 0041182 平行處的陽光
有川浩著 ; 張智淵

詹慕如譯
春天 861/4023-7/ 中文圖書

201 0041183 小王子經典珍藏版

安東尼.聖修伯里 艾

班.瑟里吉耶等作 徐

麗松譯

水滴文化出版 876/1226/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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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0041184 古書堂事件手帖4 : 琴子與雙面的容顏
三上延著 曉峰 黃薇

嬪譯
臺灣國際角川 861/1021/V.4 中文圖書

203 0041185 轉.大.人 : 名中醫師陳潮宗轉骨、發育88帖成長良方 陳潮宗作 凱特文化創意 397/7533/ 中文圖書

204 0041186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派屈克.蒙迪安諾

{Patrick Modiano}著

王東亮譯

允晨文化 876/4330/ 中文圖書

205 0041187 法式誘惑
依蓮.秀黎諾{Elaine

Sciolino}著 徐麗松譯
八旗文化出版 742/2020/ 中文圖書

206 0041188 活在當下，才能真正放下 千江月編著 177/2037/ 中文圖書

207 0041189 誰是奇蹟?Yes  I am : 100個感動人心的生命故事 賴俊吉編著
匠心文化創意

行銷
177/5724/ 中文圖書

208 0041190 書寫青春 11 : 第十一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 聯經編輯部編 聯經 830/1225/ 中文圖書

209 0041191 悶蛋小鎮 張友漁著 天下雜誌出版 859/1143/ 中文圖書

210 0041192 無人島上十六人 須川邦彥著 陳嫻若譯 野人文化出版 861/2250/ 中文圖書

211 0041193 自然隨筆 法布爾著 王力譯 五南 307/3441/ 中文圖書

212 0041194 永遠的俠醫 : 台灣良心林杰樑 王昶閔著 遠見天下文化 410/1037/ 中文圖書

213 0041195 沒有地圖的旅行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著 徐麗松譯
馬可孛羅出版 766/4444/ 中文圖書

214 0041196 台灣好野菜 : 二十四節氣田邊食
種籽節氣飲食研究室

作
晨星 427/2988/ 中文圖書

215 0041197 莫里斯桑達克的格林童話

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文 莫里斯桑

達克{Maurice Sendak}

格林文化 875/4468/ 中文圖書

216 0041198 化身博士

羅勃˙路易斯˙史蒂

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 范明瑛

遠流 873/5402/ 中文圖書

217 0041199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 一本嘗試之作

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 花亦芬

譯注

聯經 745/4462/ 中文圖書

218 D000136 The Story of Film 1895-2012 電影的故事: An Odyssey   1 Mark Cousins導演 佳映發行 987.09/0006/V.1 DVD

219 D000137 The Story of Film 1895-2012 電影的故事: An Odyssey   2 Mark Cousins導演 佳映發行 987.09/0006/V.2 DVD

220 D000138 The Story of Film 1895-2012 電影的故事: An Odyssey  3 Mark Cousins導演 佳映發行 987.09/0006/V.3 DVD

221 D000139 The Story of Film 1895-2012 電影的故事: An Odyssey   4 Mark Cousins導演 佳映發行 987.09/0006/V.4 DVD

222 D000140 The Story of Film 1895-2012 電影的故事 : An Odyssey  5 Mark Cousins導演 佳映發行 987.09/0006/V.5 DVD

223 D000141 The Story of Film 1895-2012 電影的故事 : An Odyssey Mark Cousins導演 佳映發行 987.09/0006-2/ DVD

224 D000142 美國秘勤局 1

Emre Sahin,Sarah

Wetherbee,Kelly

Mcpherson,Miriam

Leffert執行製作  ;  Jill

Rytie Lutz製作

采昌國際多媒

體總代理

5993.7532/2667/

V.1
DVD

225 D000143 美國秘勤局 2

Emre Sahin,Sarah

Wetherbee,Kelly

Mcpherson,Miriam

Leffert執行製作  ; Jill

Rytie Lutz製作

采昌國際多媒

體總代理

5993.7532/2667/

V.2
DVD

226 D000144 美國秘勤局 3

Emre Sahin,Sarah

Wetherbee,Kelly

Mcpherson,Miriam

Leffert ; Jill Rytie Lutz

製作

采昌國際多媒

體總代理

5993.7532/2667/

V.3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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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D000145
歌劇魅影 : 25週年紀念舞台版 : 英國皇家亞伯特音樂

廳

Andrew Llyod Webber

作曲; Cameron

Mackintosh製作;

Laurence Connor導演

傳訊時代多媒

體
915.2/0001/ DVD

228 D000146 Mozart : Die Zauberflote 1 (莫札特：魔笛) 哈農庫特編著
SONY MUSIC

發行
915.2/6502/V.1 DVD

229 D000147 Mozart : Die Zauberflote 2 (莫札特：魔笛) 哈農庫特編著
SONY MUSIC

發行
915.2/6502/V.2 DVD

230 D000148 破銅爛鐵  Stomp out loud

路克.克羅斯渥{Luke

Crosswoll} 史蒂夫.邁

克尼古拉斯{Steve

McNicholas}導演

齊威國際多媒

體發行
915.2/4643/ DVD

231 D000149 歌喉讚 Pitch perfect

安娜坎卓克、伊莉莎

白班克、布蘭妮史諾

主演

傳訊時代發行 987.83/2401/ DVD

232 D000150 美女與野獸  Beauty and the beast 迪士尼編著 得利影視發行 987.85/3547/V.1 DVD

233 D000151 美女與野獸  Beauty and the beast 迪士尼編著 得利影視發行 987.85/3547/V.2 DVD

234 D000152
悲慘世界 Les miserables : 音樂劇十週年紀念演唱會

The musical that swept the world in concert 1

改編自雨果同名小說

的音樂劇
齊威 915.2/0053/V.1 DVD

235 D000153
悲慘世界 Les miserables : 音樂劇十週年紀念演唱會

The musical that swept the world in concert 2

改編自雨果同名小說

的音樂劇
齊威 915.2/0053/V.2 DVD

236 D000154
悲慘世界 Les miserables : 音樂劇十週年紀念演唱會

The musical that swept the world in concert 手冊

改編自雨果同名小說

的音樂劇
齊威 915.2/0053-2/ DVD

237 D000155 貓音樂劇 CATS 1

Andrew Lloyd

Webber{安德魯洛伊

韋伯}作曲

環球影片發行 915.2/4026/V.1 DVD

238 D000156 貓音樂劇 CATS 2

Andrew Lloyd

Webber{安德魯洛伊

韋伯}作曲

環球影片發行 915.2/4026/V.2 DVD

239 D000158 羅生門 RASHOMON

黑澤明導演;三船敏

郎、志村喬、森雅之

主演

新動國際發行 987.83/6036/ DVD

240 D000159 快樂王子 The happy prince

鄭嘉音導演;王爾德

{Oscar Wilde原著}; 李

筆美、鄭嘉音、許珮

書編劇;無獨有偶工作

室演出

公共電視授權 986/8740/ DVD

241 D000160 謎樣台灣 : 淡水

邵津茂導演 ; 李景白

製作;:Samson Ellis編

劇;動能意像製作有限

公司製作;顧宗盛攝

影;何禮志、鄧寰新剪

行政院新聞局

出版
733.2/1734/ DVD

242 D000161 天堂邊緣 The edge of heaven
法提阿金{Faith Akin}

導演:

昇龍數位科技

公司總代理出

版

987.83/3578/ DVD

243 D000162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The rooster trademark paper 寶米數位發行 987.83/3952/ DVD

244 D000163 白日夢冒險王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班史提勒{Ben Stiller}

導演;班史提勒{Ben

Stiller}主演

得利影視總代

理
987.83/1554/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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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D000164 逆光飛翔 Touch of the light

張榮吉導演;主演: 張

榕容、黃裕翔、李

烈、許芳宜

飛行國際發行 987.83/1194/ DVD

246 D000165 大宅 門都沒有 1

萬世國際公司製作;

楊順清導演; 倪蓓蓓

製片; 李慶平監製;倪

敏然主演等

立昇影音多媒

體公司總代理
982.69/4467/V.1 DVD

247 D000166 大宅 門都沒有 2

萬世國際公司製作;

楊順清導演; 倪蓓蓓

製片; 李慶平監製;倪

敏然主演等

立昇影音多媒

體公司總代理
982.69/4467/V.2 DVD

248 D000167 大宅 門都沒有 3

萬世國際公司製作;

楊順清導演; 倪蓓蓓

製片; 李慶平監製;倪

敏然主演等

立昇影音多媒

體公司總代理
982.69/4467-2/ DVD

249 D000168 命懸一線間 Extreme peril 上
采昌國際總代

理
987.81/8212/V.1 DVD

250 D000169 命懸一線間 Extreme peril 下
采昌國際總代

理
987.81/8212/V.2 DVD

251 D000170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魏斯安德森導演;雷夫

費恩斯、裘德洛、安

卓布洛迪、蒂達史雲

頓、莎柔絲羅南主演

得利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總代

理

987.83/3024/ DVD

252 D000171 黑澤明之野良犬

黑澤明導演;三船敏

郎、千秋實、志村喬

主演

言佳有限公司 987.83/6036-2/ DVD

253 D000172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麥可.瑞福導演;艾爾.

帕西諾{Al Pacino}、

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約瑟夫.范恩

主演

台聖發行 987.83/1231/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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