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1 七月份新書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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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借閱。 

                                                  圖書館 

編號 索書號 書名 著譯者 出版者 年代 館藏類型 

1 CCL  019.1/3302  
曾經,閱讀救了我。現在,我用閱讀

翻轉一群孩子 
梁語喬著 寶瓶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2 CCL  107/2022  十六歲的哲學課 手島純著; 黃心宜譯  蔚藍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3 CCL  177.2/3449-3  
1 份工作 11 種視野 : 改變你未

來命運的絕對工作術 
褚士瑩著 大田 2015 中文圖書 

4 CCL  177.3/2613  
被討厭的勇氣 : 自我啟發之父"

阿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著 ; 葉

小燕譯 
究竟 2014 中文圖書 

5 CCL  191.9/4463-2  學生 2 : 溫暖的手勢 .  林明進著 麥田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6 CCL  191.9/8083  
給正在路上追夢的你 : 像我這

樣的普通人,怎麼成功? 
俞敏洪著 大是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7 CCL  300.8/3410  達爾文在路上看見了什麼 
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 

肖家延譯  
五南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8 CCL  300.8/3410 V.1 小獵犬號航海記 
查爾斯.達爾文著; 王瑞香

譯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9 CCL  300.8/3410 V.2 小獵犬號航海記 
查爾斯.達爾文著; 王瑞香

譯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10 CCL  306.6/4849-2  
認識科展的第一本書 : 科展完

全攻略 {第三版} 
梅期光編著 書泉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11 CCL  307.9/7760  
如果這樣,會怎樣? : 胡思亂想的

搞怪趣問 正經認真的科學妙答 

蘭德爾.門羅{Randall 

Munroe}著; 黃靜雅譯 
遠見天下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12 CCL  310.104/4444  6 個人的小世界 
鄧肯.華茲{Duncan J. Watts}

著 ; 傅士哲, 謝良瑜譯  
大塊文化出版 2004 中文圖書 

13 CCL  310.3/3462  
這才是數學 : 從不知道到想知

道的探索之旅 

保羅.拉克哈特

{PaulLockhart}著; 畢馨云譯  

經濟新潮社出

版 
2015 中文圖書 

14 CCL  310.9/5045  

數字的祕密生命 : 生活中最有

趣的 50 個數學故事,像數學家一

樣思考 

喬治.史皮婁{George G. 

Szpiro}著 ; 郭婷瑋譯  

臉譜, 城邦文化

出版 
2011 中文圖書 

15 CCL  310/2434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

嗎? : 史丹佛大學教授最受歡迎

的 4 堂思考力訓練課, 大師教你

像數學家一樣思考, 讓你擁有關

鍵的邏輯力 

齊斯.德福林{Keith Devlin}

著 ; 洪萬生等譯  

臉譜,城邦文化

出版 
2013 中文圖書 

16 CCL  310/2443-5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 公式.圖形

篇 . 公式.圖形篇 

結城浩著; 簡毓棻譯;洪萬

生審訂 
世茂 2015 中文圖書 



17 CCL  310/3442  數說新語 洪萬生等著 開學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18 CCL  310/4416  數學拾貝 蔡聰明著 三民 2011 中文圖書 

19 CCL  312.136/7520  Evernote 超活用點子集 bamka 著 ; 陳禹豪譯  旗標 2014 中文圖書 

20 CCL  330/2261  圖解物理學 山田弘著; 顏誠廷譯 

易博士文化出

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

行 

2014 中文圖書 

21 CCL  338.1/3413  世界第一簡單電磁學 
遠藤雅守著; 謝仲其譯 洛

西万里畫 
世茂 2013 中文圖書 

22 CCL  348.21/4037  改變世界的七種元素 
布朗{John Browne}作 陳偉

民譯 
遠見天下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23 CCL  348.21/7767  
超萌!化學元素週期表 : 118 動漫

少女幫你奠定化學基礎 

StudioHard Deluxe 作;周昭駿

譯  
如何 2009 中文圖書 

24 CCL  350.42/3641  
一看就懂地理百科 : 地理奧秘

完全圖解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遠足 2015 中文圖書 

25 CCL  360/3721  

生活中的微知識 : 一個生物學

家對身邊的問題與人生煩惱的生

命話題 

福岡伸一著 ; 吳佩俞譯  晨星 2014 中文圖書 

26 CCL  366.33/2500  
我們姓臺灣 : 台灣特有種 台灣

外來種 
經典雜誌編著 

經典雜誌, 慈濟

傳播人文志業

基金會 

2014 中文圖書 

27 CCL  367/1144 V.5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5 : 螳螂的私

密生活 .  
黃仕傑著； 遠見天下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28 CCL  367/1144 V.6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6 : 都市昆蟲

記 
李鍾旻著 遠見天下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29 CCL  388.8/3440  羽的奇蹟 
索爾.漢森{Thor Hanson}著; 

吳建龍譯 吳建龍譯 
左岸文化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30 CCL  391.6/4634  

尼安德塔人 : 追尋失落的基因

組：一場重建人類演化史的科學

歷險 

帕波{Svante Paabo}著; 鄧子

衿譯 鄧子衿譯 
夏日 2015 中文圖書 

31 CCL  397/9022  圖解人體百科全書 常和編著 維他命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32 CCL  422.5/3401-2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2 : 實

踐篇.解惑篇 
近藤麻理惠著 ; 游韻馨譯 方智出版 : 2013 中文圖書 

33 CCL  427/8764  
我餐桌上的書 : 25 部經典文學

的美味人生 
鄭恩芝著 ;李靜宜譯 健行文化, 2013 中文圖書 

34 CCL  490.992/1144  

馬雲給年輕人的 12 堂人生智慧

課 : 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

後天會很美好 

張燕著 時報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35 CCL  494.35/2117-2  自慢 7 : 人生國學讀本 .  何飛鵬著 商周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36 CCL  494.6/4437  

跟 TED 學表達, 讓世界記住你 : 

用更有說服力的方式行銷你和你

的想法 

卡曼.蓋洛{CarmineGallo}著 

羅雅萱，劉怡女譯 
先覺 2014 中文圖書 



37 CCL  520/4337  一枝鉛筆的承諾 
亞當.博朗{Adam Braun}著 ; 

簡美娟譯 
商周出版 : 2014 中文圖書 

38 CCL  523.32/4416  
從算術到代數之路 : 讓 x 噴出, 

大放光明 
蔡聰明著 三民 2013 中文圖書 

39 CCL  523.32/7500  
以愛翻轉生命的數學課 : 陳立

與 500 個家庭的教育奇蹟 
陳立,張甄薇著 先覺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40 CCL  524.313/6044  
不必補習,也能寫好作文 : 南一

中教你高分作文這樣寫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

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木馬文化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41 CCL  524.375/4041  
讓老闆甘願等四年的人才 : 早

稻田給學生的七種能力 
大森武著; 劉錦秀譯 大是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42 CCL  527/2447  
學習的革命 : 從教室出發的改

革 
佐藤學著 黃郁倫,鐘啟泉譯 天下雜誌 2012 中文圖書 

43 CCL  528.3/4485  思辨 : 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 黃益中著 寶瓶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44 CCL  530/4438  圖解國際禮儀 黃淑敏, 林秋卿編著 五南 2014 中文圖書 

45 CCL  538.707/2047  飲食文選 . 2014 焦桐主編 二魚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46 CCL  538.78232/3413  
風土餐桌小旅行 : 12 個小地方

的飲食人類學筆記 
洪震宇著 遠流 2014 中文圖書 

47 CCL  541.262/8244  
鍾博士談 : 中華傳統文化價值

觀 
鍾茂森,趙良玉著 華志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48 CCL  541.26207/8244  鍾博士談 : 尋找中國文化精神 鍾茂森作 華志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49 CCL  541.83029/3421  
我是公民也是媒體 : 新世代新

媒體太陽花 
洪貞玲主編 網路與書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50 CCL  548.792/4451  不得好死 : 中國古代酷刑 蒲靜琰著 驛站文化 2006 中文圖書 

51 CCL  550/2214  
經濟學關我什麼事!但月領 22K

很有事 

文安德.馮.彼特爾斯多夫

{Winand von Petersdorff}著; 

劉于怡譯 劉于怡譯 

麥田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52 CCL  552.1/2827  用地圖看懂世界經濟 
生命科學編輯團隊著 葉韋

利譯 

商周,城邦文化

出版 
2010 中文圖書 

53 CCL  578/4099  李光耀觀天下 李光耀著 周殊欽等譯 天下遠見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54 CCL  578/7239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 看世界的

方法 
劉必榮著 先覺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55 CCL  590/0000  關於軍事學的 100 個故事 廖文豪編著 宇河文化出版 2009 中文圖書 

56 CCL  591.9/6011  精銳部隊揭祕 圖說天下編委會編著 西北國際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57 CCL  592.1/4932  戰爭論精華 

克勞塞維茨{C. von 

Clausewitz}著; 鈕先鍾譯 

李昂納德{Roger Ashley 

Leonard}編 

麥田,城邦文化

出版 
2010 中文圖書 

58 CCL  594.707/8822  你不知道的台灣 : 國軍故事 管仁健著 文經 2011 中文圖書 

59 CCL  595.9/4756  未來兵器 土反本明作 張詠翔翻譯 楓書坊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60 CCL  595.9/4756 V.1 
軍事雜學大百科 part 1 : 完整介

紹個人裝備的演進與最新發展 
土反本明作 張詠翔譯 楓書坊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61 CCL  595.9/4756 V.2 

軍事雜學大百科 part 2 : 從希特

勒的超級特快車到人造衛星破壞

兵器 

土反本明 張詠翔譯 楓書坊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62 CCL  598.6/2712  詳解當今世界主力戰機 

保羅.伊登{Paul E. Eden},索

普.莫恩{Soph Noeng}主編; 

胡水清, 汪宏海, 孔鑫譯 

胡水清, 汪宏海, 孔鑫譯 

風格司藝術創

作坊 
2014 中文圖書 

63 CCL  598.61/7743  戰鬥機的祕密 關賢太郎著 盧宛瑜譯 晨星 2014 中文圖書 

64 CCL  628.62/1015  太平輪 : 亂世傳奇的真相 丁雯靜,陳郁婷著 八旗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65 CCL  712.84/6044 V.1 致命的武器 

克里斯.畢蕭{Chris Bishop}, 

亞當.華納{AdamWarner}著 

張德輝譯 

風格司藝術創

作坊 
2012 中文圖書 

66 CCL  712.84/6044 V.2 致命的武器 

克里斯.畢蕭{Chris Bishop}, 

亞當.華納{AdamWarner}著 

張德輝譯 

風格司藝術創

作坊 
2012 中文圖書 

67 CCL  731.3/4443  
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 : 政大

超人氣通識課「從漫畫看日本」 
蔡增家著 先覺 2015 中文圖書 

68 CCL  733.37/7422  
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 : 從古地

圖洞悉台灣地名的前世今生 
陸傳傑著 遠足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69 CCL  733.6/4476  
蔡阿嘎瘋環島 : 台灣 100個必打

卡之最 
蔡阿嘎著 今周刊 2015 中文圖書 

70 CCL  735.19/3422  慢玩 深遊 土耳其 洪繡巒著 皇冠 2014 中文圖書 

71 CCL  735.39/0853  重訪耶路撒冷 許書寧圖 ; 文 玉山社 2014 中文圖書 

72 CCL  735/5534  
認識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從古

代到今的紛爭 

諾亞.弗洛格{NoahFlug}, 馬

丁.薛伯樂{Martin Schauble}

著; 王瑜君, 王榮輝譯 

商周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73 CCL  738.79/4441  

新加坡小旅行 : 南洋美食 x人氣

景點 x 購物血拼 x 在地文化一本

通 

艾莉雅著 
電腦人,創意市

集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74 CCL  740.272/4444  
美麗與哀愁 : 第一次世界大戰

個人史 

彼得.英格朗{PeterEnglund}

著 ; 陳信宏譯 陳信宏譯 
衛城 2014 中文圖書 

75 CCL  741.719/4443  

倫敦地鐵自在遊 : 30 個風格車

站 X110 處美好風景,串出最美的

倫敦旅程 

蔡志良著 四塊玉文創 2015 中文圖書 

76 CCL  741.89/6051  
英國不典型印象 : 壘摳的英倫

留學 X 生活手帳 
壘摳著 創意市集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77 CCL  758.29/1121  秘魯.玻利維亞手繪旅行 張佩瑜圖.文 聯經 2015 中文圖書 

78 CCL  761.09/1144  帶這本書去埃及 張榜奎著 三民 2015 中文圖書 

79 CCL  764.4/1210  
測量野性的人 : 從叢林出發，用

一生見證文明與野蠻 

蒙特．瑞爾{Monte Reel}、

王惟芬譯 
臉譜 2015 中文圖書 

80 CCL  771.7619/2756  
巷弄裡的墨爾本 : 文創X市集X

咖啡館 
黎靜曄{Sky Li}著 有意思 2015 中文圖書 



81 CCL  783.3886/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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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82 CCL  785.28/0484  自由之心 

索羅門.諾薩普

{SolomonNorthup}著 ; 盧姿

麟譯 盧姿麟譯 

遠流 2014 中文圖書 

83 CCL  785.28/2710  美國狙擊手 

克里斯.凱爾{Chris Kyle},史

考特.麥克恩{ScottMcEwen},

吉米.迪弗利斯{Jim 

DeFelice}著; 高紫文譯 高

紫文 

高寶國際 2015 中文圖書 

84 CCL  802.2/0002-2  
漢字樹 4 : 與器物房舍相關的漢

字 . 4 
廖文豪著 遠流 2014 中文圖書 

85 CCL  812.7/2312  

超棒小說這樣寫 : 寫出結構完

整,劇情緊湊,讓人欲罷不能的超

完美小說! 

詹姆斯.傅瑞{James N. Frey}

著; 尹萍譯 尹萍譯 
雲夢千里文化 2013 中文圖書 

86 CCL  815.96/6088-13  晨讀 10 分鐘 : 親情故事集 
陳芳明等著 ; 廖玉蕙主

編 ; 徐銘宏繪 廖玉蕙主編 
天下雜誌 2014 中文圖書 

87 CCL  821.07/4667  
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 : 活著

是為了說故事 
楊照著 本事文化 2011 中文圖書 

88 CCL  855/0455  走在夢想的路上 謝哲青文字.攝影 遠見天下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89 CCL  855/1028-9  左心房漩渦 王鼎鈞著 爾雅 1991 中文圖書 

90 CCL  855/2700-9  
請問侯文詠 : 一場與內在對話

的旅程 
侯文詠著 皇冠 2015 中文圖書 

91 CCL  855/4105  

白色的力量 : 柯文哲 : 我改變

不了四季的變化,只能盡力讓其

盡善盡美 

柯文哲著 三采 2014 中文圖書 

92 CCL  855/4105  
白色的力量 2. 改變成真 : 柯文

哲的城市進化論 
柯文哲著 三采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93 CCL  855/4434  
寫給年輕 : 野百合父親寫給太

陽花女兒的 40 封信 
蔡淇華著 四也資本 2015 中文圖書 

94 CCL  856.9/4402  記憶版圖 林育德著 臉譜出版 2002 中文圖書 

95 CCL  857.46/2643  畫說水滸人物 吳桃源著 陳洪綬圖 聯經 2009 中文圖書 

96 CCL  857.49/2643  畫說紅樓人物 吳桃源文 改琦圖 聯經 2007 中文圖書 

97 CCL  857.7/1145-3 V.3 大唐李白 三 : 將進酒 張大春著 
新經典圖文傳

播 
2015 中文圖書 

98 CCL  861.57/1710-2  夏天.煙火.我的屍體 乙一著 ; 王華懋譯  獨步 2015 中文圖書 

99 CCL  861.57/2531  拜託了!數學先生 
向井湘吾著; 張鈞堯譯 張

鈞堯譯 
麥田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100 CCL  861.57/3700  幸福的餐桌 瀨尾麻衣子著; 劉姿君譯 
自由之丘文創,

遠足 
2015 中文圖書 

101 CCL  861.57/4023-9  植物圖鑑 有川浩著; 蘇文淑譯  臺灣國際角川 2011 中文圖書 



102 CCL  861.57/4254-13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村上春樹作 ; 賴明珠譯 時報文化, 2014 中文圖書 

103 CCL  861.57/4753-3  少女不畢業 朝井遼著; 連雪雅譯  貓頭鷹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104 CCL  861.57/5641-9  同級生 東野圭吾著 ; 王蘊潔譯  皇冠 2015 中文圖書 

105 CCL  861.57/9231  博士熱愛的算式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麥田出版 2011 中文圖書 

106 CCL  861.59/3431  算法少女 遠藤寬子作; 周若珍譯 小知堂 2009 中文圖書 

107 CCL  873.57/6024-2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 : 莫里亞提

的來信 

麥可.羅伯森

{MichaelRobertson}著 ; 卓

妙容譯 卓妙容譯 

臉譜出版 2012 中文圖書 

108 CCL  873.57/6024-3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 : 來自台灣

的委託 . 

麥可.羅伯森

{MichaelRobertson}著; 劉麗

真譯 劉麗真譯 

臉譜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109 CCL  874.57/1040 V.6 波西傑克森 : 希臘天神報告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

著; 王心瑩譯 王心瑩譯 
遠流 2015 中文圖書 

110 CCL  874.57/2112 V.11 夜之屋 11 : 嶄露 

菲莉絲.卡司特{P. C. Cast}, 

克麗絲婷.卡司特

{KristinCast}著; 郭寶蓮譯 

郭寶蓮譯 

大塊文化 2015 中文圖書 

111 CCL  874.57/2134-2  行李箱男孩 2 : 消失的塔瑪斯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ol},安奈特.婓瑞斯

{Agnete Friis}著; 鄭郁欣譯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112 CCL  874.57/2224-2  皇帝魂 : 布蘭登‧山德森精選集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段宗忱譯  

奇幻基地,城邦

文化出版 
2013 中文圖書 

113 CCL  874.57/2402 V.4 異星記 
休豪伊{Hugh Howey}著; 李

玉蘭譯 李玉蘭譯 

奇幻基地,城邦

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114 CCL  874.57/2440-2  尼爾的幸運旅程 
馬修.魁克{Matthew Quick}

著;謝靜雯譯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2014 中文圖書 

115 CCL  874.57/3704-2  這就是我來到這世界的理由 
莉莎.潔諾娃{Lisa Genova}

著; 李靜宜譯  
遠流 2015 中文圖書 

116 CCL  874.57/4425-2 V.1 異鄉人 2 : 琥珀蜻蜓 . 

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著; 林步昇, 徐嘉

妍譯 

大家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117 CCL  874.57/4425-2 V.2 異鄉人 2 : 琥珀蜻蜓 . 

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著; 林步昇譯, 徐

嘉妍譯 

大家出版 2015 中文圖書 

118 CCL  874.57/4426  愛因斯坦的夢 
艾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著; 童元方譯  
商周出版 2013 中文圖書 

119 CCL  875.57/4400 V.2 極限{中}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作; 闕旭玲譯  
野人 2015 中文圖書 

120 CCL  875.57/4400 V.3 極限{下} 
法蘭克.薛慶{Frank 

Schatzing}著; 闕旭玲譯  
野人 2014 中文圖書 

121 CCL  876.57/2354  蘇菲的日記 
Dora Musielak著; 洪萬生,洪

贊天,黃俊瑋合譯  
三民 2014 中文圖書 



122 CCL  910.38/4667  遊樂之心 : 打開耳朵聽音樂 楊照著 遠見天下 2014 中文圖書 

123 CCL  523.32/7500  
以愛翻轉生命的數學課{DVD} : 

陳立與 500 個家庭的教育奇蹟 
陳立著 先覺出版 2015 DVD 

124 CCL  758.29/1121  秘魯.玻利維亞手繪旅行{CD} 張佩瑜 聯經 2015 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