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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三月份新書上架 歡迎借閱 

Dear all,  

圖書館新書上架囉！新書清冊如下表。 

新書皆陳列於新書展示書，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借閱。 

                                                    圖書館 

 

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資料類型 

1 0041200 CCL781/4037  101場世界名人相遇時 : 當

佛洛伊德碰上達利,安迪荷

沃嚇壞第一夫人-你絕對沒

讀過的大人物v.s.大人物奇

聞妙史 

克雷基.布朗{Craig 

Brown}著,王佩茵譯 

王佩茵譯 

大寫出版 圖書 

2 0041201 CCL177.2/0820  信心, 是一把梯子 : 72個向

上提昇的祝福與盼望 

施以諾著 主流 圖書 

3 0041202 CCL410.9933/44

39  

超人不會飛 : 鋼鐵人醫生

的逆襲 

黃述忱,許超彥合著 五南 圖書 

4 0041203 CCL873.57/7710  森林裡的特別教室 C. W. 尼可{Clive 

William Nicol}著,許晴

舒譯,郭雅玲插畫 郭

雅玲插畫 

信實文化出版 圖書 

5 0041204 CCL528.2/7229  家有中等生 劉繼榮作 世茂 圖書 

6 0041205 CCL874.57/3810  笨蛋聯盟 約翰.甘迺迪.涂爾

{John Kennedy Toole}

著,莫與爭譯 莫與爭

譯 

寶瓶文化 圖書 

7 0041206 CCL177.2/2614  讓自己自由 : 20歲的學習

力與未來成就大大相關 

千田琢哉著; 王文萱

譯. 

天下雜誌, 圖書 

8 0041207 CCL177.2/6764  去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

事 : 創造有意義人生的7分

鐘微行動 

艾莉森.路易斯{Allyson 

Lewis}著,顏和正譯 顏

和正譯 

天下雜誌出版 圖書 

9 0041208 CCL544.67/2441  我是難民高中生 : 不符期

待,你們就說我變壞,於是我

得更壞,才活的下來! 

仁藤夢乃著,劉錦秀譯 

劉錦秀譯 

大是文化 圖書 

10 0041209 CCL170.8/6033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Ken 

Robinson},盧.亞若尼卡

{LouAronica}著,廖建容

譯 廖建容譯 

天下遠見 圖書 

11 0041210 CCL855/4431:2-2  良露家之味 韓良露著 大塊文化 圖書 

12 0041211 CCL538.59/4431  樂活在天地節奏中 : 過好

日的二十四節氣生活美學 

韓良露著 有鹿, 圖書 

13 0041212 CCL861.6/4060  廚房記 幸田文著,青木玉編,劉

子倩譯 青木玉編 

麥田出版 圖書 

14 0041213 CCL427/7747  吃的美德 : 餐桌上的哲學

思考 

朱立安.巴吉尼

{JulianBaggini}著,謝佩

妏譯 謝佩妏譯 

商周,城邦出版 圖書 

15 0041214 CCL413.98/4664  跟著節氣吃好料 : 86位料 蘋果日報副刊中心著 商周出版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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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資料類型 

理達人傾囊相授,深度挖掘

58種當令盛產食材&167道

養生創意料理的美味關係 

16 0041215 CCL411.3/4410  想健康,從認識食物開始 韓磊著 橘子出版 圖書 

17 0041216 CCL427.25/5102  史上最完整魚類海鮮圖鑑 : 

挑選、保存、處理到料理，

一本全收錄！ 

挪亞方舟文化創意工

作室作 

和平國際 圖書 

18 0041217 CCL538.59/4844  歲月之24節氣與72物候 榆芹著 貓咪予花兒 圖書 

19 0041218 CCL427.1/7710  當令好食 : 30萬粉絲按讚 

美食X攝影部落客「肥丁」

的24節氣新鮮料理 

肥丁文.攝影 野人出版 圖書 

20 0041219 CCL177.2/4120-3  與領導有約 史蒂芬．柯維,徐炳勳

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圖書 

21 0041220 CCL544.1/4120  與幸福有約 : 美滿家庭七

個習慣 

史蒂芬．柯維著, 汪芸

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圖書 

22 0041221 CCL177.2/4120-4  與生活有約 史蒂芬．柯維著,柯清

心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圖書 

23 0041222 CCL411.3/1110  吃對很重要! : 教你辨識日

常食物的42種方法 

張瑀庭著 遠流 圖書 

24 0041223 CCL411.3/2044  食不由己 : 揭露科學家.政

客及商人如何掌控你的每

日飲食 

哈維.利文斯坦{Harvey 

Levenstein}著 ; 簡秀

如譯 

麥田出版 : 圖書 

25 0041224 CCL494.1/4410  管理你的每一天 : 建立好

習慣 鍛鍊專注力 磨練創

意 

99U著, 約瑟琳.葛雷

編, 陳維真譯 約瑟琳.

葛雷{Jocelyn K. Glei}

編 

圓神出版 圖書 

26 0041225 CCL307.9/5314  給青年科學家的信 愛德華.奧斯本.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著,

王惟芬譯 王惟芬譯 

聯經出版 圖書 

27 0041226 CCL176.51/2730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II : 待在

家裡也不錯 . 2 

葛瑞琴.魯賓

{GretchenRubin}著,尤

傳莉譯 尤傳莉譯 

早安財經文化 圖書 

28 0041227 CCL427.07/3001  庖廚食光 宇文正著,唐唐插畫 

唐唐插畫 

遠流 圖書 

29 0041228 CCL855/1025  我很怕,但我還有GUTS! : 

王偉忠笑談人生冏途的101

則勇氣真言 

王偉忠著 推文社 圖書 

30 0041229 CCL855/3449-4  我,故意跑輸 : 當自己心中

的第一名,作家褚士瑩和流

浪醫生小杰，寫給15、20、

30、40的你！ 

褚士瑩著 大田出版 圖書 

31 0041230 CCL528.2/4623  生涯探索SOS! : 發現潛

能、追逐夢想,給青少年父母

的陪伴守則 

楊俐容著 江長芳繪 天下雜誌 圖書 

32 0041231 CCL177.2/1601  七個動詞,就能改變人生 : 石黑謙吾作 李漢庭譯 采實文化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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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資料類型 

生活、工作、人際關係更自

由的心靈秘訣 

33 0041232 CCL528.2/2634  學習就是要有計畫! : 美國

SAT榜首的考試.記憶.動機

訓練法 

吳宗翰{John Wu}著 如何 圖書 

34 0041233 CCL192.13/2142  學校沒教的101堂人生功課 何權峰等著 國語日報, 圖書 

35 0041234 CCL719/8046  你的夢想是什麼 : 在25個

國家相遇的365個夢想 

金壽映著, River Tree譯 

RiverTree譯 

愛米粒出版 圖書 

36 0041235 CCL948.3/7739  創意的企圖 : 全球知名商

品背後的絕讚點 

Cho Hyun Kyung著,邱

淑怡譯 邱淑怡譯 

精誠資訊 圖書 

37 0041236 CCL874.57/4415  來自天堂的第一通電話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吳品儒譯 

吳品儒譯 

大塊文化出版 圖書 

38 0041237 CCL528.8933/08

11  

關鍵15歲 : 我的未來不是

夢 

許玲瑋執行主編 遠見雜誌 圖書 

39 0041238 CCL520/2111  翻轉教育2.0 : 從美國到台

灣 動手做,啟動真實的學習 

何琦瑜等著; 黃建賓

攝影 

天下雜誌 圖書 

40 0041239 CCL176.32/0060  專注的力量 : 不再分心的

自我鍛鍊,讓你掌握APP世

代的卓越關鍵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著,周曉琪譯 

周曉琪譯 

時報文化 圖書 

41 0041240 CCL176.4/4426  思考的藝術 : 52 個非受迫

性思考錯誤 

魯爾夫.杜伯里

{RolfDobelli}著,王榮輝 

王榮輝譯 

商周出版 圖書 

42 0041241 CCL494.1/5610  從0到1 : 打開世界運作的

未知祕密,在意想不到之處

發現價值 

彼得.提爾{Peter Thiel},

布雷克.馬斯特

{BlakeMasters}合著,季

晶晶譯 季晶晶譯 

天下雜誌出版 圖書 

43 0041242 CCL861.57/1324-

2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三浦紫苑著, 黃碧君

譯 

新經典圖文傳

播, 

圖書 

44 0041243 CCL177.2/3126  做個有梗的人 : 10步驟讓

你的人生更有趣 

潔西卡.哈吉{Jessica 

Hagy}著 ; 洪世民譯 

寶鼎, 圖書 

45 0041244 CCL855.486/112

3  

晚自習 張經宏著 九歌 圖書 

46 0041245 CCL857.63/3111  回家 顧玉玲著 INK印刻文學

出版 

圖書 

47 0041246 CCL855/4444-8  放一座山在心中 蕭蕭著 九歌 圖書 

48 0041247 CCL859.6/4151  珊瑚男孩 柯惠玲著 歐瑪兒圖 九歌 圖書 

49 0041248 CCL856.9/2277  老三甲的故事 嶺月著 文經社 圖書 

50 0041249 CCL856.9/0014  大食人間煙火 廖玉蕙著 蔡全茂圖 九歌 圖書 

51 0041250 CCL857.61/4017-

2  

小說 : 九歌一0二年小說選 紀大偉編 九歌 圖書 

52 0041251 CCL855/4017-5  九歌一0二年散文選 柯裕棻主編 九歌, 圖書 

53 0041252 CCL855/2844  笑迎陽光 徐薏藍著 健行文化出版 圖書 

54 0041253 CCL445.9/4020  自然課可以這麼浪漫 : 李

偉文的200個環境關鍵字 

李偉文,AB寶作 野人文化, 圖書 

55 0041254 CCL959.571/412 重回大地 : 當代紀實攝影 薩爾卡多 木馬文化出版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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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資料類型 

2  家薩爾卡多相機下的人道

呼喚 

{SebastiaoSalgado}口

述,馮克採訪整理,陳綺

文譯 馮克{Isabelle 

Francq}採訪整理 

56 0041255 CCL541.84/6434  被新聞出賣的世界 : 「相信

我，我在說謊」，媒體操縱

者的真情告白 

萊恩.哈勒迪

{RyanHoliday}著；張嚴

心譯 張嚴心譯 

臉譜, 城邦文

化出版 

圖書 

57 0041256 CCL463/2262  食物的全球經濟學 : 從一

片披薩講起 

保羅.特倫默{Paul 

Trummer}著；洪清怡譯 

衛城 圖書 

58 0041257 CCL431.9/5415  糧食的價格,誰決定? : 揭開

糧價波動之謎 

派屈克.威斯霍夫

{Patrick Westhoff}；張

木屯譯 張木屯譯 

財信出版 圖書 

59 0041258 CCL367/7222  寄自野地的明信片 劉伯樂文.圖 遠流 圖書 

60 0041259 CCL783.628/521

4  

母親的許諾 瑪荷芭.拉維{Mahboba 

Rawi}著 陽嫻雅譯 

大可出版 圖書 

61 0041260 CCL411.18/7724  偽善的醫療 : 理解醫療的

極限,讓摯親適時地離去,才

是真正愛他的最好方式 

凱蒂.巴特勒{Katy 

Butler}著；王以勤譯 

王以勤譯 

麥田出版 圖書 

62 0041261 CCL177.4/5646  蘇格拉底辯證交涉術 : 善

用思辨、提問的技術，讓難

纏的對手也能乖乖就範 

本田有明著；卓惠娟譯 

卓惠娟譯 

大牌出版 圖書 

63 0041262 CCL558.092/644

5  

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 : 改

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

葉貿易史 

莎拉.羅斯{Sarah Rose}

著；呂奕欣譯 呂奕欣

譯 

麥田,城邦文化

出版 

圖書 

64 0041263 CCL784.18/4614  3分鐘讀懂霍金 : 進入霍金

人生、理論、影響的時空旅

程 

保羅.派森{Paul 

Parson}, 蓋兒.迪克森

{Gail Dixon}著；楊琬晴

譯 楊琬晴譯 

積木文化出版 圖書 

65 0041264 CCL712.847/414

4  

奧許維茲臥底報告 : 自願

關進納粹集中營的波蘭英

雄 

威托德.皮雷茨基

{Witold Pilecki}著；黃

煜文譯 黃煜文譯 

衛城出版 圖書 

66 0041265 CCL922/4441  誰把艾菲爾鐵塔搬到了中

國？ 

碧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作；楊仕音譯 

楊仕音譯 

時報文化 圖書 

67 0041266 CCL991.7/0845  烘一杯好咖啡 : 咖啡大叔

嚴選,50間自家烘焙咖啡館

的美味配方 

咖啡大叔 許吉東文

字.攝影 

麥田出版 圖書 

68 0041267 CCL876.51/3241  巴黎的憂鬱 : 小散文詩 夏爾.皮埃爾.波特萊爾

{Charles 

PierreBaudelaire}作；郭

宏安譯；崔舜華審訂 

郭宏安譯 

新雨 圖書 

69 0041268 CCL857.7/3807  KANO : 棒球 只是場景, 

態度 才是靈魂 

游文興改編小說；魏德

聖, 陳嘉蔚原著劇本 

游文興改編小說 

遠流 圖書 

70 0041269 CCL541.415/419

2  

大數據 : 「數位革命」之後,

「資料革命」登場 : 巨量資

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berger},庫

基耶{KennethCukier}

天下文化出版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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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登錄號 索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 資料類型 

式的全面革新 著；林俊宏譯 林俊宏

譯 

71 0041270 CCL541.49/4431  遙測個人時代 : 如何運用

大數據算出未來，全面改變

你的人生 

派翠克.塔克{Patrick 

Tucker}；王怡文譯 王

怡文譯 

遠流 圖書 

72 0041271 CCL596.952/444

2-2  

特戰綠扁帽 2 : 強者之路  切斯特.黃{Chester 

Wong}著；莊勝雄, 崔

宏立譯 莊勝雄, 崔宏

立譯 

商周, 城邦文

化出版 

圖書 

73 0041272 CCL176.4/4414  福爾摩斯思考術 : 讓思考

更清晰, 見解更深入的心智

策略 

瑪莉亞.柯妮可娃

{Maria Konnikova}著 ; 

柯乃瑜譯 

商周文化, 圖書 

74 0041273 CCL545.1/1021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 

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 

珍.雅各{JaneJacobs}

著；吳鄭重譯注 吳鄭

重譯注 

聯經 圖書 

75 0041274 CCL742.1/2464  巴黎地鐵站的歷史課 : 從

西堤島到新凱旋門,縱橫法

國古今2100年 

羅杭.德奇{Lorant 

Deutsch}著；李桂蜜譯 

李桂蜜譯 

商周出版 圖書 

76 0041275 CCL805.18/2553 

V.9 

遜咖日記 9 : 公路旅行落

難記 . 公路旅行落難記 

JeffKinney著；賴慈芸譯 

賴慈芸譯 

博識圖書 圖書 

77 0041276 CCL813.7/1114-2  中學生好享讀 : 世界文學

大師短篇小說選：亞洲、美

洲篇 . 1 

有島武郎等文；張子樟

選編.賞析  ; 陳狐狸

繪 

天下遠見 圖書 

78 0041277 CCL813.7/1114-3  中學生好享讀 : 世界文學

大師短篇小說選：歐洲篇 . 

歐洲篇 

阿拉爾孔等著；張子樟

選編.賞析 ;  黃祈嘉

繪 黃祈嘉繪 

天下遠見出版 圖書 

79 0041278 CCL813.7/1114  中學生好享讀 : 諾貝爾大

師短篇小說選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等著；張子樟選編賞

析; 江長芳繪 張子樟

選編.賞析 

天下遠見出版 圖書 

80 0041279 CCL813.4/1114  中學生好享讀 : 世界文學

大師散文選 

蒙田等著; 張子樟選

編.賞析; 黃祈嘉繪 張

子樟選編.賞析 

遠見天下出版 圖書 

81 0041280 CCL855/8291-3  野半島 鍾怡雯著 九歌 圖書 

82 0041281 CCL855/8291-4  麻雀樹 鍾怡雯著 九歌 圖書 

83 0041282 CCL783.728/243

5-2  

我是馬拉拉 : 一位因爭取

教育而改變了世界的女孩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派

翠莎.麥考密克{Patricia 

McCormick}作 朱浩一

譯 

愛米粒 圖書 

84 0041283 CCL861.6/0441-7  一個人邊跑邊吃 : 高木直

子呷飽飽馬拉松之旅 

高木直子圖文；洪俞君

譯 洪俞君譯 

大田 圖書 

85 0041284 CCL861.6/0441-8  一個人出國到處跑 : 高木

直子的海外歡樂馬拉松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

君譯 

大田 圖書 

86 0041285 CCL710/6856  人類大歷史 : 從野獸到扮

演上帝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作；林俊宏譯 

林俊宏譯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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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0041286 CCL861.57/4753  何者 朝井遼著；張智淵譯 

張智淵譯 

貓頭鷹出版 圖書 

88 0041287 CCL873.57/3226  兩個靈魂的女孩 羅伯.派特曼{R. S. 

Pateman}著；蘇瑩文譯 

蘇瑩文譯 

臉譜出版 圖書 

89 0041288 CCL861.57/1324 

V.1 

哪啊哪啊 : 神去村 三浦紫苑作；王蘊潔譯 新經典圖文傳

播 

圖書 

90 0041289 CCL861.57/1324 

V.2 

哪阿哪阿神去村 夜話 三浦紫苑著 王蘊潔譯 新經典圖文傳

播出版 

圖書 

91 0041290 CCL544.3707/75

10  

戀愛課 : 戀人的五十道習

題 

陳雪著 INK印刻文學

出版 

圖書 

92 0041291 CCL078/0014  寫作其實並不難 : 凝眸光

與暗,寫出虛與實 

廖玉蕙著 印刻, 圖書 

93 0041292 CCL857.7/6614  陸犯焉識 嚴歌苓著 聯經 圖書 

94 0041293 CCL857.85/4630 

V.1 

水田裡的媽媽 楊渡作 南方家園文化 圖書 

95 0041294 CCL857.85/4630 

V.2 

水田裡的媽媽 楊渡作 南方家園文化 圖書 

96 0041295 CCL548.6/4410-2  法醫.屍體.解剖室 2 : 謀殺

診斷書 

道格拉斯.萊爾

{Douglas P. Lyle}著 ; 

毛佩琦譯 

麥田, 圖書 

97 0041296 CCL861.57/4611  回憶當鋪 吉野万理子著；林冠 

林冠汾譯 

博識出版 圖書 

98 0041297 CCL861.57/4033-

4  

小丑之花 太宰治著 劉子倩譯 大牌出版 圖書 

99 0041298 CCL861.57/1021 

V.5 

古書堂事件手帖 5 : 琴子

與心手相繫之時 .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臺灣角川 圖書 

100 0041299 CCL861.57/5641-

7  

新參者 東野圭吾著 阿夜譯 獨步文化,城邦

文化出版 

圖書 

101 0041300 CCL330.9/4354  物理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

{Clifford A. Pickover}

作；顏誠廷譯 顏誠廷

譯 

時報文化 圖書 

102 0041301 CCL310.9/4354  數學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

{Clifford A. Pickover}

作；陳以禮譯 陳以禮

譯 

時報文化 圖書 

103 0041302 CCL323.2/9060  把太陽系帶到你面前 : 最

尖端科技、獵取最真實影像,

匯集最頂尖天文機構全球

唯一鉅作 

馬克斯.尚恩

{MarcusChown}著 藍

仕豪譯 

大是文化 圖書 

104 0041303 CCL830.86/1012  府城文學地圖 王元貞等作 臺南一中 圖書 

105 0041304 CCL901.2/4354  藝術的慰藉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約翰.阿姆斯壯

{John Armstrong}著 陳

信宏譯 

聯合發行總經

銷 

圖書 

106 0041305 CCL423.2/4454  時尚設計繪畫技巧 : 材料

準備.草圖結構.季節穿搭.流

波蘭蒂娜.勒拉吉

{BlandineLelarge}編

麥浩斯,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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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譜,37堂服裝設計創作

技法大公開 / 

著 ; 洪鈺淑譯 

107 0041306 CCL423.2/4054  服裝畫設計 : 整體服裝造

型與服裝材質表現 

李惠菁著 麥浩斯出版 圖書 

108 0041307 CCL861.57/4621-

2  

惡人 吉田修一著 王華懋譯 麥田出版 圖書 

109 0041308 CCL861.57/4023-

8  

飛翔公關室 有川浩著 江宓蓁譯 新雨 圖書 

110 0041309 CCL861.57/2043-

3  

鳶 重松清著 ; 王蘊潔譯 春天, 圖書 

111 0041310 CCL861.57/9644 

V.2 

東京下町古書店 2 : 傳遞

愛的使者 She Loves You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野人文化 圖書 

112 0041311 CCL861.57/9644 

V.3 

東京下町古書店 3 : 守護

愛情的羊男 Stand by Me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野人文化 圖書 

113 0041312 CCL861.57/9644 

V.4 

東京下町古書店 4 : 背負

天皇密令的華族之女 My 

Blue Heaven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野人文化出版 圖書 

114 0041313 CCL861.57/9644 

V.5 

東京下町古書店 5 : 源氏

物語背後的祕密 All My 

Loving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野人文化出版 圖書 

115 0041314 CCL861.57/9644 

V.6 

東京下町古書店 6 : 蘋果

的滋味 OB-LA-DI, 

OB-LA-DA 

小路幸也著 吳季倫譯 野人出版 圖書 

116 0041315 CCL861.67/4033  津輕 太宰治著 吳季倫譯 馬可孛羅出版 圖書 

117 0041316 CCL861.57/4254-

12  

圖書館奇譚 村上春樹著 Kat 

Menschik繪 

時報文化 圖書 

118 0041317 CCL861.57/5641-

8  

夢幻花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出版 

圖書 

119 0041318 CCL861.57/2221-

4  

小氣鬼 山崎豐子著 王蘊潔譯 皇冠 圖書 

120 0041319 CCL874.57/3322  險局 傑佛瑞.迪佛{Jeffery 

Deaver} 宋瑛堂譯 

春天 圖書 

121 0041320 CCL874.57/5133  火星任務 安迪.威爾{Andy Weir}

著；翁雅如譯 翁雅如

譯 

三采文化 圖書 

122 0041321 CCL874.57/4042-

13  

罪證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郭寶蓮譯 

郭寶蓮譯 

臺灣商務 圖書 

123 0041322 CCL874.57/3122  一秒之後 威廉.福岑{William R. 

Forstchen}著；符瑤譯 

符瑤譯 

貓頭鷹出版 圖書 

124 0041323 CCL874.57/5514  控制 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著 施清洛譯 

時報文化出版 圖書 

125 0041324 CCL712.4/3410  帖木兒之後 : 一四O五-二

OOO年全球帝國史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著；黃中憲譯 

黃中憲譯 

野人文化出版 圖書 

126 0041325 CCL874.57/0111  藝伎回憶錄 亞瑟.高登{Arthur 

Golden}著；林妤容譯 

高寶國際出版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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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妤容譯 

127 0041326 CCL885.357/322

4  

他身體裡的孤獨女孩 凱薩琳.溫特{Kathleen 

Winter}著；何曼莊譯 

何曼莊譯 

天培文化出版 圖書 

128 0041327 CCL874.57/6042-

2  

分歧者外傳 FOUR 薇若妮卡.羅斯

{Veronica Roth}著 賴

婷婷等譯 

高寶國際出版 圖書 

129 0041328 CCL738.41/4446  柬埔寨 : 被詛咒的國度 喬.布林克里{Joel 

Brinkley}著；楊芩雯譯 

楊芩雯譯 

聯經出版 圖書 

130 0041329 CCL875.57/6514  魂斷威尼斯 托瑪斯.曼{Thomas 

Mann}著; 姬健梅譯 

漫步文化 圖書 

131 0041330 CCL874.57/7535  生命如不朽繁星 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著；施清真譯 

施清真譯 

時報文化 圖書 

132 0041331 CCL874.57/2022 

V.1 

末日仙境 01 : 鐵國王 茱莉.香川著；費咪譯 

費咪譯 

春天出版國際 圖書 

133 0041332 CCL874.57/2022 

V.2 

末日仙境 02 : 鐵女兒 茱莉.香川著； 費咪譯 春天出版國際 圖書 

134 0041333 CCL874.57/2022 

V.3 

末日仙境 03 : 鐵女王 茱莉.香川{Julie 

Kagawa}著 ;費咪譯 

春天出版 : 圖書 

135 0041334 CCL874.57/2022 

V.4 

末日仙境 04 : 鐵武士 茱莉.香川{Julie 

Kagawa}著 費咪譯 

春天 圖書 

136 0041335 CCL876.57/1040 

V.1 

光明之子 : 拉美西斯五部

曲 之一 

克里斯提昂.賈克

{ChristianJacq}著；王玲

琇譯 王玲琇譯 

麥田出版 圖書 

137 0041336 CCL876.57/1040 

V.2 

百萬年神殿 : 拉美西斯五

部曲之二 

克里斯提昂.賈克

{Christian Jacq}著；王

玲琇譯 王玲琇譯 

麥田出版 圖書 

138 0041337 CCL876.57/1040 

V.3 

卡德墟戰役 : 拉美西斯五

部曲之三 

克里斯提昂.賈克

{Christian Jacq}著；王

玲琇譯 王玲琇譯 

麥田出版 圖書 

139 0041338 CCL876.57/1040 

V.4 

皇后之愛 : 拉美西斯五部

曲之四  

克里斯提昂.賈克

{ChristianJacq}著；王玲

琇譯 王玲琇譯 

麥田出版 圖書 

140 0041339 CCL876.57/1040 

V.5 

洋槐樹下 : 拉美西斯五部

曲之五 

克里斯提昂.賈克

{ChristianJacq}著 王玲

琇譯 

麥田出版 圖書 

141 0041340 CCL875.57/4400 

V.1 

極限 {上}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著 ; 闕旭玲

譯 

野人文化出

版 : 

圖書 

142 0041341 CCL885.357/144

4-4  

愛的進程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殷杲譯 殷

杲譯 

木馬 圖書 

143 0041342 CCL578/4012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2015年

版} . 2015年版 

古雲秀、朱浩榜等合著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圖書 

144 0041343 CCL785.28/7771-

2  

比利戰爭 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著；趙丕慧譯 

趙丕慧譯 

皇冠文化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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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0041344 CCL175.7/2322  夢的解析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著；孫

名之譯；巫毓荃審定 

孫名之譯 

左岸文化出版 圖書 

146 0041345 CCL175.7/2322-2  精神分析引論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著；彭

舜譯；巫毓荃審定 彭

舜譯 

左岸文化出版 圖書 

147 0041346 CCL175.7/4667  頹廢、壓抑與昇華 : 解析

《夢的解析》 

楊照著 左岸文化出版 圖書 

148 0041347 CCL784.38/4051  佛洛伊德 : 幽微的心靈世

界 

彼得.克拉瑪{Peter D. 

Kramer}著；連芯譯 

左岸文化出版 圖書 

149 0041348 CCL730.9/2740  兩倍半島 船橋彰著 時報文化 圖書 

150 0041349 CCL873.59/4024 

V.1 

叢林之書 : 動物世界的永

恆經典 

魯德亞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著；姚怡平譯 

姚怡平譯 

木馬文化出版 圖書 

151 0041350 CCL873.59/4024 

V.2 

叢林之書續篇 : 狼孩子的

終極探險 . 續篇 

魯德亞德.吉卜林

{JosephRudyard 

Kipling}著；姚怡平譯 

姚怡平譯 

木馬出版 圖書 

152 0041351 CCL992.77/4501  聖母峰之死 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著；宋碧雲、

林曉欽譯 宋碧雲,林

曉欽譯 

大家出版 圖書 

153 0041352 CCL876.57/8242 

V.1 

追憶似水年華 1 : 在斯萬

家那邊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李恒基、徐

繼曾譯 李恒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54 0041353 CCL876.57/8242 

V.2 

追憶似水年華 2 : 在少女

們身傍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桂裕芳、袁

樹仁譯 李恒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55 0041354 CCL876.57/8242 

V.3 

追憶似水年華 3 : 蓋爾芒

特家那邊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潘麗珍、許

淵沖譯 李恒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56 0041355 CCL876.57/8242 

V.4 

追憶似水年華 4 : 索多姆

和戈摩爾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許鈞、楊松

河譯 李恒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57 0041356 CCL876.57/8242 

V.5 

追憶似水年華 5 : 女囚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周克希、張

小魯、張寅德譯 李恒

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58 0041357 CCL876.57/8242 

V.6 

追憶似水年華 6 : 女逃亡

者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劉方、陸秉

慧譯 李恒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59 0041358 CCL876.57/8242 

V.7 

追憶似水年華 7 : 重現的

時光 

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徐和瑾、周

國強譯 李恒基等譯 

聯經 圖書 

160 0041359 CCL885.7157/C6 The Alchemist : A Fable about Paulo Coelho; translated HarperCollins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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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Following Your Dream by Alan R. Clarke 

161 0041360 CCL874.57/R845 

V.1 

Divergent Veronica Roth Katherine Tegen 圖書 

162 0041361 CCL874.57/R845 

V.2 

Insurgent Veronica Roth Katherine Tegen 

Books, 

圖書 

163 0041362 CCL874.57/R845 

V.3 

Allegiant Veronica Roth Katherine Tegen 

Books, an 

imprint 

of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圖書 

164 D000173 CCL520/2111 

V.1 

翻轉教育2.0 {DVD} : 從美

國到台灣 動手做,啟動真實

的學習 

何琦瑜等著；黃建賓攝

影 

親子天下出版 光碟 

165 D000174 CCL520/2111 

V.2 

翻轉教育2.0 {DVD} : 從美

國到台灣 動手做,啟動真實

的學習 

何琦瑜等著；黃建賓攝

影 

親子天下出版 光碟 

166 D000175 CCL987.83/1242  幸福的麵包{DVD} 三島有紀子導演；原田

知世, 大泉洋主演 

天馬行空出版 光碟 

167 D000176 CCL987.83/H853  遠離家園 Farm and 

Away{藍光BD} 

Ron Howard導演；Brian 

Crazer, Ron Howard製

片 ;  Bob Dolmaan編

劇 ; Tom Cruise, Nicole 

Kidman主演 : 

傳訊時代多媒

體 

光碟 

168 D000177 CCL987.83/P831  一千次晚安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DVD} 

艾瑞克波貝（Erik 

Poppe）導演；茱麗葉

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尼可拉科斯

特瓦多（Nikolaj 

Coster-W 

得利影視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光碟 

 

總數 168 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