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1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庫基耶(Kenneth Cukier), 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德菲爾利科德(Francis de Véricourt)原著 ; 林俊宏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6.4 8445 2021  C00151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 有趣到不想睡 腦的應用

科學 :一本講透大腦結
構、解析腦力關鍵、助你
掌握AI時代的大腦活用術

茂木健一郎著 ; 林冠汾譯晨星 394.911 8479 2021  C00151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 能量、性、死亡 :粒線體
與我們的生命

尼克.連恩(Nick Lane)著 ; 林彥綸譯貓頭鷹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64.23 874 2020  C00151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 擁抱黑狗 :如何照顧憂鬱
症患者,同時不忘呵護自
己

馬修.約翰史東(Matthew Johnstone),安絲莉.約翰史東(Ainsley Johnstone)著 ; 祁怡瑋譯橡樹林文化出版  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415.985 8548 2021  C00151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 終結阿茲海默症 :第一個
實證可以預防、逆轉認知
退化的療程

戴爾.布萊迪森(Dale Bredesen)著 ; 李自軒, 郭邁偉(Maxwell Koenen)譯 ; 徐文俊審定遠流 415.9341 8588 2019  C00151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 終結憂鬱症 :憂鬱症治療
大突破

艾德華.布爾摩(Edward Bullmore)著 ; 高子梅譯如果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15.985 8534 2020  C00151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 我的憂鬱症 伊麗莎白.斯華多斯作 ; 李靜宜譯東美 415.985 8565 2019  C00151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 憂鬱症自救手冊 :如何治

療?怎樣照顧?你和家人的
自助指引

李.科爾曼(Lee H. Coleman)著 ; 董小冬譯日出 ; 大雁文化發行415.985 8738 2020  C00151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 這裡沒有英雄 :急診室醫
師的COVID-19一線戰記
= There are no heroes

here : emergency

doctors' frontline battles

against COVID-19

胖鳥著 聯經出版  聯合總經銷 ; 412.471 875 2021  C001516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 怪醫鳥博士骨髓移植漫畫
手記 :血液專科醫師推薦!

樂觀正面、堅定信念、改
變生命

Dr.bird詹皓凱著凱信企管顧問 ; 采舍國際總經銷415.654 8665 2021  C00151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 鄭凱倫醫師甲狀腺結節健
康大解密 :國內第一本甲
狀腺結節診治照護完全解
析Q＆A!

鄭凱倫著 原水文化,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662 8457 2021  C00151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 堅持 :泌尿科醫師破解攝
護腺保健迷思, 教你找回
青春活力!

莊豐賓, 王蘭芬著時報文化 415.87 8552 2021  C00151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 高效率癌症照顧心法 :張
鳳書陪伴爸爸走過治療路
心情佳、營養優、體能
好, 逐步展開癌後新人生

張鳳書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7.8 8754 2021  C00151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 有趣到睡不著 病理學 志賀貢監修 ; 魏俊崎譯晨星 415.1 8333 2021  C00151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 無框身體 :婦產科醫師寫

給妳的身體指南, 破除性
別限制與生育迷思, 陪妳
一起愛自己

烏烏醫師著高寶國際 ; 417 8554 2021  C00151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 Sunny營養師的168斷食
瘦身餐盤:6大類食物x95

道家常料理,不挨餓的超
強必瘦攻略

Sunny營養師(黃君聖)著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21[民110]411.94 8344 2021  C00151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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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7 搞懂內分泌 練成你的易
瘦體質 :不節食、不斷
醣、不生酮, 不吃藥、不
需要制式菜單, 打造這輩
子都胖不了的瘦身術!

蔡明劼著 高寶國際 ; 398.6 8456 2021  C00151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 從此不再壓力山大 :給忙
碌人士的紓壓撇步

蘇益賢著 時報文化 176.54 8833 2020  C00151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 智者生存 :醫療現場的行
為經濟學 : 為什麼醫生和
病患想的不一樣?

大竹文雄, 平井啓編著 ; 林巍翰譯大牌出版,遠足文化410.1655 8776 2021  C001515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20 臨床倫理學 Albert R. Jonsen, Mark Siegler, William J. Winslade原著 ; 辛幸珍等譯合記,美商麥格羅希爾 ; 合記總經銷410.1619 837 2021  C001515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21 醫病共享決策的新進展 于幸右[及其他79人]著 ; 楊榮森總編輯臺灣醫學會419.47 8554 2021  C001515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22 漫畫圖解身體檢查 :紐子

醫師帶你聽、看、觸診全
身

森皆ねじ子原著 ; 吳得進, 吳峯旭譯合記 412.51 8742 2021  C00151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3 最新人體解剖生理學 下正宗等編 ; 蔡岳熹譯合記 397 8342 2021  C00151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 病歷資訊管理學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范碧玉編著合記 419.26 8643 2021  C00151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5 重症醫學實證精要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編著合記 415 8665 2021  C0015151 中文實證 圖書館
26 急診室住院醫師手冊 堀進悟監修 ; 佐々木淳一編集 ; 張凱鈞譯合記 415.22026 8593 2021  C00151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7 醫師必讀的實務鐵則 :診

療要點與顛覆醫學迷思
Rober B. Taylor原著 ; 施子評譯合記 415 836 2021  C00151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8 悲傷關懷與療癒 :引導家
屬和醫護人員走出悲痛

広瀬寬子原著 ; 高逸樺譯合記 178.8 8222 2021  C001514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29 薩提爾的親子情緒課 :以
愛的對話, 陪孩子走過情
緒風暴

李儀婷著 天下文化 ; 528.2 8457 2020  C00151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30 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33個
修練 :你那愈來愈陌生的
孩子, 該怎麼溝通?

彭菊仙作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28.2 8647 2021  C00151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31 溝 :故事未了, 黃昏已來 鍾文音著 大田 ; 知己總經銷863.57 8663 2020  C00151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32 瑞士幸福式 :向最富有小
國學過精準美好生活 全
世界最宜居國度的160個
日常觀察

Ricky作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44.885 8545 2021  C00151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33 療癒次級創傷 :助人工作
者的自我療癒指南

楚蒂.吉伯特-艾略特(Trudy Gilbert-Eliot)著 ; 陳映廷, 陳怡君譯遠流 178.8 8465 2021  C00151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4 正念練習 :75則日常禪定
訓練

馬修.索科洛夫作 ; 黃春華譯楓書坊文化225.72 8373 2021  C00151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5 心理學家的面相術 :解讀
情緒的密碼

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著 ; 易之新譯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6.5 8858 2021  C00151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6 哈佛醫師的復原力練習書
:運用正念冥想走出壓
力、挫折及創傷, 穩定情
緒的實用指南

蓋兒.蓋茲勒(Gail Gazelle)著 ; 王念慈譯聯經 ; 聯合總經銷176.52 8546 2021  C00151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7 遇見自在優雅的自己 張德芬著 皇冠文化 192.1 8757 2021  C00151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8 社交恐懼症不孤單生存指
南

克萊兒.伊斯特姆(Claire Eastham)著 ; 黃佳瑜譯漫遊者文化192.3 8855 2021  C00151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 正念溝通力 :關係更親密
= Say what you feel.

吳錫昌, 凌憬峯作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177.1 8885 2021  C00151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0 堅強是你說了一輩子的謊 艾莉文 悅知文化, 精誠資訊191.9 886 2021  C00151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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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41 為什麼總是感到很受傷 :

五個精神分析的真實故
事, 帶你找到不斷逃跑的
自己

腦內探險隊著 ; 陳品芳譯大田 191.9 8647 2021  C00151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 撫慰人心的52個關鍵詞 大衛.懷特(David Whyte)著 ; 林力敏譯采實文化 177.2 865 2019  C00151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 當焦慮來臨時 :走出喪慟
的情緒, 踏上療癒之路

克萊兒.畢德威爾.史密斯(Claire Bidwell Smith)著 ; 盧相如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6.527 8845 2019  C00151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 情緒重建 :運用九種認知
技巧, 重新和情緒做好朋
友 = Emotion

reconstruction

曾旻著 橡實文化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176.52 838 2020  C00151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 决定你成功的不是情商,

而是逆商AQ :打造成功人
生的競爭智慧 =

Adversity Quotient

譚春虹編著德威國際文化 ; 吳氏總經銷177.2 8445 2019  C00151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 力挺自己的12個練習 :腦
科學x正向心理學, 改變大
腦負向思維 建立逆境挫
折都打不倒的內在力量

瑞克.韓森(Rick Hanson), 佛瑞斯特.韓森(Forrest Hanson)著 ; 朱靜女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2.1 857 2020  C00151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 在沒有你的星球, 學會呼
吸 :死亡、哀痛、癒合、
前進, 一個家庭的重生旅
程

傑森.格林(Jayson Greene)著 ; 黃佳瑜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176.5 847 2019  C00151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 劫後騎跡 :蔡正勝騎出自
在人生

蔡正勝作 大好文化企業 ; 大和總經銷783.3886 8448 2019  C00151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 痛苦可以分享嗎? :不以愛
與正義之名消費傷痛, 讓
創傷者與陪伴者真正互助
共好的痛苦社會學

嚴寄鎬作 ; 黃子玲譯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6.51 8846 2019  C00151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 從相遇到療癒 :自我關照
的藝術遇療

吳明富等作張老師文化418.986 8853 2019  C00151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 創傷照管 :照顧別人的你,

更要留意自己的傷
蘿拉.李普斯基(Laura van Dernoot Lipsky), 康妮.柏克(Connie Burk)著 ; 林宜汶譯究竟 ; 叩應經銷410.14 8435 2021  C00151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 非凡韌性 :釋放傷痛, 不再
偽裝, 從逆境中找到更強
大的自己

梅格.潔伊(Meg Jay)著 ; 林曉欽譯圓神 ; 叩應經銷178.4 828 2019  C00151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 兒童聽力學 :診斷.技術與
管理

Jane R. Madell等作 ; 張秀雯譯華騰文化發行  禾楓書局總經銷416.812 8767 2020  C0015123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54 電生理聽力學 =Auditory

Electrophysiology

楊義良,黃仲鋒,楊昭輝等作華騰文化 ; 禾楓書局416.812 8626 2020  C0015122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55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一甲子 黃思誠等執行主編臺灣婦產科醫學會410.933 8647 2021  C0015121 中文圖書 贈送

56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
合會成立紀實與展望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419.13 8576 2021  C0015120 中文圖書 贈送

57 走過迴旋型的人生 台灣
腫瘤科第一人 :陳博明

梁妃儀著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410.9933 8675 2021  C0015119 中文倫理 贈送

58 無私.超越.傳承 =Live &

forever : 亞洲肝臟移植定
潮者 換肝之父陳肇隆院
長生命的小故事

齊瓦哥作 左上角企劃顧問410.9933 8435 2021  C0015118 中文倫理 贈送

59 我們的文學夢 =Our

literary dreams

呂毓卿總編輯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078 8577 2021 v.9 C0015117 中文圖書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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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60 我們的文學夢 =Our

literary dreams

呂毓卿總編輯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078 8577 2020 v.8 C0015116 中文圖書 贈送

61 黏多醣症醫療照護手冊 林炫沛等作 ; 林翔宇主編馬偕兒童醫院415.59 8724 2021  c.1 C0015115 中文圖書 贈送
62 黏多醣症醫療照護手冊 林炫沛等作 ; 林翔宇主編馬偕兒童醫院415.59 8724 2021  C0015114 中文圖書 贈送
63 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健保

改革日記 2.0

李伯璋總編輯健保署 ; 新學林總經銷412.56 8465 2021  C0015113 中文倫理 贈送

64 醫療訴訟判解評析.II :醫
與法的交錯

吳全峰等合著 ; 林萍章, 吳志正主編元照 585.79 8866 2020  C001511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5 醫療侵權責任之過失判定 吳振吉著 元照 585.79 8874 2020  C001511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6 醫療與法律案例研究 牛惠之等合著 ; 李慶松, 方信元, 牛惠之主編元照 412.21 8736 2020  C001511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7 讓心裡的傷不倒帶 :一位

精神科醫師對創傷後壓力
症最溫柔懇切的臨床紀實
與最前線的療癒科學研究

謝莉.珍恩(Shaili Jain)著 ; 吳妍儀譯臉譜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8.8 864 2020  C00151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 人體免疫抗病醫學書 :打
破偽常識 啟動防疫自救
力

安保徹, 石原結實, 福田稔著作 ; 連程翔譯世茂 429 8399 2021  C00151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 一輩子不疼痛的關節 :關
節與軟骨再生醫學權威教
你膝蓋用到100歲

高湧坤著 ; 黃莞婷譯高寶國際出版416.618 8355 2021  C00151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 搶救髖.腿.腳.膝.踝 一生
健步好行!! :骨科醫師游
敬倫的運動+食物療法

游敬倫編著幸福綠光 ; 聯合總經銷416.6 8387 2021  C00151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 為自己而戰 :預防牙科醫
糾 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

鄧政雄著 商周出版 416.9 8574 2021  C001510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72 診療間裡的偽醫學 :5分鐘
破解醫學謊言, 有效避開
要命的隱形危機

肯恩.貝里(Ken D. Berry)著 ; 謝明珊譯柿子文化 415 845 2020  C00151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3 練習不焦慮 :96種讓心靈
新陳代謝的好方法

有川真由美著 ; 張玲玲譯遠流 192.1 8473 2021  C00151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4 想太多是會爆炸的 :臨床
心理師帶你打破過度思考
和焦慮的循環

關朵琳.史密斯(Gwendoline Smith)著 ; 黃意雯譯開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78.8 8845 2021  C00151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5 愛哭的人才不是膽小鬼 :

超過20萬粉絲追蹤的精神
科醫師開給你的不藥處
方!1秒掃除不安與煩惱的
高效解憂語錄

Tomy著 ; 連雪雅譯積木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7.2 8744 2021  C00151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6 高敏人的優勢練習課 :認
同自己的「敏感力」, 發
揮內在力量的天賦使用說
明

武田友紀著 ; 張婷婷譯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73.73 8357 2021  C00151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7 生命的最後一刻, 如何能
走得安然

瑪格麗特.萊斯(Margaret Rice)作 ; 朱耘, 陸蕙貽譯四塊玉文創197 885 2021  C001509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78 我們為何吃太多? :全新的
食慾科學與現代節食迷思

安德魯.詹金森(Andrew Jenkinson)著 ; 吳國慶譯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1.94 8667 2021  C00150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9 皮膚大解密 :揭開覆蓋體
表、連結外界和內心的橋
梁, 如何影響我們的社
交、思維與人生?

蒙蒂.萊曼(Monty Lyman)著 ; 洪慧芳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94.29 888 2021  C00150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第 4 頁，共 117 頁

資料統計:2017-2021年

20220210統計(羅)



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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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病毒完全圖鑑 :你必須知
道的101種病毒的構造、
流行史與驚人多樣性

瑪麗蓮.盧辛克(Marilyn J Roossinck)作 ; 鍾慧元翻譯大石國際文化 ; 大和總代理369.74 8545 2020  C00150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 麻醉之後 :揭開醫學中最
奧妙難解.無人能清醒述
說的感官與認知祕密

凱特.科爾-亞當斯(Kate Cole-Adams)著 ; 呂奕欣譯臉譜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6.5 8734 2020  C001509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2 我還沒準備說再見 : 突然
失去摯愛後,你可以這樣
療癒自己

布蕾克.諾爾(Brook Noel), 帕蜜拉.D.布萊爾(Pamela D. Blair)作 ; 馬勵中譯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176.52 833 2021  C001509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3 生命中遺憾的美好 :安寧
護理師的生命教育課 .2 :

珍惜有你陪伴

李春杏著 四塊玉文創419.825 8444 2021  C001509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4 和自己, 相愛不相礙 :好好
吃飯.好好睡覺.好好愛的
正念生活

郭葉珍作 三采文化 192.1 8486 2021  C00150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5 兒科好醫師最新營養功能
醫學 :預防、治療、照護:

兒童異位性皮膚炎、過
動、自閉、尿床、身材矮
小、體重過輕、糖尿病、
白血病

胡文龍著 幸福綠光 ; 聯合總經銷428 8463 2021  C00150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6 身心壓力多大,聽心跳頻
率就知道 :梁恆彰醫師四
招處理自律神經失調造成
的身心症狀

梁恆彰著 幸福綠光 ; 聯合發行總經銷176.54 8645 2021  C00150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7 老師沒教的40堂醫療必修
課 :40個真實法院判決 攸
關病人安全、避免醫療糾
紛

楊坤仁著 原水文化 585.79 8656 2021  C001508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8 棄業醫生的秘密日記 亞當.凱(Adam Kay)著 ; 吳宗璘譯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 楨德總經銷784.18 85 2021  C001508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9 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 :有

效對抗焦慮、健忘、失
眠、提升記憶力與性慾,

哈佛醫生親身實證的最強
食物。

烏瑪.納多(Uma Naidoo)著 ; 謝慈譯大是文化 411.3 855 2021  C00150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0 情緒自癒 :七種常遇心理
傷害與急救對策

蓋.溫奇(Guy Winch)著 ; 祁怡瑋譯橡實文化出版178.8 835 2021  C00150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1 立下界限 :卸除生命中不
必要的內疚感, 找回平靜,

成為溫柔且堅定的自己

蘇絢慧著 天下雜誌 ; 177.2 8863 2021  C00150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2 我每天吃十四顆藥, 依舊
相信會得到幸福

劉力穎作 時報文化 863.55 8763 2021  C00150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3 慢養功能肌力 :釐清你一
直誤用的養身常識，用最
正確的醫學、營養、運動
科學，擊退肌少，強筋骨
，少痠痛，慢老有活力

劉燦宏等著天下雜誌 416.64 8762 2021  C00150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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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94 365日中醫歲時養生曆 :

彭溫雅醫師的順時調理祕
笈 : 150道療癒料理+140

處抒壓穴位+60種居家運
動, 從祛濕、排毒到抗病,

循序累積健康底氣的四季
溫養時令日誌

彭溫雅著 常常生活文創413.21 8634 2021  C00150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5 改變人生的冥想習慣 :每
天3分鐘練習, 找回自癒
力, 看見強大的變化

加藤史子作 ; 蔡麗蓉譯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1.15 8448 2021  C00150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 從此不打呼 :耳鼻喉科醫
師親傳, 免開刀、免呼吸
器自療秘笈大公開

曾鴻鉦著 如何出版 ; 叩應經銷415.472 8326 2021  C00150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 撕下標籤成就最好的自己
:當你不再侷限於自己或
社會的設定, 就能收穫所
有的可能

丹尼爾.古德曼(Daniel Goodman)著 ; 許可欣, 黃馨葳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7.2 8458 2021  C00150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 純素時代來臨 :國際蔬食
營養權威, 教你成為自己
的營養師, 打造天然自癒
力

布蘭達.戴維斯(Brenda Davis), 薇珊托.梅麗娜(Vesanto Melina)作 ; 謝宜暉譯漫遊者文化411.371 8365 2021  C00150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 夜行大腦 :從失眠、夢遊
到睡眠中躁動、暴食、性
交......, 神經科醫生與睡
眠障礙的決鬥傳奇, 揭開
你不知道的睡眠祕密

蓋伊.萊施茨納(Guy Leschziner)作 ; 郭庭瑄譯臉譜, 城邦文化415.9983 8848 2021  C001507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0 圖解運動員必知的人體解
剖學 :理解人體結構, 讓訓
練效果最大化

大山卞圭悟著 ; 童小芳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394 8762 2021  C00150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 愈成熟, 愈天真 :與自己的
內在小孩重逢

吳若權作 悅知文化, 精誠資訊177.2 8854 2021  C00150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 過度努力 :每個「過度」,

都是傷的證明
周慕姿作 寶瓶文化出版  大和總經銷192.1 8643 2021  C00150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 或許, 我就這樣一個人走
了 :在時光靜止的孤獨死
模型屋裡, 一位遺物整理
師重現「死亡終將造訪」
的生命場景

小島美羽作 ; 陳柏瑤譯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97 8476 2021  C00150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 我讀「空氣」但不盲從 :

不受情緒影響, 拒絕「人
際空汙」的思考練習

鴻上尚史著 ; 陳美瑛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77.3 8255 2021  C00150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 情緒平復練習 :認知行為
治療實作指南,10個幫助
你應對焦慮、憂鬱、憤
怒、恐慌及擔憂等情緒問
題的簡易策略

賽斯.吉爾罕(Seth J. Gillihan)著 ; 卓文琳譯晨星 178.8 8434 2021  C00150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 想當醫師嗎?需要的資訊
英國專家教你怎麼做

Adrian Blundell, Richard Harrison, Benjamin W. Turney原著 ; 李力行譯合記 419.1 8543 2019  C001507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7 善終守護師 柴田久美子著 ; 洪金珠譯正好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19.825 8859 2019  C001506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8 突破醫療溝通困境 :醫護

人員必修的一堂課
Robert Buckman原著 ; 何宗憲, 王晴瑩, 吳舜文譯合記 419.47 8558 2020  C001506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9 安寧日常 語愛時光 :六全
伴行 馬偕安寧病房22堂
關鍵照護課題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總策劃 ; 方俊凱總審訂博思智庫 ; 聯合總代理419.825 8466 2019  C001506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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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 :臺
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
照顧現場

吳品瑜著 時報文化 419.825 8855 2019  C001506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1 休克 :我的重生之旅, 以及
病醫關係的省思

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著 ; 廖月娟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47 8784 2019  C001506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2 行至生命盡頭 :對於死亡
與瀕死之坦誠、直接與慈
悲的思索

莎莉.蒂思戴爾(Sallie Tisdale)著 ; 吳湘湄譯晨星 ; 知己總經銷419.825 8643 2019  C001506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3 慈悲善終 :社工師的臨床
陪伴日誌

林怡嘉等作博思智庫 ; 聯合總代理419.825 8734 2019  C001506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4 親愛的人生 :關於醫療、
老年及照護的思辨

凱倫.希區考克(Karen Hitchcock)著 ; 劉思潔譯游擊文化出版 ; 前衛, 草根總經銷544.85 8754 2021  C001506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5 好活與安老 :從病人自主
權到安寧緩和, 「全人善
終」完全指南。 = A

beginner's guide to

master reflection on

lifetime journey :

Chinese blessing of

living and ageing well

蔡宏斌著 發光體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9.825 8422 2020  C001506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6 競合力點亮醫療 :北醫醫
療體系的變革之路

黃筱珮等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419.333 8395 2020  C00150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 超圖解免疫學 :認識身體
防禦機制與提升保護力

松本健治監修 ; 徐瑜芳譯臺灣東販 ; 369.85 8457 2020  C00150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 實現想回家的心願 藤田愛作 ; 陳湘媮譯太雅 419.825 8459 2020  C001505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9 樂活一生 :有尊嚴又快樂

的活一輩子
魏怡嘉等著時報文化 419.825 8534 2020  C00150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 醫病關係Q&A 李兆環作 新學林 419.47022 8457 2020  C001505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21 伴, 安寧緩和護理札記 汪慧玲等作 ; 吳翔逸主編博思智庫 ; 聯合總代理419.82507 8333 2020  C001505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22 重病的美國 :大疫情時代

的關鍵4堂課,我們如何反
思醫療、人權與自由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著 ; 廖珮杏譯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9.5 8835 2020  C00150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 不辭職也沒關係 :如何兼
顧照護與工作的指南書

飯野三紀子著 ; 張瑜庭譯五南 419.71 8964 2021  C00150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 與苦難同行 =這些年病人
教會我的事

郭漢崇著 遠足文化(發光體文化)419.47 8464 2021  C001505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25 我們只是暫時還沒死 :有
些人先走一步，其他人基
本上只是隨後而來 從安
寧療護到緩和醫療，我們
一直在追尋更好的「死亡
之道」！

許禮安著 海鴿文化 ; 創智文化419.825 8433 2021  C001505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26 療癒環境 :身心靈的健康
照護環境設計

Barbara J. Huelat, Thomas Wan著 ; 林妍如, 陳金淵譯五南 419.2 8573 2019  C00150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7 醫院經營管理 =Hospital

management

黃崇哲作 滄海 419.2 8344 2020  C00150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8 健康照護財務管理 :原
理、實務與案例分析

尤宜安編著華杏 419.22 8333 2020  C00150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9 急診人文2.0 :含經營管理
與教育訓練

胡勝川著 金名圖書 419.29 8487 2020  C001504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0 醫療平衡計分卡
=Healthcare balanced

scorecard

陳進堂, 陳佳琪, 傅鍾仁著五南 419.2 8795 2020  C00150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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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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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世界醫療制度 =World

health systems

孫曉明著 時報文化 419.2 8365 2020  C00150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2 圖解醫療行銷3.0 藍新堯作 五南圖書 419.2 8545 2021  C00150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3 最致命的敵人 :人類與殺

手級傳染病的戰爭
麥可.歐斯特宏(Michael T. Osterholm), 馬克.歐雪克(Mark Olshaker)著 ; 潘震澤譯春山出版 ; 時報文化總經銷412.471 8755 2021  C00150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 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蘇怡寧作 水靈文創 ; 聯合總經銷429.1207 8834 2019  C00150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 不完美的我, 照顧生病的

你 :在生與死共存的加護
病房裡, 告訴自己「不要
被打倒, 也不要麻木」

李蓏昀著 ; 曾晏詩譯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9.652 8485 2021  C001504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6 受傷的醫者 :心理學家帶
你看見白袍底下的情感掙
扎與人性脆弱

卡洛琳.艾爾頓(Caroline Elton)著 ; 林麗雪譯木馬文化 410.7 8833 2021  C00150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 新冠漫談 :見證疫情的勇
士們 =The story of

Taiwan

田輝皇, 牛志瑋著五南圖書 412.471 8566 2020  C001503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8 照顧別人 是一門不可能
完美的藝術 :一個全職照
護者的生命故事, 為照護
之路帶來撫慰與希望

潘妮.溫瑟爾(Penny Wincer)著 ; 麥慧芬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9.71 8363 2021  C00150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 護理的100種可能 :白色
巨塔外的風和日麗

林怡芳總策劃 ; Daniel等著博思智庫 419.652 8737 2021  C001503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40 護理的100種可能 :白色
巨塔內的角落生物

林怡芳總策劃 ; 王秋雯等著博思智庫 419.652 8737 2021  C001503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41 醫療品管圈 :從理念到實
務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編著臺中榮民總醫院 ; 合記發行419.2 8466 2019  C00150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 迎向零醫院 :永齡 X lab共
創新醫療

司晏芳等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2 8457 2019  C001503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43 全方位健康大預言 :精準
檢醫, 找到一生健康密碼

林文玲總編輯早安健康 ; 聯合總經銷412.5 8763 2019  C00150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 醫療現場的5S活用圖典 :

打造零失誤、零事故、零
人為疏失的安全醫療環境

高原昭男編著 ; 王淑華譯中衛發展中心419.2 8335 2020  C00150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 Deep Medicine :無情AI.

有情醫療
Eric Topol著 ; 黃鈺閔,王心薇,涂瑋瑛,李偉誠譯旗標 419.2 853 2020  C00150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 從AI到智慧醫療 蔣榮先著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9.2 8467 2020  C00150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 唐鳳 :我所看待的自由與

未來
丘美珍, 鄭仲嵐著親子天下 ; 大和圖書總經銷783.3886 8666 2020  C0015029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48 雜訊 :人類判斷的缺陷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 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 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 廖月娟, 周宜芳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1 8658 2021  C0015028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49 偽科學檢驗站 :從食安、

病毒到保健食品, 頂尖醫
學期刊評審的50個有問必
答

林慶順著 一心文化 ; 大和總經銷429 8765 2021  C0015027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50 灰階思考 謝孟恭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63.52 8243 2021  C0015026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51 正常人 莎莉.魯尼(Sally Rooney)著 ; 李靜宜譯時報文化 873.57 865 2020  C0015025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52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

解.2019年
李家誠, 馬聖翔, 林可瀚, 陳瑞嬪編著合記圖書 415.216022 8462 2020  c.1C0015024 中文圖書 放射診斷科

153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
解.2019年

李家誠, 馬聖翔, 林可瀚, 陳瑞嬪編著合記圖書 415.216022 8462 2020  C0015023 中文圖書 放射診斷科

154 基礎核子醫學物理與儀器
學

Rachel A.Powsner, Matthew R. Palmer, Edward R. Powsner原著 ; 王素貞等譯合記 415.216 8753 2021  C0015022 中文圖書 核子醫學科

155 做自己的營養師 :2021最
新版食物代換圖鑑

黃翠華, 黃書宜作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025 8356 2021  C0015021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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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56 未來健康 :腳會說話 蔡淑鳳, 胡齊望著衛生福利部413.92 8779 2021  C0015020 中文圖書 贈送
157 病歷統計年報(高雄院

區),2006- =Statistical

report of medical record

20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編者 410.28 8347 2020  C0015019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58 癌症診療照護年報 高雄長庚腫瘤委員會編高雄長庚癌症中心417.8028 8347 2017  C0015018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59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2021

年PGY結業紀念冊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長庚醫療財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957.5 8347 2021  C0015017 中文圖書 贈送

160 阿公笑一下 有我照顧你 :

第一本帶領國小學齡兒童
認識失智症照護的中文繪
本

陳乃菁文 ; 周怡蓁圖長庚醫療財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415.9341 8765 2021  c.1 C0015016 中文圖書 贈送

161 阿公笑一下 有我照顧你 :

第一本帶領國小學齡兒童
認識失智症照護的中文繪
本

陳乃菁文 ; 周怡蓁圖長庚醫療財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415.9341 8765 2021  C0015015 中文圖書 贈送

162 阿嬤親一下 :給小學生的
失智照護陪伴繪本

陳乃菁文 ; 康宗仰圖長庚醫療財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415.9341 8765 2021  c.1 C0015014 中文圖書 贈送

163 阿嬤親一下 :給小學生的
失智照護陪伴繪本

陳乃菁文 ; 康宗仰圖長庚醫療財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415.9341 8765 2021  C0015013 中文圖書 贈送

164 AI快思 你慢想 :許惠恒院
長給決策者的6張處方箋

許惠恒著 聯合報系 ; 聯經總經銷419.2 8433 2021  C0015012 中文倫理 贈送

165 質譜分析實驗指南 (日)衫浦悠毅, (日)末松誠編 ; 蒲小平, 王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 新華書店經銷341 8525 2017  C0015011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66 質譜分析技術原理與應用 臺灣質譜學會編著科學出版社341 8445 2020  C0015010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67 脂質組學 :脂質的綜合質
譜分析

(美)Xianlin Han著 ; 王永華, 許龍, 藍東明主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399 8537 2021  C0015009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68 大武山下 龍應台作 時報文化 863.57 8326 2020  C00150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69 數位影像處理 Alasdair McAndrew原著 ; 陳乃塘編譯高立 312.837 8353 1010  C00150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0 軟體架構原理 :工程方法 Mark Richards, Neal Ford著 ; 陳建宏譯碁峰資訊 312.2 8444 2021  C00150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1 深層強化式學習 Alexander Zai, Brandon Brown著 ; 黃駿譯旗標 312.83 858 2021  C00150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2 長安十二時辰 馬伯庸著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857.7 8364 2018 v.2 C00150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3 長安十二時辰 馬伯庸著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857.7 8364 2018 v.1 C00150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4 此生, 你我皆短暫燦爛 王鷗行作 ; 何穎怡譯時報文化 874.57 8437 2021  C00150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5 沒有垃圾的公寓生活 :小
空間的零廢棄習作

尚潔, 楊翰選作一心文化 ; 大和總經銷445.97 852 2021  C00150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6 該怎麼成就你的人生 洪蘭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191.9 828 2020  C00150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7 你所說的都將成為呈堂證
供

條子鴿著 寶瓶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863.57 8945 2020  C00149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78 讓大象動起來 :以學思達
啟動差異化教學和自主學
習, 成就每一個孩子

劉繼文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521.4 8776 2021  C00149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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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非暴力溝通 :愛的語言 馬歇爾.盧森堡(Marshall B. Rosenberg)著 ; 蕭寶森譯光啟文化 177.1 8576 2021  C00149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0 記得你是誰 :哈佛的最後
一堂課

戴西.魏德蔓(Daisy Wademan)著 ; 譚家瑜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7.2 8558 2020  C00149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1 身體的立體結構網絡 林兩傳著 晨星發行 ; 知己總經銷413.42 8775 2020  C00149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2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 陳信宏譯先覺 ; 叩應經銷198.57 8753 2021  C00149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3 重構 :改善既有程式的設
計

Martin Fowler作 ; 賴屹民譯碁峰資訊 312.2 836 2021  C00149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4 領域驅動設計 :軟體核心
複雜度的解決方法

Eric Evans著 ; 趙俐, 盛海艷, 劉霞譯博碩文化 312.2 8845 2020  C00149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5 Python非同步設計 :使用
Asyncio : 理解Python同
步設計特性

Caleb Hattingh著 ; 林信良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55 2020  C00149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6 Kubernetes :建置與執行
: 潛向基礎設施的未來

Brendan Burns, Joe Beda, Kelsey Hightower著 ; 林毅民, 謝智浩譯碁峰資訊 312.54 8523 2020  C00149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7 Python機器學習超進化
:AI影像辨識跨界應用實
戰 = Machine learning

evolution with Python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碁峰資訊 312.32P97 8644 2021  C00149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8 GAN對抗式生成網路 Jakub Langr, Vladimir Bok著 ; 哈雷譯旗標 312.831 884 2021  C00149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89 依賴注入 :原理.實作與設
計模式

Steven van Deursen, Mark Seemann作 ; 錢亞宏譯博碩文化 312.2 857 2020  C00149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0 精通機器學習 :使用
Scikit-Learn, Keras與
TensorFlow

Aurélien Géron著 ; 賴屹民譯碁峰資訊 312.831 857 2020  C00149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1 Deep learning深度學習
必讀 :Keras大神帶你用
Python實作

François Chollet作 ; 葉欣睿譯旗標 312.32P97 864 2020  C00149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2 Python機器學習錦囊妙計
:涵蓋預處理到深度學習
的實務處方

Chris Albon著 ; 陳健文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57 2020  C00149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3 Python資料分析 :用
PANDAS、NUMPY和
IPYTHON做資料分析

Wes McKinney著 ; 張靜雯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365 2020  C00149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4 東京大學資料科學家養成
全書 :使用Python動手學
習資料分析

塚本邦尊, 山田典一, 大澤文孝著 ; 莊永裕翻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12.74 8747 2020  C00149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5 優雅的SciPy :Python科
學研究的美學

Juan Nunez-Iglesias, Stéfan van der Walt, Harriet Dashnow著 ; 張靜雯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844 2018  C00149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6 資訊架構學 :網站、App

與資訊空間
Louis Rosenfeld, Peter Morville, Jorge Arango著 ; 蔡明哲, 陳書儀譯碁峰資訊 312.1653 8576 2021  C00149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7 21世紀C語言 Ben Klemens著 ; 莊弘祥譯碁峰資訊 312.32C 8534 2019  C00149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8 像程式設計師這樣思考 :

鍛鍊程式設計思維 培養
解決問題的創造力

V. Anton Spraul著 ; H&C譯碁峰資訊 312.2 8535 2020  C00149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99 6堂課學會英文速讀 周昱翔著 聯經 ; 聯合總經銷805.18 8653 2019  C00149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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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走過愛的蠻荒 :撕掉羞恥
印記, 與溫柔同行的偏鄉
教師

文國士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654 2020  C00149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1 情緒跟你以為的不一樣 :

科學證據揭露喜怒哀樂如
何生成

麗莎.費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著 ; 李明芝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6.52 8555 2020  C00149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2 ROLAND 我, 和我以外
的。

ROLAND作 ; 郭子菱譯臺灣角川 783.18 8448 2020  C00149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3 九歌一○八年散文選
=Collected essays 2019

凌性傑主編九歌 863.55 8639 2020  C00149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4 野蠻生長 :學會放任自己,

擺脫被困住的人生
褚士瑩著 大田 ; 知己總經銷177.2 8342 2020  C00149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5 圖解Linux核心工作原理 :

透過實作與圖解學習OS

與硬體的基礎知識

武內覺作 ; 楊季方譯碁峰資訊 312.54 8347 2020  C00149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6 架構模式 :使用Python :

進行測試驅動開發、領域
驅動設計及製作事件驅動
微服務

Harry Percival, Bob Gregory著 ; 賴屹民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346 2020  C00149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7 無瑕的程式碼 :整潔的軟
體設計與架構篇

Robert C. Martin作 ; 林欣穎譯博碩文化 312.2 835 2021  C00149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8 精通Python :運用簡單的
套件進行現代運算

Bill Lubanovic著 ; 賴屹民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553 2021  C00149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09 Python x Network一拍即
合 :自動化、程式化和
DevOps的一站式解決方
案

Eric Chou(周君逸)著.譯博碩文化 312.32P97 8649 2020  C00149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0 經典電腦科學問題解析 :

使用Python

David Kopec作 ; 賴榮樞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775 2020  C00149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1 寫給大家的統計學 :秒懂
機率與統計 你也可以是
人生勝利組

Will Kurt著 ; 王君儒譯碁峰資訊 510 845 2020  C00149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2 邁向Linux工程師之路
:Superuser一定要懂的技
術與運用

Brian Ward著 ; 薑南, 袁志鵬譯博碩文化 312.954 865 2019  C00149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3 有腦設計 :運用腦科學打
造好產品

John Whalen著 ; 張雅芳譯碁峰資訊 496.1 837 2019  C00149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4 物性飲食 :非吃不可與少
吃為妙的全食物養生法
搞懂食物的個性和偏性,

家常飲食也能勝過珍稀大
補

紫林齋主著時報文化 413.98 8474 2020 v.2 C00149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5 物性飲食 :非吃不可與少
吃為妙的全食物養生法
搞懂食物的個性和偏性,

家常飲食也能勝過珍稀大
補

紫林齋主著時報文化 413.98 8474 2020 v.1 C00149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216 有機化學 John McMurry著 ; 王正隆等譯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 高立總經銷346 8387 2020  C0014960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17 後真相時代 :當真相被操

弄、利用, 我們該如何看?

如何聽?如何思考?

海特.麥當納(Hector Macdonald)著 ; 林麗雪, 葉織茵譯三采文化 161 8355 2018  C0014959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18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 康情編著高點文化 415.12022 8773 2020 v.5 C0014958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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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19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 康情編著高點文化 415.12022 8773 2020 v.4 C0014957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20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 康情編著高點文化 415.12022 8773 2020 v.2 C0014956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21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 康情編著高點文化 415.12022 8773 2020 v.1 C0014955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22 馬偕紀念醫院外科百年史

=100 years history of

surgery at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梁妃儀, 董光義, 劉滄柏著董光義, 劉滄柏419.333 8675 2020  C0014954 中文倫理 贈送

223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第
十二屆 :援筆集

韓學宏主編長庚大學通識中心830.86 8834 2020  C0014953 中文圖書 贈送

224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第十六屆

孫梓評,謝麗笙編輯林榮三基金會830.86 8764 2021  C0014952 中文圖書 贈送

225 未知生焉知死 :敘事醫學
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編著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410.3 8443 2020  C0014951 中文倫理 贈送

226 台灣血液學的鼻祖抗癌化
學治療之父 :劉禎輝

梁妃儀作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410.9933 8675 2021  C0014950 中文倫理 贈送

227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速
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宏典文化 411.3022 8334 2020 v.2 c,2C0014949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8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速
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宏典文化 411.3022 8334 2020 v.1 c.2C0014948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9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速
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宏典文化 411.3022 8334 2020 v.2 c.1C0014947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30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速
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宏典文化 411.3022 8334 2020 v.1 c.1C0014946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31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速
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宏典文化 411.3022 8334 2020 v.2 C0014945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32 營養師專業科目六合一速
成焦點+歷屆題庫

黃賢齊編著宏典文化 411.3022 8334 2020 v.1 C0014944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33 遇見音樂自療 :用旋律寫
出生命新樂章

林威宇作 靛藍 ; 三友總代理418.986 8734 2020  C00149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34 看懂靈魂契約的74個人生
解答 :以原型卡解讀生命
藍圖, 洞悉物質世界與內
心情緒, 療癒人際、自我
的掙扎 = Archetype

cards

陳盈君著 左西心創藝 ; 高寶總經銷 ; 178.8 8764 2020  C00149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35 夜間7~11心靈食堂 :向精
神科醫師輕鬆傾訴, 療癒
內心的千瘡百孔

片上徹也著 ; 羊主恩譯幸福綠光 ; 聯合總經銷 ; 415.95 8659 2020  C00149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36 探索人格潛能 看見更真
實的自己 :哈佛最受歡迎
的心理學教授教你提升健
康.幸福.成就的關鍵

布萊恩.李托(Brian R. Little)著 ; 蔡孟璇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3.75 8447 2020  C00149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37 平靜的心 專注的大腦 :禪
修鍛鍊, 如何改變身、
心、大腦的科學與哲學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理查.戴維森(Richard J. Davidson)著 ; 雷叔雲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6.54 838 2019  C00149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38 正念減壓的訓練 :風行全
球, 哈佛醫學院、
Google、麥肯錫、蘋果
都在用 = Training in

mindfulness and stress

reduction

陳德中著 方智 ; 叩應經銷192.1 8756 2020  C00149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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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39 正念減壓自學全書 :臺灣
首位美國麻大正念中心認
證導師 華人正念減壓中
心創始人不藏私解惑書

胡君梅著 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76.54 8443 2018  C00149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0 自我療癒正念書 :如詩般
優美又真實深刻的內在自
療旅程

薩奇.聖多瑞里(Saki Santorelli)著 ; 胡君梅譯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 ; 176.54 8455 2020  C00149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1 遇見完形的我 :用覺察、
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

解鎖人生難題

曹中瑋著 究竟 ; 叩應經銷178.4 8465 2020  C00149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2 你, 很好 :接受過去的你,

喜歡現在的自己
艾爾文著 方智 ; 叩應經銷191.9 8836 2020  C00149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3 那個病人, 我人生的醫生 艾倫.狄維瑟(Ellen de Visser)著 ; 黃怡雪譯圓神 ; 叩應經銷419.47 8966 2020  C00149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4 內疚清理練習 :寫給經常
苛責自己的你 = see

yourself with friendly

eyes

伊麗絲.桑德(Ilse Sand)著 ; 黃怡雪譯究竟 ; 叩應經銷177.2 875 2020  C00149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5 尋找復原力 :人生不會照
著你的規劃前進, 勇敢走
進內心, 每次挫敗都是讓
你轉變的契機

留佩萱著 遠流 177.2 8675 2020  C00149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6 大腦修復術 :一本書教你
如何應對憂鬱.焦慮.強迫
症.拖延.社交恐懼.注意力
不集中等精神困擾, 幫助
你平衡生活壓力.提升工
作表現 = Brain repair

姚乃琳著 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2.1 8567 2020  C00149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7 修復情緒的100個創作練
習 :把壓力.焦慮.惶恐.不
安轉交給藝術, 卸下傷痛,

撫慰身心

莉亞.古茲曼(Leah Guzman)著 ; 洪慈敏譯奇点 ; 遠足文化發行418.986 8448 2020  C00149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8 情緒治療 :走出創傷,

BEST療癒法的諮商實作
周志建著 方智出版  叩應經銷 ; 178.8 8637 2020  C00149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49 豐盛 =Abundance 楊定一作 天下生活 ; 大和圖書總經銷192.1 8662 2021  C00149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50 臣服的力量 :收回錯用的
抵抗, 擺脫依賴、執著、
太努力的不安, 享受生命
流動的圓滿

茱迪斯.歐洛芙(Judith Orloff)著 ; 顧淑馨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 ; 191.9 8738 2020  C00149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51 面具下的哪個我更受歡迎
:公開我、盲目我、隱藏
我、未知我, 每個人都有
四個我。哪個我才能讓我
有自信、不焦慮、過得快
樂?

林紫著 任性 176.527 874 2020  C00149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52 療癒孤寂 :30堂課學會接
住自己, 建立內在安全感,

成為能與他人連結的完整
自我

蘇絢慧著 天下雜誌出版  大和總經銷 ; 176.52 8863 2020  C00149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53 高雄長庚醫院COVID-19

防疫動起來專刊
李建德等編輯小組高雄長庚紀念醫院410.1619 8475 2021  C0014923 中文倫理 贈送

254 聽覺輔具 Harvey Dillon作 ; 劉殿楨等譯華騰文化 ; 禾楓總經銷416.812 897 2019  C0014922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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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55 肩關節攣縮的評估與運動
治療.臨床篇

赤羽根良和執筆 ; 王美芬譯楓葉社文化418.934 8347 2020  C0014921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256 肩關節攣縮的評估與運動
治療

赤羽根良和執筆 ; 鍾佳錦, 吳蘊真, 笹岡敦子譯楓葉社文化418.934 8347 2020  C0014920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257 視覺與大腦 :瞭解兒童腦
性視障

阿曼達.霍.路克(Amanda Hall Lueck), 戈登.N.道頓(Gordon N. Dutton)編著 ;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譯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416.773 855 2018  C0014919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258 關節鬆動術與矯治術 :以
實證為導向

Robert C. Manske等作 ; 張曉昀等譯禾楓書局 418.931 8855 2020  C0014918 中文實證 職能治療科

259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20  c.2 C0014917 中文倫理 贈送

260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20  c.1 C0014916 中文倫理 贈送

261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20  C0014915 中文倫理 贈送

262 藥理學 :全方位護理應考e

寶典.2020

黃安正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8.1 8334 2020  c.2 C001491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3 藥理學 :全方位護理應考e

寶典.2020

黃安正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8.1 8334 2020  c.1 C001491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4 藥理學 :全方位護理應考e

寶典.2020

黃安正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8.1 8334 2020  C001491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5 病理學 :全方位護理應考e

寶典.2020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新文京開發415.1 8945 2020  c.2 C001491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6 病理學 :全方位護理應考e

寶典.2020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新文京開發415.1 8945 2020  c.1 C001491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7 病理學 :全方位護理應考e

寶典.2020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新文京開發415.1 8945 2020  C001490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8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全方
位護理應考e寶典.2020

賴志河等編著新文京開發369 8334 2020  c.2 C001490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69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全方
位護理應考e寶典.2020

賴志河等編著新文京開發369 8334 2020  c.1 C001490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0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全方
位護理應考e寶典.2020

賴志河等編著新文京開發369 8334 2020  C001490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1 護理行政 :全方位護理應
考e寶典.2020

林素戎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5 8733 2020  c.2 C001490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2 護理行政 :全方位護理應
考e寶典.2020

林素戎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5 8733 2020  c.1 C001490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3 護理行政 :全方位護理應
考e寶典.2020

林素戎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5 8733 2020  C001490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4 社區衛生護理學 :全方位
護理應考e寶典.2020

陳美滿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6 8766 2020  c.2 C001490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5 社區衛生護理學 :全方位
護理應考e寶典.2020

陳美滿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6 8766 2020  c.1 C001490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6 社區衛生護理學 :全方位
護理應考e寶典.2020

陳美滿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6 8766 2020  C001490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7 解剖生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新文京開發397 8428 2020  c.2 C001489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8 解剖生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新文京開發397 8428 2020  c.1 C001489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79 解剖生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新文京開發397 8428 2020  C001489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0 精神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
理應考e寶典.2020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5 8529 2020  c.2 C001489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1 精神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
理應考e寶典.2020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5 8529 2020  c.1 C001489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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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精神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
理應考e寶典.2020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5 8529 2020  C001489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3 產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357 2020  c.2 C001489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4 產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357 2020  c.1 C001489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5 產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357 2020  C001489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6 兒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羅高文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4 8536 2020  c.2 C001489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7 兒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羅高文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4 8536 2020  c.1 C001488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8 兒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羅高文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4 8536 2020  C001488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89 基本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737 2020  c.2 C001488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0 基本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737 2020  c.1 C001488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1 基本護理學 :全方位護理
應考e寶典.2020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737 2020  C001488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2 內外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
理應考e寶典.2020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 8462 2020  c.2 C001488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3 內外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
理應考e寶典.2020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 8462 2020  c.1 C001488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4 內外科護理學 :全方位護
理應考e寶典.2020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 8462 2020  C001488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5 專科護理師國考分類題庫
:通論與共同題

蔡銔編 金名圖書 419.6022 847 2019  c.2 C001488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6 專科護理師國考分類題庫
:通論與共同題

蔡銔編 金名圖書 419.6022 847 2019  c.1 C001488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7 專科護理師國考分類題庫
:通論與共同題

蔡銔編 金名圖書 419.6022 847 2019  C001487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8 專科護理師口試應考策略
:OSCE技能模擬試題 =

Nurse practitioner OSCE

examination strategies

張瑩如, 李歡芳 , 侯佳伶, 陳貞如, 楊事梅, 黃慧珍, 陳玉雪, 張哲肇, 陳姿君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華杏 419.8 8635 2020  c.2 C001487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99 專科護理師口試應考策略
:OSCE技能模擬試題 =

Nurse practitioner OSCE

examination strategies

張瑩如, 李歡芳 , 侯佳伶, 陳貞如, 楊事梅, 黃慧珍, 陳玉雪, 張哲肇, 陳姿君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華杏 419.8 8635 2020  c.1 C001487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0 專科護理師口試應考策略
:OSCE技能模擬試題 =

Nurse practitioner OSCE

examination strategies

張瑩如, 李歡芳 , 侯佳伶, 陳貞如, 楊事梅, 黃慧珍, 陳玉雪, 張哲肇, 陳姿君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華杏 419.8 8635 2020  C001487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1 身體檢查與健康評估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health assessment

顧潔修等編著華杏 412.51 8228 2019  c.2 C001487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2 身體檢查與健康評估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health assessment

顧潔修等編著華杏 412.51 8228 2019  c.1 C001487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第 15 頁，共 117 頁

資料統計:2017-2021年

20220210統計(羅)



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303 身體檢查與健康評估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health assessment

顧潔修等編著華杏 412.51 8228 2019  C001487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4 護理個案管理導論 :理論
與實務 = Nursing case

management : essential

concepts and practice

劉玟宜等作華杏 419.7 8773 2017  c.2 C001487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5 護理個案管理導論 :理論
與實務 = Nursing case

management : essential

concepts and practice

劉玟宜等作華杏 419.7 8773 2017  c.1 C001487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6 護理個案管理導論 :理論
與實務 = Nursing case

management : essential

concepts and practice

劉玟宜等作華杏 419.7 8773 2017  C001487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7 護理行政之理論與實務
=Nursing administr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

詹碧端等著華杏 419.65 8644 2017  c.2 C001486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8 護理行政之理論與實務
=Nursing administr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

詹碧端等著華杏 419.65 8644 2017  c.1 C001486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09 護理行政之理論與實務
=Nursing administr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

詹碧端等著華杏 419.65 8644 2017  C001486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0 護理行政與管理
=Nursing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盧美秀著 五南 419.65 8566 2017  c.2 C001486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1 護理行政與管理
=Nursing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盧美秀著 五南 419.65 8566 2017  c.1 C001486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2 護理行政與管理
=Nursing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盧美秀著 五南 419.65 8566 2017  C001486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3 實戰急重症醫學指引 :以
臨床實例為前導

張家昇, 顏至慶, 陳欽明主編金名 415.22 8766 2019  c.2 C001486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4 實戰急重症醫學指引 :以
臨床實例為前導

張家昇, 顏至慶, 陳欽明主編金名 415.22 8766 2019  c.1 C001486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5 實戰急重症醫學指引 :以
臨床實例為前導

張家昇, 顏至慶, 陳欽明主編金名 415.22 8766 2019  C001486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16 護病關係 :從心理動力學
角度談實務應用

Louise de Raeve, Mic Rafferty, Mary Paget原著 ; 林怡礽譯合記圖書 419.47 8733 2020  c.2 C0014860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17 護病關係 :從心理動力學
角度談實務應用

Louise de Raeve, Mic Rafferty, Mary Paget原著 ; 林怡礽譯合記圖書 419.47 8733 2020  c.1 C0014859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18 護病關係 :從心理動力學
角度談實務應用

Louise de Raeve, Mic Rafferty, Mary Paget原著 ; 林怡礽譯合記圖書 419.47 8733 2020  C0014858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19 實用婦科護理 =Practical

gynecologic nursing

馮容莊等作華杏 419.83 8235 2019  c.2 C001485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0 實用婦科護理 =Practical

gynecologic nursing

馮容莊等作華杏 419.83 8235 2019  c.1 C001485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1 實用婦科護理 =Practical

gynecologic nursing

馮容莊等作華杏 419.83 8235 2019  C001485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2 產科護理學 周雨樺等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635 2020  c.2 C001485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3 產科護理學 周雨樺等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635 2020  c.1 C001485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4 產科護理學 周雨樺等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635 2020  C001485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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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永大 419.82 8444 2020 v.2 c.2 C001485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6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永大 419.82 8444 2020 v.2 c.1 C001485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7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永大 419.82 8444 2020 v.2 C001484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8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永大 419.82 8444 2020 v.1 c.2 C001484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29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永大 419.82 8444 2020 v.1 c.1 C001484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0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永大 419.82 8444 2020 v.1 C001484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1 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李和惠等編著華杏 419.82 8463 2020 v.2 c.2 C001484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2 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李和惠等編著華杏 419.82 8463 2020 v.2 c.1 C001484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3 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李和惠等編著華杏 419.82 8463 2020 v.2 C001484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4 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李和惠等編著華杏 419.82 8463 2020 v.1 c.2 C001484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5 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李和惠等編著華杏 419.82 8463 2020 v.1 c.1 C001484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6 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李和惠等編著華杏 419.82 8463 2020 v.1 C001484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7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
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458 2018 v.2 c.2 C001483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8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
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458 2018 v.2 c.1 C001483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39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
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458 2018 v.2 C001483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0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
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458 2018 v.1 c.2 C001483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1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
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458 2018 v.1 c.1 C001483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2 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
技術

曹麗英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458 2018 v.1 C001483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3 精神科護理概論 :基本概
念及臨床應用 =

Psychiatric nursing :

concept and practice

蕭淑貞, 劉嘉逸等作華杏 419.85 8664 2020  c.2 C001483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4 精神科護理概論 :基本概
念及臨床應用 =

Psychiatric nursing :

concept and practice

蕭淑貞, 劉嘉逸等作華杏 419.85 8664 2020  c.1 C001483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5 精神科護理概論 :基本概
念及臨床應用 =

Psychiatric nursing :

concept and practice

蕭淑貞, 劉嘉逸等作華杏 419.85 8664 2020  C001483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6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Psychiatric nursing

黃宣宜等編著永大書局 419.85 8333 2020  c.2 C001483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7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Psychiatric nursing

黃宣宜等編著永大書局 419.85 8333 2020  c.1 C001482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8 最新精神科護理學
=Psychiatric nursing

黃宣宜等編著永大書局 419.85 8333 2020  C001482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49 感染管制與傳染病防治
=Infection control &

epidemic desease

preention

馮明珠主編 ; 蔡宏津, 馮明珠, 李禎祥,盧柏樑編著華杏 412.4 8257 2020  c.2 C001482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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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感染管制與傳染病防治
=Infection control &

epidemic desease

preention

馮明珠主編 ; 蔡宏津, 馮明珠, 李禎祥,盧柏樑編著華杏 412.4 8257 2020  c.1 C001482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51 感染管制與傳染病防治
=Infection control &

epidemic desease

preention

馮明珠主編 ; 蔡宏津, 馮明珠, 李禎祥,盧柏樑編著華杏 412.4 8257 2020  C001482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52 護理倫理學 :倫理原則的
應用與實務操作

Steven D. Edwards著 ; 張秀禎譯合記 419.61619 8956 2019  c.2C0014824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53 護理倫理學 :倫理原則的
應用與實務操作

Steven D. Edwards著 ; 張秀禎譯合記 419.61619 8956 2019  c.1C0014823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54 護理倫理學 :倫理原則的
應用與實務操作

Steven D. Edwards著 ; 張秀禎譯合記 419.61619 8956 2019  C0014822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55 護理倫理學 =Nursing

ethics

李小璐編著永大 419.61619 8444 2019  c.2C0014821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56 護理倫理學 =Nursing

ethics

李小璐編著永大 419.61619 8444 2019  c.1C0014820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57 護理倫理學 =Nursing

ethics

李小璐編著永大 419.61619 8444 2019  C0014819 中文倫理 護理部

358 急性心血管疾病之護理
=Nursing care of acute

cardiovasculardiseases

葉美玲, 陳興夏, 陳靜修著五南圖書 419.8235 8863 2018  c.2 C001481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59 急性心血管疾病之護理
=Nursing care of acute

cardiovasculardiseases

葉美玲, 陳興夏, 陳靜修著五南圖書 419.8235 8863 2018  c.1 C001481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0 急性心血管疾病之護理
=Nursing care of acute

cardiovasculardiseases

葉美玲, 陳興夏, 陳靜修著五南圖書 419.8235 8863 2018  C001481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1 臨床營養學 :醫療營養治
療

章樂綺等著華杏 411.3 8497 2020  c.2 C001481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2 臨床營養學 :醫療營養治
療

章樂綺等著華杏 411.3 8497 2020  c.1 C001481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3 臨床營養學 :醫療營養治
療

章樂綺等著華杏 411.3 8497 2020  C001481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4 兒科護理學 =Pediatric

nursing

蔣立琦等作永大書局 419.84 8435 2020  c.2 C001481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5 兒科護理學 =Pediatric

nursing

蔣立琦等作永大書局 419.84 8435 2020  c.1 C001481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6 兒科護理學 =Pediatric

nursing

蔣立琦等作永大書局 419.84 8435 2020  C001481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7 心理學 :護理上之應用 孫智辰等編著華杏 177 8367 2020  c.2 C001480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8 心理學 :護理上之應用 孫智辰等編著華杏 177 8367 2020  c.1 C001480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69 心理學 :護理上之應用 孫智辰等編著華杏 177 8367 2020  C001480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0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

=Pediatric nursing

吳淑芳等合著華格那企業419.84026 8867 2019  c.2C001480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1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
=Pediatric nursing

吳淑芳等合著華格那企業419.84026 8867 2019  c.1C001480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2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
=Pediatric nursing

吳淑芳等合著華格那企業419.84026 8867 2019  C001480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3 兒童發展心理學 劉金花主編五南圖書 173.1 8766 2019  c.2 C001480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4 兒童發展心理學 劉金花主編五南圖書 173.1 8766 2019  c.1 C001480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5 兒童發展心理學 劉金花主編五南圖書 173.1 8766 2019  C001480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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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情緒與行為問題 :兒童與
青少年所面臨與呈現的挑
戰

施顯烇著 五南圖書 176.5 8443 2020  C001480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7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
床應用 =The teaching

and application of

nursing reports

林明珍編著華杏 419.63 8756 2019  c.2 C001479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8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
床應用 =The teaching

and application of

nursing reports

林明珍編著華杏 419.63 8756 2019  c.1 C001479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79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
床應用 =The teaching

and application of

nursing reports

林明珍編著華杏 419.63 8756 2019  C001479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80 解決問題QC12手法 鍾朝嵩著 和昌 494.56 8645 2016  c.2 C001479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81 解決問題QC12手法 鍾朝嵩著 和昌 494.56 8645 2016  c.1 C001479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82 解決問題QC12手法 鍾朝嵩著 和昌 494.56 8645 2016  C001479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383 病歷統計年報(高雄院

區),2006- =Statistical

report of medical record

20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編者 410.28 8347 2018  C0014793 中文參考書 贈送

384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
解.2017年

王姵云, 黃郁庭, 郭家瑜編著合記圖書發行  合記書局總經銷418.93022 8473 2020  C0014792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385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
解.2018年

王姵云, 李建慈, 林昱瑄編著合記圖書發行  合記書局總經銷418.93022 8473 2020  C0014791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386 高級肌筋膜技術 Til Luchau原著 ; 林俊良等譯合記 418.9314 856 2020 v.2 C0014790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387 高級肌筋膜技術 Til Luchau原著 ; 林俊良等譯合記 418.9314 856 2020 v.1 C0014789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388 我離開之後 :一個母親給

女兒的人生指南, 以及那
些來不及說的愛與牽掛。

蘇西.霍普金斯(Suzy Hopkins)著 ; 哈莉.貝特曼(Hallie Bateman)繪 ; 吳愉萱譯三采文化 176.52 8436 2019  C00147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89 還有心跳怎會死? :重症醫
師揭開死前N種徵兆

黃軒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9.825 835 2019  C001478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390 最後瞬間的美好 :17年安
寧療護工作, 真實見證47

則平靜安詳的告別故事

珍妮特.威爾(Janet Wehr)著 ; 謝凱蒂譯時報文化 419.825 8256 2017  C001478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391 把自己變成光 :走過「死
亡」, 「生」便有了意義,

台灣第一位日方認證送行
者不得不說的生命故事

許伊妃作 時報文化 489.66 8487 2020  C00147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2 用生理時鐘 養出好健康 :

生醫權威的8712作息法
則, 助你有效減重.日日好
眠.精神飽滿

薩欽.潘達(Satchin Panda)著 ; 何玉方譯商業周刊出版發行  聯合發行總經銷411.1 837 2020  C00147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3 獨處七日 :找回被剝奪的
心靈資源, 全新思考.理解
自己.靠近他人

麥克.哈里斯(Michael Harris)著 ; 朱明曄譯日出 ; 大雁文化發行176.52 8555 2020  C00147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4 我們為什麼還沒有死掉? :

史上最有趣的免疫系統科
學漫談 : 原來, 你能活著
還真是奇蹟!

伊丹.班-巴拉克(Idan Ben-Barak)著 ; 傅賀譯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69.85 8454 2020  C00147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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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395 重返生死線 :葉克膜現場
的30堂修練

曹乃文著 天下生活 ; 大和圖書總經銷416.3 8466 2020  C00147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6 有刺の情緒 斬.斷.離 :絕
交13種情緒暴力, 讓嫉妒
開酸.吃味嘲諷.帶刺怒嗆
不再傷己傷人, 找回你的
自信與強大內在能力

午堂登紀雄著 ; 林美琪譯方言文化 176.521 8754 2020  C00147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7 歡迎光臨解憂咖啡店 :大
人系口味.三分鐘就讓您
感到幸福的真實故事

西澤泰生著 ; 洪玉珊譯橡樹林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861.6 8443 2020  C00147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8 100種高效能工作方法 顧嘉著 萬里機構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發行494.4 824 2020  C00147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399 100種高效溝通方法 王利利, 京師心智編著萬里機構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發行192.32 8477 2020  C00147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00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 :20

個負面情緒管理法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著萬里機構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發行176.52 8643 2020  C00147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01 老到可以死 :對生命, 你是
要順其自然, 還是控制到
死?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 ; 葉品岑譯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5.9511 8875 2020  C00147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02 談病說痛 :在受苦經驗中
看見療癒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 ; 卓惠譯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0.14 8536 2020  C001477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3 隨時放得下的功課 :心靈
病房的18堂終極學分 =

Let go of obsessions

張明志著 時報文化 191.9 8753 2020  C001477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4 照護的靈魂 :哈佛醫師寫
給失智妻子的情書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 ; 王聰霖譯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0.15 8536 2020  C001477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5 良醫才敢揭發的醫療真相
:拒絕無效檢查, 遏止過度
醫療, 拿回病主權的66個
良心建議

和田秀樹著 ; 胡慧文譯時報文化 410.7 8656 2020  C001477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6 精疲力竭的一天 :雖然想
死, 但卻成為醫生的我.2

南宮仁著 ; 梁如幸譯時報文化 415.22 8536 2020 v.2 C001477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7 雖然想死, 但卻成為醫生
的我 :徘徊在生死邊界的
急診故事

南宮仁作 ; 梁幸如譯時報文化 415.22 8536 2020 v.1 C001476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8 手起刀落 外科醫療史 :神
之手與屠夫的完美結合,

外科史上最具意義的28檯
刀

阿諾德.范德拉爾(Arnold van de Laar)著 ; 謝慈譯大是文化 410.9 8654 2020  C001476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09 說壞消息的藝術 :在醫療
裡, 找回彼此信賴的溝通
方式

雅利德.席胡利(Jalid Sehouli)著 ; 王榮輝譯時報文化 419.47 8447 2020  C001476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10 花樣女醫白袍叢林生存記
: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L-

O-V-E

劉宗瑀(小劉醫師)著時報文化 863.57 8723 2020  C001476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11 在靠北與崩潰之後繼續戰
鬥! :小劉醫師給爸媽的解
憂書

劉宗瑀(小劉醫師)著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528.207 8723 2020  C00147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12 白衣天使的天堂路 :護理
師咩姐、牛皮的醫院修
(崩)煉(潰)日誌

牛皮文 ; 咩姐圖太雅出版  知己總經銷419.652 877 2020  C001476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13 只是哭沒有用 :人生無法
隨心所欲, 但對抗疾病隨
我高興

尹智會圖文 ; 陳品芳譯大田 ; 知己圖書總經銷417.8 8666 2020  C00147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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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提升免疫力! :打造抗炎抗
癌好體質 讓身體能量循
環更順暢

奧村康監修 ; 黃筱涵譯台灣東販發行  聯合發行總經銷411.1 8936 2020  C00147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15 癌症醫師的真心話 中山祐次郎著 ; 王淳蕙, 鍾雅茜譯蘋果屋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7.8 8663 2020  C001476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16 吃出超級免疫力 :抵抗病

毒.流感.癌症侵襲, 後疫情
時代的不生病指南

喬爾.傅爾曼(Joel Fuhrman)著 ; 蔣馨儀譯高寶國際 418.91 8538 2020  C00147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17 我微笑, 但不一定快樂 :微
笑下隱藏的其實是不安!

一個微笑憂鬱患者寫給自
己的和解之書

高愛倫著 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5.985 8397 2020  C00147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18 遠離慢性疲勞!消除疲累
大百科 :睡眠.飲食.習慣.

工作.壓力, 讓你整天不累
的70個妙招

工藤孝文著 ; 李惠芬譯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411.1 8444 2020  C00147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19 二奶的攻防 :妳問我答, 戰
勝乳癌

鄭翠芬, 蘇怡羚, 小珊著釀出版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6.2352 8457 2020  C00147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0 女性必知的乳房保健知識
:美乳.豐胸.疾病預防完全
手冊

北村珠希著 ; 瞿中蓮譯養沛文化館 ; 易可數位行銷經銷416.235 8637 2020  C00147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1 增肌減脂雞胸肉完全料理
事典 :大口吃肉也能瘦!涼
拌.煎炒.燒烤.燉煮到製成
肉排.丸子, 獨享或帶便當
都難不倒的雞胸肉全食譜

李良知著 ; 曾子珉譯高寶國際 427.221 8466 2020  C00147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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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邊緣人著四塊玉文創  418.03 8865 2020  C001475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23 我需要你的愛。這是真的
嗎? :「一念之轉」創始人
寫給你的痛苦解脫書

拜倫.凱蒂(Byron Katie), 麥可.卡茨(Michael Katz)著 ; 陳曦譯方智 ; 叩應經銷177.2 856 2020  C00147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4 5個好習慣 活出樂齡人生
:權威醫師傳授, 活到老也
能自理生活 不依賴照護
的健康習慣!

菅原道仁著 ; 王薇婷譯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1 8536 2019  C00147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5 養背, 明年更年輕 :脊骨神
經專家設計的人體正確移
動手冊, 讓你耐久站.久坐,

走跑跳撿搬, 怎麼動都不
腰傷背痛

克里斯.克洛利(Chris Crowley), 傑洛米.詹姆士(Jeremy James)著 ; 吳宜蓁譯大是文化 416.616 8557 2020  C00147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6 筋膜放鬆修復全書 :10大
部位X25個修復動作, 專
業筋膜治療師教你徒手舒
緩緊繃, 有效釋放疼痛

阿曼達.奧斯華(Amanda Oswald)著 ; 王念慈譯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8.9314 8956 2020  C00147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7 心念自癒力 :突破中醫.西
醫的心療法

許瑞云, 鄭先安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418.98 8453 2020  C00147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28 必要的創傷 =Necessary

trauma

楊定一作 天下生活 ; 大和圖書總經銷192.1 8662 2020  C00147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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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質感說話課 :言語的溫柔
力量, 是送給自己和他人
最美的禮物 = Quality

speaking skills

潘月琪著 遠流 192.32 8363 2020  C00147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0 權威醫療團隊寫給妳的懷
孕生產書

林坤沂等作台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9.12 8754 2020  C00147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1 最高學習法 :12個改變你
如何思考.學習與記憶的
核心關鍵

傑里德.庫尼.霍維斯(Jared Cooney Horvath)著 ; 陳錦慧譯大田 ; 知己圖書總經銷521.4 8465 2020  C00147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2 快速瘦肚!間歇性斷食減
醣全書 :減醣權威醫師實
證, 一週瘦3公斤, 速減內
臟脂肪.擊退糖尿病!

江部康二著 ; 李惠芬譯三采文化 411.94 8346 2020  C00147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3 雖然想死, 但還是想吃辣
炒年糕.2 :陪伴「輕鬱
症」的你, 與不完美的自
己溫柔和解[與精神科醫
師的14週療癒對話]

白洗嬉著 ; 尹嘉玄譯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5.985 8646 2020 v.2 C00147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4 簡報女王的故事力 :矽谷
最有說服力的不敗簡報聖
經

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著 ; 毛佩琦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494.6 8435 2020  C00147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5 Excel自學聖經 :從完整入
門到職場活用的技巧與實
例大全 = Excel all-in-one

bible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碁峰資訊 ; 312.49E9 8644 2020  C00147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6 精準回饋 :提升團隊績效,

改善溝通的超能力
譚拉.錢德勒(M. Tamra Chandler), 蘿拉.道林.葛利希(Laura Dowling Grealish)著 ; 周怡伶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494.2 8556 2020  C00147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7 234瘦身飲食法 :美女營
養師實證!減肥不減健康,

55道好油低醣家常菜, 肉
品海鮮.飯麵鍋物都能吃,

1年激瘦23公斤!

宋侑璇著 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7.1 8667 2020  C00147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8 我愛, 我強大 :我和你, 再
一次愛上了我們, 筋肉媽
媽從筋膜到心靈的修復課
= Love strong

筋肉媽媽著三采文化 544.382 8845 2020  C00147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39 讀心師DaiGo的身心平衡
健康法

DaiGo作 ; 陳美瑛譯台灣角川 411.1 8767 2020  C00147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0 安靜力 :每天10分鐘, 揮
別躁動與空虛, 重新遇見
美好的自己

坎吉育.塔尼耶(Kankyo Tannier)著 ; 聶雲梅, 周昭均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92.1 8455 2020  C00147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1 以為長大就會好了 :幸運
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 不
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金惠男, 朴鐘錫著 ; 有隻兔子繪 ; 何汲譯大田 ; 知己圖書總經銷415.985 8637 2020  C00147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2 以為時間久了, 我就會沒
事

催光鉉著 ; 胡椒筒譯大樹林 ; 知遠文化總經銷178.8 8665 2020  C00147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3 你實在太累了, 不是不會
當媽媽

陳彥琪著 寶瓶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544.141 8753 2020  C00147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4 爸媽不用忍的正向教養 :

改掉頂嘴.動作慢.依賴.行
為退化.缺乏成就動機......

的免爆氣親子對話範本

駱郁芬著 任性 428.8 8457 2020  C00147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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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用同理心解鎖孩子的情緒
:帶你看見孩子的內在需
求, 讓教養不再卡關

何翩翩著 如何 ; 叩應經銷428.8 8733 2020  C00147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6 癌後營養學 :抑制癌細胞.

防範轉移.提升化療期體
力, 水腫.腹瀉.便祕.胃口
差.化療貧血......該怎麼食
療?

孫麗紅編著大是文化 417.8 8356 2019  C00147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7 健康 活下去 :長壽.睡眠.

飲食.醫療的身體革命
林慶旺著 時報文化 410.7 8765 2020  C00147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8 東大醫學博士親身經歷傳
授88招防癌顧腸術

藤田紘一郎著 ; 李惠芬譯柏樂 ; 易可數位行銷發行417.8 8455 2019  C00147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49 破解癌症 :癌症是「症」
不是「病」 : 黃鼎殷醫師
的身心靈整合療法

黃鼎殷著 新自然主義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7.8 8369 2019  C00147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0 每天清除癌細胞 :防癌食
物營養大揭祕, 22種關鍵
營養素解析.65種特效食
材大全.9種常見癌症預防
食療 營養師教你輕鬆預
防癌症

王海玲著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417.8 8423 2019  C00147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1 遠離癌症的生活習慣法 :

權威醫師傳授5大防癌對
策, 一起逆轉罹癌時代

津金昌一郎著 ; 鄭光祐譯橙實文化出版發行  聯合發行經銷417.8 8465 2019  C00147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2 不罹癌的生活 :抗癌權威
教你無癌過一生

羅倫佐.科恩, 艾莉森.潔弗利絲著 ; 林靜華譯平安文化 417.8 874 2019  C00147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3 日日減醣超市料理攻略 :

減醣食材這樣買!跟著圈
媽做減醣料理, 吃著吃著
就瘦了!

張晴琳(圈媽)著采實文化 427.1 8757 2020  C00147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4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從菜
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

任韶堂(Dan Jurafsky)著 ; 游卉庭譯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38.78 8635 2020  C00147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5 專注力協定 :史丹佛教授
教你消除逃避心理, 自然
而然變專注。

尼爾.艾歐(Nir Eyal), 李茱莉(Julie Li)著 ; 陳映竹譯時報文化 176.32 887 2020  C00147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6 四騎士主宰的未來 :解析
地表最強四巨頭
Amazon.Apple.Facebook

.Google的兆演算法, 你不
可不知道的生存策略與關
鍵能力

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著 ; 許恬寧譯天下雜誌 ; 大和圖書總經銷484.6 8433 2018  C00147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7 10分鐘完成每件工作 :讓
你優秀的不是努力, 而是
方法

森川亮著 ; 邱香凝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01 8774 2019  C00147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8 體脂狂降20％ 減醣外食
快瘦攻略 :營養師Ricky的
10大選食指南+39組居家
健身+15分鐘料理

Ricky著 三采文化 411.94 8764 2020  C00147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59 營養師杯蓋的500大卡一
定瘦便當 :針對減脂&減
醣&增肌研發菜單, 自由
搭配每餐菜色, 正常吃不
會餓

蕭瑋霖著 朱雀文化 427.1 8657 2020  C00147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第 23 頁，共 117 頁

資料統計:2017-2021年

20220210統計(羅)



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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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460 你是誰, 比你做什麼更重
要 :英國管理大師韓第寫
給你的21封信

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著 ; 齊若蘭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191.9 858 2020  C00147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1 怦然心動的工作整理魔法
:風靡全球的整理女王X組
織心理學家, 首度跨國跨
界合作

近藤麻理惠, 史考特.索南辛(Scott Sonenshein)著 ; 謝佩妏譯方智 ; 叩應經銷494.4 8946 2020  C00147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2 高敏感是種天賦 :不在乎
的你, 很受傷的我 14堂走
出委屈的心理練習.3

伊麗絲.桑德(Ilse Sand)著 ; 蘇凱恩譯三采文化 173.73 875 2020 v.3 C00147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3 高敏感是種天賦 :與眾不
同的內在力量.2,實踐篇

伊麗絲.桑德(Ilse Sand)著 ; 林怡君, 蘇凱恩譯三采文化 173.73 875 2018 v.2 C00147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4 逆轉疾病的科學食療聖經 李維麟(William Li)著 ; 陳莉淋譯采實文化 418.91 8464 2019  C00147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5 下班後1小時的極速學習
攻略 :職場進修達人不辭
職,靠「偷時間」高效學
語言、修課程,10年考取
10張證照

李泂宰(이형재)著 ; 林侑毅譯采實文化 ; 494.01 8434 2020  C00147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6 倒著走的人生 鋼鐵爸(阮橋本)著幸福綠光 ; 聯合發行總經銷192.1 8544 2020  C00147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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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白著 遠流 497.5 856 2020  C00147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8 當中醫遇上瑜伽 :以瑜伽
體位對應十二經絡 從四
時節氣調養到強化全身肌
群的對症養生書

何雨涵, 何穎盈著常常生活文創 ; 大和圖書總經銷411.15 8734 2020  C00147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69 泌尿婦科診治照護全書 :

頻尿 夜尿 膀胱炎 尿失禁
解尿困難 解尿疼痛健康
指南

謝卿宏著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8 8272 2020  C00147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0 功能醫學5+1 劉博仁不藏
私的養生祕密 :跟著做, 身
心靈免疫力全面升級 50

歲仍有30的青春活力

劉博仁著 天下生活 ; 大和圖書總經銷415.2 8736 2020  C00147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1 問道中醫 :名醫李時珍第
十六代嫡傳胡塗醫 貫通
古今中西的80堂醫道課 =

The celestial secrets of

real TCM

胡塗醫(Kevin Hu)著三采文化 413 8434 2020  C00147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2 滑溜食療的慢老奇蹟 :增
強免疫x遠離三高x預防失
智 一天吃一份, 讓你從根
本變年輕

渡邊泰雄, 石毛敦著 ; S.S.譯麥浩斯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1.3 8693 2020  C00147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3 真正的快樂處方 :瑞典國
民書!腦科學實證的健康
生活提案

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著 ; 張雪瑩譯究竟 ; 叩應經銷528.9014 857 2020  C00147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4 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 :在
童年創傷中求生到茁壯的
恢復指南

彼得.沃克(Pete Walker)著 ; 陳思含譯柿子文化 178.8 865 2020  C00147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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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475 做自己的運動營養師 :掌
握增肌減脂營養關鍵x主
廚特製運動餐 吃好吃飽
才能瘦, 打造理想體態不
求人 = Sports nutrition

張詣(Eason), 好食課營養師團隊合著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1.3 873 2020  C00147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6 我是醫師 我得癌症 :第一
本12位醫師.公衛專家的
抗癌聖經

韋麗文等採訪撰稿聯合報 417.8 8556 2020  C001470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77 發炎世代 :為人體的心靈.

免疫.疾病找到和諧與療
癒之道

黃智群, 張芸瑄著遠足文化 415.9511 8365 2020  C00146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8 當癌症來敲門 =When

cancer knock on the

door

曹朝榮著 張老師文化417.8 8446 2020  C00146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79 他的癌細胞消失了 :1~99

歲都適合, 讓你告別癌細
胞、不生病的82道全食物
料理

陳月卿著 時報文化 411.3 8767 2019  C00146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0 專科醫生教的21個癌症知
識 :從癌症中復原的導引
書

佐藤典宏著 ; 洪勻苹譯柏樂 ; 易可數位行銷發行417.8 8644 2019  C00146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1 戰疫 :鐵人部長陳時中與
台灣抗疫英雄們

黃光芹著 時報文化 410.9933 8366 2020  C001469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82 醫師的內心世界 :情緒如
何影響行醫

丹妮爾.歐芙莉(Danielle Ofri)著 ; 李穎琦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47 8786 2020  C001469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83 病人説了什麽, 醫師聽到
什麽? :如何讓診間出現有
意義又清楚易懂的病醫對
話

丹妮爾.歐芙莉(Danielle Ofri)著 ; 李穎琦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47 8786 2020  C001469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84 跟著柴鼠學FQ 做自己的
提款機 :為投資理財打好
基本功, 讓你不靠勞力, 增
加被動收入, 快速Fire

柴鼠兄弟著.繪采實文化 563 8876 2020  C00146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5 不被工作綁住的防彈理財
計畫 :告別傳統職場的多
型態退休, 讓你經濟獨立,

擁有理想生活的選擇權

湯雅.海斯特(Tanja Hester)著 ; 張家綺譯采實文化 544.83 8255 2019  C00146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6 賺錢 更賺自由的FIRE理
財族 :低薪.負債.零存款.

打工族......也能達到財務
自由, 享受人生

史考特.瑞肯斯(Scott Rieckens)著 ; 葉婉智譯采實文化 563 8555 2020  C00146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7 OODA :面對突發狀況40

秒迅速做出決策!

入江仁之著 ; 張嘉芬譯商周 ; 聯合發行經銷494 8936 2020  C00146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8 但願你因工作而閃亮 :

「獵頭的日常」給你的求
職真心提醒, 盤點自身技
能, 放大個人優勢, 擁抱那
些令你不安的變化!

林沂萱著 遠流 542.77 8745 2018  C00146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89 影癒心事 :他的電影, 你的
愛情, 心理師陪你走過關
係四部曲

黃柏威著 時報文化 177.2 8343 2020  C00146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0 人性越界 犯罪心理解剖
書 =Criminal psychology

陳建安著 ; 姜惟清繪和平國際文化 ;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548.52 8773 2020  C00146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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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坐月子這樣吃才補身 林禹宏編著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 聯合發行經銷429.13 8752 2020  C00146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2 共學.共好 :夏嘉璐的親師

協力教養主張
夏嘉璐, 黃于瑄作四塊玉文創 ; 大和書報總經銷528.2 8744 2020  C00146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3 青春微素養 :36個通往更
理想自己的基本功

蔡淇華作 親子天下 ; 大和圖書總經銷192.1 8426 2020  C00146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4 羅寶鴻的安定教養學 :蒙
特梭利.薩提爾.阿德勒, 看
懂孩子內在需求, 培養正
向、自信, 穩定好性格

羅寶鴻作 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428.8 8522 2020  C00146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5 我也不想一直當好人 :把
痛苦.走偏的關係, 勇敢退
貨, 只留下對的人!

朴民根著 ; 袁育媗, 黃莞婷譯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177.3 8357 2020  C00146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6 1人健身 :破除90%錯誤觀
念的最強自主訓練手冊

庵野拓將著 ; 林以庭譯一起來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411.71 8464 2020  C00146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7 人生煩惱相談室 :不要讓
煩惱解決煩惱!停止擔憂.

走出困境.豁然開朗的28

個暖心建議

楠戶太臣著 ; 胡慧文譯時報文化 192.1 8553 2020  C00146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498 ICU重症醫療現場 :熱血
暖醫陳志金 勇敢而發真
心話

陳志金著 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0.7 8736 2020  C001467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499 打造理想人生的習慣大全
:65個習慣開關, 讓你輕鬆
戒掉壞習慣、無痛癢成好
習慣 = Let's get your

switch

古川武士著 ; 洪逸慧譯采實文化 176.74 8473 2020  C00146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0 一日一角落, 每天15分鐘
無痛整理術

沈智恩著 ; 陳品芳譯采實文化 420 8464 2019  C00146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1 誰都是帶著心碎前行 克麗歐.韋德(Cleo Wade)著 ; 楊沐希譯采實文化 177.2 855 2020  C00146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2 賺錢, 也賺幸福 :讓你累積

財富、享受人生的理財魔
法書

麥可.勒巴夫(Michael LeBoeuf)著 ; 李振昌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563 8657 2020  C00146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3 麥肯錫不外流的簡報格式
與說服技巧

高杉尚孝著 ; 李佳蓉譯大是文化 494.6 8365 2020  C00146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4 骨質疏鬆&肌少症診治照
護全書 :骨科博士教你35

歲起掌握飲食&運動關鍵,

輕鬆存骨本, 啟動骨骼的
超能修復力

戴大為著 原水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585 8372 2020  C00146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5 與癌症共存 :患者該學習
的事 : 癌症復元之路 讓
Learn系統陪你從治療起
步走

Stewart B. Fleishman原著 ; 劉宛欣, 吳秉修譯合記 417.8 8788 2020  C00146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6 內在驅動心理學 :你被掏
空了嗎?如何從精疲力竭
中重燃工作熱情

史蒂芬.柏格拉斯(Steven Berglas)作 ; 左倩譯日出 ; 大雁文化發行176.54 8444 2020  C00146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7 來談談那些痛苦的事吧! :

商務人士的父親為孩子所
寫下的「工作本質」

森岡毅作 ; 陳亦苓譯悅知文化 494.35 8766 2020  C00146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08 高能要事時間管理術 :把
重要的事做到極致

葉武濱著 方智 ; 叩應經銷494.01 8832 2020  C00146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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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509 高效領導者的工作好習慣
:真正的強勢管理, 來自43

個反直覺的關鍵原則

吉田幸弘著 ; 葉廷昭譯采實文化 494.2 8455 2020  C00146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0 走出一條不平凡的領導之
路 :黑幼龍是如何做到的

黑幼龍著 發光體 ; 遠足文化發行494.21 8483 2020  C00146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1 最高學以致用法 :讓學習
發揮最大成果的輸出大全
= Output : the power of

output : how to change

learning to outcome

樺澤紫苑作 ; 賴郁婷譯春天出版國際 ; 楨德圖書總經銷521.1 8544 2020  C00146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2 周震宇的聲音魅力學 :聽
懂弦外之音.用對聲音裡
的9種力量

周震宇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192.32 8674 2020  C00146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3 如何創造全世界最好的工
作

謝文憲著 商周 ; 聯合發行總經銷494.35 8262 2020  C00146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4 從新主管到頂尖主管 麥克.瓦金斯(Michael Watkins)著 ; 方祖芳譯商業周刊出版發行  聯合發行總經銷494.2 8365 2020  C00146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5 焦慮是禮物 :24個練習,

學習自我治癒技巧, 擁抱
真實的自己

雪瑞兒.保羅(Sheryl Paul)著 ; 林幼嵐譯時報文化 176.527 895 2020  C00146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6 你怎麼過今天, 就怎麼過
今生 :哈佛.康乃爾教授都
在用的STORIES時間整
理術, 7個方法過更好的生
活

詹姆斯.沃曼(James Wallman)著 ; 林力敏譯先覺 ; 叩應經銷177.2 868 2020  C00146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7 活出自我肯定力 :提升自
信的關鍵六感, 找回不怕
受挫.受傷的心理實力

中島輝著 ; 游韻馨譯三采文化 177.2 8676 2020  C00146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8 擺脫內耗人生 :走出焦慮.

自責.憤怒.悔恨......透過
有效練習轉化情緒, 讓你
停止內在糾結.化解自我
衝突, 重新拿回生命主控
權!

于德志著 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8.8 8553 2020  C00146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19 人類大疫考 李欣頻著 商周 ; 聯合發行總經銷175.9 8494 2020  C00146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0 再難過, 也終會度過 吳若權作 悅知文化 177.2 8854 2020  C00146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1 當你孤獨時 你能做些什

麼 :它能成就一個人, 也能
毀掉一個人, 你屬於哪一
種?

夏至編著 任性 855 874 2020  C00146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2 走在, 沒人想去的地方 :樹
木希林離世前的最後採訪

樹木希林著 ; 吳怡文譯采實文化 783.18 8377 2020  C00146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3 功勞只有你記得, 老闆謝
過就忘了 :化打擊為祝福
的30個命運翻轉明燈

黃大米作 寶瓶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494.35 8376 2020  C00146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4 為何你總是會受傷 :資深
心理諮商師分析精神案
例, 全面梳理關係中的傷
口

武志紅著 世潮 178.4 8336 2019  C00146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5 謝謝你在我們心裡 蘇上豪著 時報文化 416.17 8856 2020  C001465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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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526 你吃的都是謊言 :全面追
蹤破解食品工業騙局, 教
你吃對食物, 自己的健康
自己救

凡妮.哈里(Vani Hari)著 ; 陳厚任, 黃依玲, 王心宇譯常常生活文創 ; 大和圖書總經銷463 855 2020  C00146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7 為什麼要睡覺? :睡出健康
與學習力、夢出創意的新
科學

沃克(Matthew Walker)著 ; 姚若潔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1.77 865 2020  C00146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8 人類與病毒之戰 :一本書
看懂病毒為什麼可怕.如
何預防傳染.疫情爆發時
的生活準則

徐明達著 天下雜誌 ; 大和圖書總經銷369.74 8557 2020  C00146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29 瘟疫與人 :傳染病對人類
歷史的衝擊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 ; 楊玉齡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2.4 8355 2020  C001464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530 成為自己的內在英雄 :6種
人格原型, 認識「我是
誰」, 活出最好版本的自
己!

蘇絢慧著 三采文化 177.2 8863 2020  C00146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1 活出你的原廠設定 :正視
內在渴望, 完整接納最初
始的自己 = Living out

the original you

蘇予昕著 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77.2 8856 2020  C00146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2 PowerPoint必勝簡報原則
154

松上純一郎著 ; 許郁文譯精誠資訊 494.6 8357 2020  C00146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3 未來.工作.你? :知識經濟
時代展開, 如何拋開「效
率」迷思, 不被「創新」
淘汰?

拉哈芙.哈弗斯(Rahaf Harfoush)著 ; 蘇凱恩譯三采文化 494.35 8555 2020  C00146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4 不在乎的勇氣 :給害怕被
討厭, 所以虧待自己的你

大嶋信頼作 ; 呂盈璇譯三采文化 177.2 8746 2020  C00146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5 為什麼你替別人著想, 自
己反而受傷?

李東龜著 ; 簡郁璇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77.2 8476 2020  C00146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6 孤獨是一種狀態 寂寞是
一種心情

植西聰作 ; 許郁文譯遠足文化 176.52 8443 2020  C00146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7 回家 :與父母的關係, 決定
你與幸福的距離 = The

courage of coming home

賴佩霞, 郭貞伶著早安財經文化出版發行  大和書報總經銷783.3886 8377 2020  C00146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8 自閉症完全手冊 :為自閉
兒家長提供育兒指南.專
家建議, 以及最重要的支
持!

班妮森.歐瑞利(Benison O'Reilly), 凱薩琳.威克斯(Kathryn Wicks)著 ; 周佳欣譯健行文化 415.988 8757 2020  C00146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39 你不是失敗, 你是值得更
好的

角子著 平裝本 544.37 874 2020  C00146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0 就怕平庸成為你人生的注
解

歐陽立中著天下文化 177.2 8763 2020  C00146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1 這樣開始也不錯, 擺脫束
縛的一年。

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作 ; 周宜芳譯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177.2 862 2020  C00146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2 爸媽真的失智了嗎? :臨床
心理師從上萬名個案身上
看見的45個診間故事

黃耀庭著 如果 ; 大雁發行415.9341 8356 2020  C00146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3 專注, 是一種資產 :七件事
練習法, 打造富足的精神
資本

柚子甜著 遠流 176.32 8446 2020  C00146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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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544 有一種工作, 叫生活 :離職
後我學到的23件事

曾彥菁(Amazing)著遠流 177.2 8355 2020  C00146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5 我只是好好生活, 工作竟
然變順了 :讓工作和生活
相輔相成, 解決人生卡關.

突破困頓的翻轉指南

克莉絲坦.扎沃(Kristen J. Zavo)著 ; 林吟貞譯采實文化 494.35 856 2020  C00146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6 當你又忙又美, 何懼患得
患失

梁爽著 方智 ; 叩應經銷177.2 867 2020  C00146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7 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
身邊的故事

少女老王著圓神 ; 叩應經銷863.55 8765 2020  C00146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8 你是我的傷口和自尊 :最
愛的人傷得最深, 學習修
復和家人的關係

李那美著 ; 王品涵譯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44.1 8456 2020  C00146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49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一個
諮商心理師與她的心理
師, 以及我們的生活

蘿蕊.葛利布(Lori Gottlieb)著 ; 朱怡康譯行路 ; 遠足文化發行178.4 8675 2020  C00146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0 行為 :暴力、競爭、利他,

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
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著 ; 吳芠譯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398.2 8565 2019 v.2 C00146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1 行為 :暴力、競爭、利他,

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
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著 ; 吳芠譯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398.2 8565 2019 v.1 C00146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2 喜歡自己的勇氣 :圖解阿
德勒心理學教你掌握幸福
關鍵

岸見一郎, NHK「100分鐘讀名著」製作小組監修 ; 上地優步漫畫 ; 林琬清譯尖端 175.7 8662 2020  C00146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3 屍體在說話 上野正彥著 ; 林美琪譯柿子文化 586.66 8564 2020  C00146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4 陪你到最後 :安寧護理師

的生命教育課 : 春落下的
幸福時光

李春杏作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9.825 8444 2020  C001462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555 拼圖者的生命觀察 :一位
工作20年的法醫心得。新
聞跑馬燈後的真實故事,

解剖刀下的生命啟發

楊敏昇著 時報文化 191.9 8696 2019  C00146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6 書呆與阿宅 :理工科技力
+人文洞察力, 為科技產
業發掘市場需求, 解決全
球議題

史考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著 ; 溫力秦譯日月文化 ; 聯合發行總經銷484 8557 2018  C00146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557 預防失智症的飲食法 :預
防失智x延緩病變x從飲食
著手 增強記憶力的50道
食譜 : 正確的飲食 吃對食
物抗腦力退化

顏哲宏, 林毓禎, 真妮4作晨星發行 ; 知己總經銷415.934 8242 2020  C0014619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558 病歷統計年報(高雄院
區),2006- =Statistical

report of medical record

20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編者 410.28 8347 2019  C0014618 中文參考書 贈送

559 生命的永續經營 慧開法師著香海文化 220.113 8675 2020 v.3 C0014617 中文圖書 贈送
560 生命的永續經營 慧開法師著香海文化 220.113 8675 2020 v.2 C0014616 中文圖書 贈送
561 生命的永續經營 慧開法師著香海文化 220.113 8675 2020 v.1 C0014615 中文圖書 贈送
562 液相色譜-質譜(LC-MS)生

物分析手冊
李文魁, 張傑, 謝勵誠編著 ; 李文魁等譯科學出版社 ; 新華書店經銷341.9 8467 2017  C0014614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部

563 會談技巧與操作 張明永著 春暉 178.4. 8756 2020  c.2 C0014613 中文圖書 贈送
564 會談技巧與操作 張明永著 春暉 178.4. 8756 2020  c.1 C0014612 中文圖書 贈送
565 會談技巧與操作 張明永著 春暉 178.4. 8756 2020  C0014611 中文圖書 贈送
566 維生素D.生命之鑰 :維生

素D與健康百問
楊榮森編著台灣楓城骨科學會399.64 8667 2020  c.1 C0014610 中文圖書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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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567 維生素D.生命之鑰 :維生
素D與健康百問

楊榮森編著台灣楓城骨科學會399.64 8667 2020  C0014609 中文圖書 贈送

568 骨骼營養學:營養與骨骼
健康

楊榮森編著臺灣楓城骨科學會395.6 8667 2015  c.1 C0014608 中文圖書 贈送

569 骨科門診常見疾病 楊榮森編著陳素蓉 416.6 8667 2018  c.2 C0014607 中文圖書 贈送
570 抗老化 你需要大重量訓

練 :怪獸訓練總教練何立
安以科學化的訓練, 幫助
你提升肌力.骨質.神經系
統, 逆轉老化

何立安作 遠流 411.7 8733 2020  C00146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71 後來的你, 好嗎? =The

old days

Peter Su著時報文化 863.55 8856 2020  C00146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72 最好的教養, 從面對真實
自我開始 :法國父母最信
賴的心理學家帶你擺脫焦
慮.解決親子衝突的45堂
療癒課 23種高成效的對
話練習

伊莎貝爾.費歐沙(Isabelle Filliozat)著 ; 周昭均譯遠流 528.2 8375 2020  C00146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73 跟著無國界醫師走進世界
廚房 :從蒙古到非洲.義大
利到台灣, 17國的舌尖美
味, 世界友誼, 愛的醫行路

賴向榮著 木果文創 ; 聯合發行總經銷538.78 8366 2018  C00146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74 管理妙招便利貼 :商業週
刊30週年 最強管理案例
精選

商業周刊著城邦商業周刊出版發行  聯合發行總經銷494.1 8386 2018  C00146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75 點子就是一直來 :不論在
順境還是逆境, 10個保持
創意來源的方法

奧斯汀.克隆(Austin Kleon)著 ; 吳琪仁譯遠流 176.4 854 2020  C00146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76 吞嚥困難 :成人與幼童之
臨床處置

Michael E. Groher, Michael A. Crary作 ; 林佳佑, 張琇涵, 蘇耿民翻譯臺灣愛思唯爾 ; 力大總經銷415.51 8433 2017  C0014600 中文圖書 語言治療科

577 老年病症候群 陸鳳屏等作 ;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主編合記 417.7 8455 2019  C0014599 中文圖書 贈送
578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的原

則與技巧
臺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主編 ; 張家銘, 黃美涓等作合記 417.7 8445 2019  C0014598 中文圖書 贈送

579 老年醫學急性照護 臺大醫院老年醫學部照護團隊合著合記 417.7 8474 2020  C0014597 中文圖書 贈送
580 開誠興業 :高大任的跨越

人生
曾玉明著 中國生產力出版  聯合發行公司總經銷490.9933 8335 2014  C0014596 中文圖書 贈送

581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第十五屆

孫梓評,謝麗笙編輯林榮三基金會830.86 8764 2020  C0014595 中文圖書 贈送

582 二0三0健保大限 張鴻仁著 INK印刻文學412.56 8726 2020  C0014594 中文圖書 贈送
583 孕動.孕瘦 烏烏醫師, 林思宏著高寶國際出版  高寶國際發行429.12 855 2020  C00145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84 你的人生難關, 三國都發
生過! :說書人用26則三國
人物的生存故事, 讓你看
懂職場黑暗面.看清人性
與成敗

柳豫著 采實文化 610.9 857 2020  C00145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85 讀懂一本書 :3300萬會員
x22億次收聽「樊登讀
書」創始人 : 知識變能力
的祕密完整公開

樊登著 三采文化 019.1 874 2020  C00145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第 30 頁，共 117 頁

資料統計:2017-2021年

20220210統計(羅)



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586 陪伴教養學 :校長媽媽教
你如何培養會思考.負責
又自律的小孩

崔椿琦著 商周 ; 聯合發行總經銷528.2 8545 2020  C00145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87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
讀題庫大全

David Cho作 ; 簡郁珮, 胡佩萱譯台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655 2020 v.2 C00145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88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
讀題庫大全

David Cho作 ; 簡郁珮, 胡佩萱譯台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655 2020 v.1 C00145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89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
力題庫大全

David Cho作 ; 陳靖婷, 張芳綺, Joung譯台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737 2020 v.2 C00145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0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
力題庫大全

David Cho作 ; 陳靖婷, 張芳綺, Joung譯台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737 2020 v.1 C00145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1 新制多益NEW TOEIC單
字大全 =Vocabulary

David Cho作 ; 許竹瑩, 張育菁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472 2020  C00145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2 超速學習 :我這樣做, 一個
月學會素描, 一年學會四
種語言, 完成MIT四年課
程

史考特.楊(Scott H. Young)著 ; 林慈敏譯方智 ; 叩應經銷521.1 86 2020  C00145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3 以我之名 :寫給獨一無二
的自己

張曼娟作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863.55 8786 2020  C00145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4 我想跟你好好說話 :賴佩
霞的六堂「非暴力溝通」
入門課 =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for

beginners

賴佩霞著 早安財經文化出版發行  大和書報總經銷177.1 8377 2020  C00145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5 與情緒相伴的新生活提案
:11個練習, 讓你在憂鬱.

焦慮.憤怒.孤單時拿回主
動權

劉惠敏, 周子勛, 葉北辰作 ; 眼球先生繪如何 ; 叩應經銷176.52 8739 2020  C00145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6 什麼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 洪蘭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191.9 828 2020  C00145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7 薩提爾的守護之心 李崇建, 甘耀明作寶瓶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528.2 8447 2020  C00145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8 解碼臺灣史.1550-1720 翁佳音, 黃驗著遠流 733.24 8663 2017  C00145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599 發酵文化 凱薩琳.哈爾蒙.柯瑞吉(Katherine Harmon Courage)著 ; 方淑惠譯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369.36 8554 2020  C00145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600 吃, 是一種公民行為 :讓我
們重新學會吃 一起用吃,

改變世界 : 米其林3星主
廚Alain Ducasse食物宣
言

亞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 克利斯蒂安.勒古比(Christian Regouby)著 ; 王禕慈譯果力文化,漫遊者 ; 大雁文化發行427 8445 2020  C00145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601 武漢封城日記 =Diary of

the Wuhan lockdown

郭晶著 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855 845 2020  C00145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602 間歇高效率的番茄工作法
:風靡30年的時間管理經
典 : 25分鐘, 打造成功的
最小單位, 幫你杜絕分
心、提升拚勁

法蘭西斯科.西里洛(Francesco Cirillo)著 ; 林力敏譯采實文化 494.01 8453 2020  C00145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603 身體知道答案 武志紅著 今周刊 ; 大和書報總經銷172 8336 2020  C00145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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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向巴黎大叔學人生 :睿智.

幽默又愉快的大叔金句
集!

金井真紀文.圖 ; 廣岡裕兒引路人 ; 陳妍雯譯悅知文化 544 8653 2019  C00145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605 驗光師國考試題詳
解.2018年

蔡政佑, 林蔚荏, 吳全盛編著合記圖書發行  合記書局總經銷416.767 8476 2019  C0014571 中文圖書 眼科

606 驗光師國考試題詳
解.2017年

楊文卿, 張育碩, 廖英傑編著合記圖書發行  合記書局總經銷416.767 8667 2018  C0014570 中文圖書 眼科

607 最新哈里遜內科學手冊 Dennis L. Kasper等原著 ; 李心辰, 黃致凱等譯合記 ; 麥格羅希爾415.2 8456 2020  C0014569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608 如何面對兒童疼痛 :從心

理、生理談處置
Leora Kuttner原著 ; 謝瀛洲譯合記 417.5 8557 2019  C0014568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609 專科護理師 :護理人員法
第24條問題與研究

姚念慈著 元照 412.21 8552 2018  C001456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10 我是護理師 =I'm a nurse,

a human : stories of

people who can't have

any mistake

金炫我著 ; 謝麗玲譯春光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9.652 8625 2019  C001456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11 12堂護理人員專業英文必
修課

Michael A. Putlack作 ; 彭尊聖, 王婷葦譯寂天文化 805.18 8335 2017  C00145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12 慈悲的語言 :走進護理師
的日常風景 寫一首生命
的詩

克里斯蒂.華特森(Christie Watson)著 ; 謝佩妏譯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652 8657 2018  C001456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13 老後行為說明書 :解讀父
母最需要你了解的16種行
為, 讓相處和照顧更順利

平松類著 ; 黃千惠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7.7 8532 2019  C00145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14 不只是孝順, 我想好好陪
您變老 :解開照護枷鎖, 心
理師教你照顧父母之餘也
能好好照顧自己

艾彼著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9.71 889 2019  C00145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15 解開照護枷鎖 :人生必修
的長照課, 照顧家人你一
定要知道的事

陳乃綾著 四塊玉文創 ; 大和總經銷419.71 8769 2019  C00145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16 因為愛, 所以看見 :從失智
到高齡退化照護, 學習以
勇氣面對

陳乃菁著 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934 8765 2019  C00145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17 厭世上班族救星74招 岩崎一郎, 松村和夏, 渡部卓作 ; 王凱洵翻譯風和文創 ; 聯合總經銷411.1 8562 2019  C00145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18 暗流 :當心理醫生也得到

了憂鬱症
瑪莎.曼寧(Martha Manning)著 ; 吳傑民譯足智 ; 茂騰發賣總經銷410.9952 884 2019  C001455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19 請教鄒醫師, 女性必知的
24個婦女泌尿問題

鄒頡龍著 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7.2022 8733 2019  C00145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0 賀爾蒙調理聖經 :哈佛醫
師的全方位賀爾蒙療癒
法, 西方醫學X漢方草藥,

告別老化、肥胖、憂鬱,

有效平衡身心

莎拉.加特弗萊德(Sara Gottfried)著 ; 蔣慶慧譯高寶國際 399.54 8455 2019  C00145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1 天賦妙手 :神經外科醫師
班.卡森的傳奇故事

班.卡森( Benjamin Carson), 塞西爾.墨菲(Cecil Murphey)著 ; 李成嶽譯足智 ; 茂騰發賣總經銷410.9952 847 2019  C001455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22 跟記憶拔河 :走過阿滋海
默症迷宮的孤寂之旅

黛安娜.佛萊兒.麥高文(Diana Friel McGowin)著 ; 劉泗翰譯足智 ; 茂騰發賣總經銷415.9341 8336 2019  C00145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3 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
:在悲傷與死亡的面前, 我
們如何說愛?

主動脈著 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0.7 8389 2019  C001455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24 蔡康永的情商課.2 :因為
這是你的人生

蔡康永著 如何 ; 叩應經銷176.5 8466 2020  C00145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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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荷爾蒙 :科學探險如何解
密掌控我們身心的神祕物
質

蘭蒂.胡特.艾普斯坦(Randi Hutter Epstein)著 ; 張瓊懿譯行路 ; 遠足文化發行399.54 8835 2019  C00145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6 過度診斷 :我知道「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 但是,

我真的有病嗎?

H.吉爾伯特.威爾奇(H. Gilbert Welch), 麗莎.舒華茲(Lisa M. Schwartz), 史蒂芬.沃洛辛(Steven Woloshin)著 ; 林步昇譯經濟新潮社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21 8335 2019  C00145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7 天然植物營養素 啟動健
康正循環 打造人體最強
防護力 :75種五色蔬食
x59種救命植化素x130道
保健食譜 三位營養專家
教你提高免疫力, 降低發
炎、防老抗癌, 改善三
高、遠離失智

吳映蓉, 翁德志, 李芷薇合著臉譜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885 2019  C00145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8 你不是胖 是壓力大 :林蓁
醫師與朋友的享瘦生活

林蓁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1.94 874 2019  C00145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29 抗癌大突破 :革命性免疫
療法 拆穿癌細胞騙過免
疫系統的技倆, 重新啟動
人體內建的抗癌機制

查爾斯.格雷伯(Charles Graeber)著 ; 謝宜暉譯漫遊者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417.8 8446 2019  C00145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0 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

擁有安穩的自尊, 安心成
為自己, 在關係裡自由自
在

蘇絢慧著 三采文化 173.75 8863 2019  C00145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1 家有青少年之父母生存手
冊 :看懂孩子省話、衝
動、敏感背後的祕密

彭菊仙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28.2 8647 2020  C00145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2 安心做父母, 在愛裡無懼 :

黃瑽寧陪你正向育兒, 用
科學實證打造幸福感家庭

黃瑽寧作 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428 8374 2019  C00145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3 你的善意 是孩子的光 :有
教無淚, 從愛出發, 神老師
的陪伴全教養

神老師&神媽咪(沈雅琪)著平安文化 528.2 8457 2019  C00145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4 我所受的傷 =It hurts 葉揚作 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855 886 2019  C00145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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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 8655 2019  C00145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6 我們住在焦慮星球 麥特.海格(Matt Haig)作 ; 韓絜光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6.54 824 2019  C00145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7 與焦慮和解 :克服過度完

美主義、拖延症、害怕批
評, 從自我檢測中找回生
活平衡的實用指南

愛麗絲.博耶斯(Alice Boyes)著 ; 劉佳澐譯高寶國際 415.992 8355 2019  C00145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8 離開時, 以我喜歡的樣子 :

日本個性派俳優, 是枝裕
和電影靈魂演員, 樹木希
林120則人生語錄

樹木希林作 ; 藍與析譯遠流 783.18 8377 2019  C00145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39 擁抱刺蝟孩子 :重啟連
結、修復情感、給出力量
的關鍵陪伴與對話

陳志恆著 圓神 ; 叩應經銷528.2 8733 2019  C00145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0 療癒, 從感受情緒開始 :傷
痛沒有特效藥, 勇於面對
情緒浪潮, 就是最好的處
方箋

留佩萱著 遠流 176.52 8675 2019  C00145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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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我們之間 :薩提爾模式婚
姻伴侶治療 = The

practice of the Satir

model in couple therapy

成蒂著 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8.8 836 2019  C00145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2 雖然想死, 但還是想吃辣
炒年糕 :身心俱疲, 卻渾然
不覺, 一位「輕鬱症」女
孩與精神科醫師的12週療
癒對話, 陪你擁抱不完美
的自己

白洗嬉著 ; 尹嘉玄譯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5.985 8646 2019  C00145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3 99%的人贏在說話有溫度
:說好說滿, 不如說話溫
暖!一開口馬上贏得好感
的暖心話語學

李勁著 平安文化 192.32 846 2019  C00145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4 職場會傷人 :本該施展抱
負的職場, 為何讓人身心
俱疲?

方植永著 采實文化 494.35 8546 2019  C00145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5 黑馬思維 :哈佛最推崇的
人生計畫, 教你成就更好
的自己

陶德.羅斯(Todd Rose), 奧吉.歐格斯(Ogi Ogas)著 ; 林力敏譯先覺 ; 叩應經銷177.2 855 2019  C00145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6 原子習慣 :細微改變帶來
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詹姆斯.克利爾(James Clear)著 ; 蔡世偉譯方智 ; 叩應經銷176.74 8573 2020  C00145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7 科學證實你想的會成真 :

從心靈到物質的驚人創造
力

道森.丘吉(Dawson Church)著 ; 林瑞堂譯三采文化 172.1 864 2019  C00145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8 去你的人生低谷 :最速總
的世界六大馬重生路

王冠翔著 時報文化 528.9468 8423 2019  C00145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49 禮悟 :在脆弱的盡頭, 看見
生命出口

蔣承縉, 李小光著時報文化 177.2 8476 2019  C00145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0 面對生命的十個感動 :10

個因為感動而轉動的生命
故事+10X10句感動生命
的話語, 一同與你化感動
為行動。

卓天仁編著；王譽霖， 杜融亭， 林子立，周念暉，許朝淵，黃嘉倫, 陳振中，陳霆遠，馮儀慧，楊玉平作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7.2 8676 2019  C00145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1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2,

如何聰明善良, 才能讓你
做個內心柔軟, 但有骨氣
的好人?

慕顏歌著 采實文化 192.1 8427 2019 v.2 C00145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2 品質致勝 :全方位的品質
管理, 才能帶動高績效的
競爭力 = Quality

management to create

competitiveness

鮑益新著 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94.56 8734 2018  C00145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3 世界並不仁慈 但也不會
虧待你 :紐約商學院菁英
爭相討論的人生策略

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著 ; 吳芠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7.2 8533 2020  C00145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4 人生給的答案 :你的掙扎,

他們都經歷過, 世界最強
當你最堅強的後盾

提摩西.費里斯(Timothy Ferriss)著 ; 金瑄桓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781 8355 2020 v.2 C00145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5 人生給的答案 :你的掙扎,

他們都經歷過, 世界最強
當你最堅強的後盾

提摩西.費里斯(Timothy Ferriss)著 ; 金瑄桓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781 8355 2020 v.1 C00145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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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656 改變你的心智 :用啟靈藥
物新科學探索意識運作、
治療上癮及憂鬱、面對死
亡與看見超脫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著 ; 謝忍翾譯大家, 遠足文化418.21 867 2020  C00145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7 增肌減脂蛋白質速查輕圖
典 :收錄800種常見食品
營養素X正確養肌減重祕
訣X57道健瘦身食譜

藤田聰著 ; 石玉鳳譯三采文化 427.1 8453 2020  C00145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8 28天打造不生病的基因 :

跟著全美最強醫生這樣
做, 不吃藥也能遠離遺傳
性、慢性疾病

班.林區(Ben Lynch)著 ; 曾婉琳譯三采文化 363.81 875 2019  C00145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59 最快護眼法 日比野佐和子作 ; 童唯綺譯瑞昇文化 416.7 8556 2020  C00145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0 給不小心就會太在意的你

:停止腦中小劇場, 輕鬆卸
下內心的重擔!

水島廣子著 ; 楊詠婷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415.9516 8872 2019  C00145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1 比句點更悲傷 大師兄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489.6607 8776 2019  C00145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2 我願與你同行 :伴你走過

生命幽谷, 一位小兒科醫
師寫給生命的情書

林思偕著 晨星發行 ; 知己總經銷863.55 8746 2020  C001451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63 求孕, 是一個人的戰場 :十
四年, 只為等一個你

汪用和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7.125 8376 2020  C00145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4 不曬太陽, 當然會生病 :正
確曬太陽是預防百病的祕
方

宇都宮光明著 ; 林雅慧譯新自然主義 ; 幸福綠光發行418.96 8453 2017  C00145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5 疾病, 從大腦失衡開始 :環
境變異影響大腦功能, 造
成文明病、慢性病、癌症
人口遽增...

李政家著 幸福綠光, 新自然主義 ; 聯合總經銷410 8476 2019  C00145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6 超圖解大人必備の病源常
識 :預防猝死!遠離疾病、
疫病不恐慌!

森皆捻子作 ; 張育銘翻譯美藝學苑 ; 臺灣廣廈發行412.5 8743 2020  C00145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7 對決病毒最前線 :從流
感、炭疽病、SARS到伊
波拉, 資深防疫專家對抗
致命傳染病的全球大冒險

阿里.可汗(Ali Shan Khan)著 ; 威廉.派屈克(William Patrick)執筆 ; 莊安祺譯時報 415.23 854 2017  C001450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68 強菌天敵[回憶錄] :一個打
敗致命超級細菌的真實故
事

史黛芬妮.斯特拉次迪(Steffanie Strathdee), 湯姆.帕特森(Tom Patterson)合著 ; 張瓊懿譯行路 ; 遠足文化發行369.751 8554 2020  C00145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69 免疫解碼 :免疫科學的最
新發現, 未來醫療的生死
關鍵

麥特.瑞克托(Matt Richtel)著 ; 潘昱均譯奇光 ; 遠足文化發行415.69 8555 2020  C00145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70 每日好D :江坤俊醫師的
日日補D計畫

江坤俊著 采實 399.64 8359 2020  C00145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71 命案現場清潔師 :跨越生
與死的斷捨離 清掃死亡
最前線的真實記錄

盧拉拉著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89.66 8544 2019  C00145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72 高齡友善新視界 :觀察臺
灣與他國的高齡者照顧 =

Age-Friendly

周傳久著 巨流 ; 544.85 8659 2019  C00145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73 沒有醫院之後 :最高齡城
市快樂生活的秘密

森田洋之作 ; 李毓昭譯太雅 419.711 8754 2018  C00145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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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674 因死而生 :一位安寧緩和
照護醫師的善終思索

謝宛婷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825 8247 2019  C001450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75 不得已的鬥士 :台灣安寧
緩和醫療第一線紀實

吳承紘, 關鍵評論網著臺灣商務 419.825 8875 2019  C001450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76 醫護倫理學 =Medical

and nursing ethics

盧美秀著 五南 410.1619 8566 2018  C001450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77 護理倫理案例精選集 張佳雯等作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419.61619 8767 2019  C001449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78 醫護倫理與法律 :案例分

析
屈蓮, 李柏毅編著新文京開發410.1619 858 2018  C001449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79 護理專業倫理與實務(含
法律) =Ethics and law in

nursing care

徐南麗等著新文京開發419.61619 8555 2019  C001449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80 護理勞動權益 :判決案例
解析 = Labor rights of

nurses: judgements

analysis

邱慧洳著 元照 556.84 8733 2019  C00144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1 解剖生理學 :基礎概念與
應用

Ian Peate, Muralitharan Nair作 ; 陳珮君等編譯華杏 397 855 2019  C00144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2 病歷閱讀 =Interpreting

medical charts

王璟璇等作華杏 415.206 8437 2019  C00144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3 醫療資訊管理
=Healthca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吳仁和等著智勝文化 419.2029 8866 2019  C00144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4 Netter's解剖學手冊 John T. Hansen作 ; 王馨瑩, 鍾敦輝譯台灣愛思唯爾394.025 857 2019  C00144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5 醫門好生意 :醫療數位行

銷指南
銀河iMarketing數位行銷領航員著藍海文化 419.2 8948 2019  C00144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6 圖解醫療 楊朝傑著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0 8649 2019  C00144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7 臨床醫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clinical

medicine

洪敏元作 華杏 415 8295 2019  C00144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8 擬真教學之應用與實務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simulation-

based medical education

沈靜宜等作五南 410.3 8453 2019  C00144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89 醫務管理實務 臺大醫院醫療事務室編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 金名總經銷419.2 8474 2019  C00144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0 醫學倫理教育 :由理論到

實踐 = The education of

medical ethics

黃苓嵐著 新文京開發410.3 8344 2019  C001448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91 醫學臨床溝通技巧 Margaret Lloyd, Robert Bor, Lorraine Noble作 ; 張聖傑翻譯 ; 傅仁煇, 黃建達, 趙從賢, 歐良修, 鄭昌錡, 謝明儒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585 2019  C00144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2 圖解自費醫療整合行銷學 藍新堯著 五南 419.2 8545 2019  C00144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3 簡明醫用台語 李恆德作 就諦學堂 ; 吳氏總經銷410.38 8435 2019  C00144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4 簡明醫護檢驗手冊 =The

concise medical and

nursing diagnostic and

laboratory test handbook

林清江等著華杏 415.12026 8733 2019  C00144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5 醫療紛爭 :在臨床醫學與
法律實務的探討

李伯璋, 曾平杉著新學林 585.79 8465 2019  C001448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696 病歷閱讀
=Understanding medical

records

劉明德, 郭彥志, 薛承君, 陳麗琴, 陳麗貞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5.206 8755 2019  C00144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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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697 病理臨床整合圖譜 =An

atlas of pathology with

clinical correlations

許永祥編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 金名經銷415.1 8464 2019  C00144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六).2019

林立德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35 2019 v.4 C00144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69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六).2019

林立德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35 2019 v.3 C00144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六).2019

林立德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35 2019 v.2 C00144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六).2019

林立德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35 2019 v.1 C00144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五).2019

陳昱璁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53 2019 v.6 C00144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五).2019

陳昱璁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53 2019 v.5 C00144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五).2019

陳昱璁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53 2019 v.4 C00144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五).2019

陳昱璁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53 2019 v.3 C00144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五).2019

陳昱璁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53 2019 v.2 C00144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五).2019

陳昱璁等編著金名 415.022 8753 2019 v.1 C00144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四).2019

葉昌泰等編著金名 415.022 8853 2019 v.4 C00144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0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四).2019

葉昌泰等編著金名 415.022 8853 2019 v.3 C00144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四).2019

葉昌泰等編著金名 415.022 8853 2019 v.2 C00144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
解 :醫學(四).2019

葉昌泰等編著金名 415.022 8853 2019 v.1 C00144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2018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4 C00144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2018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3 C00144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2018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2 C00144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2018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1 C00144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4 C00144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3 C00144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2 C00144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1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2018

曾健華, 黃家榆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1 C00144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2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2018

曾健華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2 C00144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2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2018

曾健華編著金名圖書 415.022 8396 2018 v.1  C00144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722 吃出影響力 :營養學家的
飲食觀點與餐桌素養

劉沁瑜著 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725 2019  C0014454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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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723 面對情緒攻擊的勇氣 :害
怕衝突, 更不想忍氣吞聲,

如何閃避、巧妙回擊?

水島廣子著 ; 張嘉芬譯方言文化 177.3 8872 2019  C00144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24 別人怎麼對你, 都是你教
的

黃啟團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3 8365 2019  C00144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25 大腦什麼都記得住! :用更
少的力氣記住更多的東
西, 四屆記憶冠軍親授的
超效率無極限記憶術

史考特.海格伍德(Scott Hagwood)作 ; 張定綺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176.33 8246 2020  C00144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26 吞嚥力 :讓你遠離體力衰
退、免疫力下降、意外窒
息與吸入性肺炎

浦長瀬昌宏著 ; 陳光棻譯如果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15.51 8272 2018  C00144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27 聽能復健導論 Nancy Tye-Murray原著;劉俊榮等譯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華騰文化416.812 8335 2016  C0014449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728 聽力學 Frederick N. Martin, John Greer Clark作 ; 劉俊榮等譯雙葉書廊 416.812 835 2018  C0014448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729 臨床研究導讀 :隨機對照

試驗和流行病學觀測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 尤若綺翻譯 ; 紀景琪, 林祐賸, 郭亮增, 邵時傑, 林皇伸, 翁逸豪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031 8735 2019  c.5 C0014447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0 臨床研究導讀 :隨機對照
試驗和流行病學觀測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 尤若綺翻譯 ; 紀景琪, 林祐賸, 郭亮增, 邵時傑, 林皇伸, 翁逸豪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031 8735 2019  c.4 C0014446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1 臨床研究導讀 :隨機對照
試驗和流行病學觀測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 尤若綺翻譯 ; 紀景琪, 林祐賸, 郭亮增, 邵時傑, 林皇伸, 翁逸豪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031 8735 2019  c.3 C0014445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2 臨床研究導讀 :隨機對照
試驗和流行病學觀測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 尤若綺翻譯 ; 紀景琪, 林祐賸, 郭亮增, 邵時傑, 林皇伸, 翁逸豪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031 8735 2019  c.2 C0014444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3 臨床研究導讀 :隨機對照
試驗和流行病學觀測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 尤若綺翻譯 ; 紀景琪, 林祐賸, 郭亮增, 邵時傑, 林皇伸, 翁逸豪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031 8735 2019  c.1 C0014443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4 臨床研究導讀 :隨機對照
試驗和流行病學觀測

Kenneth F. Schulz, David A. Grimes作 ; 尤若綺翻譯 ; 紀景琪, 林祐賸, 郭亮增, 邵時傑, 林皇伸, 翁逸豪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031 8735 2019  C0014442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5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
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作 ;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 ; 刁茂盟, 余光輝, 紀景琪, 翁逸豪等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865 2019  c.5 C0014441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6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
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作 ;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 ; 刁茂盟, 余光輝, 紀景琪, 翁逸豪等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865 2019  c.4 C0014440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7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
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作 ;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 ; 刁茂盟, 余光輝, 紀景琪, 翁逸豪等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865 2019  c.3 C0014439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8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
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作 ;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 ; 刁茂盟, 余光輝, 紀景琪, 翁逸豪等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865 2019  c.2 C0014438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39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
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作 ;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 ; 刁茂盟, 余光輝, 紀景琪, 翁逸豪等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865 2019  c.1 C0014437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40 實證醫學 :臨床實務與教
學指引

Sharon E. Straus等作 ; 沈英琪, 林佩姿翻譯 ; 刁茂盟, 余光輝, 紀景琪, 翁逸豪等審閱臺灣愛思唯爾415 8865 2019  C0014436 中文實證 藥劑科

741 我們的文學夢 =Our

literary dreams

呂毓卿總編輯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078 8577 2019 v.7 C0014435 中文圖書 贈送

742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第
十一屆 :筆萃集

韓學宏編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830.86 8834 2019  C0014434 中文圖書 贈送

743 人文星曜 :長庚大學文化
講座.第九輯

林美清主編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541.207 8624 2019  C0014433 中文圖書 贈送

744 曾經的畏懼 :敘事醫學閱
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編著城邦印書館 ; 聯合發行410.3 8443 2019  C0014432 中文倫理 贈送

745 救護路上 :敘事醫學閱讀
反思與寫作 =

Emergency

王雅慧編著城邦印書館 ; 聯合發行410.3 8443 2019  C0014431 中文倫理 贈送

746 往生途 :敘事醫學閱讀反
思與寫作

王雅慧, 廖宏昌編著城邦印書館 ; 聯合發行410.3 8443 2019  C0014430 中文倫理 贈送

747 AI醫療大未來 :台灣第一
本智慧醫療關鍵報告

李友專著 好人 ; 遠足文化發行419.2 8473 2018  C0014429 中文圖書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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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中醫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
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楊賢鴻等作臺灣愛思唯爾413.2 8632 2018  c.1 C0014428 中文圖書 贈送

749 中醫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
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楊賢鴻等作臺灣愛思唯爾413.2 8632 2018  C0014427 中文圖書 贈送

750 璀璨20 安寧永續 :台灣安
寧緩和醫學學會廿周年紀
念專刊

黃曉峰總編輯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410.933 8366 2019  C0014426 中文圖書 贈送

751 撥雲見月 :龍發堂現象及
其社會意義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編著高雄市政府衛生局415.96 8344 2019  C0014425 中文圖書 贈送

752 全方位診療室 :阮綜合醫
院傳承70年的健康智慧

林惠君, 陳麗婷著遠見天下 ; 大和總經銷419.333 8734 2019  C0014424 中文圖書 贈送

753 臺大醫院體外循環發展史 許靜惠編著金名圖書 416 8474 2019  C0014423 中文圖書 贈送

754 台灣頭頸部腫瘤的開創者
耳鼻喉科教育現代化之父
:徐茂銘

梁妃儀作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410.9933 8675 2019  C0014422 中文倫理 贈送

755 話說小兒麻痺後症候群 蔡景仁編著國際扶輪3470地區台南東區扶輪社415.93152 8446 2017  C0014421 中文圖書 贈送
756 癌症診療照護年報 高雄長庚腫瘤委員會編高雄長庚癌症中心417.8028 8347 2016  C0014420 中文參考書 贈送
757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雙年報

= Annual Report of Kai-

Suan Psychiatric

Hospital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編著凱旋醫院 051 8344 2019  C0014419 中文參考書 贈送

758 中華民國...年出生通報統
計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birth notification

statistics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究中心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516.1028 8667 2019  C0014418 中文參考書 贈送

759 中華民國...年出生通報統
計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birth notification

statistics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究中心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516.1028 8667 2018  C0014417 中文參考書 贈送

760 台灣乳房醫學史 :台灣乳
房醫學會二十週年專刊 =

History of breast

medicine in Taiwan : 20

years of Breast Cancer

Society of Taiwan

蔡篤堅, 沈陳石銘主編台灣乳房醫學會410.933 8454 2019  C0014416 中文倫理 贈送

761 台灣胸腔醫學史 =History

of Taiwan society of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盧忻謐, 陳妤嘉, 蔡篤堅著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記憶工程410.933 8647 2019  C0014415 中文倫理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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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當代植體相關新知與材料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dental implantology :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new materials

台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編台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416.955 8664 2019  C0014414 中文圖書 贈送

763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9  c.2 C0014413 中文倫理 贈送

764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9  c.1 C0014412 中文倫理 贈送

765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9  C0014411 中文倫理 贈送

766 主管十堂課 =Leadership 張明永著 春暉 419.2 8365 2019  c.2 C0014410 中文圖書 贈送
767 主管十堂課 =Leadership 張明永著 春暉 419.2 8365 2019  c.1 C0014409 中文圖書 贈送
768 主管十堂課 =Leadership 張明永著 春暉 419.2 8365 2019  C0014408 中文圖書 贈送
769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2018

永續發展報告書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永續發展報告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419.333 8764 2019  c.1 C0014407 中文圖書 贈送

77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2018

永續發展報告書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永續發展報告書編輯委員會編輯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419.333 8764 2019  C0014406 中文圖書 贈送

771 一位健保醫藥專家的生技
創投驚異奇航 :生技大大
可為

張鴻仁著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69.5 8726 2019  C0014405 中文圖書 藥劑科

772 胡服騎射 :台灣新藥臨床
試驗的現代化

陳紹琛著 環球生技投資418.14 8767 2019  C0014404 中文圖書 藥劑科

773 在被遺忘的角落, 你有
我。

樂擎著 溦曦 544.37 896 2019  C00144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74 全圖解步驟教學你的第一
本Python入門課 :AI訊息
時代必備的程式語言!

毛雪濤, 丁毓峰著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312.32P97 8742 2019  C00144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75 自炊食代の愛女便當 極光作 方智 ; 叩應經銷427.17 846 2018  C00144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76 性的解析 :美國大學性教
育講義

威廉.亞伯(William L. Yarber), 芭芭拉.薩雅德(Barbara W. Sayad)作 ; 鄭煥昇, 林哲安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544.72 846 2018 v.3 C00144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77 性的解析 :美國大學性教
育講義

威廉.亞伯(William L. Yarber), 芭芭拉.薩雅德(Barbara W. Sayad)作 ; 鄭煥昇, 林哲安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544.72 846 2018 v.2 C00143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78 性的解析 :美國大學性教
育講義

威廉.亞伯(William L. Yarber), 芭芭拉.薩雅德(Barbara W. Sayad)作 ; 鄭煥昇, 林哲安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544.72 846 2018 v.1 C00143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79 這是愛女, 也是厭女 :如何
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
人的兩手策略? =

Philogyny misogyny

王曉丹等著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544.52 8466 2019  C00143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0 渴求的心靈 :從香菸、手
機到愛情, 如何打破難以
自拔的壞習慣?

賈德森.布魯爾(Judson Brewer)著 ; 陳建鴻譯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1.8 8563 2019  C00143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1 穴道導引 :融合莊子、中
醫、太極拳、瑜伽的身心
放鬆術 : 戰勝癌症、打開
糾結、暢通氣血

蔡璧名作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13.94 8436 2019  C00143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2 真實世界的倫理課 :82個
影響你一生的思考練習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著 ; 李建興譯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190 844 2019  C00143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3 從暹羅到泰國 :失落的土
地與被操弄的歷史

夏恩.史崔特(Shane Strate)著 ; 譚天譯聯經 ; 聯合總經銷738.21 8855 2019  C00143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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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 如果, 你來佛羅倫斯 :漫步
在天堂美食與文藝復興之
間 = Firenze

法比歐.皮奇(Fabio Picchi)著 ; 林潔盈譯積木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5.7329 875 2019  C00143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5 藥舖年代 :從內單、北京
烤鴨到紫雲膏, 中藥房的
時代故事與料理配方

盧俊欽作 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7.61 8599 2019  C00143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6 心臟 :從演化、基因、解
剖學看兩千年探索和治療
心臟疾病的故事

羅伯.唐恩(Rob Dunn)著 ; 翁仲琪譯真文化, 遠足文化415.31 834 2019  C001439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7 花飛、花枝、花蠘仔 :台
灣海產名小考

曹銘宗著 貓頭鷹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38.7833 8462 2018  C00143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8 紅色滲透 :中國媒體全球
擴張的真相

何清漣著 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41.83 8736 2019  C00143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89 聲控未來 :引爆購物、搜
尋、導航、語音助理的下
一波兆元商機

詹姆士.弗拉霍斯(James Vlahos)著 ; 孔令新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84.6 8544 2019  C00143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0 心向群山 :人類如何從畏
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

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著 ; 林建興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992.77 8352 2019  C00143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1 正念陰瑜伽。 :自我療癒
與轉化之道 =

Mindfulness yin yoga

Michelle Chu著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15 8453 2019  C00143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2 你可以跟孩子聊些什麼 :

新課綱上路, 培養孩子成
為終身學習者, 每天二十
分鐘, 聊出思辨力與素養
力!

番紅花著 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28.2 8666 2019  C00143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3 奇蹟英語講師帶你從0解
構多益TOEIC單字文法

以琳文字、繪圖前進 ; 易可數位行銷總經銷805.1895 847 2019  C00143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4 3-6歲爸媽安心育兒 :做對
管教, 不打不罵孩子更聽
話 = Happy advice

明橋大二著 ; 楊玓縈譯和平國際文化 ;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428 8547 2019  C00143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5 0-3歲給對愛就不怕寵壞 :

爸媽安心育兒 = Happy

advice

明橋大二著 ; 陳雯凱譯和平國際文化 ;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428 8547 2019  C00143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6 醫學生必讀的心智圖 Olivia Smith原著 ; 彭偉峰譯合記 410.3 8845 2019  C00143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7 心流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
優體驗心理學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著 ; 張瓊懿譯行路 ; 遠足文化發行176.51 8757 2019  C00143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8 圖說新古文觀止的故事 :

從閱讀出發.必讀的文言
文經典故事

高詩佳著 五南 835 8326 2019  C00143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799 文言文閱讀素養 :從寓言
故事開始

高詩佳著 五南 836 8326 2019  C00143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800 AIQ :不管你願不願意 現
在已是AIQ比IQ、EQ更
重要的時代

尼克.波爾森(Nick Polson), 詹姆士.史考特(James Scott)作 ; 何玉方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312.83 8637 2019  C00143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801 從讀到寫 林怡辰的閱讀
教育 :用閱讀、寫作, 讓無
動力孩子愛上學習

林怡辰著 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528.2 8737 2019  C00143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802 未來地圖 :對工作、商
業、經濟全新樣貌, 正確
理解與該有的行動

提姆.歐萊禮(Tim O'Reilly)著 ; 黃庭敏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541.415 8783 2019  C00143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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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醫學與法律:但見淚痕濕.

2,

葛謹著 元照 585.79 863 2017  C001437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04 醫療訴訟の重點 :從注目
判例學習的醫療糾紛迴避
術.2

Nikkei Medical著 ; 黃浥昕譯元照 585.79 8564 2017  C001437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05 建立醫病信任,Sorry

works!

Doug Wojcieszak著 ; 蔡親宜編譯元照 585.79 8684 2018  C001437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06 在懷疑與信任之間 :醫病
心樂章

社團法人臺灣醫病和諧推廣協會著大好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47 8444 2019  C001437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07 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
=Laws about healthcare,

health insurance and

long-term care

吳秀玲著 三民 412.21 8863 2019  C001436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08 走向雲端 :病醫雙贏 健保
改革日記

李伯璋總編輯健保署 ; 新學林總經銷412.56 8465 2019  C001436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09 醫病不依心 郭思涵著 博客思 ; 聯合總經銷857.7 8444 2019  C00143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0 醫師好忙! :看診、巡房、

開刀之外, 詼諧又真實的
醫界人生

蓋瑞著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0.7 855 2019  C001436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11 醫生說「請你運動!」時,

最強對症運動指南 :日本
首席體能訓練師教你:1次
5分鐘, 釋放身體痠痛疲
勞, 降中風、心臟病死亡
率!

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 蔡麗蓉譯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8.934 8666 2019  C00143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2 論人體、人體組織及其衍
生物於民法上之權利結構

邱玟惠著 元照 584.11 8773 2016  C00143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3 醫療法律與醫學倫理 何建志著 元照 412.21 8773 2018  C001436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14 白色危機 :我們該如何面

對高齡社會、醫病關係、
醫療變遷的種種問題?

周恬弘著 啟動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419.47 8633 2018  C001436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15 做對3件事 不怕醫療糾紛
改善醫病關係

鄧政雄著 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9.49 8574 2018  C001436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16 您不可不知道的幹細胞科
技

沈家寧等著五南 368.507 8464 2017  C00143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7 細胞種子 :幹細胞和臍帶
血的故事

林正焜著.插圖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64 8744 2019  C00143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8 機器人也是人 :人工智能
時代的法律

John Frank Weaver著 ; 鄭志峰譯元照 580.16 857 2018  C00143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19 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
議

劉靜怡等合著元照 580.16023 8753 2019  C00143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820 調解 姜世明等著元照 586.48 8355 2018  C001435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21 月旦醫事法實務講座 李詩應編著元照 585.79 8422 2018 v.1 C001435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22 心智能力受損者之自主及

人權 :醫療.法律與社會的
對話

Julian Hughes等著元照 547.7 885 2019  C001435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23 醫路向西非 :臺大醫院雲
林分院海外醫療之路

陳建豪, 王馨儀著遠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19.333 8776 2018  C001435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24 真情轉運站 譚慶鼎著 譚慶鼎 410.7 8466 2018  C001435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825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Therapeutic hand book

of common drugs

陳長安編著全國藥品年鑑雜誌418.026 8773 2019  C0014351 中文參考書 藥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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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精神藥物手冊 林式穀編著合記 418.21026 8737 2019  C0014350 中文圖書 藥劑部
827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護理

計畫與措施
Linda Lee Phelps, Sheila Sparks Ralph, Cynthia M. Taylor原著 ; 黃靜微等合譯華杏 419.812026 8333 2019  c.2C001434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28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護理
計畫與措施

Linda Lee Phelps, Sheila Sparks Ralph, Cynthia M. Taylor原著 ; 黃靜微等合譯華杏 419.812026 8333 2019  c.1C001434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29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護理
計畫與措施

Linda Lee Phelps, Sheila Sparks Ralph, Cynthia M. Taylor原著 ; 黃靜微等合譯華杏 419.812026 8333 2019  C001434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0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盧美秀, 陳淑賢, 盧朱滿, 張妙如, 黃慈心等編著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 五南總經銷419.607 8566 2019  c.2 C0014346 中文實證 護理部

831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盧美秀, 陳淑賢, 盧朱滿, 張妙如, 黃慈心等編著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 五南總經銷419.607 8566 2019  c.1 C0014345 中文實證 護理部

832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盧美秀, 陳淑賢, 盧朱滿, 張妙如, 黃慈心等編著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 五南總經銷419.607 8566 2019  C0014344 中文實證 護理部

833 新編身體檢查與評估
=The new vers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嚴惠宇等合著華格那 415.21 8834 2018  C001434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4 老人護理學
=Gerontological nursing

胡月娟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4 8466 2018  c.2 C001434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5 老人護理學
=Gerontological nursing

胡月娟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4 8466 2018  c.1 C001434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6 老人護理學
=Gerontological nursing

胡月娟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4 8466 2018  C001434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7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Introduction ro senior

services

梁亞文等編著華都文化 544.85 8646 2017  c.2 C001433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8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Introduction ro senior

services

梁亞文等編著華都文化 544.85 8646 2017  c.1 C001433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39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Introduction ro senior

services

梁亞文等編著華都文化 544.85 8646 2017  C001433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0 實用基本護理學
=Practical basic nursing

蘇麗智等編著華杏 419.6 8856 2019 v.2 c.2 C001433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1 實用基本護理學
=Practical basic nursing

蘇麗智等編著華杏 419.6 8856 2019 v.2 c.1 C001433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2 實用基本護理學
=Practical basic nursing

蘇麗智等編著華杏 419.6 8856 2019 v.2 C001433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3 實用基本護理學
=Practical basic nursing

蘇麗智等編著華杏 419.6 8856 2019 v.1 c.2 C001433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4 實用基本護理學
=Practical basic nursing

蘇麗智等編著華杏 419.6 8856 2019 v.1 c.1 C001433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5 實用基本護理學
=Practical basic nursing

蘇麗智等編著華杏 419.6 8856 2019 v.1 C001433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6 最新傷口護理學 =The

new concepts of wound

care

于博芮, 張美娟, 林秋玉等作華杏 416 8534 2019  c.2 C001433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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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最新傷口護理學 =The

new concepts of wound

care

于博芮, 張美娟, 林秋玉等作華杏 416 8534 2019  c.1 C001432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8 最新傷口護理學 =The

new concepts of wound

care

于博芮, 張美娟, 林秋玉等作華杏 416 8534 2019  C001432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49 急症護理 =Emergency

nursing

韓晶彥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1 8555 2016  c.2 C001432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0 急症護理 =Emergency

nursing

韓晶彥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1 8555 2016  c.1 C001432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1 急症護理 =Emergency

nursing

韓晶彥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1 8555 2016  C001432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2 實用產科護理 王淑芳等作華杏 419.83 8467 2018  c.2 C001432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3 實用產科護理 王淑芳等作華杏 419.83 8467 2018  c.1 C001432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4 實用產科護理 王淑芳等作華杏 419.83 8467 2018  C001432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5 實用兒科護理 陳月枝等作華杏 419.84 8767 2018  c.2 C001432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6 實用兒科護理 陳月枝等作華杏 419.84 8767 2018  c.1 C001432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7 實用兒科護理 陳月枝等作華杏 419.84 8767 2018  C001431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8 老年護理學

=Gerontological nursing

林麗嬋等編著華杏 419.824 8757 2018  c.2 C001431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59 老年護理學
=Gerontological nursing

林麗嬋等編著華杏 419.824 8757 2018  c.1 C001431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0 老年護理學
=Gerontological nursing

林麗嬋等編著華杏 419.824 8757 2018  C001431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1 急重症護理學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唐景俠, 陳麗琴等作華杏 419.821 8349 2019  c.2 C001431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2 急重症護理學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唐景俠, 陳麗琴等作華杏 419.821 8349 2019  c.1 C001431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3 急重症護理學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唐景俠, 陳麗琴等作華杏 419.821 8349 2019  C001431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4 安寧療護與悲傷輔導 秦燕著 巨流 419.825 833 2015  c.2 C001431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5 安寧療護與悲傷輔導 秦燕著 巨流 419.825 833 2015  c.1 C001431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6 安寧療護與悲傷輔導 秦燕著 巨流 419.825 833 2015  C001431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7 失智症整合照護

=Integrated care of

dementia

鄧世雄等作華騰文化出版 ; 禾楓書局總經銷415.9341 8554 2015  c.2 C001430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8 失智症整合照護
=Integrated care of

dementia

鄧世雄等作華騰文化出版 ; 禾楓書局總經銷415.9341 8554 2015  c.1 C001430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69 失智症整合照護
=Integrated care of

dementia

鄧世雄等作華騰文化出版 ; 禾楓書局總經銷415.9341 8554 2015  C001430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0 Alexander's手術全期護
理(下) :特殊照護

Jane C. Rothrock原著 ; 張瑜玲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6.3 8553 2017 v.3 c.2 C001430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1 Alexander's手術全期護
理(下) :特殊照護

Jane C. Rothrock原著 ; 張瑜玲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6.3 8553 2017 v.3 c.1 C001430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2 Alexander's手術全期護
理(下) :特殊照護

Jane C. Rothrock原著 ; 張瑜玲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6.3 8553 2017 v.3 C001430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3 Alexander手術全期護
理..(中):手術處置

Jane C. Rothrock著;田昕旻, 袁淑苹等翻譯;傅玲總校閱臺灣愛思唯爾416.3 8553 2016 v.2 c.2 C001430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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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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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 Alexander手術全期護
理..(中):手術處置

Jane C. Rothrock著;田昕旻, 袁淑苹等翻譯;傅玲總校閱臺灣愛思唯爾416.3 8553 2016 v.2 c.1 C001430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5 Alexander手術全期護
理..(中):手術處置

Jane C. Rothrock著;田昕旻, 袁淑苹等翻譯;傅玲總校閱臺灣愛思唯爾416.3 8553 2016 v.2 C001430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6 簡易心電圖讀本=EKG

book:a simplified

approach

邱艷芬作 華杏 415.3023 8767 2018  c.2 C001430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7 簡易心電圖讀本=EKG

book:a simplified

approach

邱艷芬作 華杏 415.3023 8767 2018  c.1 C001429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8 簡易心電圖讀本=EKG

book:a simplified

approach

邱艷芬作 華杏 415.3023 8767 2018  C001429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79 心電圖學必備 Malcolm S. Thaler作;賀立婷譯沃特庫爾出版 ; 合記總經銷415.3023 846 2019  c.2 C001429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0 心電圖學必備 Malcolm S. Thaler作;賀立婷譯沃特庫爾出版 ; 合記總經銷415.3023 846 2019  c.1 C001429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1 心電圖學必備 Malcolm S. Thaler作;賀立婷譯沃特庫爾出版 ; 合記總經銷415.3023 846 2019  C001429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2 內外科護理技術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林貴滿等作華杏 419.82 8746 2018  c.2 C001429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3 內外科護理技術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林貴滿等作華杏 419.82 8746 2018  c.1 C001429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4 內外科護理技術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林貴滿等作華杏 419.82 8746 2018  C001429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5 內外科護理技術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techniques

翁淑娟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 8666 2018  c.2 C001429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6 內外科護理技術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techniques

翁淑娟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 8666 2018  c.1 C001429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7 內外科護理技術
=Medical surgical

nursing techniques

翁淑娟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82 8666 2018  C001428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8 護理師國考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游麗娥編著高點文化 419.82 8355 2018  c.2 C001428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89 護理師國考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游麗娥編著高點文化 419.82 8355 2018  c.1 C001428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90 護理師國考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游麗娥編著高點文化 419.82 8355 2018  C001428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91 PBL之導入與實例 Jessie Ee, Oon Seng Tan原著 ; 張碧珠, 蔡宛臻譯臺灣東華 521.422 844 2018  c.2 C001428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92 PBL之導入與實例 Jessie Ee, Oon Seng Tan原著 ; 張碧珠, 蔡宛臻譯臺灣東華 521.422 844 2018  c.1 C001428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93 PBL之導入與實例 Jessie Ee, Oon Seng Tan原著 ; 張碧珠, 蔡宛臻譯臺灣東華 521.422 844 2018  C001428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894 臨床心電圖學必讀 Andrew R Houghton, David Gray原著 ; 陳璟毓譯合記 415.3023 843 2019  C0014282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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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895 安寧緩和醫療末期病人鴉
片類藥物臨床使用手冊
=A clinical manual of

Opioids for end-of-life

patients under palliative

care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合記 419.825 8443 2019  C0014281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896 生物統計學 :如何選擇與
應用

Calvin Dytham原著 ; 何容君, 施銘杰譯合記 360.13 833 2017  C0014280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897 生物統計學 吳水丕編著合記 360.13 8884 2017  C0014279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898 簡單、美味、營養的吞嚥

照護食 :給有吞嚥及咀嚼
問題者的日常食譜

張海靜著 如果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15.51 8725 2019  C0014278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899 Hoffbrand's血液學精要 A. Victor Hoffbrand, Paul A. H. Moss原著 ; 林正修等編譯藝軒 415.6 8475 2017  C0014277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0 失控的數據 :數字管理的

誤用與濫用,如何影響我
們的生活與工作,甚至引
發災難

傑瑞.穆勒(Jerry Z. Muller)著　; 張國儀譯遠流出版發行494.2 886 2019  C0014276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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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流 496 8464 2019  C0014275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2 判斷的基本 :明確、適
時、精準、長遠, 高績效
工作的70個原則

鳥原隆志作 ; 林冠汾譯日出出版 494.35 8534 2019  C0014274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3 深度學習入門教室 :6堂基
礎課程 + Python實作練
習, Deep Learning、人工
智慧、機器學習的理論和
應用全圖解

谷岡広樹, 康鑫著 ; 莊永裕譯臉譜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12.83 8662 2019  C0014273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4 肺功能檢查原理與臨床實
務 =The principle and

clinical practice of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吳明峰等著五南 415.413 8856 2018  C0014272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5 傻瓜也會寫論文(量化+質
化增訂版) :社會科學學位
論文寫作指南

顏志龍著 五南 501.2 8233 2018  C0014271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6 臨床推理 :現代觀與教學
運用

王程遠等作; 楊義明主編台灣愛思唯爾410.3 8467 2017  C0014270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7 會聲會影 :數位影音微創
作素人指南

榮欽科技著上奇資訊 312.8 8697 2019  C0014269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8 臨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
菌學

吳俊忠等作五南 369.8 8894 2019  C0014268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09 醫學分子檢驗 =Textbook

of molecular diagnosis in

medicine

王美嘉, 李建宏, 林佳霓, 孫建峰, 陳定平等著五南 415.12 8464 2019  C0014267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910 醫療紛爭處理資源手冊 古清華, 林志六, 林秀峰, 林萍章等作醫療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585.79 8436 2018 c.1 C0014266 中文倫理 贈送
911 醫療紛爭處理資源手冊 古清華, 林志六, 林秀峰, 林萍章等作醫療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585.79 8436 2018  C0014265 中文倫理 贈送
912 失智症照護指南 邱銘章, 湯麗玉合著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934 8764 2018  c.2 C001426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13 失智症照護指南 邱銘章, 湯麗玉合著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934 8764 2018  c.1 C001426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14 失智症照護指南 邱銘章, 湯麗玉合著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934 8764 2018  C001426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15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

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Caring and

communication

李選,張婷作華杏 419.61 847 2016  c.2 C001426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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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
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Caring and

communication

李選,張婷作華杏 419.61 847 2016  c.1 C001426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17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
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Caring and

communication

李選,張婷作華杏 419.61 847 2016  C001425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18 Varcarolis精神護理照顧
計畫手冊

Margaret Jordan Halter 作 ; 楊政議, 莊宗運譯臺灣愛思唯爾419.85026 845 2019  c.2 C001425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19 Varcarolis精神護理照顧
計畫手冊

Margaret Jordan Halter 作 ; 楊政議, 莊宗運譯臺灣愛思唯爾419.85026 845 2019  c.1 C001425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0 Varcarolis精神護理照顧
計畫手冊

Margaret Jordan Halter 作 ; 楊政議, 莊宗運譯臺灣愛思唯爾419.85026 845 2019  C001425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1 兒童情緒教育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齊隆鯤等合著華格那 523.1 8447 2019  c.2 C001425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2 兒童情緒教育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齊隆鯤等合著華格那 523.1 8447 2019  c.1 C001425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3 兒童情緒教育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齊隆鯤等合著華格那 523.1 8447 2019  C001425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4 人形圖 :全人照護之應用
=Humanoid diagram : a

useful tool for holistic

care

章淑娟等著華杏 415 8466 2018  c.2 C001425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5 人形圖 :全人照護之應用
=Humanoid diagram : a

useful tool for holistic

care

章淑娟等著華杏 415 8466 2018  c.1 C001425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6 人形圖 :全人照護之應用
=Humanoid diagram : a

useful tool for holistic

care

章淑娟等著華杏 415 8466 2018  C001425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7 養生保健概論
=Introduction to health

preservation

陳誠仁, 葉郁菁, 王壯銘, 林瑞興, 洪偉欽, 林明儒, 陳貞君,成和正, 王淮真, 陳三元, 林美儀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華都文化 411.1 8726 2018  c.2 C001424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8 養生保健概論
=Introduction to health

preservation

陳誠仁, 葉郁菁, 王壯銘, 林瑞興, 洪偉欽, 林明儒, 陳貞君,成和正, 王淮真, 陳三元, 林美儀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華都文化 411.1 8726 2018  c.1 C001424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29 養生保健概論
=Introduction to health

preservation

陳誠仁, 葉郁菁, 王壯銘, 林瑞興, 洪偉欽, 林明儒, 陳貞君,成和正, 王淮真, 陳三元, 林美儀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華都文化 411.1 8726 2018  C001424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0 醫學資訊管理學
=Med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張慧朗, 蘇綉雅, 楊麗珠, 陳秀枝等作華杏 410.29 8733 2018  c.2 C001424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1 醫學資訊管理學
=Med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張慧朗, 蘇綉雅, 楊麗珠, 陳秀枝等作華杏 410.29 8733 2018  c.1 C001424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2 醫學資訊管理學
=Med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張慧朗, 蘇綉雅, 楊麗珠, 陳秀枝等作華杏 410.29 8733 2018  C001424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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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護理進階制度寫作 :N3個
案報告精闢指引 = Report

writing for nurses' clinical

ladder system : a guide

to N3 case reports

黃璉華等作華杏 419.612 8376 2018  c.2 C001424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4 護理進階制度寫作 :N3個
案報告精闢指引 = Report

writing for nurses' clinical

ladder system : a guide

to N3 case reports

黃璉華等作華杏 419.612 8376 2018  c.1 C001424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5 護理進階制度寫作 :N3個
案報告精闢指引 = Report

writing for nurses' clinical

ladder system : a guide

to N3 case reports

黃璉華等作華杏 419.612 8376 2018  C001424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6 成人內外科護理 =Adult

health nursing

于博芮等作華杏 419.82 8534 2018 v.2 c.2 C001424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7 成人內外科護理 =Adult

health nursing

于博芮等作華杏 419.82 8534 2018 v.2 c.1 C001423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8 成人內外科護理 =Adult

health nursing

于博芮等作華杏 419.82 8534 2018 v.2 C001423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39 成人內外科護理 =Adult

health nursing

于博芮等作華杏 419.82 8534 2018 v.1 c.2 C001423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40 成人內外科護理 =Adult

health nursing

于博芮等作華杏 419.82 8534 2018 v.1 c.1 C001423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41 成人內外科護理 =Adult

health nursing

于博芮等作華杏 419.82 8534 2018 v.1 C001423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42 實證護理 =Evidence

based nursing

穆佩芬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877 2018  c.2 C0014234 中文實證 護理部

943 實證護理 =Evidence

based nursing

穆佩芬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877 2018  c.1 C0014233 中文實證 護理部

944 實證護理 =Evidence

based nursing

穆佩芬等編著新文京開發419.6 8877 2018  C0014232 中文實證 護理部

945 NANDA international護
理診斷 :定義與分
類.2018-2020

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 ; 黃靜微譯華杏 419.812 8666 2018  c.2 C001423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46 NANDA international護
理診斷 :定義與分
類.2018-2020

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 ; 黃靜微譯華杏 419.812 8666 2018  c.1 C001423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47 NANDA international護
理診斷 :定義與分
類.2018-2020

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 ; 黃靜微譯華杏 419.812 8666 2018  C001422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48 心理腫瘤照護的實務與解
析 :生命交會中的療愈契
機 = The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care in

psycho-oncology : the

chance of healing in life

encounter

鄭逸如等著 ; 鄭逸如,曾嫦嫦主編五南 417.8 8496 2018  c.2 C001422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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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心理腫瘤照護的實務與解
析 :生命交會中的療愈契
機 = The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care in

psycho-oncology : the

chance of healing in life

encounter

鄭逸如等著 ; 鄭逸如,曾嫦嫦主編五南 417.8 8496 2018  c.1 C001422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50 心理腫瘤照護的實務與解
析 :生命交會中的療愈契
機 = The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care in

psycho-oncology : the

chance of healing in life

encounter

鄭逸如等著 ; 鄭逸如,曾嫦嫦主編五南 417.8 8496 2018  C001422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51 癌症護理學 =Oncology

Nursing

陳敏鋑等作華杏 419.8234 8799 2018  c.2 C001422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52 癌症護理學 =Oncology

Nursing

陳敏鋑等作華杏 419.8234 8799 2018  c.1 C001422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53 癌症護理學 =Oncology

Nursing

陳敏鋑等作華杏 419.8234 8799 2018  C001422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954 極簡閱讀 :將海量資訊去
蕪存菁、化為己用, 才是
硬道理

趙周著 今周刊 ; 大和總經銷019.1 846 2019  C00142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55 閱讀素養 :黃國珍的閱讀
理解課 從訊息到意義, 帶
你讀出深度思考力

黃國珍著 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524.31 8356 2019  C00142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56 人體百科 史蒂夫.帕克作 ; 郭品纖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397 855 2018  C00142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57 寫給生命的情書 :暖心名

醫告訴你, 對抗病魔時真
正重要的事

江坤俊著 如何 ; 叩應經銷417.8 8359 2019  C001421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958 散戶的50道難題 =50

puzzles of retail

investors

安納金, 葉芳, 金律著法意Phigroup ; 楨彥總經銷563.53 8356 2019  C00142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59 自己的癌症自己救 :改變
腫瘤微環境, 以自癒力克
服癌症 = Own your

cancer, empower

yourself

季匡華著 ; 陳旻苹採訪撰述時報文化 417.8 8656 2019  C00142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0 零基礎的佛系理財術 :只
要一招, 安心穩穩賺

施昇輝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63.53 8466 2019  C00142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1 流浪教師存零股 存到
3000萬

周文偉(華倫)著Smart智富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63.53 8667 2019  C00142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2 綠角的基金8堂課 綠角著 經濟日報 ; 聯合總經銷563.5 897 2018  C00142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3 會計師低價存股術 :用一

張表存到1300萬
丁彥鈞著 Smart智富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63.53 8556 2019  C00142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4 業績千萬4連霸的制勝筆
記 :頂尖房仲何勝緯的銷
售價值學

何勝緯著 華品文創 ; 大和總經銷496.7 8787 2019  C00142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5 富媽媽靠存致富股, 獲利
100% :破解存股迷思, 利
用安打公式挑出高成長
股, 判斷買賣時間, 還能投
資全世界

李雅雯(十方)著采實文化 563.53 8447 2019  C00142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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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何苦去旅行 :我們出發, 然
後帶著故事歸來

麥特.葛羅斯(Matt Gross)著 ; 朱道凱譯早安財經文化 ; 大和總經銷719 8655 2019  C00142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7 職場與法律 =Workplace

and the law

鄭津津著 鄭津津 ; 五南總經銷556.84 8444 2018  C00142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8 用生活常識就能看懂財務
報表 :只要懂得中翻中, 你
就看得懂財報!

林明樟著 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95.47 8755 2019  C00142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69 超圖解變化點管理 :面對
全球化蝴蝶效應 「應變
力」是勝出關鍵

原嶋茂著 ; 羊恩媺譯方言文化 494.56 8344 2018  C00142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0 空服員邦妮從杜拜出發的
飛行日記 :揭開機艙中的
人生百態和你所不知道的
空姐二三事

邦妮(Bonnie)著時報文化 855 877 2019  C00142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1 去日本這樣排行程 交通&

票券制霸全圖解 :半日、
一日自由規劃組合, 零經
驗也能即查即用一路玩到
底!

超級旅行貓(梁詠怡)文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31.9 8496 2019  C00142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2 一起帶 冷便當 :國民媽媽
教你輕輕鬆鬆30分鐘做出
粉絲狂讚、美味又健康的
每日餐盒

宜手作著 積木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7.17 8376 2019  C00142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3 人氣No.1手作烘焙教科書
:麵包、西點與餅乾X美味
的無限可能

呂昇達著 上優文化 ; 紅螞蟻總經銷427.16 8567 2019  C00142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4 幸福園遊會 :蛋糕甜點、
飲品鹹食、餅乾零嘴一網
打盡, 一書在手, 園遊會、
慶生會、開party不用愁

管的幸福烘焙聯合國著朱雀文化 ; 大和總經銷427.16 8655 2019  C00142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5 一碗搞定!增肌減脂健身
餐 :人氣健身女孩May的
50道高蛋白、高纖料理,

餐餐簡單、美味、吃得飽
還能瘦

May(劉雨涵)作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7.1 8734 2018  C00142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6 慢老 :改變對減肥、運
動、睡眠的觀念, 從日常
養成保持活力不顯老的習
慣

黃惠如著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11.1 8336 2019  C00142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7 圖解AI人工智慧大未來 :

關於人工智慧一定要懂的
96件事

三津村直貴著 ; 陳子安譯旗標 312.83 8443 2019  C00141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8 超圖解&lt;認識&gt;AI人
工智慧的第一本書

大西可奈子作 ; 許郁文譯碁峰資訊 312.83 8745 2018  C00141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79 貓狗營養學 奈良渚作 ; 高慧芳譯晨星 ; 知己總經銷437.364 8363 2019  C00141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0 為什麼你給的溺愛貓不

要? :美國最受歡迎貓咪行
為專家 從飼育到溝通, 讓
你秒懂你的貓!

潘.強森班奈特(Pam Johnson-Bennett)著 ; 吳孟穎譯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37.36 8374 2018  C00141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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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為什麼你的好意害了貓?

:Amazon史上最暢銷貓咪
飼育聖經 從幼貓到老貓,

從基本認知到緊急醫療措
施, 愛貓人必備經典指南!

潘.強森班奈特(Pam Johnson-Bennett)著 ; 方淑惠譯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37.36 8374 2018  C00141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2 山羌圖書館 連俞涵作 凱特文化創意 ; 大和經銷855 8774 2018  C00141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3 不快樂, 也沒關係 :一位心

理醫師的真心告白, 為什
麼停止追求快樂, 對我們
反而比較好?

維多麗亞.賓德倫(Victoria Bindrum)作 ; 不言譯遠流 176.51 8257 2019  C00141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4 你的努力要配得上你的野
心

李尚龍著 今周刊 ; 大和總經銷191.9 8453 2019  C00141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5 你不必活成別人喜歡的模
樣

獨慕溪作 奇点 ; 遠足文化發行177.2 8546 2019  C00141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6 我手寫我心 :一張紙, 一支
筆, 寫出更好的自己

水淼著 好的文化 811.1 888 2019  C00141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7 卡內基的活用智慧 :成功
學10堂課一氣呵成

汪建民著 風雲時代 177.2 8375 2019  C00141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8 我的人生自己作主 :美好
的人生建立在自我控制上

韓春澤作 上奇時代 191.9 8544 2019  C00141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89 幸運人生的四大心理學法
則 :提升直覺、擺脫厄運,

最科學的30天運氣大改造

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 奚修君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177.2 8558 2019  C00141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0 做人不要「過度」, 待人
才會有「溫度」

馮子雲著 種籽文化 ; 知遠文化總經銷192.1 8243 2019  C00141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1 情緒陰影 :「心靈整合之
父」榮格, 帶你認識內在
原型, 享受情緒自由

許皓宜著 遠流 170.181 8463 2018  C00141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2 情緒寄生 :與自我和解的
34則情感教育

許皓宜著 遠流 170.181 8463 2018  C00141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3 懂得梳理情緒的人, 就擁
有順利的人生

枡野俊明著 ; 賴郁婷譯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 楨德總經銷226.65 8569 2019  C00141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4 高敏感卻不受傷的七日練
習 :強化心理韌性, 做個對
外圓融溫柔, 內在強大堅
定的人

根本裕幸著 ; 葉廷昭譯采實文化 177.2 8743 2018  C00141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5 在眾神領地裡流浪 :孤獨
旅人的印度迷走

吳建衡攝影、文字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7.19 8877 2019  C00141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6 胡志明小旅行 :風格咖啡
X在地小吃X創意市集X打
卡熱點, 帶你玩出胡志明
的文青味

蔡君婷作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738.39 8447 2019  C00141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7 曼谷這樣玩 :白天豐富精
彩 入夜更是多變迷人! =

Bangkok

蔡小妞依玲, 布雷克著大大創意 ; 昶景國際文化經銷738.2719 8446 2019  C00141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8 動感觸目精華遊Easy go!

:新加坡
高俊權編著跨版生活圖書 ; 泛華發行代理公司發行738.79 8394 2019  C00141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999 搭地鐵玩遍新加坡 但敏作.攝影太雅 738.79 869 2019  C00141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0 讀古文撞到鄉民 :走跳江

湖欲練神功的國學秘笈
祁立峰著 聯經 ; 聯合總經銷030 8436 2018  C00141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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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我們與惡的距離 :創作全
見:完整十集劇本&幕後導
讀訪談記事 = The world

between us

呂蒔媛, 公共電視作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854.8 8549 2019  C00141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2 美食攝影實戰聖經 :餐桌
上的攝影師 = Food

photography

許峵誠作 尖端 953.9 8442 2017  C00141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3 沙漠國家探索之旅 :摩洛
哥.埃及.約旦 = Morocco

Egypt Jordan

陳慧娟著 太雅 ; 知己總經銷767.39 8736 2018  C00141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4 衣索比亞手繪旅行 張佩瑜圖.文聯經 ; 聯合總經銷762.89 8775 2018  C00141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5 圖解古埃及神祇 松本彌著 ; 趙鴻龍譯楓樹林 ; 商流文化總經銷286.1 8343 2018  C00141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6 摩洛哥古城沙漠聖羅蘭 :

跟著達人黃作炎的電影旅
行

黃作炎文.攝影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67.39 8366 2019  C00141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7 摩洛哥, 貓的日常 =My

life as a cat in Morocco

李昱宏文.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67.39 8452 2018  C00141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8 非向自由 江慧娟文 ; 蘇文樹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60.9 8336 2017  C00141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09 橫渡非洲 :背包+自駕露

營車一個月旅程全紀錄
銀仔, 銀太合著紅出版(青森文化) ; 貿騰發賣總經銷760.9 896 2017  C00141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0 摩洛哥 =Morocco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安慧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67.39 8534 2018  C00141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1 馬達加斯加 模里西斯 塞

席爾 留尼旺 科摩羅
=Madagascar Mauritius

Seychelles Réunion

Comores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安慧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60.9 8534 2019  C00141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2 驚奇紐西蘭 勇闖奇異王
國

汪銘峯, 張雅莉合著瑞蘭國際 ; 聯合總經銷772.9 8366 2018  C00141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3 紐西蘭旅行家 :附12天、
23天, 舞菇親自走訪的暢
遊奇景行程

舞菇作.攝影太雅 772.9 875 2017  C00141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4 紐西蘭 =New Zealand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72.9 8868 2018  C00141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5 開始在澳洲自助旅行 張念萱作 太雅 ; 知己經銷771.9 8755 2018  C00141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6 環球國家地理 :亞洲 大洋

洲
&lt;&lt;環球國家地理&gt;&gt;編輯委員會作大旗 ; 大都會文化發行730.6 8735 2017  C00141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7 原來, 我們都對自我誤解
太深 :從印度哲學思維, 找
回真實的自己

熊仁謙著 究竟 ; 叩應經銷191.9 8566 2019  C00141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8 年齡騷擾 :「阿姨」、
「大嬸」、「歐巴桑」為
什麼被討厭?

田中光著 ; 李彥樺譯臺灣商務 544.5931 8566 2019  C00141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19 富爸爸, 有錢人為什麼越
來越有錢?

羅勃特.T. 清崎(Robert T. Kiyosaki), 湯姆.惠萊特(Tom Wheelwright)著 ; 王立天譯高寶國際 563 836 2019  C00141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0 用心於不交易 :我的長線
投資獲利秘訣:下好離手,

不要動作。

林茂昌著 大是文化 563.53 8745 2018  C00141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1 迷人的混蛋贏得尊重, 窩
囊的好人忙求認同

老楊的貓頭鷹著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177.2 8565 2018  C00141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2 外帶一杯世界史 :從世界
之都、重要理念、最酷發
明、英雄與惡魔......等視
角趣看人類歷史

亞歷山大.封.笙堡(Alexander von Schönburg)著 ; 闕旭玲等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13 866 2018  C00141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3 提昇時尚感的最速法則!

:4步驟學會達人級穿搭
Aya著 ; Demi譯臺灣角川 423.23 8764 2018  C00141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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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有錢人家看不到衛生紙
沒錢人在冰箱貼紙 :日本
超強占卜師的好運風水

占卜師飯田著 ; 謝敏怡譯方智 ; 叩應經銷294 895 2019  C00141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5 美女的習慣 歐巴桑的習
慣 :日本超模名校校長教
妳瞬間年輕10歲

豊川月乃著 ; 卓文怡譯如何 ; 叩應經銷425 8576 2019  C00141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6 骨架分析x基因色彩=史上
最強最美穿搭術!

二神弓子著 ; 蘇暐婷譯時報文化 423.23 8445 2019  C00141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7 能自處, 也能跟別人好好
相處 :成熟大人該有的33

個心理習慣

劉軒作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75 2019  C00141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8 112天的媽媽 :謝謝妳, 讓
我們更勇敢的活著

清水健作 ; 楊毓瑩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6.2352 8389 2019  C00141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29 一個人去丹麥 寫一本書 :

嘿 你為什麼不要快樂
曾之喬作 時報文化 855 8366 2019  C00141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0 獻給擁抱生命的你 :百歲
名醫分享生命、愛與寬恕
的人生智慧

日野原重明著 ; 思謐嘉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191.9 8563 2019  C00141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1 謝松洲談免疫風濕病 :從
紅斑性狼瘡看免疫風濕

謝松洲著 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5.695 8234 2019  C00141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2 為什麼要植牙? :植牙是享
受, 不再是折騰 讓您重新
認識您的牙齒 = Why

dental implant?

陳俊龍, 車承娟作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6.955 8793 2019  C00141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3 健忘失神腦當機,你腦霧
了嗎? :腦科醫師教你33

個關鍵自救,提升專注、
記憶、思考三大腦原力,

大腦重置、預防失智 =

Brain fog awakens

鄭淳予著 三采文化 394.91 8435 2018  C00141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4 我是外科醫生, 我有亞斯
伯格症 :三大關鍵克服發
展障礙, 化阻力為助力的
生命奇蹟

畠山昌樹作 ; 鍾雅茜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5.988 8665 2018  C00141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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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貓流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5.988 8757 2019  C00141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6 寂寞博物館 :20段名畫旅
程 收留你說不出口的憂
傷

謝哲青著 圓神 ; 叩應經銷855 8244 2019  C00141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7 我簡單豐富的生活提案 :

從居住、物品到人際關
係, 50個擺脫金錢和外在
覊絆, 化繁為簡的富足人
生

澀谷直人著 ; 王詩怡譯銀河舍 ; 遠足文化發行192.5 8364 2018  C00141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8 我家孩子為什麼這樣做?!

:讀懂孩子行為背後的情
緒祕密、改善親子互動的
88則重點訣竅

小笠原恵著 ; 葉韋利譯新手父母,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28.2 8463 2019  C00141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39 Learn better學得更好 烏瑞克.鮑澤(Ulrich Boser)著 ; 張海龍譯方智 ; 叩應經銷521.1 874 2019  C00141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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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有錢人都在用的人生時薪
思考 :從「回報」的觀點
做計畫, 高效運用時間, 不
辜負每一天的努力

田路和也著 ; 周若珍譯采實文化 494.01 8556 2019  C00141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1 聽說你在創業 林育聖著 有方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94.1 8734 2019  C00141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2 最棒的一年 :5個步驟,

100%實現目標, 讓計劃不
再是空話

麥可.海亞特(Michael Hyatt)著 ; 殷麗君譯遠流 177.2 8245 2018  C00141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3 好睡 :新的睡眠科學與醫
學 = Sleep well : a new

science and medicine of

sleep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1.77 8662 2019  C00141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4 工作是最好的修行。 樊登著 今周刊 ; 大和總經銷494.35 874 2019  C00141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5 日日三餐 早.午.晚 :葉怡

蘭的20年廚事手記 = My

life in the kitchen

葉怡蘭作 寫樂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27.07 8838 2019  C00141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6 爸媽老了該怎麼吃? :世界
最新醫學研究告訴你,60

歲之後的健康飲食和你想
的不一樣!

滿尾正著 ; 吳怡文譯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11.3 8654 2018  C00141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7 搭火車玩雪梨 :8條市鐵線
自遊筆記

蕭婷瑋文.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71.7519 8675 2019  C00141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8 親子玩澳洲 :交通安排+

行程規劃+自駕樂趣, 一
家四口, 精彩澳遊15天,

20萬元有找

陸昕慈作 凱信企管顧問 ; 采舍總經銷771.9 8462 2019  C00141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49 澳洲 =Australia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71.9 8868 2019  C00141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0 布里斯本 黃金海岸 :世界

遺產.最美沙灘.極限探險.

親子景點 澳洲昆士蘭度
假玩樂全攻略 = Best

memo of Queensland

愛麗絲作 創意市集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71.9 8955 2018  C00141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1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老包, 舞菇, Jeff Chen作太雅 ; 知己總經銷772.9 857 2019  C00141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2 後半輩子最想住的家 :先

做先贏!40歲開始規畫, 50

歲開心打造, 好房子讓你
笑著住到老

林黛羚著 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422.5 8752 2019  C00141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3 此刻最美好 :快樂是安然
的享受, 不是退而求其次
的選擇。

高愛倫著 三采文化 544.8 8397 2019  C00141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4 關於衰老這件事 河合隼雄作 ; 葉冰婷譯時報文化 544.8 8467 2019  C00141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5 媽媽的悔過書 :我是最成

功的老師, 卻是最失敗的
母親, 一位校長媽媽沉痛
的真實自白

李柳南著 ; 黃薇之譯采實文化 528.2 8455 2018  C00141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6 皇上吃什麼 :歷史, 是吃出
來的, 一起享用甄嬛的豬
蹄、乾隆的火鍋、如懿的
白菜豆腐、令貴妃的荔
枝、慈禧的玫瑰餅, 和溥
儀的香檳

李舒主編 聯經 ; 聯合總經銷538.782 847 2019  C00141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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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5分鐘即食!萬用保鮮盒做
一週料理 :食材保存 省時
上菜 季節醃漬 快速甜點
一盒搞定

楊賢英作 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7.1 8638 2018  C00141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8 一日三餐減醣料理 :單週
無壓力消失2kg的美味計
劃 72道低醣速瘦搭配餐

娜塔(Nata)著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427.1 874 2019  C00141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59 自己的肌膚自己救 :最科
學的保養知識全圖解

MedPartner美的好朋友醫療團隊著方寸文創 ; 時報文化總經銷425.3 8656 2019  C00141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0 教學的技術 王永福著 商周,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94.386 8463 2019  C00141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1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3 :通

體舒暢的順手感.家收納 :

打通收納邏輯+翻轉裝修
觀念+省力家事心法 =

Storage, family & life

林姓主婦著三采文化 420 8753 2019  C00141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2 念念時光真味 吳念真著 圓神 ; 叩應經銷855 8853 2019  C00141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3 吃出健康高智能的大腦 :

營養學的新發現
艾琳.波爾福德-梅森(Aileen Burford-Mason)著 ; 洪蘭譯遠流 411.3 8633 2019  C00141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4 大腦喜歡這樣學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著 ; 黃佳瑜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310.3 8756 2018  C00141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5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數學 :

解決問題的最佳工具
杉原厚吉著 ; 陳朕疆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310 8634 2019  C00141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6 選對假牙 跟真的一樣好
用

管中陵著 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6.96 8667 2019  C00141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7 Peeta葛格體態改造與生
酮攻略 :混合飲食、輕斷
食, 你也能瘦30%體脂肪

Peeta葛格作臺灣角川 411.94 864 2018  C00141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8 斷食全書 :透過間歇性斷
食、隔天斷食、長時間斷
食, 讓身體獲得療癒

傑森.馮(Jason Fung MD), 吉米.摩爾(Jimmy Moore)著 ; 高子梅譯如果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18.918 82 2018  C00141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69 做個不完美的父母 :教授
媽媽的完全放手教育法,

引導孩子提早獨立、做自
己的主人

許雅寧著 高寶國際 528.2 8444 2018  C00141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70 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 :

姚以婷審定推薦, 暢銷全
球40年的阿德勒式教養經
典, 教出自律、負責、合
作的孩子, 賦予孩子解決
問題的能力

簡.尼爾森(Jane Nelsen)著遠流 528.2 8537 2018  C00141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71 讀懂孩子的情緒話 :小孩
不暴走、家長不失控的好
EQ養成法

楊俐容等作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28.2 8673 2019  C00141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72 鄭丞傑醫師的婦科診療室
:婦科權威為您解答100個
最關心、難以啟齒的兩性
幸福密碼

鄭丞傑著 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7.1 8449 2018  C00141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73 二十一世紀生死課 海德.沃瑞棋(Haider Warraich)作 ; 朱怡康選書、翻譯行路 ; 遠足文化發行419.825 8653 2019  C001410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74 為愛奔波 :毛小孩們教我

的生死課
陳文茜作 時報文化 855 8765 2018  C00141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75 人生的最後期末考 :生命
自主,為自己預立醫療決
定

朱為民著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9.825 8925 2018  C001410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76 你好, 我是接體員 大師兄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489.6607 8776 2019  C00141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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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Free To Fly :生命、勇
氣、愛,加護病房護理師
眼中的醫療群像與生死覺
察

林佳嬡著 時報文化 410.7 8769 2019  C001409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78 孫子兵法厚黑筆記全集 :

活用智慧, 才能為自己創
造更多機會

王照編著 普天 ; 旭昇總經銷177.2 844 2018  C00140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79 如愛一般的存在 王琄作 時報文化 855 844 2019  C00140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0 漫畫 隨心所欲操控人心

的暗黑心理學 :心機無罪,

成功有理!以心理學作為
武器, 輕鬆收服任何人

齊藤勇監修 ; 卓惠娟譯大牌 ; 遠足文化發行177 8446 2017  C00140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1 半生不熟冏大人 :就算崩
潰厭世也無所謂的大人生
活故事

貝絲.伊凡斯(Beth Evans)作 ; 鹿憶之譯時報文化 177.2 8855 2019  C00140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2 一看就懂的厚黑學大智慧
:歷史就是一部「暗黑心
理學」。儘管時代變了,

可是人性自古至今本質未
變!

康文翰著 新Book House ; 聯合總經銷177 8664 2019  C00140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3 跌倒沒關係 沒人看見就
好

郝慧川著 方智 ; 叩應經銷191.9 8537 2019  C00140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4 寧與高手爭高下, 不與傻
瓜論短長

老楊的貓頭鷹著高寶國際 177.2 8565 2019  C00140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5 不抱怨的你 很美 :生活中
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發
現美的眼睛

紅娘子工作室著百善書房 ; 商流文化總經銷192.1 8694 2019  C00140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86 實證本位溝通評估與介入
:促進性溝通法

Jeff Sigafoos等原著 ; 蔡孟儒, 李宏鎰, 李琇菁譯合記 416.867 8446 2018  C0014090 中文實證 物理治療科

1087 臨床骨科X光片判讀2,常
易疏忽的病例與討論

楊榮森總編著合記 416.6 8667 2017  C0014089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1088 運動肌肉傷害 Hans-Wilhem Mueller-Wohlfahrt等作 ; 楊榮森譯合記 416.69 8866 2017  C0014088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1089 表體觸診圖譜 :頸部、軀

幹、上下肢表體解剖學
Serge Tixa原作 ; 王子娟中文編譯臺灣愛思唯爾 ; 合記總經銷415.214 8755 2017  C0014087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1090 如何撰寫病患與客戶病歷
:教你寫出物理治療文件
的準確性

Ginge Kettenbach, Sarah L. Schlomer原著 ; 徐中盈譯合記 415.206 8534 2017  C0014086 中文圖書 物理治療科

1091 老有所終 :長命百歲還是
品質九九?

莊錦豪著 時報文化 544.8 8576 2018  C001408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92 醫療大觀園 :避免成為看
病劉姥姥的就醫指南

莊錦豪著 時報文化 419.47 8576 2017  C001408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93 統計學 :大數據分析 :

EXCEL實務應用與操作
古永嘉, 楊志清著新陸 ; 眾悅總經銷511.7 8464 2018  C00140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94 多變量分析 :SPSS的操
作與應用 = Multivariate

analysis : SPSS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林震岩編著智勝文化 511.2 8775 2018  C00140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95 擺脫挫折的統計學入門 :

克服你對數學的恐懼!

淺野晃著 ; 陳朕疆譯世茂 510 8266 2019  C00140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96 企業倫理 :引領卓越 =

Business ethical :

leading excellent

鄭紹成著 華立 198.49 8463 2018  C00140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097 來醫生館聽故事 簡守信著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 聯合經銷410.7 8626 2018  C001407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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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改變歷史的50種醫藥 吉爾.保羅(Gill Paul)著 ; 崔宏立譯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0.9 895 2018  C001407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099 醫學簡史 :疾病與醫學的

故事, 科學醫學體系的困
境

若伊.波特(Roy Porter)著 ; 王道還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0.9 865 2019  C001407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00 醫療與帝國 :從全球史看
現代醫學的誕生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著 ; 李尚仁譯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0.9 8454 2019  C001407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01 MIS一定要懂的82個伺服
器建置與管理知識

きはしまさひろ作 ; 陳禹豪, 黃瑋婷譯旗標 312.1653 8593 2018  C00140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2 PHP網頁程式設計「超」
入門

松浦健一郎, 司ゆき作 ; 林蕙如譯旗標 312.754 8329 2018  C00140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3 輕鬆玩
HTML5+CSS3+JavaScri

pt網頁程式設計

黃建庭編著全華 312.1695 8376 2019  C00140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4 輕鬆學Google雲端應用 全華研究室編著全華 312.1653 8665 2019  C00140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5 肌電圖臨床手冊 Eric Wisotzky, Victor Tseng, Dane Pohlman原著 ; 郭正雅, 鄭宇軒譯合記 415.215 8534 2018  C00140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6 ICD-10-PCS病歷書寫參

考指引.系列一
邱正仁等作臺灣醫院協會415.206 8746 2018 v.1 C00140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7 急診室的一堂課 陳啟華著 毒藥物防治發展基金會415.22 8736 2018  C001406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08 放射線學快速上手 :臨床

案例判讀解析
Shahid Hussain, Sherif A. A. Latif, Adrian D. Hall原著 ; 陳煥武譯合記 415.216 846 2018  C00140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09 觸診技巧 :表面解剖學的
臨床應用

Bernhard Reichert原著 ; 吳威廷等譯合記 415.214 8853 2019  C00140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0 醫師 我怎麼了? :從常見
的5大症狀解答各式疑問

市原真著 ; 許展寧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415.21 8433 2019  C00140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1 最新英文病歷的正確寫法 羽白清著 ; 蔡禕凌, 彭鼎原, 黃莊彥譯合記 415.206 8463 2019  C00140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2 免疫的威力 :免疫力,就是
最好的醫生!治癒過敏、
發炎與癌症的免疫醫療法

伍焜玉著 遠流 418.29 8643 2019  C00140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3 最後的秘境 東京藝大 :天
才們的渾沌日常

二宮敦人作 ; 陳妍雯譯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525.831 8436 2018  C00140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4 Uniqlo零失敗男性穿搭
:25件平價單品, 打造正
式、休閒的時尚風格

MB著 ; 涂紋凰譯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423.21 8296 2018  C00140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5 當自己的按摩師 :深層肌
筋膜自我放鬆術

鄭旭輝著 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8.9314 8466 2018  C00140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6 笨蛋!問題都出在營養 劉乂鳴, 劉乂兮著匠心文創[出版] ; 旭昇總代理411.3 8794 2019  C00140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7 維生素C超劑量療法 生田哲著 ; 劉又菘譯晨星 ; 知己總經銷399.63 8654 2019  C00140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8 40歲開始預防失智症 :提

早讓風險降到最低的預防
對策及實踐方法

伊古田俊夫著 ; 林姿妘譯晨星 ; 知己總經銷415.934 8845 2019  C00140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19 自遊自在背包客旅遊日語
:我的第一本自助旅行日
語

杉本愛子, 小林美佳合著布可屋文化 ; 易可數位行銷總代理803.188 8649 2019  C00140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0 下一站, 印度德里! :終極
背包客的吃喝玩樂全攻略

PloyCafe著.攝影瑞蘭國際 ; 聯合總經銷737.13109 8323 2018  C00140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1 我是留德華 :海獅的德國
奇幻旅程 =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李博研著 聯經 ; 聯合總經銷529.2843 8435 2018  C00140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2 全世界最棒的街頭小吃 Abigail Hole等作 ; 林怡汎譯晨星 ; 知己總經銷427.1 843 2019  C00140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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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123 在地人玩美西 :洛杉磯、
舊金山、聖地牙哥、賭
城、優勝美地、大峽谷、
羚羊峽谷、死亡谷,輕鬆
暢遊不費力

Dr. Phoebe作華成圖書 752.9 8459 2018  C00140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4 行李箱couple玩南美 :省
錢有理!132天only9萬

林珮瑜圖文、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56.9 8755 2018  C00140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5 福岡.長崎 唐津.有田搭車
趣!

昭文社作 ; 陳家恩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809 8563 2018  C00140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6 札幌 小樽.富良野.旭川搭
車趣!

昭文社作 ; 甘為治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909 8563 2018  C00140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7 四國搭車趣! 昭文社作 ; 木木咲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709 8563 2018  C00140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8 完全生酮一看就懂圖文指

南 :沒有壓力的酮體生活,

成功引導超過500萬人進
入生酮飲食!

黎安妮.福格爾(Leanne Vogel)著 ; 游懿萱譯柿子文化 411.3 8343 2018  C00140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29 營養師百問百答 :圖解營
養學百大飲食迷思全破解

劉素櫻著 和平國際文化 ;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411.3 8734 2018  C00140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0 降癌18掌 :抗衰逆齡也可
以

韓柏檉著 韓柏檉 ; 白象文化經銷417.8 8544 2019  C00140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1 喚起體內的神醫 歐陽英著 大喜文化 ; 聯合總經銷411.1 8768 2019 v.3 C00140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2 喚起體內的神醫 歐陽英著 大喜文化 ; 聯合總經銷411.1 8768 2019 v.2 C00140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3 喚起體內的神醫 歐陽英著 大喜文化 ; 聯合總經銷411.1 8768 2019 v.1 C00140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4 刎頸之交 :簡瑞騰醫師與

他的頸椎退化病友們
于劍興著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 聯合發行經銷416.612 8574 2018  C001404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35 非瘦不可 :人氣中醫師的
輕鬆瘦身方 : 吃得飽, 也
能瘦得好!

陳峙嘉著 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1.94 8744 2019  C00140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6 7檔特別股養我一輩子
:MissQ寫給退休族、定存
族、小資族的私房三賺股

MissQ著 法意資產管理 ; 楨彥總經銷563.53 8456 2019  C00140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7 原則 :生活和工作 瑞.達利歐(Ray Dalio)著 ; 陳世杰, 諶悠文, 戴至中譯商業周刊 177.2 8777 2018  C00140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8 好習慣不用刻意練習 :每

天只要多做一點點, 輕鬆
製造慣性, 就能簡單改寫
人生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大喜文化 ; 聯合總經銷176.74 8735 2018  C00140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39 掌握市場週期 :價值投資
大師霍華.馬克斯教你看
對市場時機, 提高投資勝
算

霍華.馬克斯(Howard Marks)著 ; 蘇鵬元, 陳儀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563 8355 2019  C00140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0 完整公開交易紀錄的肥羊
養股術 :只靠3檔績優股,

輕鬆獲利1, 300萬

翁建原著 Smart智富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63.53 8673 2018  C00140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1 你可以不只是上班族 :斜
槓創業, 複業多賺多自由
的27天行動計畫

克里斯.古利博(Chris Guillebeau)著 ; 羅耀宗譯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1 8473 2018  C00140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2 讓傷痕說話 :一位精神科
醫師遇見的那些彩虹人生

徐志雲著 遠流 415.9507 8533 2018  C00140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3 菜市場政治學 :選舉專號
= Who governs?

Vanessa等作 ;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群等主編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72.3 8846 2018  C00140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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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跟著月亮走 :韓國瑜的夜
襲精神與奮進人生

韓國瑜口述 ; 黃光芹採訪撰述時報文化 783.3886 8555 2019  C00140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5 懶人瑜伽 :救救你的自律
神經! : 漫畫解剖16式超
有感輕懶慢宅瑜伽 拯救
你的自律神經失調

崎田美奈著 ; 白璧瑩譯漫遊者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411.15 8656 2019  C00140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6 世上最快樂的工作 :神經
顯微重建手術權威杜元坤
的行醫哲學

杜元坤著 ; 謝其濬採訪整理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410.9933 8455 2018  C001403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47 五星級溝通術 你的成功
巨浪

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 葉妍伶譯先覺 ; 叩應經銷494.2 853 2018  C00140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8 圖解49個讓人一聽就懂的
簡單表達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今周刊 ; 大和總經銷192.32 8735 2019  C00140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49 原來理科人這樣想 :15位
理科背景領導人的工作哲
學與制勝法則

川村元氣著 ; 賴惠玲譯采實文化 783.11 8735 2017  C00140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0 如何在LINE、FB寫出爆
款文案 :奧美前金牌廣告
人教你, 把文字變成「印
鈔機」的18個技巧!

關健明著 大樂文化 497.5 8495 2018  C00140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1 一張問卷讓新客變熟客 :

用改良式「諮詢問卷」,

讓回客率達到85％、業績
爆增10倍的驚人效果

小林未千著 ; 蔡麗蓉譯采實文化 498 8477 2017  C00140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2 家事斷捨離 :第一本打破
收納迷思、讓每個人都能
不必特別花時間就做好家
事的減法生活書!

山下英子作 ; 鍾雅茜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0 8638 2018  C00140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3 不消費的一年 :購物狂的
重生之旅, 擁有越少, 得到
更多

凱特.弗蘭德斯(Cait Flanders)著 ; 楊璧謙譯遠流 177.2 8585 2018  C00140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4 財報 就像一本故事書 劉順仁著 時報文化 494.7 8756 2019  C00140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5 呂醫師的拉筋毛巾操 :消

除7大系統病根告別痛、
老、胖。

呂紹達作 臺灣廣廈有聲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1.711 8567 2019  C00140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6 有理最美 :培養閱讀好習
慣, 增進大腦思考力

洪蘭著 遠流 078 828 2019  C00140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7 不太會說話, 也沒關係! :

靠「聲音、容貌、姿態」
10秒內就能抓住人心的現
場表達力技巧練習

加藤昌史, 石川寬美著 ; 葉冰婷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192.32 8445 2018  C00140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8 社群行銷的12堂嚴選課程 榮欽科技著博碩文化 496 8697 2019  C00140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59 羅右宸看屋學 :我這樣找
「跌過頭」的房子, 替自
己、幫別人買到300間房

羅右宸著 大是文化 554.89 8546 2019  C00140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0 研之有物 :穿越古今!中研
院的25堂人文公開課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著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19.07 8685 2018  C00140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1 生命不斷對你訴說的
是...... :歐普拉覺醒的勇
氣

歐普拉.溫弗蕾(Oprah Winfrey)著 ; 方淑惠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92.1 8355 2018  C00140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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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媳婦的辭職信 :在婚姻裡
我選擇不當媳婦, 勇敢抛
下婆家束縛後, 奇蹟竟一
一出現

金英朱著 ; 劉小妮譯采實文化 177.2 8689 2018  C00140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3 走進陌生人的家 :何安蒔
教你整理心, 再整理空間

何安蒔著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22.5 8734 2018  C00140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4 家的修繕常備手冊 :哥動
手修, 姐自己來!Step by

Step修繕好簡單, 不用再
苦等師傅來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2.9 8246 2018  C00140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5 跑步, 該怎麼跑? :認識完
美的跑步技術, 姿勢跑法
的概念、理論與心法

尼可拉斯.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 約翰.羅伯遜(John Robson)著 ; 徐國峰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28.946 8583 2018  C00140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6 完妝後就是美人 :任何狀
況都能完美修飾的專業技
巧 : 大人的化妝書.II

長井香織著 ; 林以庭譯精誠資訊 425.4 8756 2019  C00140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7 後勁王建民 =Late life :

the Chien-ming Wang

story

陳惟揚, 周汶昊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783.3886 8736 2019  C00140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8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 老楊的貓頭鷹著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177.2 8565 2017  C00140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69 隱藏於光中 :一位甘冒生
命危險, 追隨基督的穆斯
林女孩

瑞芙佳.巴里(Rifqa Bary)著 ; 陳敬旻譯格子外面文化249.952 855 2018  C00140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0 人生障礙俱樂部 :臨床心
理師的暖心小劇場

劉仲彬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8.8 8776 2018  C00140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1 10秒鐘美食教室 :秒懂!那
些料理背後的二三事 =

10 seconds class

Yan作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1.3 8866 2018  C00140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2 叛逆有理、獨立無罪 :掙
脫以愛為名的親情綑綁

陳志恆著 圓神 ; 叩應經銷177.2 8733 2018  C00140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3 微笑面對無禮之人 :用優
雅四兩撥千斤, 靠修養高
度征服粗魯無禮之人

鄭文正著 ; 徐小為譯采實文化 192.1 8464 2018  C00140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4 照護的邏輯 :比賦予病患
選擇更重要的事

安瑪莉.摩爾(Annemarie Mol)著 ; 吳嘉苓等譯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9.47 843 2018  C001400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75 微霞與桑榆 :陳亮恭醫師
的世紀思索

陳亮恭著 聯合報系 544.8 8743 2019  C001400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176 只是不想回家 林彥潔作 凱特文化創意 ; 大和經銷740.9 8752 2017  C00140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7 每天做一件你害怕不敢做

的事
羅比.羅格(Robie Rogge), 戴安.史密斯(Dian Smith)作 ; 陳映廷譯遠流 177.2 854 2017  C00139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8 出國前7天的英語會話課 :

想在國外通行無阻, 還是
用英語最方便!

蔡馨慧作 不求人文化 ; 我識總經銷805.188 8443 2019  C00139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79 瑞士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Ricky(蘇瑞銘)文.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44.89 8856 2018  C00139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0 訂了機票就出發 旅遊日

語全攻略 =Japanいきな
り話せるトラベル会話

上杉哲著 凱信企管顧問 ; 商流文化總經銷803.188 8564 2018  C00139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1 緬甸Discovery :米倉、玉
石與佛祖的庇佑

陳光煒文.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38.19 8764 2018  C00139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2 越南 柬埔寨 緬甸 寮國
=Vietnam, Cambodia,

Myanmar, Laos

王偉安,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8.09 8473 2018  C00139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3 曼谷 清邁 黃浩雲, 吳佳曄,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8.2719 8333 2018  C00139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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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 偽在地人的土耳其旅遊書
=Burası Türkiye

高珮倫, 魏宗琳著瑞蘭國際 ; 聯合總經銷735.19 8357 2018  C00139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5 吃法決定活法.3 :不起眼
的超級食物 : 蔥薑蒜、
糖、漬物的驚人養生妙用

陳允斌作 時報文化 413.98 8772 2018  C00139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6 透明系大人彩妝 :從保養
到上妝, 自己打造無齡美
肌

田中亞希子作 ; 呂沛餘譯臺灣角川 425 8564 2018  C00139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7 美麗由內而外復甦 :輕熟
女逆齡美容聖經 =

Recovery of beauty

吉木伸子, 中村格子, 田村真奈監修 ; 林琬清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425.3 8477 2018  C00139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8 不被情緒綁架的日常 :42

則心理諮商師親授、天天
都好用的情商升級指南

劍聖喵大師著高寶國際 176.5 8745 2018  C00139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89 第一眼就時尚 :打造印象
美人的魅力穿搭4步驟 =

Clothes make

impression beautiful.

星玲奈作 ; Demi譯臺灣角川 423.23 8533 2018  C00139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0 卸妝也不怕!打造正素顏
的美肌圖鑑

かずのすけ著 ; 童小芳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425.4 8634 2018  C00139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1 法國人只需十件衣 :認清
你自己的黃金比例

韋甜甜著 風雲時代 742.3 8566 2018  C00139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2 一收到位 專業團隊的3步
驟收納術 :收出待客、生
活、休息都自在的宜人居
家

韌與柔生活團隊著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422.5 8337 2018  C00139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3 3步驟做頂級天然保養品
:65款保養品、貼身皂、
自然美膚配方一次收錄。

石彥豪著 采實文化 466.7 8456 2018  C00139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4 我們為何從眾, 何時又不?

:從經濟學、社會心理
學、神經科學、演化生物
學、行為生態學等角度剖
析群聚與反群聚行為

蜜雪兒.貝德利(Michelle Baddeley)作 ; 洪夏天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41.78 8457 2018  C00139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5 產婦.新生兒, 居家照護全
圖解 :新手父母一次上手
育兒百科 : 日常基礎照護
x小兒常見疾病x產後常見
問題x產婦乳腺疏通x中醫
體質調理, 權威醫師給你
最完善解答

臺灣母嬰月子醫學會著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429.13 8444 2019  C00139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6 孕期就該知道的產後100

天 :產婦身心與新生兒照
護指南, 陪妳做不完美的
快樂媽媽

林思宏, 徐碩澤作高寶國際 428 8742 2018  C00139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7 每個家, 都應該有主人的
樣子

朱俞君著 采實 ; 422.5 8974 2016  C00139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198 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
:即時療癒人際關係的痛
與情感內傷

蘇絢慧著 究竟 ; 叩應經銷178.8 8863 2018  C00139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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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 日子難過越要笑著過全集
:用微笑面對苦日子的生
活智慧 = The wisdom of

life

文蔚然著 普天 ; 旭昇總經銷177.2 8645 2018  C00139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0 高手的養成 :股市新手必
須知道的3個祕密 = The

secret of being a top

investor

安納金作 法意PHIGROUP ; 楨彥總經銷563.53 8356 2018  C00139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1 我買ETF, 30歲到北歐看
極光 :尋常7年級上班族的
完成夢想投資法則 =

Exchange traded funds

張耿豪著 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563.5 8776 2017  C00139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2 和日本文豪一起遊京都 :

晨市、街町、河源、寺
廟, 還有庶民生活......

夏目漱石等著 ; 侯詠馨譯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861.3 8756 2017  C00139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3 釜山就該這樣慢慢玩.2 亞莎崎著 大大創意 ; 昶景國際文化經銷732.7899 8476 2017 v.2 C00139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4 姊妹揪團瘋釜山 :地鐵暢

遊X道地美食X購物攻略X

打卡聖地, 延伸暢遊新興
旅遊勝地大邱

顏安娜著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732.7899 8237 2018  C00139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5 激安必敗700 :香港.大阪.

曼谷.關島海外購物聖經
= Shopping top list 700 :

Hong Kong Osaka

Bangkok Guam

蘇宰暎, 盧昭妍著 ; 譚妮如譯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719 8848 2017  C00139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6 北海道 風格慢旅 :日常外
圈的旅行提案, 感受最有
溫度的北國風景

黃晴渝作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31.7909 8354 2019  C00139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7 義大利南部深度之旅 :龐
貝.阿瑪菲海岸 拿坡里.阿
爾貝羅貝洛 卡布里島.西
西里島 = Southern Italy

簡婉莉作 太雅 ; 知己總經銷745.09 8676 2018  C00139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8 看見, 心西藏 :深度探訪大
西藏全境之美, 分享大山
大水教會我的事

孫宜君文字.攝影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676.669 8334 2019  C00139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09 貓頭鷹在黃昏飛翔 川上未映子問 ; 村上春樹答 ; 劉子倩譯時報文化 861.57 8757 2019  C00139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0 濟州。私旅 :四季彩色風

景X海岸山岳壯麗X特色
主題咖啡店, 體驗最當地
的玩法。

金兌妍著 ; 胡椒筒譯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732.7999 8647 2018  C00139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1 日本.三日秘境 :6種心境
之旅x13個沿途絕無僅有
的風景,一場愛的魔幻旅
行!

張維中作 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731.9 8766 2018  C00139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2 鐘樓應該有怪人 :我的歐
亞紀行

王基倫著 釀 ; 秀威資訊科技發行855 8447 2017  C00139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3 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最美
城市 :歐洲精選小旅行

蘇瑞銘著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40.9 8856 2018  C00139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4 從素人變女神 :超人氣彩
妝師Alice的質感美妝術

Alice(廖嬪瑋)作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25.4 8555 2018  C00139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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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偽公務員的菜鳥日記 :給
跳坑公職的青年、水深火
熱的公僕、合約上的乙方
苦主、對公家單位森七七
的小老百姓

屋裡寶寶圖/文聯經 ; 聯合總經銷573.4 8432 2018  C00139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6 成為這樣的我 :蜜雪兒.歐
巴馬

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作 ; 黃佳瑜, 陳琇玲, 林步昇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785.28 8753 2018  C00139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7 食物如何改變人 :從第一
口餵養 到商業化浪潮下
的全球味覺革命

碧.威爾森(Bee Wilson)原著 ; 盧佳宜譯大寫 ; 大雁文化發行411.3 8337 2017  C00139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8 小資烘焙創業的第一本書
:超好評食譜, 以及從心理
準備、成本估算到有效行
銷等全方位創業指南

溫蒂Wendy著朱雀文化 ; 大和總經銷481.3 836 2018  C00139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19 煮婦心機 :速.簡.快 廚房
菜鳥偽裝大廚的72捷徑

芭娜娜(菲莫琳Family cuisine)作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27.8 8677 2018  C00139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0 一人獨享!72道暖心悶燒
罐料理 :孕媽媽、小資女
美容養身, 一罐搞定!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双美生活文創427.1 8958 2018  C00139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1 燜燒罐美人湯:美女中醫
直傳53道食療秘方!養
顏、美容、抗老、瘦身、
更年期調理,一罐搞定!

余雅雯著 平安文化 413.98 8547 2016  C00139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2 減法美肌 :月診萬人皮膚
科醫師親身實踐, 打破保
養騙術

菅原由香子著 ; 楊鈺儀譯世茂 425.3 8535 2017  C00139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3 皮膚照護教科書 :健康肌
膚的新常識

高瀬聰子, 細川桃作 ; 盧宛瑜譯晨星 ; 425.3 8323 2018  C00139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4 救救熟齡肌!跟著皮膚科
醫師做好皮膚保健 從此
不癢不臭不怕露

趙昭明著 三民 415.7 8455 2018  C00139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5 男人下半身幸福百科 :從
預防、治療到保健，榮總
名醫解密男人說不出口的
泌尿與性功能疑問

盧星華著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15.8 8556 2018  C00139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6 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 :腰
好、腿好、腳好, 身體自
然好!

洪康遠著 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3.915 8267 2017  C00139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7 過敏終於好了 :徹底治癒
過敏體質 = To heal

allergy completely

陳泰瑾編著璀樂全球 415.74 8734 2018  C00139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8 現代養生訓 :35位日本名
醫的健康生活觀

宇山惠子著 ; 林佳翰譯大都會文化411.1 8463 2018  C00139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29 Dr.小志志圖解健康醫學 劉育志,白映俞著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9 8733 2016  C00139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0 你做的檢查、治療都是必

要的嗎? :小心!過度的醫
療行為, 反而嚴重傷害你
的健康!

江守山著 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0 8326 2018  C00139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1 笨蛋, 問題都出在醫美! 劉乂鳴著 匠心文創[出版] ; 旭昇總代理416.48 8794 2016  C00139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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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劉博仁不藏私的功能醫學
新王道 :吃藥不如吃對營
養、過對生活 小毛病不
會變成大問題

劉博仁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5.2 8736 2018  C00139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3 蒼藍鴿醫師告訴你 :90%

攸關性命的醫學常識,沒
有人教!

吳其穎著 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2.5 8833 2018  C00139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4 誰說一百分的妳, 才是最
好的自己 =We are not

wonder women

Melody(殷悅)著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4.5 894 2018  C00139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5 我決定, 生活裡只留下對
的人

楊嘉玲著 采實文化 177.3 8643 2018  C00139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6 變老的勇氣 岸見一郎作 ; 王蘊潔譯平安文化 544.8 8662 2019  C00139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7 蔡康永的情商課 :為你自

己活一次
蔡康永著 如何 ; 叩應經銷176.5 8466 2018  C00139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8 子彈思考整理術 :釐清超
載思緒, 化想法為行動 專
注最重要的事, 設計你想
要的人生

瑞德.卡洛(Ryder Carroll)作 ; 吳凱琳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94.01 843 2018  C00139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39 邊寫邊思考的大腦整理筆
記法 :養成「書寫→思考
→解決」的習慣, 增加生
產力, 強化學習力, 紓解壓
力，心智升級!

齋藤孝著 ; 葉廷昭譯采實文化 176.4 8244 2018  C00139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0 連談判專家都讚嘆的6堂
超溫暖說服課 :為何口沫
橫飛仍推不動?因為想贏
得認同, 你得明白對方感
受!

富樫佳織著 ; 侯詠馨譯大樂文化 494.2 8346 2018  C00139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1 專業之死 :為何反知識會
成為社會主流, 我們又該
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
機?

湯姆.尼可斯(Tom Nichols)著 ; 鄭煥昇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41.415 8555 2018  C00139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2 生活投資學 :領股息、賺
價差, 最適合散戶的投資
系統

許凱廸著 遠流 563.53 8458 2018  C00139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3 超圖解秒懂英文法 :核心
概念全圖解, 一眼瞬間掌
握文法本質

田中茂範, 弓桁太平作 ; 程麗娟譯臺灣廣廈有聲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6 8564 2019  C00139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4 資訊組織 張慧銖等著華藝學術 ; 華藝數位發行023.4 8739 2017  C00139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5 數位典藏之建構模式及其

自動化系統研究 =Digital

preservation

蔡輝振著 天空數位 028 8467 2018  C00139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6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服務新
建構 :國際視野的觀察 =

The new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era

: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簡秀娟著 元華文創 ; 易可數位行銷總經銷023.07 8666 2017  C00139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247 RDA書目關係編目參考手
冊 =RDA bibliographic

relationships cataloging

reference manual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著國家圖書館023.4 8565 2018  C0013929 中文參考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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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膽固醇其實跟你想的不一
樣! :膽固醇的功用超乎想
像, 想多活20年, 你一定
要重新認識它

吉米.摩爾(Jimmy Moore), 艾瑞克.魏斯特曼(Eric C. Westman)著 ; 李明芝譯柿子文化 399.4781 843 2018  C00139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49 超效抗癌 :40年臨床經驗
證實有效提升生活品質、
延長壽命的關鍵輔助治療

馬克.史坦格勒(Mark Stengler), 保羅.安德森(Paul Anderson)著 ; 錢基蓮譯三采文化 417.8 8844 2018  C00139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0 觸動人心的柔話術 :越難
溝通就越該輕輕說

傑里.詹金斯(Jerry B. Jenkins), 喬治.湯普森(George J. Thompson)著 ; 舒靈譯三采文化 177.1 8665 2018  C00139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1 空汙世代的肺部養護全書
:PM2.5、霧霾威脅下, 口
罩族的求生指南

陳晉興, 陳保中作三采文化 415.46 8744 2018  C00139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2 里斯本, 沒落的美感 :深遊
葡萄牙、細訪里斯本, 探
索大航海時代迷人的舊時
光

細腿男文字.攝影商周,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6.2719 8753 2018  C00139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3 人類這個不良品 :從沒用
的骨頭到脆弱的基因

納森.蘭特(Nathan H. Lents)著 ; 陸維濃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397 885 2019  C00139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4 學生為什麼不喜歡上學? :

認知心理學家解開大腦學
習的運作結構, 原來大腦
喜歡這樣學

丹尼爾.威靈漢(Daniel T. Willingham)著 ; 謝儀霏譯久石文化 ; 紅螞蟻總經銷521.1 8346 2019  C00139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5 這不是你想的希臘神話
=Mythology

陳喜輝作 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284.95 8746 2017  C00139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6 不懂神話, 就只能看裸體
了啊

顧爺著 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909.9 827 2017  C00139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7 英文溝通寫作全技藝 :求
職、行銷、情書、慰
問...50種工作與生活情
境, 面面俱到的英文書信
寫作要點

羅莎莉.瑪吉歐(Rosalie Maggio)著 ; 鄒詠婷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805.17 8347 2018  C00139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8 靈界的科學 :李嗣涔博士
25年科學實證, 以複數時
空、量子心靈模型, 帶你
認識真實宇宙。

李嗣涔著 三采文化 307.9 8453 2018  C00139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59 發現醫學台南 王秀雲等著成大出版社,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STM）研究中心 ; 成大研發基金會發行410.933 8463 2018  C001391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0 調息 呼吸的科學 :想要調
控自己的身心 先從控制
呼吸開始

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 魯道夫.巴倫塔(Rudolph Ballentine), 艾倫.海姆斯(Alan Hymes)著 ; 黃誠勳譯橡實文化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11.12 843 2018  C00139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1 回歸自然療癒力 :德國自
然醫學博士證實有效的療
法

安德列.米夏爾森著 ; 洪清怡譯方智 ; 叩應經銷418.9 8673 2018  C00139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2 人類大未來 :下一個五十
年, 科技如何讓人類更幸
福?

吉姆.艾爾卡利里(Jim Al-Khalili)編選 ; 謝孟宗, 林瑞堂翻譯三采文化 541.49 8475 2018  C00139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3 養股 我提早20年財富自
由 :買了不用管、定期會
給孝親費、偷偷漲10倍,

閉著眼睛抱10年的股票這
樣挑

黃嘉斌著 大是文化 563.53 8342 2018  C00139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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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最強抗癌蔬菜湯 :世界抗
癌藥研究權威傳授!一天
兩碗, 輕鬆預防癌症、有
效改善慢性病!

前田浩作 ; 夜闌譯高寶國際 418.914 8453 2018  C00139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5 W(什)T(麼)F(鬼)?!{一趟
不可思議的經濟學之旅}

彼得.利森(Peter T. Leeson)著 ; 謝慈譯遠流 538 877 2018  C00139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6 地球上最健康的150種食
材 :「該吃什麼?為什麼
吃?」的驚人真相

強尼.包登(Jonny Bowden)著 ; 曾育慧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74 2018  C00139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7 制霸35年銀座媽媽桑教你
超窩心拒絕術

伊藤由美著 ; 涂紋凰譯高寶國際 177.3 8845 2018  C00139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8 如何說, 如何聽 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著 ; 吳芠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92.32 8856 2018  C00139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69 創業實戰全書 :以科學方
法避開99%創業陷阱

田所雅之著 ; 陳朕疆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94.1 8574 2018  C00139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0 你的強大, 就是你的自由
:5個領悟讓你進退職場都
靈活

洪雪珍著 有方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94.35 8246 2018  C00139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1 麥肯錫寫作技術與邏輯思
考 :為什麼他們的文字最
有說服力?看問題永遠能
擊中要害?

高杉尚孝著 ; 鄭舜瓏譯大是文化 494.45 8365 2018  C00139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2 在咖啡冷掉之前 川口俊和作 ; 丁世佳譯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861.57 8759 2019  C00139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3 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
:&lt;&lt;金融時報&gt;&gt;

最好看的專欄

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 尤傳莉譯早安財經文化 ; 大和總經銷550 8535 2017  C00139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4 算利教官教你 存股利滾
利 年年領百萬

楊禮軒著 Smart智富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63.53 8635 2016  C00139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5 複雜變簡單 重點摘要力 :

報告記錄、短篇作文、口
語溝通都能「化繁為簡」
完美表達

本間正人, 浮島由美子著 ; 黃雅慧譯八方 ; 聯合總經銷494.2 8444 2016  C00139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6 你今天廢話了嗎? :看懂時
機講對話, 沒有口才也可
以是人才

苦苓著 遠流 192.32 854 2018  C00139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7 精準整理 :最強!工作與金
錢整理絕技, 招招改變你
的職場運和財富收入

速溶綜合硏究所著方言文化 494.01 8735 2018  C00138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8 好女人受的傷最重 :精神
科醫師教妳立下界線, 智
慧突圍

賴奕菁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365 2018  C00138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79 R資料科學 Hadley Wickham, Garrett Grolemund著 ; 黃銘偉譯碁峰資訊 312.74 8556 2018  C00138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80 跟著光光老師, 教出高正
向小孩 :家有大雄不用煩!

「兒童專注力教主」有效
解決天天上演的教養難題

廖笙光(光光老師)著遠流 428.8 8566 2018  C00138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281 ACSM運動測試與運動處
方指引

林嘉志譯 易利 528.9016 8743 2013  C0013895 中文圖書 呼吸治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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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 搭建感覺統合橋樑 :治療
自閉症及其他廣泛性發展
障礙兒童

Paula Aquilla等作 ; 曹純瓊等譯華騰文化 ; 禾楓書局總經銷418.94 845 2017  C0013894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83 病例用藥評估精選 周月卿主編九州 418.2 8667 2017  C0013893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284 用藥相關問題評估 :藥師

SOAP紀錄精選
周月卿主編九州圖書 418.03 8667 2018  C0013892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285 用藥評估問題導向學習教
案

周月卿主編九州 418.03 8667 2017  C0013891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286 中風個案職能治療服務準
則 :實證治療 =

Occupational therapy

guideline for stroke :

evidence-based practice

毛慧芬等作 ; 吳菁宜主編禾楓 ; 華騰文化總經銷415.922 8737 2018  C0013890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87 機構高齡活動設計理論與
實務 :律動、能量、團體
動力 = Group-rhythmical

activities in elderly care

facility : theory and

practice

秦秀蘭著 揚智文化 544.85 8368 2018  C0013889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88 老人活動設計 :你該怎麼
做

林達森, 李少慈著華騰文化 ; 禾楓總經銷544.85 8777 2017  C0013888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89 失智症照護的創意溝通工
具=A creative toolkit for

communication in

dementia care

Karrie Marshall著;王亦玲譯華騰文化 415.934 8383 2016  C0013887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90 癌症治療之路 :醫者該做
的事

Stewart B. Fleishman作 ; 黃家榆譯合記 417.8 8788 2018  C0013886 中文圖書 放射腫瘤科

1291 小兒職能治療學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children

陳官琳等作禾楓書局 ; 華騰文化總經銷418.94 8737 2017 v.2 C0013885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92 小兒職能治療學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children

陳官琳等作禾楓書局 ; 華騰文化總經銷418.94 8737 2017 v.1 C0013884 中文圖書 職能治療科

1293 竹內失智症照護指南:掌
握水分、飲食、排泄、運
動,半數以上失智症狀改
善

竹內孝仁著;雷若莉,賴彥妤編譯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9341 8744 2018  C0013883 中文圖書 精神科

1294 職能治療與職業重建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張彧著 禾楓書局出版 ; 華騰文化總經銷418.94 873 106  C0013882 中文圖書 精神科

1295 化知識為行動 :GRADE於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臨床指
引之應用

陳耀龍等原著 ; 刁茂盟, 紀景琪等編著碩亞數碼科技 ;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發行415.029 8753 2018  c.4 C0013881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296 化知識為行動 :GRADE於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臨床指
引之應用

陳耀龍等原著 ; 刁茂盟, 紀景琪等編著碩亞數碼科技 ;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發行415.029 8753 2018  c.3 C0013880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297 化知識為行動 :GRADE於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臨床指
引之應用

陳耀龍等原著 ; 刁茂盟, 紀景琪等編著碩亞數碼科技 ;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發行415.029 8753 2018  c.2 C0013879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298 化知識為行動 :GRADE於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臨床指
引之應用

陳耀龍等原著 ; 刁茂盟, 紀景琪等編著碩亞數碼科技 ;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發行415.029 8753 2018  c.1 C0013878 中文圖書 藥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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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 化知識為行動 :GRADE於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臨床指
引之應用

陳耀龍等原著 ; 刁茂盟, 紀景琪等編著碩亞數碼科技 ;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發行415.029 8753 2018  C0013877 中文圖書 藥劑科

1300 預防醫學 =Preventive

medicine

臺灣家庭醫學會編臺灣家庭醫學會412.5 8446 2018  C0013876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1301 東京地鐵 :地圖快易通 墨刻編輯室作墨刻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72609 8547 2011  C0013875 中文圖書 贈送
1302 東京 :東京迪士尼渡假區‧

汐留‧お台場‧銀座‧渋谷‧原
宿‧白金‧新宿‧浅草‧深川

小山笠智, 馮惠芸翻譯大輿 731.726 8466 2010  C0013874 中文圖書 贈送

1303 搭地鐵玩京阪神.'13-'14

版 =Subway Kyoto

Osaka Kobe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宏碩文化發行  聯合發行總經銷  731.759 8836 2013  C0013873 中文圖書 贈送

1304 認識生死學:生死有涯 曾煥棠著 揚智文化 191.9 8368 2005  C0013872 中文倫理 贈送
1305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第十四屆
孫梓評,謝麗笙編輯林榮三基金會830.86 8764 2019  C0013871 中文圖書 贈送

1306 臺灣口腔醫學史 陳銘助編撰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416.90933 8767 2014  C0013870 中文倫理 贈送
1307 植牙美學臨床解析

=Implant Esthetic

Essentials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 黃怡豪總編輯臺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416.955 8466 2018  C0013869 中文圖書 贈送

1308 台灣兒童心臟學之父 :呂
鴻基

林芝安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410.9933 8783 2018  c.1 C0013868 中文倫理 贈送

1309 台灣兒童心臟學之父 :呂
鴻基

林芝安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書報總經銷410.9933 8783 2018  C0013867 中文倫理 贈送

1310 三十而立-兒童燙傷的預
防、治療與重建 :中華民
國兒童燙傷基金會三十週
年專刊

梁妃儀, 董光義作兒童燙傷基金會415.223 8675 2018  C0013866 中文圖書 贈送

1311 長庚紀念醫院王永慶創辦
人逝世十周年紀念徵文集

莊錦豪總編輯高雄長庚紀念醫院410.7 8576 2018  C0013865 中文倫理 贈送

1312 橋 :走近王金平 王金平口述 ; 李靜宜採訪河景書房 783.3886 8453 2019  C0013864 中文圖書 贈送
1313 創業超新星 :看見14家未

來獨角獸
經濟日報記者群作經濟日報 ; 聯合發行經銷494.1 8645 2018  C0013863 中文圖書 贈送

1314 腦中風100問 臺灣腦中風學會編著臺灣腦中風學會 ; 白象文化經銷415.922022 8446 2018  C0013862 中文圖書 贈送
1315 鄉醫鄉依 :謝春梅回憶錄 何來美著 聯經 ; 聯合發行總經銷410.9933 8776 2018  C0013861 中文倫理 贈送
1316 醫病平台 :醫病可以平起

平坐的溝通平台
賴其萬, 劉惠敏, 楊書安編民報文化 410.7 8334 2018  C0013860 中文倫理 贈送

1317 當生命終將逝去 :敘事醫
學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 廖宏昌編著城邦印書館 ; 聯合發行410.3 8443 2018  C0013859 中文倫理 贈送

1318 一花一天堂 黃俐雅作 人本教育基金會529.6 8374 2018  C0013858 中文圖書 贈送
1319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8  c.2 C0013857 中文倫理 贈送

1320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8  c.1 C0013856 中文倫理 贈送

1321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8  C0013855 中文倫理 贈送

1322 把各自的哀愁都留下 楚影作 啟明 ; 紅螞蟻總經銷851.486 877 2017  C0013854 中文圖書 PGY

1323 我用日子記得你 楚影作 啟明 ; 紅螞蟻總經銷851.486 877 2018  C0013853 中文圖書 PGY

1324 想你在墨色未濃 :楚影詩
集

楚影著 釀 ; 秀威資訊科技發行851.486 877 2015  C0013852 中文圖書 PGY

1325 那些閃電指向你 林婉瑜作 洪範 851.486 8775 2018  C0013851 中文圖書 PGY

1326 剛剛發生的事 林婉瑜作 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851.486 8775 2018  C0013850 中文圖書 PGY

1327 比海還深的地方 宋尚緯作 啓明 ; 紅螞蟻總經銷851.486 8657 2017  C0013849 中文圖書 P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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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
結篇 :人生幸福的行動指
南

岸見一郎, 古賀史健著 ; 葉小燕譯究竟 ; 叩應經銷 ; 175.7 8662 2018  C0013848 中文圖書 PGY

1329 助人技巧 :探索、洞察與
行動的催化

Clara E. Hill著 ; 林美珠, 田秀蘭合譯學富文化 178.4 873 2018  C0013847 中文圖書 PGY

1330 成長:醫學中心全人照護
的教學

邱浩彰編著新光醫療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出版 ; 白象文化經銷代理410.3 8735 2016  c.4 C0013846 中文倫理 教學部

1331 成長:醫學中心全人照護
的教學

邱浩彰編著新光醫療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出版 ; 白象文化經銷代理410.3 8735 2016  c.3 C0013845 中文倫理 教學部

1332 成長:醫學中心全人照護
的教學

邱浩彰編著新光醫療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出版 ; 白象文化經銷代理410.3 8735 2016  c.2 C0013844 中文倫理 教學部

1333 成長:醫學中心全人照護
的教學

邱浩彰編著新光醫療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出版 ; 白象文化經銷代理410.3 8735 2016  c.1 C0013843 中文倫理 教學部

1334 成長:醫學中心全人照護
的教學

邱浩彰編著新光醫療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出版 ; 白象文化經銷代理410.3 8735 2016  C0013842 中文倫理 教學部

1335 實習醫聲 :敘事醫學倫理
故事集 = 14 True stories

about medical ethics

林慧如, 王心運編著高醫大, 麗文文化410.1619 8736 2018  C001384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36 診間裡的女人 :婦產科女
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
到生命的出口

林靜儀著 鏡文學 ; 大和總經銷417 8755 2018  C001384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37 小護師艾利的醫院生存筆
記:想在這個生死戰場活
下去,需要愛、忍耐、水
電工頭及少林十八銅人的
技能

艾利著 三采文化 419.652 887 2016  C001383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38 急診鋼鐵人2.0戰鬥吧!護
理師 :一同體驗忙到
「瘦」死、超時、超量、
超爆肝的護理人生!

急診醫師Dr.魏圖文三采文化 415.22 8554 2016  C001383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39 醫生哪有這麼萌.2 :菜鳥
以上、老鳥未滿的白袍日
記

Nikumon圖/文遠流 855 8466 2018  C001383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40 樂遊南美 :巴西.祕魯.智
利.阿根廷.玻利維亞

咸炳賢, 洪源璟著 ; 陳曉菁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756.9 8323 2017  C00138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1 樂遊義大利 :威尼斯.米蘭.

佛羅倫斯.羅馬.拿坡里
尹慶珉著 ; 尹嘉玄, 陳曉菁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745.09 8665 2017  C00138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2 樂遊澳洲 :雪梨.凱恩斯.墨
爾本.阿德雷德.伯斯

鄭泰官, 鄭楊熹著 ; 陳曉菁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771.9 8433 2018  C00138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3 超圖解!澳洲打工度假完
整攻略 :規劃、實踐、狀
況排除, 各種SOP流程輕
鬆搞懂

無尾熊小多著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71.9 8555 2018  C00138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4 日本東北深度之旅 :青森.

宮城.岩手.秋田.山形.福島
附函館.栃木

三小a作 太雅 ; 知己總經銷731.719 844 2018  C00138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5 日本中部深度之旅 :愛知.

三重.靜岡.岐阜.長野.富山
阿吉著 太雅 ; 知己總經銷731.9 854 2018  C00138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6 自「遊」自在玩日本 :一
個人旅遊日語會話袋著
走! : 第一次日本自由行
不必怕, 帶著走X開口說X

用手指一本搞定!

張小花著 捷徑文化 ; 采舍國際總經銷803.188 8746 2017  C00138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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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
力題庫解析 :1000題10回
全新改制聽力試題 =

Listening

Hackers Academia著 ; 劉徽, 胡佩萱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79 2018 v.2 C00138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8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
力題庫解析 :1000題10回
全新改制聽力試題 =

Listening

Hackers Academia著 ; 劉徽, 胡佩萱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79 2018 v.1 C00138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49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
讀題庫解析 :1000題10回
全新改制閱讀試題 =

Reading

Hackers Academia作 ; 陳靖婷, 談采薇, 莊靜怡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737 2018 v.2 C00138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0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
讀題庫解析 :1000題10回
全新改制閱讀試題 =

Reading

Hackers Academia作 ; 陳靖婷, 談采薇, 莊靜怡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737 2018 v.1 C00138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1 新制多益NEW TOEIC單
字大全 =Vocabulary

David Cho作 ; 許竹瑩, 張育菁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95 8472 2018  C00138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2 歐洲 =Europe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琴惠等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0.9 8534 2017  C00138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3 西班牙 =Spain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柯璇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6.19 8534 2017  C00138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4 墨西哥 =Mexico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柯璇, 林安慧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54.99 8534 2017  C00138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5 瑞士 =Switzerland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安慧, 尤可欣, 林琴惠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4.89 8534 2017  C00138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6 巴黎與近郊 =Paris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安慧, 柯璇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2.719 8534 2018  C00138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7 英國 =United Kingdom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青檀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1.89 8534 2017  C00138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8 德國 =Deutschland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琴惠, 許芳華, 林安慧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3.9 8534 2017  C00138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59 義大利 =Italia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許芳菁等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5.09 8534 2018  C00138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0 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Benelux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琴惠, 邱正忠, 林安慧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7.29 8534 2018  C00138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1 捷克 波蘭 斯洛伐克
=Czech Poland Slovakia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柯璇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4.39 8534 2018  C00138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2 克羅埃西亞 斯洛維尼亞
=Croatia Slovenia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 林安慧譯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9.369 8534 2018  C00138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3 歐普拉人生指南 :生命中
的快樂小事

歐普拉雜誌(The Editors of O, The Oprah Magazine)編著 ; 沈維君譯時報文化 874.6 8734 2018  C00138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4 歐普拉人生指南 :讓生命
重新開機

歐普拉雜誌(The Editors of O, The Oprah Magazine)編著 ; 張毓如譯時報文化 874.6 8734 2018  C00138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5 感謝折磨你的人.看穿人
性篇

凌越編著 普天 ; 旭昇總經銷177.2 863 2018  C00138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6 我只能這樣嗎? :讓你從谷
底翻身的七大生活原則,

預約自己的理想人生

丹尼爾.奇迪亞克(Daniel Chidiac)著 ; 姚怡平譯采實文化 177.2 8584 2018  C00138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7 別等到被欺負了才懂這些
事 :第一時間就做好衝突
管理

比爾.艾迪(Bill Eddy), 喬姬.蒂斯達夫諾(L. Georgi DiStefano)著 ; 王怡棻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2 888 2018  C00138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8 讀懂自己, 找回工作力量 :

職場上, 人人都是玻璃心;

而剛強的那個, 只是在逞
強

李淑媛著 子瑜文創 ; 易可數位行銷總經銷494.35 8469 2018  C00138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69 窮忙世代的翻身準則 艾兒莎著 方智 ; 叩應經銷177.2 8877 2018  C00138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0 怎樣成為企劃高手 :寫好

企劃案.鹹魚大翻身
郭泰著 時報文化 494.1 843 2018  C00138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1 隱藏人格們的旅行清單。
=Hidden voices

連美恩著 遠景 ; 晴光文化發行719 8764 2018  C00138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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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 Kimiko的女性日常美態 :

姿勢回正 自然就瘦了
Kimiko著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425.2 8754 2018  C00138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3 根治膝痛 膝力重生 :為什
麼你的膝蓋痛一直好不
了?4步驟找出痛點根源,

對應正確體操才有效

銅冶英雄著 ; 蘇珽詡譯大樹林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6.618 8638 2018  C00138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4 身體不健康 腸漏先知道 :

腸胃專科醫師整合最新醫
學研究, 戰勝過敏、慢性
病、壓力情緒、免疫失調
新世代腸道重建療法!

何兆芬著 三采文化 415.55 8757 2018  C00138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5 9成痠、痛、病, 都是走錯
路 :1天5分鐘300步, 腰痛
膝痛 肩頸僵硬 慢性疲勞
失智全都消

新保泰秀著 ; 王慧娥譯三采文化 413.422 8493 2018  C00138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6 從步態看健康 :走對了, 痠
痛bye bye, 身材回正! =

The gait speaks

黃如玉作 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1.1 8363 2018  C00138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7 妳不是不會煮, 只是欠栽
培 :讓老公和孩子把妳當
神在拜!超簡單台式家常
菜 = House cooking

IRIS作 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427.133 8538 2018  C00137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8 我用菜市場理財法, 從月
光族變富媽媽 :運用菜市
場大媽都懂的常識法則,

掌握投資竅門, 國文老師
身家暴漲五千萬!

李雅雯(十方)著采實 563 8447 2018  C00137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79 10天搞定未來10年 ETF

發財術輕鬆學
歐斯麥著 亼富科技 ; 法意資產管理發行563.5 8753 2018  C00137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80 他是賭神, 更是股神 愛德華.索普(Edward O. Thorp)著 ; 唐祖蔭譯商業周刊 ; 聯合總經銷785.28 833 2018  C00137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81 90%的節約都會造成反效

果 :你以為省錢, 其實掉進
了「划算」的陷阱。拯救
上萬個家庭的專家說, 你
該做的是改變花錢順序。

橫山光昭著 ; 林佑純譯大是文化 421.1 8366 2018  C00137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82 金融業者不能說的理財詭
計 :高層自白:如果這些投
資商品能賺, 銀行、券商
自己早就買光了。理財、
保險、年金, 他們悄悄這
麼做。

坂下仁, 宮大元著 ; 黃立萍譯大是文化 563 8736 2017  C00137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83 為什麼你動不動就感冒? :

風邪 情緒 壓力 作息失調
楊素卿, 黃宗瀚合著新自然主義, 幸福綠光 ; 聯合總經銷413.341 8637 2018  C00137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84 生命這堂課 :心理學家臥
底醫療現場的26個思索

陳永儀著 三采文化 197.1 8765 2018  C001379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85 奶奶來了!從陪伴到送別,

我與奶奶的1825天交往
日記

金孫(賴思豪)文.攝影時報文化 855 863 2018  C00137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86 在還能愛的時候 :癌症病
房心理師的32則人生啟發

江珈瑋著 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7.8 8345 2018  C001379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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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 醫學系在幹嘛? :笑中帶淚
的超狂醫界人生

蓋瑞醫師著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0.7 8554 2018  C001378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88 病床上的選擇權 :一個年
輕醫師對生命與人性的誠
實反思

穆琳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47 887 2018  C001378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89 掌握基因健康好簡單 :新
健康8020法則讓我們一
起進入這個基因殿堂

陳怡芳作 城邦印書館 ; 聯合發行410.1655 8737 2018  C00137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0 基因 :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 ; 莊安祺譯時報文化 363.81 8854 2018  C00137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1 萬病之王 :一部癌症的傳

記, 以及我們與它搏鬥的
故事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 ; 莊安祺譯時報文化 417.8 8854 2018  C001378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392 HALO!莎莎的甜點小宇宙 莎莎著 平裝本 427.16 877 2018  C00137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3 找到7%的「定存」 :不買

股票!更勝定存!配息債基
金挑三揀四投資法

郭俊宏著 臺灣廣廈有聲 ; 知遠文化總經銷563 8492 2018  C00137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4 京阪神行程全攻略 跟著
雪倫愛出走 :關西自助這
樣玩就對了 = けいはん
しん

雪倫著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31.759 847 2018  C00137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5 12招獨門秘技 找出飆股
基因

孫慶龍著 金尉 ; 聯合總經銷563.53 8363 2018  C00137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6 養錢練習 :10大理財好習
慣讓你有錢花

李柏鋒著 法意資產管理 ; 楨彥總經銷563 8447 2018  C00137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7 知識內容寫作課 :寫一篇
真材實料的網路爆紅好文
章

鄭國威作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494.35 8453 2018  C00137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8 小吳醫生 首度公開!知識
變現金網路X經營術

吳佳駿作 臺灣廣廈有聲 ; 知遠文化總經銷490.29 8867 2018  C00137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399 IBＭ部長強力推薦的圖解
Excel商用技巧 :用大數據
分析商品、達成預算、美
化報告的70個絕招!

加藤昌生著 ; 李貞慧譯大樂文化 494.73029 8445 2018  C00137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0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
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數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碁峰資訊 312.49E9 8644 2018  C00137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1 卡瓦納x冰島 卡瓦納著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747.79 8435 2018  C00137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2 踩向環島之西南東北 :30

天、19個縣市、1500公
里, 三輪車環島壯遊淨
灘。趙駿亞親筆日記。

趙駿亞著 時報文化 733.69 8474 2018  C00137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3 房式深蹲 :比起減重, 更重
要的是堅持;比起變瘦, 更
重要的是黃金比例 =

Funs squat

房思瑜著 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94 8545 2018  C00137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4 開口說!日本旅遊全指南 林潔珏著.攝影瑞蘭國際 ; 聯合總經銷803.18 8723 2018  C00137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5 跟著Ryuuu TV學日文看

日本 :Ryu & Yuma的日
語生活實境秀

Ryu & Yuma著如何 ; 叩應經銷803.188 8856 2018  C00137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6 跟著時雨學日語 :輕鬆掌
握N4-N3初階常用文法 培
養語感 突破自學瓶頸 課
外補充都適用!

時雨著 遠流 803.16 843 2018  C00137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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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 全彩 全圖解給過了20歲
才決定學好英文的人們

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作我識 805.1 8578 2018  C00137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8 英語自學王 :史上最強英
語自學指南

鄭錫懋著 晨星 ; 知己總經銷805.18 8483 2018  C00137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09 跟著阿滴滴妹說出溜英文
:網路人氣影片系列
&lt;&lt;10句常用英文
&gt;&gt;大補帖

阿滴, 滴妹著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805.188 853 2018  C00137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0 瑞士不一樣 :顛覆你對最
強小國的想像 = Unique

Swiss

陳雅惠著 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744.83 8743 2017  C00137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1 拜訪革命 :從加德滿都、
德黑蘭到倫敦, 全球民主
浪潮的見證與省思 = A

portrait of revolution :

reveal and reflect on the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c protests

周軼君著 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71.71 8674 2016  C00137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2 大人感心機彩妝 :平價單
品打造微甜氣質美人

hiromi作 ; 呂沛餘譯臺灣角川 425.4 8793 2017  C00137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3 Johnny整髮聖經 :Top髮
型設計師50款吹X整X編
秘技不藏私公開

Johnny(張勝華)著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5.5 8786 2017  C00137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4 簡單綁就很歐夏蕾の超美
編髮術 =Akiico hair diary

田中亞希子作 ; 何冠樺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5.5 8564 2018  C00137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5 IG 20萬人狂推の自然系
編髮術

河野麻里作 ; 葉明明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5.5 8466 2018  C00137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6 用手機也能拍得更好的
100個妙方 :完美攝影微
調術 = 100 Recipes for

attractive photography

伊藤亮介等攝影.執筆 ; 林克鴻譯尖端 952 8844 2018  C00137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7 教你用手機也能拍出日系
唯美的夢幻人像 :幸福照
相館

千紅(李維燊)著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53.3 876 2018  C00137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8 IG打卡祕境 :近90個攝影
家私藏清單,IG詢問度破
表的絕美景點 =

Instagram Taiwan

Landscape

陳健安(Jason)著朱雀文化 ; 大和總經銷733.6 8793 2018  C00137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19 圖解攝影師之眼 :「國家
地理」攝影師80種構圖教
學 要你拍出最有力量的
照片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著 ; 薛芷穎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952.2 8558 2016  C00137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0 Capture your style :富比
士名媛Aimee Song, 教你
迅速竄紅的社群經營秘訣

Aimee Song, 艾琳.溫格作 ; 曾慧敏譯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52 8686 2017  C00137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1 海海人生 :我在豪華郵輪
工作的日子

斯里曼.卡達(Slimane Kader)著 ; 周伶芝譯時報文化 556 847 2017  C00137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2 我想傾聽你:懂得傾聽,學
會不過度涉入,讓我們用
更自在的陪伴豐富彼此

洪仲清著 遠流 177.1 8273 2017  C00137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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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關係黑洞 :面對侵蝕關係
的不安全感, 我們該如何
救贖自己?

周慕姿著 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7.2 8643 2018  C00137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4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好 :

每天回到你心裡, 感受自
己的內在力量

洪仲清著 遠流 192.1 8273 2018  C00137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5 面對失去, 好好悲傷 :傷痛
不會永遠在, 練習療癒自
己, 找到成長的力量

肯尼斯J.多卡(Kenneth J. Doka)作 ; 林麗冠譯時報文化 178.8 854 2018  C00137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6 不知道哪一天會分開, 但
不是今天 :寫給無能為力
的世代, 即使疼痛, 也要痛
得最美

F著 ; 邱香凝譯采實文化 861.67 8766 2018  C00137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7 郭台銘霸業 =The empire

of Terry Guo : how

Foxconn leads and wins

楊艾俐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783.3886 8687 2017  C00137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8 禮儀師的黑色幽默日常 緒方千惠作 ; 余明村譯三悅文化 ; 瑞昇文化發行489.66 8657 2017  C00137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29 可以善良, 但你要有底線

不當好人 :人際關係斷.捨.

離, 勉強自己和別人好, 不
如找人真心對你好

午堂登紀雄著 ; 蘇暐婷譯方言文化 177.3 8754 2018  C00137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0 工作, 剛剛好就好 阿飛文 悅知文化, 精誠資訊494.35 855 2018  C00137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1 若你委屈自己, 任誰都能

刻薄你 :小資世代突破盲
腸的30個人生亮點

黃大米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35 8376 2018  C00137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2 別再叫我加油, 好嗎? :我
用心理學救回了我自己

張閔筑著 三采文化 415.985 8775 2018  C00137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3 脫憂鬱 :那些走出憂鬱隧
道的人們教我的事

田中圭一作 ; 卓惠娟譯臺灣角川 415.985 8564 2017  C00137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4 健康才有鹿用! :即使哭泣
也要繼續前進, 獨居漫畫
家的抗癌圖文記

藤河るり作 ; 徐屹譯臺灣角川 417.25 8446 2017  C00137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5 斜槓青年 :全球職涯新趨
勢, 迎接更有價值的多職
人生 = Slash

Susan Kuang著圓神 ; 叩應經銷177.2 8735 2018  C00137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6 羅輯思維 :我懂你的知識
焦慮

羅振宇等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574 2018  C00137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7 橡皮擦計畫 :兩位天才心
理學家, 一段改變世界的
情誼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 吳凱琳譯早安財經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2.1 8574 2018  C00137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8 這些心理學實驗告訴你這
樣做事最有效 :掌握人類
行為動機, 交涉、決策、
銷售一出手就精準到位

池田貴將著 ; 莊雅琇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35 8454 2018  C00137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39 完美情人不存在 :從愛戀
關係的內在陰影和心理投
射中覺醒, 破除愛情幻覺

蘇絢慧作 平安文化 544.37 8863 2018  C00137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0 假性親密關係 :為什麼我
們看似親近, 卻貌合神離?

= Why are we together

without intimacy?

史秀雄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4.37 8864 2018  C00137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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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如果我的父母是控制狂 :

如何設定界線、自我修
復、終止控制的世代循
環?

丹.紐哈斯(Dan Neuharth)著 ; 祁怡瑋譯橡實文化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172.9 8655 2018  C00137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2 如果父母老後難相處 :如
何陪伴他們走過晚年, 而
不再彼此傷害?

葛瑞絲.雷堡(Grace Lebow), 芭芭拉.肯恩(Barbara Kane)著 ; 劉慧玉譯橡實文化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544.85 846 2018  C00137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3 你必須愛得有底線 :沒有
底線的愛, 不叫愛, 叫自虐

口罩男著 三采文化 544.3 8567 2018  C00137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4 在婚姻裡孤獨 羽茜作 時報文化 544.307 845 2018  C00137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5 愛的十年之養 :謝謝那些

過去所造就的現在 =

Love

李佩甄著 時報文化 544.307 8473 2018  C00137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6 婆媳學問大 :黃越綏解答
世代婆媳問題

黃越綏著 臺灣商務 193.7 8336 2018  C00137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7 她們的韓國夢 :打工度假
的美好與幻滅

FION著 時報文化 732.9 8765 2018  C00137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8 九州親子遊 千一作 知出版社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公司發行731.789 872 2017  C00137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49 香港親子遊 :主題樂園X

美食購物X交通路線,

200+樂遊景點全攻略

盛杰, 小尾作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673.869 843 2017  C00137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0 北海道親子遊 :跟著雪倫
愛出走!交通 食宿 景點
大人小孩都說讚的行程規
劃全書

雪倫作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31.7909 847 2017  C00137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1 澳門小旅行 :世界遺產X

旅店潮玩X離島漫遊X中
葡小吃X巷弄私旅再發現

克里斯.李作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673.969 84 2018  C00137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2 實用心臟超音波學
=Practice of clinical

echocardiography

熊名琛主編,包雲祿等編著,臺灣心臟超音波學會協編九州圖書發行415.3024 8567 2009  C0013724 中文圖書 贈送

1453 京阪神+和歌山自遊攻略
=Fly! Kansai

陳安琪, 新傳媒資料室撰文、攝影新假期出版公司 ; 商流文化發行731.759 8733 2018  C00137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4 沖繩彭大家族自助錦囊.

新手篇 =Okinawa : fall in

love with Okinawa

彭國豪, 郭聖馨著時報文化 731.7889 8656 2018  C00137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5 波蘭自助超簡單 :波蘭女
孩X台灣男孩帶你去旅行

葉士愷, 蜜拉(Emilia Borza-Yeh)著太雅 ; 知己總經銷744.49 8843 2018  C00137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6 開始搭海外郵輪自助旅行 胖胖長工作太雅 992.75 8777 2016  C00137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7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老包, 舞菇, Jeff Chen作太雅 ; 知己總經銷772.9 857 2018  C00137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8 致 想成為旅遊作家的你 :

從企劃、寫作、攝影、採
訪、出版, 韓國知名旅遊
作家傳授必修5堂課

蔡知亨, 朴東植, 柳禎烈著 ; 劉小妮譯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487.7 8464 2017  C00137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59 瑞士慢養生活 :快樂瑞士
人的身體保健、心理健康
與飲食日常 = Witzerland

緹琪(陳雅婷)著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38.8448 8747 2017  C00137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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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 來自土耳其的邀請函 :吳
鳳帶路!橫跨歐亞文明私
旅 = Invitation from my

homeland : beautiful

Turkey

吳鳳著 遠足文化 735.19 885 2018  C00137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1 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險家
:8公斤行李x325天x35個
國家 拉著未婚夫飛向世
界盡頭

Winny著 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719 8525 2018  C00137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2 廢物旅行 :旅行是很考驗
感情的一件事情, 跟爸媽
或伴侶出去玩, 更是考驗
的最高級。

基隆游太太著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719 8443 2018  C00137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3 全世界都是我家 :一家五
口的環遊世界之旅

賴啟文, 賴玉婷著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719 8336 2018  C00137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4 情迷大溪地 周芬娜著 釀 ; 秀威資訊科技發行719 8677 2018  C00137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5 日本絕景之旅 :用2天1夜

出發欣賞美景吧! = The

greatest landscape of

Japan

K&B Publishers作 ; 甘為治翻譯人人 ; 聯合經銷731.7109 8423 2018  C00137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6 鎌倉 :自由行至上! =

Kamakura

昭文社作 ; 陳聖怡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2749 8563 2018  C00137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7 UNIQLO型男超速時尚 :

無論現在幾歲都可以立刻
讓自己改頭換面

大山旬著 ; 林琬清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423.21 8766 2018  C00137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8 跟爆炸的衣櫥說再見 :減
衣練習, 開啟簡單時尚生
活

松尾たいこ著 ; 鄭翠婷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423 8355 2018  C00137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69 回話的態度 :爭執、回答
不清, 是因為「太熟」, 還
是不經思考的「壞習慣」

櫻井弘著 ; 林佑純譯大樂文化 192.32 8453 2016  C00137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0 30年專家也想避開的5種
高衝突人格 :小心那些隱
藏在你身邊的人際地雷!5

種善良者必懂的自保識人
術

比爾.艾迪(Bill Eddy)著 ; 殷麗君譯遠流 177.3 888 2018  C00137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1 孩子, 我聽你說 :為什麼孩
子寧願問陌生人問題?呂
律師深談那些青少年不願
說的真心話

呂秋遠作 三采文化 528.2 8597 2018  C00137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2 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 陳志恆著 圓神 ; 叩應經銷178.4 8733 2017  C00137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3 帶孩子到這世界的初衷 :

李佳燕醫師的親子門診
李佳燕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528.2 8463 2018  C00137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4 父母的品格 :如何打好一
輩子的親子關係

坂東真理子著 ; 許曉平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528.2 8773 2018  C00137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5 溫美玉社會趴 :從知識領
域到跨科整合, 素養教學
輕鬆上手!

溫美玉, 王智琪著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523.35 8363 2018  C00137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6 寫作吧!破解創作天才的
心智圖

蔡淇華著 時報文化 811.1 8426 2018  C00137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7 姊妹的50道陰影 :婦產科
名醫教妳好好愛更性福!

陳保仁著 平安文化 429.1 8796 2017  C00136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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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 一天一D :維他命D幫你顧
健康

江坤俊著 時報文化 399.64 8359 2018  C00136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79 不生病的藏傳養生術 :身
心靈全面關照的預防醫學

洛桑加參著時報文化 413.0926 8374 2018  C00136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0 笨蛋!問題都出在三餐 劉乂鳴著 匠心文創[出版] ; 旭昇總代理411.1 8794 2018  C00136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1 吃法決定活法.2,改變病況

和壞體質 =Eating for

health

陳允斌作 時報文化 413.98 8772 2018 v.2 C00136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2 吃法決定活法 陳允斌的
救急偏方

陳允斌著 時報文化 413.98 8772 2018 v.1 C00136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3 一休陪你一起愛瘦身.2,最
多人問的45天減脂計畫,

吃飽還能瘦的美味秘密大
公開

李一休著 如何 ; 叩應經銷427.1 8429 2018  C00136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4 料理神手吳秉承的美味廚
房 :100道營養豐富、好
入口料理, 大人小孩都喜
愛的極品家常菜。

吳秉承著 日日幸福 ; 聯合發行427.1 8897 2018  C00136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5 請問詹姆士 :為什麼能這
麼好做?解救餓忙族的91

道姆士流家常菜 =

Jame's recipe

鄭堅克(詹姆士)作寫樂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27.1 8445 2018  C00136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6 半生不熟 :關於廚藝與人
生的真實告白

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著 ; 洪慧芳譯時報文化 785.28 864 2018  C00136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7 抓毒博士教你聰明過無毒
生活 :45個選購日用品、
自製天然配方的安心指南

林碧霞著 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1.1 8747 2017  C00136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8 江湖在走, 法律要懂 :法律
白話文小學堂

法律白話文運動著聯合文學 ; 聯合總經銷580 8276 2017  C00136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89 按Enter前, 27個救你一命
的網路法律絕招

林煜騰著 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312.023 8735 2018  C00136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0 超實用-解決日常消費糾
紛的21個祕訣

陳宣宏著 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548.39023 8732 2018  C00136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1 過度飲食心理學 :當人生
只剩下吃是唯一慰藉

基瑪.卡吉兒(Kima Cargill)著 ; 吳宜蓁, 林麗雪譯光現 ; 遠足文化發行415.9982 8447 2018  C00136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2 跌倒的贏家 :不只成功, 更
要卓越!商學院不會教的6

堂價值數億元贏家智慧學
= Stumbling to success

黃鵬峻等著苓業國際開發 ; 日月文化發行177.2 8358 2018  C00136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3 流浪日記 :世界, 是我的信
仰

浩子(謝炘昊)著商周,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19 834 2018  C00136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4 只買4支股, 年賺18% 施昇輝著 商業周刊 ; 高見文化總經銷563.53 8466 2018  C00136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5 我的購物車選股法, 年賺

30% :誰賺走我的錢, 我就
買這家公司股票把錢賺回
來, 許凱廸從購物經驗找
標的, 越消費越有錢

許凱廸著 大是文化 563.53 8458 2018  C00136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6 5秒法則 :倒數54321, 衝
了!全球百萬人實證的高
效行動法 根治惰性, 改變
人生

梅爾.羅賓斯(Mel Robbins)著 ; 吳宜蓁譯采實文化 177.2 8525 2018  C00136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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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 小資族大翻身 :8年從20

萬滾出資產4000萬的賺
錢筆記 = It's your turn

邱愛莉著 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54.89 8796 2018  C00136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8 基金教母蕭碧燕教你 :每
次投資都要獲利出場

蕭碧燕著 Smart智富 563.5 8643 2018  C00136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499 器識 :張忠謀打造台積電
攀登世界級企業的經營之
道 = The way of TSMC :

the philosophy of Morris

C. M. Chang to make

TSMC ahead of the

market

商業周刊著城邦商業周刊 ; 聯合發行總經銷494 8386 2018  C00136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0 原來, 這才是日本 :做決定
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
愛上臺灣環島......野島剛
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

野島剛著 時報文化 861.67 8676 2018  C00136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1 低端人口 :中國, 是地下這
幫鼠族撐起來的

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著 ; 陳文瑤譯聯經 ; 聯合總經銷546.17 8495 2018  C00136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2 同行致遠 張懋中作 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7.2 8736 2018  C00136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3 哪有工作不委屈, 不工作

你會更委屈 :那些打不垮
我們的, 只會讓我們更堅
強

洪雪珍著 時報文化 494.35 8246 2017  C00136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4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新陸 ; 眾悅總經銷567.023 8687 2018  C00136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5 勞資實務問題Q&A 林定樺等著書泉 ; 貿騰發賣總經銷556.84022 8765 2018  C00136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6 說真的, 你很好騙 :27個

詐欺暗黑真相大揭露
姜長志著 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585.48 8373 2018  C00136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7 跟著IG網紅玩台灣 :美拍
瘋玩好吃全攻略

蔡蜜綺作 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3.6 8427 2018  C00136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8 醫病溝通英文句典
=Overheard in the

hospital

Lily Yang, Quentin Brand作貝塔 ; 時報文化總經銷805.188 86 2018  C00136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09 人類木馬程式 =Trojan

Horse of humanity

李欣頻著 平安文化 191.9 8494 2018  C00136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0 金錢心理學 :打破你對金
錢的迷思, 學會聰明花費

丹.艾瑞利(Dan Ariely), 傑夫.克萊斯勒(Jeff Kreisler)著 ; 李芳齡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63.014 8857 2018  C00136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1 從痛苦到痛快 梁嘉銘(寶爺)作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91.9 8646 2018  C00136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2 從兩個人到一個人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 李毓昭翻譯太雅 ; 知己總經銷421.4 8448 2018  C00136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3 謝謝妳跟我說再見 朱全斌文字.攝影有鹿文化 ; 紅螞蟻總經銷544.386 8962 2018  C001366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514 93歲的老媽說:我至少要

活到100歲! :朗朗照護:70

多歲姊妹, 照顧老媽媽的
開朗自在手記

米澤富美子著 ; 胡慧文譯新自然主義, 幸福綠光 ; 聯合總經銷544.85 8643 2017  C00136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5 小資背包客遊義大利 :22

天21個城市165個推薦景
點徹.底.玩.透

甄妮, 小飯糰著博誌文化 ; 博碩文化發行745.09 837 2017  C00136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6 飛驒高山、白川鄉、奧飛
驒

昭文社編輯部作 ; 陳聖怡譯華雲數位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7449 8563 2017  C00136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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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演算法圖鑑 :26種演算法
+7種資料結構, 人工智
慧、數據分析、邏輯思考
的原理和應用全圖解 =

Algorithms : explained

and illustrated

石田保輝, 宮崎修一著 ; 陳彩華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18.1 8459 2017  C00136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8 證券投資分析 :使用Excel

實作
葉怡成著 博碩文化 563.53 8833 2017  C00136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19 與成功有約的58個習慣
:90位世界菁英「思維邏
輯」為何與你不一樣?

稻村徹也著 ; 黃立萍譯大樂文化 494.35 8639 2018  C00136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0 會分析是基本功 看懂結
果才最強 :所有工作都離
不開數據, 一張Excel教你
如何提預算、估風險、分
析市場, 讓數字力成為你
的超能力

柏木吉基著 ; 黃瓊仙譯好優文化 518 8474 2017  C00136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1 連卡內基也佩服的7堂超
溫暖說話課 :為何辯才無
礙很吃虧?因為要贏得感
情, 你得輸點道理!

山崎拓巳著 ; 黃瓊仙譯大樂文化 494.35 8664 2018  C00136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2 但我想活 :不放過5%的存
活機會 黃博煒的截後人
生 = Alive

黃博煒作 蔚藍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334 2017  C00136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3 我所求的是奉獻 :花店囝
仔到亞洲泌尿外科掌舵者
邱文祥

邱文祥著 ; 謝其濬採訪整理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0.9933 8764 2018  C001365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524 琳達公主的廚房筆記 :擺
脫料理白癡變身廚房公主
的保證書, 75道讓你免去
冤枉路邁上廚藝成功大道
= Princess Linda

琳達公主作/攝影出版菊文化427.1 8775 2017  C00136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5 米其林指南 :臺北 = The

Michelin guide : Taipei

Michelin Travel Partner[著]臺灣米其林]483.8 8637 2018  C00136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6 不老陪伴指南 :這樣顧老
爸老媽最正典!

許正典著 立京 ; 聯合總經銷173.5 8444 2017  C00136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7 花媽心內話 :陳菊4000天 林倖妃著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575.33/131 8777 2017  C00136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8 歡迎第2次青春期 :迎接更

美、更性感、更有活力的
更年期 : 女人最懂女人,

醫界好閨蜜陪妳聊聊更年
期!

陳菁徽, 醫師。娘合著捷徑文化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7.1 8759 2017  C00136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29 雙師出任務 :醫師x廚師的
4個月以上嬰幼兒健康副
食品, 寶寶超愛爸媽放心 :

第一本醫師x廚師聯手出
擊!

醫師。娘, 李建軒(Stanley)合著捷徑文化 ; 采舍國際總經銷428.3 8479 2017  C00136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30 圖解超攻略健康寶寶專業
養成必備手冊 :小兒科張
璽醫師X醫師。娘實戰育
兒65招

張璽, 醫師。娘作資料夾文化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7.5 873 2017  C00136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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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531 躍遷 :「羅輯思維」最受
歡迎的知識大神教你在迷
茫時代翻轉人生的5大生
存法則!

古典著 平安文化 177.2 844 2018  C00136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2 特殊教育學生的正向行為
支持

洪儷瑜等主編心理 529.57 8275 2018  C00136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3 厭世動物園 :＃各種眼神
死ㄉ動物故事 = The zoo

of depression

厭世姬圖文時報文化 177.2 8357 2017  C00136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4 MIT最精實思考創做力 :

麻省理工教我定義問題、
實做解決、成就創客 =

How to drink from a fire

hose : what MIT taught

me about innovation,

leadership, and the

pursuit of life

宮書堯著 遠流 494.1 8345 2018  C00136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5 閱讀深動力 :從「對話」
開啟閱讀, 激發出孩子的
不凡人生

李崇建, 甘耀明作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019.1 8447 2017  C00136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6 別讓世界的單薄, 奪去你
生命的厚度 :以印度哲學
為師, 找回內心的自由權

熊仁謙著 究竟 ; 叩應經銷191.9 8566 2018  C001364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7 Python網頁程式交易APP

實作
:Web+MySQL+Django

林萍珍著 博碩文化 312.32P97 8766 2018  C00136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8 Python架站特訓班
:django最強實戰 =

Python website

development course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碁峰資訊 312.32P97 8644 2017  C00136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39 Python資料科學學習手冊 Jake VanderPlas著 ; 何敏煌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653 2018  C00136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40 藥物獵人 :不是毒的毒X

不是藥的藥, 從巫師、植
物學家、化學家到藥廠,

一段不可思議的新藥發現
史

唐諾.克希(Donald R. Kirsch), 奧吉.歐格斯(Ogi Ogas)著 ; 呂奕欣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8.1 857 2018  C00136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

者推薦)

1541 病歷統計年報(高雄院
區),2006- =Statistical

report of medical record

20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編者 410.28 8347 2017  C0013635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542 病歷統計年報(高雄院
區),2006- =Statistical

report of medical record

20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編者 410.28 8347 2016  C0013634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543 病歷統計年報(高雄院
區),2006- =Statistical

report of medical record

2006-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編編者 410.28 8347 2015  C0013633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544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蔡秀鑾等合著永大 419.82 8463 2017 v.1 c.2 C001363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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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545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蔡秀鑾等合著永大 419.82 8463 2017 v.1 c.1 C001363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46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蔡秀鑾等合著永大 419.82 8463 2017 v.1 C001363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47 護理研究與應用
=Nursing research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李選等作 華杏 419.612 847 2018  c.2 C001362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48 護理研究與應用
=Nursing research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李選等作 華杏 419.612 847 2018  c.1 C001362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49 護理研究與應用
=Nursing research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李選等作 華杏 419.612 847 2018  C001362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0 手術全期安全:醫.護.病三
方防護指南
=Perioperative safety:a

guide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surgical patients

趙子傑作 華杏 419.2 8449 2016  c.2 C001362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1 手術全期安全:醫.護.病三
方防護指南
=Perioperative safety:a

guide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surgical patients

趙子傑作 華杏 419.2 8449 2016  c.1 C001362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2 手術全期安全:醫.護.病三
方防護指南
=Perioperative safety:a

guide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surgical patients

趙子傑作 華杏 419.2 8449 2016  C001362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3 手術室護理=Operating

room nursing

伍雁鈴等作華杏 419.821 8645 2017  c.2 C001362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4 手術室護理=Operating

room nursing

伍雁鈴等作華杏 419.821 8645 2017  c.1 C001362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5 手術室護理=Operating

room nursing

伍雁鈴等作華杏 419.821 8645 2017  C001362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6 創新教學於護理之運用 :

學校與臨床教育的推進與
突破

周汎澔等作華杏 419.63 8623 2018  c.2 C001362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7 創新教學於護理之運用 :

學校與臨床教育的推進與
突破

周汎澔等作華杏 419.63 8623 2018  c.1 C001361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8 創新教學於護理之運用 :

學校與臨床教育的推進與
突破

周汎澔等作華杏 419.63 8623 2018  C001361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59 教學原理與技巧 林寶山著 五南 521.4 8726 2016  c.2 C001361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0 教學原理與技巧 林寶山著 五南 521.4 8726 2016  c.1 C001361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1 教學原理與技巧 林寶山著 五南 521.4 8726 2016  C001361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2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Nursing reports writing

guidance

宋琇鈺等合著華格那 419.612 8645 2015  c.2 C001361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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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563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Nursing reports writing

guidance

宋琇鈺等合著華格那 419.612 8645 2015  c.1 C001361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4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Nursing reports writing

guidance

宋琇鈺等合著華格那 419.612 8645 2015  C001361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5 長期照護 =Long-Term

Care

劉淑娟等編著華杏 419.71 8766 2018  c.2 C001361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6 長期照護 =Long-Term

Care

劉淑娟等編著華杏 419.71 8766 2018  c.1 C001361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7 長期照護 =Long-Term

Care

劉淑娟等編著華杏 419.71 8766 2018  C001360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8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蔡秀鑾等合著永大 419.82 8463 2017 v.2 c.2 C001360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69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蔡秀鑾等合著永大 419.82 8463 2017 v.2 c.1 C001360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0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蔡秀鑾等合著永大 419.82 8463 2017 v.2 C001360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1 Ebersole and Hess'老人
照護與健康老化

Theris A. Touhy, Kathleen Jett作 ; 葉織茵, 劉宜佳, 鄭勝得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7.7 897 2018  c.2 C001360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2 Ebersole and Hess'老人
照護與健康老化

Theris A. Touhy, Kathleen Jett作 ; 葉織茵, 劉宜佳, 鄭勝得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7.7 897 2018  c.1 C001360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3 Ebersole and Hess'老人
照護與健康老化

Theris A. Touhy, Kathleen Jett作 ; 葉織茵, 劉宜佳, 鄭勝得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7.7 897 2018  C001360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4 老人活動設計 =Design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王怡菁等合著華格那 544.85 8435 2017  c.2 C001360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5 老人活動設計 =Design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王怡菁等合著華格那 544.85 8435 2017  c.1 C001360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6 老人活動設計 =Design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王怡菁等合著華格那 544.85 8435 2017  C001360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7 台灣老人社會學
=Sociology of aging

林宜穎等合著 ; 張德永總校閱華格那 544.8 8733 2017  c.2 C001359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8 台灣老人社會學
=Sociology of aging

林宜穎等合著 ; 張德永總校閱華格那 544.8 8733 2017  c.1 C001359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79 台灣老人社會學
=Sociology of aging

林宜穎等合著 ; 張德永總校閱華格那 544.8 8733 2017  C001359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80 老人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for elderly

汪庭緣等合著華格那 417.7 8369 2018  c.2 C001359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81 老人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for elderly

汪庭緣等合著華格那 417.7 8369 2018  c.1 C001359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82 老人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for elderly

汪庭緣等合著華格那 417.7 8369 2018  C001359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83 護病溝通 :臨床應用技巧
與案例探討 =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case studies

劉玟宜等作華杏 419.61 8773 2018  c.2 C001359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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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584 護病溝通 :臨床應用技巧
與案例探討 =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case studies

劉玟宜等作華杏 419.61 8773 2018  c.1 C001359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85 護病溝通 :臨床應用技巧
與案例探討 =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case studies

劉玟宜等作華杏 419.61 8773 2018  C001359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1586 簡報現場力 :Show time!

簡報三分鐘的20個零失敗
技巧

尼克.費茲賀伯特(Nick Fitzherbert)著 ; 鄭清榮譯時報文化 494.6 8343 2018  C00135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87 1分鐘驚艷簡報術 劉滄碩著 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94.6 8733 2018  C00135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88 簡報Show and Tell:講故

事秀圖片,輕鬆說服全世
界

丹.羅姆(Dan Roam)作;林麗冠譯天下雜誌出版 ; 大和總經銷494.6 855 2018  C00135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589 精準學習 :「羅輯思維」
最受歡迎的個人知識管理
精進指南

成甲著 先覺 ; 叩應經銷494.2 836 2017  C0013587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590 社會變遷與成人教育實踐
之路

李瑛等作 華騰文化 ; 禾楓總經銷528.4407 847 2017  C0013586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1591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圓神 783.3886 8556 2016 v.2 c.1C0013585 中文圖書 贈送
1592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圓神 783.3886 8556 2016 v.1 c.1C0013584 中文圖書 贈送
1593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圓神 783.3886 8556 2016 v.2 C0013583 中文圖書 贈送
1594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圓神 783.3886 8556 2016 v.1 C0013582 中文圖書 贈送
1595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第

十屆 :文林集
韓學宏編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830.86 8834 2018  C0013581 中文圖書 贈送

1596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第十三屆

孫梓評,董柏廷編;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編林榮三基金會830.86 8764 2018  C0013580 中文圖書 贈送

1597 神奇的奈米 :改變人類生
活的新科技

王增興著. 青春 440.7 8444 2003  C0013579 中文圖書 贈送

1598 快樂與痛苦 仁欽多吉仁波切口述 ; 廖貫延整理寶吉祥 226.965 8695 2015  C0013578 中文圖書 贈送
1599 27場送行 :無償安葬弱勢

孤貧從21年的告別裡學習
最溫暖的人生功課

郭志祥, 吳倪冬月著 ; 葉小歐撰文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92.9 8434 2018  C0013577 中文倫理 贈送

1600 被遺忘的幸福 :敘事醫學
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編著城邦印書館 ; 聯合發行410.3 8443 2017  C0013576 中文倫理 贈送

1601 雙磷酸鹽與骨質疏鬆症 楊榮森編著陳素蓉 451.585 8667 2018  c.1 C0013575 中文圖書 贈送
1602 雙磷酸鹽與骨質疏鬆症 楊榮森編著陳素蓉 451.585 8667 2018  C0013574 中文圖書 贈送
1603 骨科門診常見疾病 楊榮森編著陳素蓉 416.6 8667 2018  c.1 C0013573 中文圖書 贈送
1604 骨科門診常見疾病 楊榮森編著陳素蓉 416.6 8667 2018  C0013572 中文圖書 贈送
1605 癌症診療照護年報 高雄長庚腫瘤委員會編高雄長庚癌症中心417.8028 8347 2015  C0013571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606 世界最經典的勵志奇書 班傑明.富蘭克林等著 ; 陳書凱編譯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吳氏圖書總經銷781 8745 2009  C0013570 中文圖書 贈送
1607 世界最完美的心態學 田書偉作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吳氏總經銷177.2 8547 2009  C0013569 中文圖書 贈送
1608 世界最感人的真情書

=The true feeling stories

in the world

陳書凱編譯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吳氏圖書總經銷813.4 8745 2007  C0013568 中文圖書 贈送

1609 世界最溫馨的心靈書 林芳如作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吳氏圖書總經銷192.1 8776 2012  C0013567 中文圖書 贈送
1610 世界最偉大的人性學

=The great human

nature bible in the world

李傲編著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吳氏圖書總經銷191.6 849 2007  C0013566 中文圖書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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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謎樣的裸露 :瀕臨絕種動
物追踢報導文學 = Wild

thing

孫啓元著作.攝影郭良蕙新事業公司385.9 8335 2000  C0013565 中文圖書 贈送

1612 走樣的臉孔 :香港野生哺
乳動物報導文學.II =

Missing faces

孫啟元著作.攝影.郭良蕙新事業公司385.9 8335 2003  C0013564 中文圖書 贈送

1613 荒野狂奔 =Run run run :

非洲野生動物報導文學
孫啟元著. 攝影郭良蕙新事業公司385.9 8335 2000  C0013563 中文圖書 贈送

1614 模糊的腳印 孫啟元著 郭良蕙新事業有限公司385.9 8335 2002  C0013562 中文圖書 贈送
1615 蠻荒非洲 =Untamed

Africa

孫啟元著作. 攝影郭良蕙新事業公司385.9 8335 1997  C0013561 中文圖書 贈送

1616 給心靈的200則人生感悟 陳依帆作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192.1 8794 2012  C0013560 中文圖書 贈送
1617 重症病患之營養照護指引 Stephen A. McClave原著;林少琳主譯阮綜合醫院411.3 8777 2017  C0013559 中文圖書 贈送

1618 醫事糾紛鑑定初鑑醫師指
引手冊

黃英霓總校編,林宏榮總編輯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585.79 8385 2016  C0013558 中文倫理 贈送

1619 丐幫幫主 張雅玲的串愛
人生

王廣福著 商訊文化出版783.3886 8423 2017  C0013557 中文圖書 贈送

1620 生命的溫暖戰歌 邱議瑩口述 ; 林芝安, 林唯莉採訪整理遠見天下文化573.07 8722 2017  C0013556 中文圖書 贈送
1621 不忮不求醫者路 腫瘤醫

學的導師 :王秋華
梁妃儀作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410.9933 8675 2018  C0013555 中文倫理 贈送

1622 臺灣中西醫學結合先驅 :

杜聰明教授
蘇奕彰, 胡展榕著國家中醫藥研究所413.2 8865 2017  C0013554 中文倫理 贈送

1623 中華藥典 中華藥典第八版編修諮議會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418.62 8668 2016 v.2 C0013553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624 中華藥典 中華藥典第八版編修諮議會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418.62 8668 2016 v.1 C0013552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625 圖解耳針療法 李桂蘭, 王娟主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413.91 8448 2018  C0013551 中文圖書 中醫部
1626 實用重症營養治療手冊 尹彙文等編著時新出版 411.3 8696 2017  c.1 C0013550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1627 實用重症營養治療手冊 尹彙文等編著時新出版 411.3 8696 2017  C0013549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1628 LibreOffice辦公室應用秘

笈
蔡凱如, 孫賜萍作碁峰資訊 312.49L5 8456 2016  C00135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29 實戰聊天機器人Bot開發 :

使用Node.js

Eduardo Freitas, Madan Bhintade作 ; 創科資訊譯碁峰資訊 312.1695 8774 2017  C00135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30 秒懂!行動網頁設計
:Sublime+Bootstrap+CS

S3+HTML5+Cordova專
案實作

蕭國倫等作碁峰資訊 312.1695 8657 2017  C00135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31 學好跨平台網頁設計
:HTML5 CSS3

JavaScript JQuery與
Bootstrap超完美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碁峰資訊 312.1695 8644 2017  C00135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32 必學Dreamweaver網站
設計與網頁製作13堂課

趙英傑作 上奇資訊 312.1695 8489 2017  C00135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33 家庭醫學 =Family

medicine

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410 8446 2016  C0013543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1634 安寧緩和療護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許禮安等作華杏 419.825 8433 2018  C0013542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1635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 ; 王豐林, 陳昭源, 駱聰成等著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415.21 8446 2017  C0013541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1636 安寧緩和醫學概論.2017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臺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合記 419.825 8443 2017  C0013540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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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 末期疾病疼痛評估與處
置.2017 =Pain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for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臺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合記 415.942 8443 2017  C0013539 中文圖書 家庭醫學科

1638 圖解睡眠醫學 Meir H. Kryger, Alon Y. Avidan, Richard B. Berry作 ; 吳家碩, 李學禹, 莊立邦, 陳濘宏等審閱 ;谷大為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1.77 8554 2018  C0013538 中文圖書 耳鼻喉科
1639 人人都能學會活用Excel

做投資全圖解
&lt;&lt;Smart智富&gt;&gt;真.投資研究室著Smart智富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63.53 8633 2018  C00135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640 生物醫學統計 :使用Stata

分析
張紹勳著 五南 512.4 8768 2017  C00135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641 從天而降的創意思考法 :

讓想破頭也想不到的點子
在無意識中降臨的48個思
考練習

江上隆夫作 ; 林孟樺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494.1 8354 2018  C00135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2 通往財富自由之路 :教你
如何變得更有價值!早晚
有一天, 可以不再為了生
活出售自己的時間 =

Financial freedom

李笑來著 漫遊者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177.2 8497 2018  C00135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3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活用版
:教你存自己的300張股票

陳重銘著 金尉 ; 聯合總經銷563.53 8766 2018  C00135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4 請你關注我 Aida著 時報文化 544.37 8354 2018  C00135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5 享受吧!東京近郊小旅行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 潘涵語翻譯人人 ; 聯合總經銷731.72609 8563 2018  C00135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6 史上最強!水波爐脫油減

鹽料理117 :蒸煮炒烤煎
炸燉, 就連烘焙也沒問題

水波爐同樂會著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427.1 8863 2017  C00135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7 日本肥胖醫學權威醫師獨
創 :生理時鐘睡眠瘦身術

左藤桂子著 ; 黃筱涵譯世茂 411.94 8444 2018  C00135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48 藍色簾子 :敘事醫學倫理
故事集 = 21 True stories

about medical ethics

王心運, 林慧如編著高醫大, 麗文文化410.1619 8426 2016  C001352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49 實習醫師鬥格:有趣、感
動的醫院故事書=Intern

doctor

陳建仁著 白象文化 410.7 8776 2016  C001352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50 護理倫理概論 尹裕君等作華杏 419.61619 8634 2017  C001352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51 樂活氣象醫學全書 :日本

第一腦科醫師氣象士 教
你正確防病, 四季健康 =

Meteorotropic disease

福永篤志作 ; 藍嘉楹譯世茂 412.712 8365 2017  C00135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2 獨老時代 :20個大齡生活
提案,迎接一個人的老後

松原惇子著 ; 簡毓棻譯世茂 544.8 8678 2017  C00135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3 死前一定要知道的五件事 約翰.伊佐(John Izzo)著 ; 吳綺爾譯商業周刊 ; 高見文化總經銷177.2 886 2016  C00135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4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2 :盤
腿坐浮雲的快活主婦之道
= Cooking, family & life

林姓主婦著三采文化 427.1 8753 2017 v.2 C00135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5 蔬食創意料理好上手 :68

道天然養身、好吃有創意
的蔬食食譜與烹飪解析

蔡長志著 葉子 ; 揚智文化總經銷427.31 8473 2017  C00135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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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 日本女生票選人氣美妝排
行榜 :信賴度
No.1!@cosme美妝大賞
專集

鄭世彬, 日本藥妝研究室作晶冠 ; 旭昇總代理425.4 8456 2017  C00135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7 簡單生活質感穿搭術 :21

款衣服搞定全年穿搭
山本昭子著 ; 劉淳譯三采文化 423.23 8645 2017  C00135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8 我看見 我知道 我思考 :大
人都忘了...那些簡單卻重
要的小事

中島芭旺著 ; 丁世佳譯三采文化 191.9 8676 2017  C00135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59 我不是壞小孩只是愛生氣
:40個幫助孩子控制怒氣
的活動

勞倫斯.夏皮羅(Lawrence E. Shapiro), 札克.佩塔-海勒(Zach Pelta-Heller), 安娜.格林沃爾德(Anna F. Greenwald)著 ; 吳艾蓁譯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173.12 8775 2017  C00135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0 九州Holiday :長崎.佐賀.

福岡, 一本就GO!

權泫志, 申暎哲, 柳然太著 ; 熊懿樺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731.7809 8423 2017  C00135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1 自助遊一本就Go!倫敦地
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新文創文化 ; 易可數位行銷總經銷741.719 8966 2017  C00135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2 冰島自助旅行 :開車自
駕、行程路線、當地活
動、追逐極光超完整規劃

小甜, Ethan, 吳延文著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47.79 846 2018  C00135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3 高敏感是種天賦 :肯定自
己的獨特, 感受更多、想
像更多、創造更多 =

Highly sensitive people

伊麗絲.桑德(Ilse Sand)著 ; 呂盈璇譯三采文化 173.73 875 2017  C00135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4 自殺與靈魂 :超越死亡禁
忌, 促動心靈轉化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作 ; 魯宓譯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8.85 8738 2016  C00135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5 愛情非童話 :給妳的床邊
故事

鄧惠文著 平安文化 544.37 8536 2017  C00135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6 專瘦凸肚的低GL健康食 :

不復胖、不痛苦 靠吃就
能瘦的神奇減肥法

南基善, &lt;&lt;The Light&gt;&gt;著 ; 劉徽譯三采文化 411.3 8543 2017  C00135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7 譚敦慈、陳之穎帶你安心
過生活 :食.衣.住「實境圖
解」一秒看懂, 方便實作,

從日常守護家人健康!

譚敦慈, 陳之穎著三采文化 411.1 8462 2017  C00135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8 Melody的小迷糊闖江湖 殷悅作 啟動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855 894 2016  C00135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69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留

著青蔥在,不怕沒菜燒」
的新世代主婦料理哲學
=Cooking, family and life

林姓主婦著三采文化 427.1 8753 2016  C00135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0 賈如幸福慢點來 :只要懂
得轉身, 傷與愛都是遇見
美好的道路

賈靜雯作 時報文化 544.3 8357 2017  C00135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1 創意手做玩紙趣 管育伶作 文房文化 972 8635 2017  C00135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2 不夠好也可以:女人的趣

味=Perfectly imperfect

women

鄧惠文作 三采文化 177.2 8536 2016  C00135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3 米粒Q的巴黎私心瘋
=Paris à la folie!

米粒Q作 啟動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742.719 863 2017  C00135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4 香港周末遊 蕭敏等編採正文社出版公司 ; 同德書報公司發行673.869 869 2017  C00135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5 航海環球夢 :花小錢也能

享受郵輪生活環遊世界!

= Don't cruise alone

陳美筑著 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719 8765 2017  C00135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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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 如果流浪是一種練習 何潔明(小明)著天窗出版社公司855 8725 2017  C00135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7 你的個性 決定你該怎麼

瘦 :減肥無法一體適用, 針
對5大個性量身打造, 4週
輕鬆瘦!

珍.魏德史頓(Jen Widerstrom)著 ; 陳佩筠譯三采文化 411.94 8558 2017  C00134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8 現在吃的食物, 就是半年
後的你

村山彩著 ; 游韻馨譯平裝本 411.307 8368 2015  C00134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79 灰色人性:發現潛伏在日
常生活中的瘋狂

強.朗森(Jon Ronson)著;林秋嵐譯商業周刊出版 ; 高見文化總經銷415.95 837 2015  C00134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0 看穿無形的心理操控 :拿
回你的人生主導權

海芮葉.布瑞克(Harriet Braiker)著 ; 林又千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555 2017  C00134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1 你怎麼看待時間, 決定你
成為哪種人 :1000位世界
頂尖領導人的時間觀

谷本有香著 ; 黃瑋瑋譯如果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494.01 8644 2017  C00134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2 讓生活簡單快適的55個靈
感 :沒有雜物的家可以裝
下更多幸福, 心也更自由

蜜雪兒作 ; 林慧雯譯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0 8247 2017  C00134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3 京都 其實很可怕 淺井建爾著 ; 林農凱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731.7521 8257 2017  C00134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4 跟著貓咪去旅行! :環遊世

界54國, 把你的心遺留在
那美好的風景中

小林希作 ; 林克鴻譯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37.36 8477 2017  C00134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5 商品攝影速成講座!只要
一支手機就幫你搞定各種
不同的拍攝需求

久門易作 ; 周明憲譯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53.2 8947 2017  C00134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6 讓屁股笑起來 :身體年齡-

12歲、改善腰背膝痛, 重
塑臀型的精華訓練!

筋肉媽媽著三采文化 411.711 8845 2017  C00134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7 洋菓子職人的特製鬆餅&

法式吐司 :來自東京南青
山的極上美味 = Pancake

french toast

木村幸子著 ; 許書華譯睿其書房 427.14 8735 2016  C00134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8 用一天說歷史:從石器時
代到數位時代,你的一天
是人類累積的百萬年

葛瑞格.詹納(Greg Jenner)著;楊惠君譯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13 865 2017  C00134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89 過敏的大腦 :耳科權威教
你徹底擺脫暈眩、耳鳴、
偏頭痛的煩惱!

賴仁淙著 平安文化 415.939 8362 2017  C00134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90 教出殺人犯 岡本茂樹著 ; 黃紘君譯光現 ; 遠足文化發行548.7114 8644 2017  C00134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91 老衰死 :好好告別, 迎接自

然老去、沒有痛苦的高質
量死亡時代

NHK特別採訪小組著 ; 江宓蓁譯三采文化 419.825 8567 2017  C001348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92 八卦醫學史.2,疾病, 改變
了英雄的命運 也改寫了
歷史的結局

甯方剛著 漫遊者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410.9 8456-2 2017 v.2 C001348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93 八卦醫學史:在八卦中暢
談科普知識 以正統醫學
爬梳歷史真相

甯方剛著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410.9 8456 2017 v.1 C001348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94 教養的秘密 :無效管教
Out, 科學育兒In, 兒童發
展專家王宏哲的新世代教
養術

王宏哲著 時報文化 528.2 8424 2017  C00134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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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 告別練習手書 :為愛而寫
的家書 = The

preparation of farewell

黃瀅竹編著三應 ; 紅螞蟻總經銷584.52 8327 2018  C001348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96 告別練習 :唯有學會告別,

人生才能繼續 = The

preparation of farewell

黃瀅竹編著三應 ; 紅螞蟻總經銷584.52 8327 2017  C001348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97 死亡筆記 :禮儀師的生死
見聞

自然著 香港中和出版公司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公司發行489.67 865 2017  C001347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698 敬那些痛著的心 :蘇絢慧
的暖心放映時光

蘇絢慧著 究竟 ; 叩應經銷178.8 8863 2017  C00134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699 入夜, 擁抱你 :安撫黑暗中
孤獨的自己

蘇絢慧作 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78.8 8863 2017  C00134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0 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 :

我這樣轉大人
張慧慈著 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4.5933 8732 2017  C00134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1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顏擇雅作 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552.337 8254 2018  C00134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2 麥肯錫顧問反覆自我練習

的順序思考法 :老闆提出
問題, 你一分鐘就找到答
案!

西村克己著 ; 林以庭譯大樂文化 494.35 8435 2016  C00134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3 拒絕真相的人 :人們為何
不相信科學?

莎拉.高曼(Sara E. Gorman), 傑克.高曼(Jack M. Gorman)作 ; 周群英譯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0.15 838 2017  C00134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4 在我告別之前 柯瑞.泰勒(Cory Taylor)著 ; 王凌緯譯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787.18 836 2017  C001347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05 幸福死 :面對死亡的31個

練習, 用你想要的方式告
別

石賀丈士著 ; 洪逸慧譯時報文化 419.825 8437 2017  C001347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06 矯正可以不拔牙 趙哲暘著 時報文化 416.97 8447 2017  C00134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7 為什麼心臟病總是突然發

作?

洪惠風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5.31 8235 2017  C00134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8 無腦理財術, 小資大翻身 施昇輝作 有鹿文化 ; 紅螞蟻總經銷563.53 8466 2018  C00134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09 時尚斷捨離 :雜誌沒有寫,

專家不肯說!真正懂時尚
的人都奉行的「買一件,

丟一件」聖經!

地曳Iku子著 ; 王曉維譯蘋果屋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3.23 8574 2017  C00134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0 沖繩親子遊一本就Go :大
手牽小手, 新手也能自助
遊沖繩的食玩育樂全攻略

小布少爺著健行文化 ; 九歌發行731.7889 8457 2018  C00134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1 因為尋找, 所以看見 :一個
人的朝聖之路 = The road

to Santiago

謝哲青著 時報文化 746.19 8244 2018  C00134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2 強迫行為的心理學 :每個
人都有「不做, 就很難
過」的事:狂洗手、猛整
理、囤積、做完特定儀式
才開始......有所成就的人,

都有自己的強迫行為

雪倫.貝格利(Sharon Begley)著 ; 廖桓偉譯大是文化 415.991 8447 2017  C00134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3 世代崩壞很有事 年輕人
更該證明「我可以」

豊田義博作 ; 黃瓊仙譯好的文化 494.386 8552 2018  C00134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4 日本人妻邊惠玉教你幸福
生活秘技244招 :收納X料
理X清掃X美容X衣物保養
X環保 : 4500萬網友最想
要的家事書

邊惠玉著 ; 鄧瑾又譯悅知文化 420 8933 2017  C00134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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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最高休息法 :經耶魯大學
精神醫療研究實證

久賀谷亮著 ; 陳亦苓譯悅知文化, 精誠資訊411.19 8936 2017  C00134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6 別讓肌膚不開心!從頭到
腳解決101個與生活相關
的肌膚問題完美提案 :美
肌專家Sam的愛美保養
書.2

Sam作 日日幸福 ; 聯合發行425.3022 8666 2017  C00134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7 大人的化妝書 :讓人驚艷
的妝容!"那個人好有氣
質!""她好漂亮!"

長井香織著 ; 林以庭譯悅知文化 425.4 8756 2017  C00134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8 婚內失戀 鄧惠文作 平安文化 544.3 8536 2017  C00134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19 你不可不知的兩岸醫養大

未來 :掌握高齡化浪潮九
大優勢

胡芳芳等採訪撰稿大好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0.1655 8477 2017  C00134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20 死亡自決權 :除了放棄活
下去之外, 沒有別的選項
了嗎?

兒玉真美作 ; 陳令嫻譯光現 ; 遠足文化發行410.1619 8733 2017  C001345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21 扭曲的醫學:醫師、病人
與無效醫療

Lawrence J. Schneiderman, Nancy S. Jecker原著;林欣柔, 張曼玲譯合記 410.1619 8354 2015  C001345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22 醫無反顧 林啟禎著 成大 410.1619 8732 2016  C001345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23 你的病為什麼治不好? :揭

開生病與老化之謎, 找回
你的健康與美麗 =

Reveal the mystery of

aging

呂理志著 書泉 ; 朝日文化總經銷411.1 8543 2017  C00134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24 傾聽情緒 :罹癌長輩與家
屬的心理照顧

方俊凱, 蔡惠芳作博思智庫 ; 聯合總代理419.825 8595 2018  C001345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25 銀髮族飲食生活照護全書
:專為65歲以上年長者設
計的餐點, 吃對食物、營
養好均衡, 學會照顧自己,

並預防與改善身體不適,

一起攜手快樂變老! =

Senior citizens life style

and health care

林美慧, 張斯蘭作日日幸福 ; 聯合發行411.3 8763 2017  C00134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26 我應該參加臨床試驗嗎? 蔡甫昌主編健康世界 415.18 8435 2017  C001345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27 只想為你多做一餐 :65歲

阿伯與92歲磨人媽 笑與
淚的照護日誌

鄭成基著 ; 胡椒筒譯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862.6 8434 2017  C00134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28 死前斷捨離 :讓親人少點
負擔, 給自己多點愉悅

瑪格麗塔.曼努森(Magareta Magnusson)著/繪 ; 陳錦慧譯愛米粒 ; 知己總經銷197 8887 2017  C001344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29 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 岸見一郎著;陳令嫻譯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544.1 8662 2016  C00134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0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一

個清掃死亡現場者20年的
生死思索

特掃隊長著;莊雅琇譯時報文化 489.66 8557 2016  C001344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31 黑暗中, 我們有幸與光同
行 :20個以溫暖道別、感
受生命重量的故事

許伊妃著 時報文化 489.66 8487 2017  C001344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32 螺旋舞:打開身體的結,找
回快樂的你

楊定一著;吳長泰示範天下生活出版 ; 大和總經銷411.711 8662 2016  C00134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3 落在地球 =Earthbound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192.1 8662 2017  C00134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4 我是誰 :找回快樂與自由

的隨身練習 = Who am I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192.1 8662 2017  C00134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5 定 =Samadhi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192.1 8662 2017  C00134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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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神聖的你 :活出身心健
康、快樂和全部的潛能 =

The sacred you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192.1 8662 2017  C00134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7 集體的失憶 =Collective

amnesia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192.1 8662 2017  C00134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8 不合理的快樂 :存在的喜
悅 = Unreasonably

happy : the joy of being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176.51 8662 2017  C00134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39 一千個裸體陌生人 :看盡
生死的孤寂與瘋狂, 救護
車的邊緣急救紀事

凱文.哈札德(Kevin Hazzard)著 ; 高子梅譯臉譜,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85.28 8555 2017  C001343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40 療癒廚房 :我家的舒適
食、常備菜、料理的基本
與廚房裡的大小事 = My

comfort kitchen

暴躁兔女王著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7.07 8485 2017  C00134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1 冰箱常備免揉麵包 :週末
揉好麵糰, 每天早上, 只要
放進烤箱就可以吃了!

吉永麻衣子作 ; 何姵儀譯精誠資訊 427.16 8466 2017  C00134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2 料理實驗室 :每一道美味,

都是有趣的科學遊戲
傑.健治.羅培茲-奧特(J. Kenji Lopez-Alt)著 ; 吳宣儀, 羅婉瑄, 龔嘉華譯悅知文化, 精誠資訊427.1 8544 2017  C00134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3 漁家女兒的魚鱻食帖 :煮
魚知魚, 讓你愛上吃魚!

新合發猩弟著幸福文化, 遠足文化427.252 8467 2017  C00134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4 吃一口薑黃, 打開身體自
癒力 :天然的最佳抗生素,

一天吃三次, 韓國名醫已
連吃八年, 效果有如不必
動的有氧

徐載杰著 ; 林育帆譯大是文化 411.373 8533 2018  C00134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5 小家庭麵包 :30天幸福日
常提案 = Baking

吳克己作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 聯合總經銷427.16 8855 2017  C00134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6 零油煙X超省時必學常備
菜 :小小米桶的250個廚
房關鍵重點!

吳美玲作/攝影出版菊文化427.1 8863 2017  C00134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7 低醣.生酮常備菜 :80道吃
進優質肉類.海鮮.酪梨.好
油脂, 家常口味的生酮常
備食譜 : 不挨餓、不用喝
油、醣質不超標

彭安安食譜設計采實文化 411.3 8633 2017  C00134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8 綠拿鐵 排毒魔法飲 :體內
環保1杯滿足, 輕瘦, 美肌,

順暢, 好眠, 10天就有感!

陳月卿, 小V爸作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8.915 8767 2017  C00134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49 職場快樂工作學 :職場人
的幸福選擇

蔡韻秋作 商訊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94.35 8429 2017  C00134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0 40歲起, 飲食一定要改變
:避免身體糖化的食物配
對圖解

濟陽高穗著 ; 張佳雯譯如何 ; 叩應經銷 ; 411.3 8463 2016  C00134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1 廁所裡的哲學課 :每天14

分鐘, 跟著蘇格拉底、笛
卡兒、尼采等13位世界哲
人, 秒懂100個最經典的
哲學思維

亞當.弗萊徹(Adam Fletcher), 盧卡斯.NP.艾格(Lukas N.P. Egger), 康拉德.柯列弗(Konrad Clever)作 ; 彭菲菲譯創意市集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100 8589 2017  C00134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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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752 與貓的好味時光。 :第一
本貓與貓奴的鮮食共享料
理書 從做點心開始, 享受
你與貓的約會

好味小姐(Lady Flavor)作幸福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37.364 8684 2017  C00134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3 圖解倫理學 梁光耀著 五南 190 8665 2017  C001342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54 樂孕 :從懷孕到生產, 迷思

與疑惑一次解答 陪妳回
歸美好孕程。

林思宏作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429.12 8742 2017  C00134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5 顧好下肢筋膜 全身痠痛
out! :鐵人醫師最想告訴
你的復健眉角

侯鐘堡著 如何 418.92 8966 2017  C00134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6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 :

親緣, 以愛為名的試煉
楊晴翔作 悅知文化 584.4 8653 2017  C00134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7 靈魂不歸法律管 :給現代
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

黃榮堅著 商周,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80.3 8364 2018  C00134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8 出車禍了!然後咧? 法蘭客著 ; mer.mer插畫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557.13 8283 2017  C00134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59 被壓榨了!然後咧? :給你

職場勞工自保的21招
蔡晴羽著 ; mer.mer插畫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556.84 8454 2017  C00134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0 要上班了!然後咧? :教你
當個聰明的職場勞工

蔡晴羽著 ; mer.mer插畫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556.84 8454 2017  C00134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1 一紙對付壞鄰居 :大家都
可以自己依法解決的公寓
大廈糾紛

黃彥凱作 ; Dot.Dot插圖Fun學創意生活廣場 ; 新學林總經銷580.3 8355 2017  C00134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2 生命從臭襪子的細菌開始
:給小小科學家的生物演
化入門 = The mystery of

life : how nothing

became everything

楊.保羅.舒滕(Jan Paul Schutten)著 ; 福樓.李德(Floor Rieder)繪 ; 林敏雅譯小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00 875 2017  C00134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3 宮崎駿論 :眾神與孩子們
的物語

杉田俊介著 ; 彭俊人譯典藏藝術家庭 ; 聯灃總經銷987.85 8659 2017  C00134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4 省錢裝潢眉角 :可以做?不
可以做?的剛剛好裝潢術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風和文創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2.9 8676 2016  C00134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5 裝潢不是有做就好 蘇郁晴編輯風和文創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2.5 8855 2016  C00134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6 世界史聞不出的藥水味 :

那些外國名人的生.老.病.

死

譚健鍬著 時報文化 410.9 8499 2017  C001341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67 捷克.匈牙利 =Czech

Hungary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4.39 8868 2017  C00134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8 柏林 法蘭克福 科隆 萊茵
河

王偉安等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3.9 8473 2017  C00134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69 慕尼黑 新天鵝堡 羅曼蒂
克大道 海德堡 斯圖加特

王偉安等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3.9 8473 2017  C00134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0 東京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72609 8337 2017  C00134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1 四國 深度休日提案 :一張

JR PASS玩到底!香川 愛
媛 高知 德島 行程X交通X

景點, 最全面的自助攻略!

Aska著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31.7709 8556 2017  C00134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2 葡萄牙, 原來如此 李宗芳文 ; 蕭順益攝影華成 ; 知己總經銷746.29 8427 2017  C00134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3 西班牙 葡萄牙 =Spain &

Portugal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6.19 8466 2017  C00134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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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 全圖解人不必活得腰痠背
痛 :痠痛檢測、按摩、伸
展、運動保健全書

向志超著 商周, 城邦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6.69 8634 2017  C00134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5 3C眼有救了 :眼科權威陳
瑩山的護眼處方

陳瑩山著 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6.7 8726 2017  C00134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6 失智可以預防, 更可以治
癒 :全球第一本破解阿滋
海默症病因、介紹有效治
療方法且有科學根據的著
作。

麥可.內爾斯(Michael Nehls)著 ; 呂以榮, 彭意梅, 許景理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9341 8435 2017  C00134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7 排濕瘦身法 :韓國當紅9天
瘦身飲食計畫

李京姬著 ; 林育帆譯采實 411.94 8427 2017  C00133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8 因為健身, 我正喜歡上自
己 :曲線女神Gina的體脂
15%塑身祕訣

Gina著 如何 ; 叩應經銷425.2 8529 2017  C00133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79 1天11分鐘輕肌力健身,

成功瘦39公斤 :24小時貼
身教練陪你做, 量身打造
專屬你的瘦身計畫

安振必著 ; 魏汝安譯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425.2 8375 2017  C00133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0 打造你的簡單生活 :日本
15萬粉絲認證, 清爽居家
的選物、收納整理術

holon著 ; Basketmaru翻譯創意市集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2.5 8595 2017  C00133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1 做自己最好的陪伴 :找回
安全感, 讓你內在小孩不
害怕、不寂寞的療癒五堂
課

吳姵瑩著 遠流 178.8 8872 2017  C00133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2 守衛你的情緒界線 :溝通
減壓法十招, 讓人際關係
不再左右為難、疾病不上
身

賴宇凡著 如何 ; 叩應經銷177.1 8345 2017  C00133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3 孩子與惡 :看見孩子使壞
背後的訊息

河合隼雄著 ; 林暉鈞譯心靈工坊文化 ; 大和總經銷528.2 8467 2018  C00133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4 30個理由, 良心醫師勸大
家藥分手!

岡本裕作 ; 林家羽譯三悅文化 ; 瑞昇文化發行411.1 8643 2016  C00133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5 譚敦慈的無毒好生活 譚敦慈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1.1 8462 2017  C00133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6 沒有答案的旅程 :放下自

我的設限, 去理解那陌生
的國度

朱永祥作 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547.16 8964 2017  C00133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7 你走了以後,我一個人的
旅程:林書宇的百日告別

林書宇著 大田 855 8744 2015  C00133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88 醫療紛爭 :在臨床醫學與
法律實務的探討

李伯璋, 曾平杉著新學林 585.79 8465 2017  C001338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89 醫病溝通之鑰 :醫療人員
同理心五大心法 = Key of

patient-practitioner

communication : five

essential skills of

empathy

鄭逸如, 何雪綾, 陳秀蓉著五南 419.47 8496 2017  C001338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90 新時代的醫學人文 =A

new era of medical

humanities

戴正德主編五南 410.3 8345 2017  C001338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791 性別、醫療與法律 :案例
導向討論

王志嘉著 元照 412.21 8434 2017  C001338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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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792 貓咪的第一本遊戲書 :玩
出親密與紀律!

坂崎清歌, 青木愛弓著 ; 何姵儀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437.364 8763 2018  C00133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3 與狗同居的110個生活提
案 :不用翻譯米糕也能秒
懂「汪~」的100種意思

麥斯威爾(Maxwell Woofington)著 ; 馬克.李(Mark Leigh)代筆 ; 陳家倩譯臺灣商務 437.35 8353 2017  C00133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4 與貓同居的143個生活提
案 :不用翻譯米糕也能秒
懂「喵~」的100種意思

喵星人普斯金(Kitty Pusskin)著 ; 馬克.李(Mark Leigh)代筆 ; 陳家倩譯臺灣商務 437.36 8356 2017  C00133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5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以好
奇的姿態, 理解你的內在
冰山, 探索自己, 連結他人
= Iceberg theory

李崇建著 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528.2 8447 2017  C00133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6 用12個習慣祝福自己 :養
成免疫力 學習力 判斷力
= Enrich your life with 12

good habits

褚士瑩著 大田 ; 177.2 8342 2016  C00133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7 我的倒頭栽人生 :從女孩
14到女人40, 鋼鐵V的勇
敢筆記 : 倒了沒關係, 栽
了才知道有翻轉! = Turn

my life around

徐若瑄作 時報文化 ; 855 8554 2016  C00133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8 荷蘭不唬爛 柯林.懷特(Colin White), 勞莉.布克(Laurie Boucke)著 ; 郭書瑄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747.23 865 2016  C00133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799 一日倫敦人的風格散步

=London day tour in

style

NONTWINS作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1.719 8744 2018  C00133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0 北歐 :丹麥 挪威 瑞典 芬
蘭 冰島 = Scandinavia

李曉萍,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47.09 8466 2017  C00133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1 慢遊.旅人的瑞士 :瑞旅教
父20年的私路線筆記書 =

A traveler of Switzerland

楊振發著 樂木文化 ; 高寶總經銷744.89 8677 2017  C00133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2 去日本自助旅行!給超新
手的旅遊密技全圖解 :交
通攻略X食宿玩買X旅程
規劃, 有問必答萬用QA

超級旅行貓(梁詠怡)文 ; 超級旅行狗(梁匡民)攝影創意市集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9 8496 2017  C00133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3 我愛日本購物失心瘋 Vera作 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7109 8595 2018  C00133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4 東京親子遊:大手牽小手,

零經驗也能輕鬆上手自助
行

王晶盈作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731.72609 8456 2016  C00133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5 關西親子遊 :大阪 京都 神
戶 奈良 大手牽小手, 零經
驗也能輕鬆上手自助行

王晶盈作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731.7509 8456 2017  C00133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6 崇拜京都 :秒懂!千年古都
背後的神祇文化、歷史與
民俗行事

三線著 創意市集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752184 849 2017  C00133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7 超漫遊 大阪 TAC出版編集部著 ; 蕭雲菁譯臺灣東販 ; 聯合總經銷731.75419 8697 2017  C00133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08 沉默的孩子 :那些太快被

貼上「病症」標籤, 從此
被迫掩蓋真我, 與世界失
去聯繫的孩子們

克勞迪亞.高德(Claudia M. Gold)著 ; 聞翊均譯采實文化 528.2 835 2018  C00133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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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背離親緣:那些與眾不同
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以
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
事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謝忍翾,簡萓靚譯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548.2 8754 2016 v.2 C00133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0 背離親緣:那些與眾不同
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以
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
事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謝忍翾,簡萓靚譯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548.2 8754 2015 v.1 C00133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1 醫療靈媒 改變生命的食
物

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著 ; 鄧捷文譯方智 ; 叩應經銷411.3 836 2017  C00133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2 瘦身冰箱 :冰箱裡的東西
=你的身體

村山彩著 ; 周若珍譯大田 411.94 8368 2017  C00133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3 遠離健忘和失智 :日本腦
外科醫師教你的腦內活化
術

主婦之友社作 ; 劉又菘翻譯太雅 411.19 8376 2017  C00133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4 營養醫學抗癌奇蹟:劉博
仁醫師的抗癌成功案例分
享

劉博仁著 新自然主義出版 ; 聯合總經銷417.8 8736 2017  C00133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5 誰說疾病一定會遺傳? 劉博仁著 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0 8736 2017  C00133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6 在人文路上遇見生命導師

:給未來醫生的十堂課
鄭愁予等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0.3 8455 2017  C001336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17 輕鬆自在走好最後一哩路
:幸福全人生, 生死皆自主

川嶋朗著 ; 林雅惠譯新自然主義, 幸福綠光 ; 聯合總經銷419.825 8743 2017  C001335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18 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從
神經犯罪學探究惡行的生
物根源,慎思以治療取代
懲罰的未來防治計畫

Adrian Raine著;洪蘭譯遠流 415.92 844 2015  C00133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19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抗
NMDA受體腦炎倖存者自
傳

蘇珊娜.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著;張瓊懿譯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415.9314 8458 2017  C00133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0 廣島.倉敷 :自由行至上! =

Hiroshima Kurashiki

昭文社作 ; 陳聖怡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769 8563 2017  C00133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1 How Fun!如何爽當
YouTuber :一起開心拍片
接業配!

陳孜昊著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484.6 8778 2018  C00133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2 用快樂投資人生 :32則讓
你從困境中學習, 從感動
中激發能量的人生智慧

林富元著 時報文化 177.2 8735 2017  C00133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3 四季日日五行 五色五味
的好食養 :一只平底鍋+

電鍋, 五星級主廚運用當
季食材、配合節氣的60道
養生食譜

張政著 時報文化 427.1 877 2017  C00133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4 文具上手 :12位專業人士
活用文具的靈光

土橋正作 ; 賴郁婷譯行人文化實驗室 ; 大和總經銷479.9 8444 2017  C00133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5 野菜廚房 :161道樸實美
味的蔬食料理

Farmer's KEIKO作 ; 李俊增譯凱特文化創意 ; 大和經銷427.3 8494 2017  C00133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6 來開一場派對吧! =Home

party

江川晴子作 ; 陳聖怡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427.53 8375 2017  C00133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第 94 頁，共 117 頁

資料統計:2017-2021年

20220210統計(羅)



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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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新手必學!只用平底鍋, 3

步驟學會101道日式家常
菜 :一鍋到底, 輕鬆快速搞
定少油無負擔、簡單又健
康的超好吃料理 =

Jacko's frying pan

cookbook

蔣偉文, 潘盟仁作日日幸福 ; 聯合發行427.1 8476 2017  C001334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8 成為有趣人的55條說話公
式:日本最幽默導演教你
用「聊天」提升人際魅
力,讓你職場、情場、交
友、演講、自我介紹......

處處無往不利!

吉田照幸著;鄭舜瓏譯遠流 192.32 8454 2017  C001334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29 Deep Work深度工作力 :

淺薄時代, 個人成功的關
鍵能力

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著 ; 吳國卿譯時報文化 494.35 8665 2017  C00133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0 日本點餐完全圖解 :看懂
菜單X順利點餐X正確吃
法 不會日文也能前進燒
肉、拉麵、壽司、居酒屋
10大類餐廳食堂

酒雄著 創意市集 ; 城邦文化發行483.8 834 2018  C00133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1 我的第一堂攝影家教課 :

用微單眼相機, 拍出你的
每一天

崔熒峻, 金炳仁, 洪鍾和作 ; 林建豪譯不求人文化951.1 8568 2017  C00133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2 有愛大聲講 :那些貓才會
教我的事情

春花媽作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37.36 8465 2017  C00133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3 破解狗狗密碼 :14把金鑰
解開狗狗的心

Candy著 博碩文化 ; 博誌文化發行437.354 8643 2017  C00133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4 我們為何成為貓奴? :這群
食肉動物不僅佔領沙發,

更要接管世界。

艾比蓋爾.塔克(Abigail Tucker)著 ; 聞若婷譯紅樹林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37.364 845 2017  C00133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5 每天5分鐘親子英文 :用美
國父母的日常會話小短
句, 打造小孩子自然習慣
聽說英語的環境!

Byoung-chul Min作 ; 陳盈之譯碁峰資訊 805.188 8734 2017  C00133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6 葉葉都是小綠藝 :以葉為
飾, 裝扮其身。 = A book

of samll leaf

arrangement

Florist編輯部作 ; 林麗秀譯噴泉文化館 ; 悅智文化發行971 8885 2017  C00133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7 續.下流老人 :政府養不起
你、家人養不起你、你也
養不起你自己, 除非, 我們
能夠轉變

藤田孝典著 ; 吳海青譯如果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544.8931 8454 2017  C00133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8 飛驒高山.白川鄉 :自由行
至上! = Hida-Takayama

Shirakawa-Go

昭文社作 ; 陳聖怡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449 8563 2017  C00133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39 九州私路小旅行。:人氣
景點、在地美食、特色溫
泉、觀光列車的精選行程
X深度漫遊

沙米作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731.789 856 2016  C00133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0 決戰同溫層 :用九宮格思
維, 贏得分眾市場商機

艾倫.迪博著 ; 陳繪茹譯先覺 ; 叩應經銷496 883 2017  C00133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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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841 羽健身 :小資女變小隻女!

輕肌力訓練讓你一瘦到位
丁小羽著 如何 ; 叩應經銷425.2 8544 2017  C00133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2 日日食療 :42道療癒身心
的對症家常菜 : 惱人的小
症頭, 用家常菜就能緩解!

陳峙嘉著 采實 413.98 8744 2017  C00133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3 專注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

掌控自我、提升成績的18

個學習武器

DaiGo著 ; 高宜汝譯方智 ; 叩應經銷176.32 8333 2017  C00133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4 有錢人才知道的精準閒聊 田口智隆著 ; 蔡昭儀譯先覺 ; 叩應經銷494.2 8556 2017  C00133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5 生理時鐘決定一切! :找到
你的作息型態, 健康、工
作、人際, 所有難題迎刃
而解

麥可.布勞斯著 ; 謝忍翾譯圓神 ; 叩應總經銷411.1 8555 2017  C00133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6 讓你馬上身懷絕技的43個
攝影妙方 :一看就懂的專
業級表現手法!

上田晃司作 ; 侯念宗譯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53.1 8556 2017  C00133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7 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 是枝裕和[著] ; 張秋明譯臉譜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87.931 8873 2017  C00133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8 關鍵音 :沒有巴哈, 我不可

能越過那樣的人生
詹姆士.羅茲(James Rhodes)著 ; 吳家恆譯新經典圖文傳播 ; 高寶總經銷910.9941 854 2017  C00133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49 宛如走路的速度 :我的日
常、創作與世界

是枝裕和文 ; 大塚一夫圖 ; 李文祺譯無限 ; 遠足文化發行861.67 8873 2017  C00133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0 馬雲 :未來已來 阿里巴巴集團編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07 8555 2017  C00133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1 人工智慧來了 李開復, 王詠剛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1.415 8459 2017  C00133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2 Uber與Airbnb憑什麼翻轉

世界 :史上最具顛覆性的
科技匯流, 如何改變我們
的生活、工作與商業

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 李芳齡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89.2 887 2017  C00133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3 心靈的傷, 身體會記住 貝塞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著 ; 劉思潔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178.8 8742 2017  C00133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4 理想的告別 :找尋我們的

臨終之路
安.紐曼(Ann Neumann)著 ; 胡訢諄譯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9.825 868 2017  C001332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55 最後一次相遇, 我們只談
喜悅

達賴喇嘛(Dalai Lama),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道格拉斯.亞伯拉姆(Douglas Abrams)作 ; 韓絜光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226.965 8736 2017  C00133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6 生活槓桿 :短時間發揮最
大生產力, 讓事業X生活X

財富達到完美平衡的工作
哲學

羅伯.摩爾(Rob Moore)著 ; 林曉欽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94.35 843 2017  C00133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7 一個人的獲利模式 :用這
張圖, 探索你未來要走的
路

提姆.克拉克(Tim Clark), 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Alexander Osterwalder), 伊夫.比紐赫(Yves Pigneur)作 ; 曹先進等編譯早安財經文化 ; 大和總經銷494.35 8545 2017  C00133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8 繼承者們:台塑接班十年
祕辛=The Wang family

姚惠珍著 時報文化 467.4 8536 2015  C00133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59 想太多也沒關係 :如何紓
解紛亂的思緒?不再對人
生感到厭倦!

克莉司德.布提可南(Christel Petitcollin)著 ; 楊蟄譯大樹林 ; 知遠文化總經銷 ; 177.2 8575 2017  C00133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0 好想殺死父母...... 石藏文信作 ; Miyako譯光現 ; 遠足文化發行 ; 544.182 8446 2017  C00133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1 遊.樂園 :親子旅遊團長小

禎最強樂園攻略 機票、
門票一起撿便宜, 嗨玩16

座世界樂園、買翻附近
outlet!

小楨(胡盈禎)著時報文化 719 8462 2017  C00133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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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小包包教我真正重要的事
=Way of life called

minimum rich

橫田真由子著 ; 林詠純譯方智 ; 叩應經銷177.2 8353 2017  C00133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3 穿著決定你的氣場 :穿衣
風格影響別人怎麼看待
你, 找到讓自己一穿上便
雀躍不已、左右逢源的
「幸運服」吧

霜鳥MAKIKO(霜鳥まき子)著 ; 謝雪玲譯采實文化 423.23 845 2017  C00133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4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36則讓你有態度、不委
曲, 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
世道智慧

慕顏歌著 采實 192.1 8427 2017  C00133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5 三個朋友的人生智慧大哉
問 :僧侶、醫師與哲學家
的對談

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hard), 克里斯多福.安得烈(Christophe Andre), 亞力山大.喬連安(Alexandre Jollien)合著 ; 邱瑞鑾譯究竟 ; 叩應經銷192.1 8445 2017  C00133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6 不為錢煩惱的老後 :讓人
生過程更美好, 禪的金錢
使用法

枡野俊明著 ; 郭清華譯遠流 226.65 8569 2017  C00133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7 每一天的教養, 都為了孩
子獨立那天做準備 :德國
婆婆教我的教養智慧

凱若媽咪著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28.2 8555 2017  C00133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8 教室裡的阿德勒 :人生三
角柱裡的處世智慧

溫美玉著 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527 8363 2017  C00133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69 蒙特梭利專家親授!教孩
子學規矩一點也不難 :淡
定面對0-6歲孩子的情緒
勒索, 不用對立也能教出
自律又快樂的孩子

羅寶鴻著 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28.8 8522 2017  C00133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0 我的時尚烘焙 :好吃點心
方程式

嘉布里艾拉.史寇立克著 ; 陳良才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427.16 8823 2017  C00133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1 我的時尚廚房 :好吃食譜
方程式

嘉布里艾拉.史寇立克著 ; 陳良才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427.1 8823 2017  C00133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2 每天都想吃三明治 :誰都
可以輕易做出的美味 =

Green table's sandwich

金胤晶著 ; 何汲翻譯大田 427.14 8675 2017  C00133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3 經典不敗台式麵包 :1種麵
糰+30款口味+12款整型
手法+700張鉅細靡遺步
驟圖, 結合復古與創新, 成
功率高、絕對好吃!

愛與恨老師(陳明忠)作 ; 邱嘉慧文字整理朱雀文化 ; 大和總經銷427.16 8936 2017  C00133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4 廚房裡最重要的小事百科
:正確洗菜、醃肉、燉
湯、蒸蛋、煎魚, 400個
讓廚藝升級、精準做菜的
家事技巧

龍東姬著 ; 林育帆譯采實 411.3 8377 2016  C00133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5 家常菜的美味科學 松本仲子著 ; 蔡麗蓉譯采實文化 427.1 8347 2017  C00133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6 為了活下去 :脫北女孩朴

研美
朴研美著 ; 謝佩妏譯大塊文化 ; 大和總經銷783.288 8356 2017  C00133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77 但求無傷:一個腦神經外
科醫師的自大、自省與自
我療癒的歷程

亨利.馬許(Henry Marsh)著;黃佳瑜譯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410.9941 834 2015  C0013299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78 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
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
命洞察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著;唐勤譯時報文化 410.9952 8445 2016  C001329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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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等你回來, 雖然你從未離
開

燕子著 方智 ; 叩應經銷177.2 834 2017  C001329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80 行前整理 :如何陪伴、送
別老衰病的雙親?一個大
齡兒女卸下後悔內疚的思
索與告白

宮子梓作 ; 葉廷昭譯時報文化 419.825 8345 2017  C001329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81 從此不再忘東忘西 擴充
記憶體的100個趣味遊戲
:法國記憶冠軍的五感開
發練習題

貝爾納.克瓦希爾(Bernard Croisile)著 ; 林幼嵐譯如何 ; 叩應經銷176.33 8537 2017  C00132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2 自己的膝蓋自己救 :退化
性膝關節炎的真相

呂紹睿著 時報文化 416.618 8565 2018  C00132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3 人生準備40%就衝了! :你
還在猶豫什麼?等到100%

準備好, 機會就溜了!

謝文憲著 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94.35 8262 2017  C00132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4 投資最重要的事 :一本股
神巴菲特讀了兩遍的書

霍華.馬克斯(Howard Marks)著 ; 蘇鵬元譯商業周刊 ; 高見文化總經銷563.5 8355 2018  C00132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5 心理學如何幫助了我 :享
受美好人生的八堂生活課

劉軒作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75 2017  C00132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6 失眠勿擾 :用對方法, 找對
醫師, 從此遠離安眠藥

黃偉俐著 如何 ; 叩應經銷415.9983 8377 2017  C00132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7 胃腸決定你的健康:胃腸
肝膽保健密碼

許秉毅,許慧雅,梁靜于合著啟示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5 8496 2016  C00132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8 謝謝你遲到了 :一個樂觀
主義者在加速時代的繁榮
指引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著 ; 廖月娟, 李芳齡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1.415 8758 2018  C00132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89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嚴長壽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078 8873 2017  C00132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90 我是一個媽媽, 我需要柏

金包! :耶魯人類學家的曼
哈頓上東區臥底觀察

溫絲黛.馬汀(Wednesday Martin)作 ; 許恬寧譯時報文化 785.28 834 2018  C00132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91 充滿祝福的告別 林保寶文.攝影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9.825 8792 2017  C0013285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92 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 :一

千個臨終病患告訴你人生
什麼最重要

大津秀一著 ; 詹慕如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825 8746 2017  C001328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93 119急救現場續集 王珏瑋著 布克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22 8435 2017  C001328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94 困在身體裡的男孩 :11年

動彈不得, 運用心靈力量
重生的真實故事

馬丁.皮斯托留斯(Martin Pistorius), 梅根.洛伊德.戴維斯(Megan Lloyd Davies)著 ; 楊佳蓉譯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86.818 8755 2017  C0013282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95 預約。好好告別 :人生最
後的期末考, 讓我們好好
說再見

朱為民作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9.825 8925 2017  C001328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96 生死奧祕 :十六個生命的
靈性對話與臨終學習 =

The mysteries of life and

death

釋德嘉等著三應 ; 紅螞蟻總經銷 ; 192.1 8754 2016  C001328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1897 我的一生很平凡, 只有愛
而已 :丁松筠神父的生命
之旅

丁松筠著 ; 李俊明採訪整理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249.952 8536 2017  C00132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898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7  c.1 C0013278 中文倫理 贈送

1899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7  C0013277 中文倫理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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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900 大人的醫學課 :從放血、
針灸,到疫苗、X光、器官
移植,一條血淚交織的人
體探索之路

安.魯尼(Anne Rooney)著 ; 甘錫安譯聯經 410.9 865 2017  C0013276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1 R錦囊妙計 Paul Teetor著 ; 張夏菁譯碁峰資訊 319.5 895 2017  C00132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2 R軟體統計應用分析實務 吳明隆著 五南 512.4 8854 2015  C00132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3 LODGE鑄鐵鍋日常料理
:68道小館子私房菜、咖
啡館餐點、甜品、小酒館
下酒菜、常備醬料 =

Lodge skillet recipe

book.2

水口菜穗子作 ; 蘇暐婷譯旗標 427.1 8858 2016  C00132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4 鑄鐵鍋絕品美味料理 :使
用Lodge平底鍋 湯鍋 煎
鍋 焗烤盤 = The lodge

cast iron cookbook

岸田夕子作 ; 謝靜玫譯旗標 427.1 8655 2017  C00132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5 臨床檢驗項目 :臨床意義
與使用說明

林偉平編著藝軒 415.12 8775 2017  C00132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6 低酸.食療.護胃聖經 :全美
最佳醫師親身實證不用吃
藥、3週有感、4週見效,

一舉戰勝胃食道逆流, 改
善全身性發炎

強納森.亞維(Jonathan Aviv)作 ; 駱香潔譯商業周刊 ; 高見文化總經銷415.516 846 2017  C00132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7 健康檢查 :你需要知道的
一0一個健康檢查知識

詹哲豪著 晨星 412.51 8646 2017  C00132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8 醫師娘10分鐘減糖廚房 :

吃一周就有感, 有效逆轉
肥胖、高血糖、癌細胞的
健康飲食 = Easy low-

carb cooking

小野千穗著原水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467 2017  C00132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09 我的躁鬱人生不抓狂指南
:面對混亂失序, 如何生
活、戀愛, 好好照顧自己

艾蜜莉.雷諾茲(Emily Reynolds)著 ; 婁美蓮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5.95 8434 2017  C00132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0 每一天, 都是出走的練習 :

靈魂深度旅行365天
梅樂蒂.碧緹(Melody Beattie)著 ; 童貴珊譯橡實文化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192.1 849 2017  C00132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1 外國人天天在用上班族萬
用英語

白善燁作 ; 許竹瑩翻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8 8634 2017  C00132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2 台語好日子 :學台語的第
一本書

鄭順聰著 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803.38 8453 2017  C00132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3 開課!超好學韓語自修課 洪性壎作 ; EZ Korea編輯部翻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803.28 8233 2017  C00132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4 一定會考的多益選擇題
1,000 :就算是用猜的, 都
要比別人強!

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著我識 805.1895 8578 2017  C00132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5 恰到好處的安慰 :這樣說,

幫助親友面對挫折、傷痛
與低潮

凱西.克洛(Kelsey Crowe)著 ; 艾蜜莉.麥朵威爾(Emily McDowell)繪 ; 崔宏立譯究竟 ; 叩應經銷176.52 853 2017  C00132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6 全日本鐵道自由行 昭文社作 ; 陳聖怡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9 8563 2017  C00132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7 請問呂律師 :關於愛與婚
姻的練習題

呂秋遠作 三采文化 544.3 8597 2017  C00132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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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918 與失智老媽住一起 :一場
長期照護實況轉播

松本秀夫著 ; 林美琪譯時報文化 419.71 8346 2017  C00132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19 請問植物醫生 :居家植物
病蟲害圖鑑與防治

洪明毅作 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35.11 8256 2017  C00132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20 一輩子的家!這樣裝修最
簡單 :簡裝修大翻新!不必
打掉重練, 一次基礎裝修
居家隨你改造

朱俞君著 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422.5 8974 2017  C00132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21 恆毅力 :人生成功的究極
能力

安琪拉.達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著 ; 洪慧芳譯天下雜誌 ; 大和總經銷177 8756 2016  C00132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22 決斷的演算 :預測、分析
與好決定的11堂邏輯課

布萊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 湯姆.葛瑞菲斯(Tom Griffiths)著 ; 甘錫安譯行路 ; 遠足文化發行176.8 8555 2017  C00132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23 Google創投認證!sprint衝
刺計畫 :Google最實用工
作法 5天5步驟迅速解決
難題、測試新點子、完成
更多工作!

傑克.納普(Jake Knapp), 約翰.澤拉斯基(John Zeratsky), 布雷登.柯維茲(Braden Kowitz)作 ; 許瑞宋譯時報文化 494.1 853 2016  C00132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24 醫學文獻導讀 :實證臨床
實務精要

Gordon Guyatt等作 ; 臺灣實證醫學學會, 余光輝, 紀景琪, 刁茂盟等審譯麥格羅希爾 ; 碩亞數碼415 8445 2017  c.2 C00132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25 醫學文獻導讀 :實證臨床
實務精要

Gordon Guyatt等作 ; 臺灣實證醫學學會, 余光輝, 紀景琪, 刁茂盟等審譯麥格羅希爾 ; 碩亞數碼415 8445 2017  c.1 C00132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26 醫學文獻導讀 :實證臨床
實務精要

Gordon Guyatt等作 ; 臺灣實證醫學學會, 余光輝, 紀景琪, 刁茂盟等審譯麥格羅希爾 ; 碩亞數碼415 8445 2017  C001325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27 RDA中文手冊初稿
=Preliminary Chinese

RDA manual

RDA工作小組譯著國家圖書館023.4 8464 2015  C0013249 中文參考書 圖書館

1928 國音學 =Mandarin

Chinese phoneti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編纂正中 ; 楨德總經銷802.4 8447 2017  C0013248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1929 TED talks說話的力量:你
可以用言語來改變自己,

也改變世界:TED唯一官
方版演講指南

Chris Anderson著;李芳齡譯大塊文化 811.9 8357 2016  C001324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0 Deep learning :用Python

進行深度學習的基礎理論
實作

齋藤康毅著 ; 吳嘉芳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446 2017  C001324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1 網站擷取 :使用Python Ryan Mitchell著 ; Studio Tib.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673 2017  C001324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2 資料視覺化 :使用Python

與JavaScript

Kyran Dale著 ; 林季岩譯碁峰資訊 312.74 833 2017  C001324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3 精通Python :運用簡單的
套件進行現代運算

Bill Lubanovic著 ; 賴屹民譯碁峰資訊 312.32P97 8643 2017  C001324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4 享受吧!50後的第三人生 丁菱娟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7.2 8586 2017  C001324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5 照護的力量 :護理知識.照
護導引.疾病對策高齡照
護生活指南75+

山口潔, 川野史子, 松井秀夫原著 ; 洪玉樹翻譯文經社 417.7 8652 2017  C001324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6 藝用3D人體解剖書 :認識
人體結構與造型

烏迪斯.薩林斯(Uldis Zarins), 山迪斯.康德拉茲(Sandis Kondrats)作 ; 黃宛瑜譯大家 ; 遠足文化發行901.3 8575 2017  C00132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7 命中註定的疾病 :我的病
和我有什麼關係?

奧托.沃爾夫(Otto Wolff)作 ; 王新艷譯人智 415.131 8637 2015  C00132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38 醫療大數據 馬科尼(Katherine Marconi), 萊曼(Harold Lehmann)主編 ; 何承恩等翻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0.29 8375 2017  C00132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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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939 黑心牙醫不告訴你的診療
真相 :資深牙醫良心告白
戳破以賺錢為重的行銷話
術與醫療道德亂象!

齊藤正人作 ; 蔡麗蓉譯采實 416.9 8444 2017  C001323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40 病人為先 崎路徐行 :一個
肝病中心的誕生與成長

廖運範, 朱嘉明等著 ; 簡榮南主編橘井文化 419.333 8567 2017  C0013236 中文倫理 贈送

1941 中華民國...年出生通報統
計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birth notification

statistics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究中心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516.1028 8667 2017  C0013235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942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雙年報
= Annual Report of Kai-

Suan Psychiatric

Hospital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編著凱旋醫院 051 8344 2017  C0013234 中文參考書 贈送

1943 逆境力援 傷痛重生:627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救災與
重建之路

[新北市政府編]新北市政府575.8707 8464 2016  C0013233 中文圖書 贈送

1944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

:讓你的職場與人生更富
有

吳家德著 遠流 494.35 8865 2015  C0013232 中文圖書 贈送

1945 醫病大和解 :一起走出醫
療糾紛的迷宮 重建醫病
信任關係

李詩應等作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9.47 8422 2017  c.1 C0013231 中文倫理 贈送

1946 醫病大和解 :一起走出醫
療糾紛的迷宮 重建醫病
信任關係

李詩應等作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9.47 8422 2017  C0013230 中文倫理 贈送

1947 救護車來之前我們能做什
麼? :搶救生命一分鐘, 50

個不可不學的現場急救法

賈大成作 四塊玉文創 ; 三友總代理415.22 8373 2017  C00132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48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

偏鄉小醫院的血與骨、笑
和淚

劉宗瑀著 時報文化 410.7 8723 2017  C0013228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49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析
:應用解析Power Query、
Power Pivot、Power

View、Power Map

王作桓, 蕭涵憶作碁峰資訊 312.49E9 8464 2017  C00132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0 林老師日語診所 :33個文
法必解痛點

林士鈞作 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803.16 8746 2017  C00132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1 走到哪裡, 都能用英文聊
天

Josephine Lin作懶鬼子英日語 ; 我識總經銷805.188 87 2017  C00132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2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陳鎔著 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67 876 2017 v.2 C00132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3 面對久病家人的勇氣 :如
何處理自己的情緒、提升
正面心靈、克服難題?

貝瑞.雅各布(Barry J. Jacobs), 茱莉亞.梅爾(Julia L. Mayer)著 ; 賈可笛譯三采文化 ; 410.14 8465 2017  C0013223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4 剛剛好, 的生活 :找到自己
的平衡點, 不過累也不嫌
少, 離美好最近

約翰.納許(John Naish)著 ; 許美鸞, 黃孝如譯方言文化 ; 177.2 854 2017  C00132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5 麻醉科醫師的憂鬱 主動脈著 晨星 410.7 8389 2017  C0013221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6 有一個銀蛋叫彼得,從小
生在大醫院

傅志遠作 時報文化 419.4707 8537 2017  C0013220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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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957 柚子醫師雞婆診療室 :兩
代育兒X親子教養, 44則
診間記事

陳木榮(柚子醫師)著親子天下 ; 大和總經銷417.5 8776 2017  C00132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8 在宅醫療 :從Cure到Care

: 偏鄉醫師余尚儒的翻轉
病房提案。

余尚儒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29.5 8557 2017  C00132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59 失控的長壽醫療 :8個能讓
人類活到250歲, 卻又
100%有道德爭議的救命
科技

伊芙.哈洛德(Eva Herold)作 ; 王念慈譯采實文化 410.1619 8535 2017  C001321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0 糖尿病降糖常備菜 :87種
食材x20種茶飲x150道料
理 跟著吃, 4週快速改善
糖尿病!

向紅丁, 張曄, 成向東作繪虹 ; 聯合總經銷415.668 8665 2017  C00132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1 李時珍說藥 :認識、活用
&lt;&lt;本草綱目&gt;&gt;

一一九味實用日常養生藥
材

王緒前編著積木文化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4.121 8464 2017  C00132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2 站在器官移植前線 :一個
肝臟移植醫師挑戰極限、
修復生命、見證醫療突破
的現場故事

柏德.蕭(Bud Shaw)著 ; 柯清心譯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10.99 86 2017  C0013214 中文倫理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3 醫務社會工作客觀結構式
臨床技能測驗=Applying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to

medical social work

李石增主編;莫藜藜、林秀峰審閱;王嘉瑋等著台灣愛思唯爾547.17 8444 2014  C00132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4 從零開始創造奇蹟 :萬芳
醫院品質致勝傳奇

崔岡等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419.333 856 2017  C00132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5 安慰我的畫 :41個名畫故
事, 在人生疲憊時感受撫
慰、得到釋放、汲取力量

禹智賢著 ; 王品涵譯方舟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191.9 8563 2017  C00132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6 吃病 :病從口入關鍵分析,

教你正確的健康之道
許秉毅, 許慧雅, 梁靜于合著商周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496 2017  C00132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7 做工的人 林立青著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546.1707 8734 2017  C00132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推薦)

1968 英國IFA芳香療法聖經
:IFA前主席Joanna Hoare

傳授成為芳療師的最完整
芳療課程

喬安娜.霍爾(Joanna Hoare)作 ; 鄭百雅翻譯大樹林 ; 知遠文化總經銷418.995 843 2017  C00132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69 人類大命運 :從智人到神
人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作 ; 林俊宏譯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710 8545 2017  C00132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70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
演上帝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作;林俊宏譯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710 8545 2014  C00132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讀者
推薦)

1971 品牌的技術和藝術 :向廣
告鬼才葉明桂學洞察力與
故事力

葉明桂著 時報文化 496.14 8854 2017  C001320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2 小數據獵人 :發現大數據
看不見的小細節, 從消費
欲望到行為分析, 創造品
牌商機

馬汀.林斯壯(Martin Lindstrom)著 ; 溫力秦, 戴至中譯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496.34 8755 2017  C001320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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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973 銀光盔甲 :跨國金融家35

年的人性洞察
吳均龐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561 8843 2017  C001320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4 小編開講 :讓網友讚到嫑
嫑的65個經營社群心法

編編編編著寫樂文化 ; 時報文化總經銷496 8777 2017  C001320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5 刻意練習 :原創者全面解
析, 比天賦更關鍵的學習
法

安德斯.艾瑞克森(Anders Ericsson), 羅伯特.普爾(Robert Pool)著 ; 陳繪茹譯方智 ; 叩應經銷521.1 8855 2017  C001320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6 一生不為錢所困的生存之
道:日本心理大師教你顛
覆舊觀念打造吸金體質

心屋仁之助著;林孟樺譯日月文化出版 ; 聯合總經銷177.2 8246 2016  C00132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7 蓋出好房子 :日本建築師
才懂の思考&設計 : 看圖
就會蓋!日本學生正在學
的關鍵結構、基地破解、
照明與陰影、建材魅力

森清敏, 川村奈津子著 ; 桑田德譯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441.52 8739 2017  C00131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8 你走慢了我的時間 張西著 三采文化 855 874 2017  C00131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79 情緒勒索 :那些在伴侶、

親子、職場間, 最讓人窒
息的相處

周慕姿作 寶瓶文化 ; 大和總經銷176.52 8643 2017  C001319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0 世界極上之宿 :建築師之
眼的全球之最 = The

world top's 50 hotels

黃宏輝著 原點 ; 大雁文化發行926.8 8326 2017  C00131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1 設計師必備!住宅設計黃
金比例解剖書

X-knowledge著 ; 李家文, 石雪倫, 劉德正譯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67 8466 2017  C00131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2 防漏除壁癌終極全書 :先
斷絕水源, 再確實做好防
水, 成因、工法、材料、
價格全部有解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41.573 8246 2017  C00131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3 搞懂裝潢行情省錢還賺價
差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麥浩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2.9 8246 2017  C00131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4 挑房Follow me 2 :戴雲發
的建築安全履歷 守護你
我的居住安全

戴雲發作 中力建築系統 ; 商鼎數位發行554.89 8337 2016 v.2 C00131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5 挑房Follow me!好宅應該
內外兼具 :戴雲發教你挑
選安全耐震的好宅

戴雲發作 大傳媒國際 ; 中力建築系統發行554.89 8337 2014 v.1 C001319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6 你的房子結構安全嗎? :地
震不用怕!專業技師教你
安心購屋100問

曾慶正, 張惠如著健行文化 ; 九歌發行554.89022 8364 2016  C001319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7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林奕含著 游擊文化 ; 前衛, 草根總經銷857.7 8766 2017  C001318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8 28天超便利根治飲食法 :

食譜+外食小密技, 一本
搞定

賴宇凡作 啟動文化 ; 大雁文化發行411.3 8345 2017  C001318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89 我在京都討生活! :迷子少
女的打工度假繪日記 =

Kyoto

迷子少女作聯合文學 ; 聯合總經銷731.75219 8647 2017  C001318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0 不想下車!洋溢幸福感的
日本觀光火車

Nikkei Design編 ; 陳柏瑤譯麥田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9 8745 2017  C001318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1 Milly的日本旅宿私藏推薦
:從1, 500到100, 000日
圓, 從個性Hostel到奢華
名宿

Milly著 墨刻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9 8554 2017  C001318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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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1992 Milly嚴選!東京X京都 超
值午餐100 :旅途中的醍
醐味

Milly文.攝影精誠資訊 483.8 8877 2016  C001318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3 東北 :自由行至上! =

Tohoku

昭文社作 ; 陳聖怡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19 8563 2017  C001318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4 北陸.金澤 :自由行至上! =

Hokuriku Kanazawa

昭文社作 ; 吳冠瑾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9 8563 2017  C001318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5 箱根.富士山.河口湖 :自由
行至上! = HakonMt.Fuji

Kawaguchiko

昭文社作 ; 蔡瑪莉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9 8563 2016  C001318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6 四國自由行至上!

=Shikoku

昭文社作 ; 林倩伃翻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79 8563 2017  C001318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7 大阪自由行至上! =Osaka 昭文社作 ; 鄒玟羚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5419 8563 2016  C001317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8 名古屋自由行至
上!=Nagoya

昭文社作 ; 鄒玟羚譯楓書坊文化 ; 商流文化總經銷731.74819 8563 2016  C001317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1999 夢幻廚房在我家 :手作安
心食材X復刻名店美味X

進化夢幻料理

殷睿聆著 遠流 427.1 8953 2017  C001317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0 Sous Vide!舒肥機中西式
料理 :45道低溫真空烹調
食譜

金基師著 高寶國際 ; 希代多媒體發行427.1 8647 2017  C001317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1 手殘媽咪也會做!120道親
子野餐料理全攻略 :飯
糰、壽司、手捲、沙拉、
三明治、鬆餅點心, 大人
小孩都愛吃的幸福美味!

小潔著 橙實文化 ; 聯合總經銷427.1 842 2017  C001317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2 日本知名服裝雜誌造型師
金子綾 教妳從小細節穿
出風格

金子綾作 ; 蘇暐婷譯遠足文化 423.23 8649 2016  C001317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3 頂尖編輯の休閒時尚穿搭
術

高橋志津奈作 ; 陳佳昀譯蘋果屋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3.23 8343 2017  C001317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4 頂尖編輯の簡約時尚穿搭
術

高橋志津奈作 ; 陳佳昀譯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3.23 8343 2016  C001317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5 只用基本款, 穿出個人風 :

日本頂尖造型師教妳「一
件多搭」的365天穿搭
Look全書

玄長Naoko作 ; 黃瓊仙翻譯檸檬樹 ; 知遠文化總經銷423.23 827  2016  C001317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6 優雅.時尚.休閒 :基本款百
變穿搭手繪筆記 =

Coordinate lesson

岩田茉衣作 ; 邱喜麗翻譯野人文化 ; 遠足文化發行423.23 8558 2017  C001317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7 李明川的真心不騙 :連國
民造型師都在用, 你更要
用!大人氣、最口碑、無
敵美力的國民美妝圖鑑
400選

李明川作 時報文化 425.4 8457 2017  C001316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8 防彈飲食 :矽谷生物駭客
抗體內發炎的震撼報告

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作 ; 魏兆汝翻譯活字 ; 遠足文化發行411.3 8453 2016  C001316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09 減醣常備菜150:營養師親
身實證 一年瘦20kg的瘦
身菜

主婦之友社編;何姵儀譯精誠資訊,悅知文化427.1 8376 2017  C001316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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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010 情緒排毒 :50組呼吸-伸
展-練習 疏通人體七大部
位, 找回自信心、安全
感、行動力

王羽暄著 采實 411.15 8445 2017  C00131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1 筋膜線{按摩伸展全書} :

沿著6條筋膜線, 找出真正
疼痛點!84組對症.部位.強
化的全方位按摩法

凃俐雯著 采實文化 411.71 8277 2016  C00131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2 科學氣功 :李嗣涔博士30

年親身實證, 每天10分鐘,

通筋絡袪百病

李嗣涔作 三采文化 ; 413.94 8453 2017  C00131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3 一個人到處瘋慶典 :高木
直子日本祭典萬萬歲

高木直子圖文 ; 陳怡君譯大田 731.9 8374 2017  C00131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4 不用計算卡路里 :越吃越
瘦的新陳代謝飲食

海莉.潘洛依(Haylie Pomroy), 伊芙.愛丹森(Eve Adamson)作 ; 江先聲譯天下生活 ; 大和總經銷411.94 8339 2017  C00131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5 寒天蒟蒻低GI美味料理
:150道排毒、瘦身、抗氧
化的低卡食譜

金煐斌著 ; 葉雨純譯方言文化 427.1 8662 2017  C001316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6 手作人の快樂經營方程式
:55實例教您成為手作
「職」人！

マツド アケミ著 ; 張鐸譯良品文化館 ; 朝日文化總經銷494.1 8354 2017  C001316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7 你的貓 :完整探索從幼
貓、成貓到中老年貓的照
顧, 照著這樣做, 讓愛貓活
得健康、幸福、長壽!每
一位貓奴及獸醫的必備經
典指南!

伊莉莎白.哈吉肯斯(Elizabeth M. Hodgkins)作 ; 謝凱特譯自由之丘文創 ; 遠足文化發行437.364 8545 2017  C001315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8 喵聲令下!貓星人指令大
全105 +

服部幸原著 ; 諾麗果翻譯腳ㄚ文化 437.364 8945 2017  C001315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19 在搗蛋中陪你度過每一天
:貓奴養成手冊

Kenya Doi, 搗蛋貓編輯部作 ; 林克鴻譯尖端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957.4 8846 2017  C001315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0 日本散策100景。 新井芳子, 新井健文, 蔡明樹作日月文化 ; 聯合總經銷803.18 8457 2017  C001315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1 外國人天天在用 :單字地

圖15000 = Word map

Morris Hill作臺灣廣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2 873 2017  C001315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2 實用英語閱讀大全 :務實
理解英語必備的300種短
文練習 = A collection of

practical English reading

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作檸檬樹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8 8573 2017  C001315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3 英語每日一滴 :IG最夯,

學校不教 聊天、搭訕、
吐槽都有戲

阿滴著 如何 ; 叩應經銷805.188 853 2017  C001315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4 戒掉爛英文 3百萬網友讚
聲的錯英文大選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著商業周刊 ; 高見文化總經銷805.188 8565 2015 v.3 C001315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5 戒掉爛英文 2職場英文的
明規則與潛規則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著商業周刊 ; 高見文化總經銷805.18 8565 2016 v.2 C001315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26 買屋風水致富術 :[風水名
師]史上最強風水名師團
傳授,趨吉避凶之買屋招
財祕招

若余企劃主編數位人資訊  294.1 855 2008  C0013150 中文圖書 贈送

2027 活力養生蔬果吧
=Healthy vegetable and

fruit juice bar

李廣宙編著世一 427.46 8423 2007  C0013149 中文圖書 贈送

2028 改變體質的33道料理 林如茵執行編輯喜樂亞 427.1 8765 2008  C0013148 中文圖書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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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029 第一次自助遊北海道超簡
單.13'-14'版 =Hokkaido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宏碩文化發行  聯合發行總經銷  731.7909 8767 2013  C0013147 中文圖書 贈送

2030 醫藥分業20年紀念專刊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聯合會編中華民國藥師公會聯合會412.24 8875 2017  C0013146 中文圖書 贈送
2031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第

九屆:采燿集
韓學宏編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830.86 8834 2017  C0013145 中文圖書 贈送

2032 植牙全口重建精要 江承翰等作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416.955 8466 2017  C0013144 中文圖書 贈送
2033 2017植體系統 :牙科植體

暨相關器材指引
盧宏杰總編輯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416.955 8523 2017  C0013143 中文圖書 贈送

2034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墨刻編輯部著 ; 墨刻攝影組攝影墨刻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731.7909 8547 2013  C0013142 中文圖書 贈送
2035 一個人出國到處跑 :高木

直子的海外歡樂馬拉松
高木直子[作] ; 洪俞君翻譯大田 861.6 8374 2014  C0013141 中文圖書 贈送

2036 給未來的旅行者:55個你
最想知道關於旅行的事

藍白拖(劉哲瑜)著遠流 177.2 8565 2013  C0013140 中文圖書 贈送

2037 簡單可愛的!HAPPY!手做
巧克力 :用一片巧克力就
能輕鬆做

飯田順子作 ; 沙子芳譯邦聯文化 427.16 8955 2009  C0013139 中文圖書 贈送

2038 五穀雜糧好吃又健康: 45

道五穀雜糧的美味菜單
江麗珠作 楊桃文化 427.34 8357 2009  C0013138 中文圖書 贈送

2039 低脂美味點心坊 =Low-fat

yummy desserts : 低脂輕
食餐.健康零負擔

李廣宙作 世一  427.16 8423 2007  C0013137 中文圖書 贈送

2040 型男大主廚.2 :指定菜&微
波爐出好菜

三立電視著臺視文化 427.1 8435 2009  C0013136 中文圖書 贈送

2041 營養師特調50道悶燒罐瘦
身餐

黃苡菱作 高寶國際出版 ; 希代多媒體發行411.94 8348 2015  C0013135 中文圖書 贈送

2042 快瘦食物排行速查輕圖典
=The manual of caloric

rank common foods

三采文化編著三采文化 411.3 8496 2010  C0013134 中文圖書 贈送

2043 排酸療法 =The auxiliary

treatment for discharging

acid substances

施銘著 書泉出版  朝日文化總經銷418.99 846 2015  C0013133 中文圖書 贈送

2044 圖解彈力帶穴道按摩3D

曲線操 :瘦肩臂、提臀、
細腿、縮腰腹

田宜民作 和平國際文化411.711 8535 2012  C0013132 中文圖書 贈送

2045 史上最有效瘦身毛巾操 呂紹達著 蘋果屋,檸檬樹國際出版  知遠總經銷  411.711 8567 2010  C0013131 中文圖書 贈送
2046 我們不要傷心了 =Stop

being sad

大A文 ; 常玉蘭圖三采文化,  855 8638 2012  C0013130 中文圖書 贈送

2047 致 那些事與願違的愛情 阿飛文 悅知文化 544.7 855 2014  C0013129 中文圖書 贈送
2048 全天然健康醋美容 =Skin

care by vinegar

何韻著 三意文化出版  創智文化總經銷411.4 872 2007  C0013128 中文圖書 贈送

2049 廚房新手料理總複習 :松
露玫瑰的美味筆記

松露玫瑰作/攝影出版菊文化427.1 8347 2009  C0013127 中文圖書 贈送

2050 成就不平凡的人生路 全
方位的癌友照護者 :張金
堅

梁妃儀作 癌症醫學會410.9933 8764 2017  C0013126 中文倫理 贈送

2051 醫學名詞中譯手冊 王宗曦總編輯衛福部 410.41 8745 2016  C0013125 中文參考書 贈送
2052 1894-1954還原民國現代

史的真相 =Restoring the

True History of R.O.C.

from 1894 to 1954

黃步平著 美亞文化旅遊服務公司627.6 8375 2016  C0013124 中文圖書 贈送

2053 MASAの樂樂便當 山下勝著 幸福文化 427.17 8638 2011  C0013123 中文圖書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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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054 人生大挑戰 :風雲道者經
典錄

張國松著 張國松 783.3886 8753 2015  C0013122 中文圖書 贈送

2055 守護臺灣:國家醫院 風華
再現

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所屬醫院作衛生福利部419.333 8763 2016  c.1 C0013121 中文圖書 贈送

2056 守護臺灣:國家醫院 風華
再現

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所屬醫院作衛生福利部419.333 8763 2016  C0013120 中文圖書 贈送

2057 10分鐘做早餐 :一個人吃
兩人吃全家吃都充滿幸福
的120道早餐提案

崔耕真著 ; 李靜宜譯采實文化  427.1 8573 2013  C0013119 中文圖書 贈送

2058 Google英語學習法:70億
人都在用

藤田英時作;陳威丞譯國際學村出版 ; 知遠文化總經銷805.1029 8458 2012  C0013118 中文圖書 贈送

2059 透天別墅裝修事件書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 周禎和等攝影麥浩斯資訊出版  高見總經銷  422.5 8246 2008  C0013117 中文圖書 贈送
2060 裝潢費用完全解答300

Q&A

漂亮家居編輯部圖.文麥浩斯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441.523 8246 2009  C0013116 中文圖書 贈送

2061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第十二屆

孫梓評,董柏廷編;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編林榮三基金會830.86 8764 2017  C0013115 中文圖書 贈送

2062 清新身體 清新心靈 L.羅恩 賀伯特(L. Ron Hubbard)著Bridge Publications411 8365 2013  C0013114 中文圖書 贈送
2063 黑夜之後 村上春樹著 ; 賴明珠譯時報文化  861.57 8354 2005  C0013113 中文圖書 贈送
2064 邊境.近境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時報文化 861.6 8354 2004  C0013112 中文圖書 贈送
2065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

行:108則追求享樂與平衡
的故事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何佩樺譯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874.6 8476 2010  C0013111 中文圖書 贈送

2066 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 何來美著 聯經 733.28 8776 2017  C0013110 中文圖書 贈送
2067 看見天使 朱台翔作 人本教育基金會 ; 520.7 8963 2016  C0013109 中文圖書 贈送
2068 安寧因藝術活得更美好 :

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十
年(2006-2015)

林保堯主編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947.5 8795 2016  C0013108 中文圖書 贈送

2069 乳癌康復新希望 李明瑱編著;勇源輔大乳癌基金會策劃健康世界 416.2352 8453 2016  C0013107 中文圖書 贈送
2070 中華民國...年出生通報統

計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birth notification

statistics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究中心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516.1028 8667 2004  C0013106 中文參考書 贈送

2071 醫心,熱愛動起來! :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在索羅門群島的行醫之
旅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鐘婉綺編著龍岡數位文化548.21 8344 2016  C0013105 中文倫理 贈送

2072 人文席珍 :長庚大學文化
講座.第八輯

林美清主編長庚大學通識中心541.207 8624 2017  C0013104 中文圖書 贈送

2073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第
八屆:繽紛集

林美清編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830.86 8834 2016  C0013103 中文圖書 贈送

2074 進擊的長庚 :策略、再造
與實踐

長庚醫療團隊編著合記 419.333 8764 2017  c.1 C0013102 中文圖書 贈送

2075 進擊的長庚 :策略、再造
與實踐

長庚醫療團隊編著合記 419.333 8764 2017  C0013101 中文圖書 贈送

2076 愛料理特搜 :112道常見
食材料理

愛料理團隊著三采文化 427.1 8944 2016  C001310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77 輻射安全 =Radiation

safety

蔡嘉一著 五南  449.8 8442 2014  C001309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78 學校衛生護理 黃璉華等作華杏 419.862 8376 2016  C001309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79 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那

些與大體老師在一起的時
光

何翰蓁著;李翠卿採訪撰稿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394 8744 2016  C0013097 中文倫理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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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080 夫妻這種病 :給那些覺得
內心某處剝落了的妻子們

岡田尊司著 ; 卓惠娟譯三采文化  544.142 8652 2016  C001309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81 最好的，毫無保留 :水嫩
格格手工皂

劉虹儀作 台商資源國際, 台商國際傳媒466.4 8755 2015  C001309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82 就是愛天然純淨手工皂
=Handmade soap

甯嘉君編著藝風堂 466.4 8444 2015  C001309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83 娜娜媽的天然皂研究
室:30款不藏私獨家配方
大公開=Natural soap

laboratory

娜娜媽著 采實 466.4 8775 2016  C001309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84 100%保養級!娜娜媽乳香
皂

娜娜媽作 蘋果屋, 檸檬樹出版  知遠總經銷466.4 8775 2016  C001309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085 輕鬆簡單學藥理 :藥物分
類及劑量計算實用指引

Cynthia J. Watkins原著 ; 吳承誌譯合記 ; 418.1 8665 2016  c.2 C0013091 中文圖書 藥劑科

2086 輕鬆簡單學藥理 :藥物分
類及劑量計算實用指引

Cynthia J. Watkins原著 ; 吳承誌譯合記 ; 418.1 8665 2016  c.1 C0013090 中文圖書 藥劑科

2087 輕鬆簡單學藥理 :藥物分
類及劑量計算實用指引

Cynthia J. Watkins原著 ; 吳承誌譯合記 ; 418.1 8665 2016  C0013089 中文圖書 藥劑科

2088 聽力學精要:實用基礎及
臨床入門指引

Stanley A. Gelfand作;古偉裕譯合記 416.812 8435 2014  C0013088 中文圖書 聽力治療科

2089 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
量化取向

W. Lawrence Neuman原著;王佳煌等譯學富文化 540.1 868 2014  C0013087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090 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 黃震南著 究竟 ; 叩應經銷 ; 733.21 8375 2016  C0013086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091 77個擁抱 :一場冒險, 看
見自己

劉若瑀著 遠見天下文化 ; 大和總經銷 ; 191.9 8753 2016  C0013085 中文圖書 檢驗醫學科

2092 專案管理:臨床實務寫作
指引=Project

management:a guide of

clinical practice writing

陳彩鳳,莊昭華作華杏 419.65 8785 2016  c.1 C0013084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093 專案管理:臨床實務寫作
指引=Project

management:a guide of

clinical practice writing

陳彩鳳,莊昭華作華杏 419.65 8785 2016  C0013083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094 醫療品質管理學=Quality

management in

healthcare

尤瑞鴻等作華杏 419.2 8352 2014  c.1 C0013082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095 醫療品質管理學=Quality

management in

healthcare

尤瑞鴻等作華杏 419.2 8352 2014  C0013081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096 翻轉醫院評鑑:以病人為
焦點之查證方式=Flip the

hospital

accreditation:patient-

focused method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作華杏 419.2 8454 2016  c.1 C0013080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097 翻轉醫院評鑑:以病人為
焦點之查證方式=Flip the

hospital

accreditation:patient-

focused method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作華杏 419.2 8454 2016  C0013079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098 醫療品管的深耕活動:醫
療界的QCC實務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著中衛發展中心發行 ; 紅螞蟻總經銷419.2 8654 2014  c.1 C0013078 中文圖書 品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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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099 醫療品管的深耕活動:醫
療界的QCC實務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著中衛發展中心發行 ; 紅螞蟻總經銷419.2 8654 2014  C0013077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0 課題達成實踐手冊 :業務
革新的最佳實踐手冊 =

QC circle

綾野克俊監修 ; 神奈川地區課題達成活動研究會彙編 ; 簡茂椿譯中衛發展中心 ; 聯合總經銷 ; 494.56 8965 2015  c.1 C0013076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1 課題達成實踐手冊 :業務
革新的最佳實踐手冊 =

QC circle

綾野克俊監修 ; 神奈川地區課題達成活動研究會彙編 ; 簡茂椿譯中衛發展中心 ; 聯合總經銷 ; 494.56 8965 2015  C0013075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2 課題達成型QC STORY:8

個步驟、7大手法完全活
用,立即突破現狀、達成
新業務的重要課題!

狩野紀昭監修;新田充彙編;簡茂椿譯中衛發展中心發行 ; 聯合總經銷494.56 8567 2015  c.1 C0013074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3 課題達成型QC STORY:8

個步驟、7大手法完全活
用,立即突破現狀、達成
新業務的重要課題!

狩野紀昭監修;新田充彙編;簡茂椿譯中衛發展中心發行 ; 聯合總經銷494.56 8567 2015  C0013073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4 醫療機構品質與病安管
理:理念與實務

朱樹勳等作華杏發行 419.2 8938 2013  c.1 C0013072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5 醫療機構品質與病安管
理:理念與實務

朱樹勳等作華杏發行 419.2 8938 2013  C0013071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6 基層改善向上發展:團結
圈活動進階篇

古垣春等編著中衛發展中心 ; 聯合總經銷 ; 494.56 8444 2015  c.1 C0013070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7 基層改善向上發展:團結
圈活動進階篇

古垣春等編著中衛發展中心 ; 聯合總經銷 ; 494.56 8444 2015  C0013069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8 基層改善向下紮根:團結
圈活動基礎篇

古垣春等編著中衛發展中心 ; 聯合總經銷 ; 494.56 8444 2015  c.1 C0013068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09 基層改善向下紮根:團結
圈活動基礎篇

古垣春等編著中衛發展中心 ; 聯合總經銷 ; 494.56 8444 2015  C0013067 中文圖書 品管組

2110 Office論文寫作實
務:20102013適用

顏榮昌,邱彙傑著松崗資產管理312.49O4 8265 2015  C001306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111 量化資料分析:SPSS與
EXCEL

陳新豐著 五南 512.4 8745 2015  C001306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112 我的改變練習曲 于美人著 如何 423 8569 2016  C001306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113 IG Instagram時尚穿搭力!

:日本超人氣平價時尚女
王教你這樣穿, 只要
ZARA、H&M、GU、
UNIQLO、無印良品、し
まむら就能打造365天的
完美品味

Yoko作 ; 鄭雅云翻譯尖端 423.23 8443 2016  C001306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114 一流男人,就該穿對衣服 :

上班族業績加倍的穿衣術
戶賀敬城作 ; 林佳翰譯大田  423.21 8538 2016  C001306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115 中醫藥典籍探討 :秋冬養
生藥膳

胡文龍編著衛福部 413.98 8463 2015  c.1 C0013061 中文圖書 贈送

2116 中醫藥典籍探討 :秋冬養
生藥膳

胡文龍編著衛福部 413.98 8463 2015  C0013060 中文圖書 贈送

2117 傳承三十 家醫永續 [書+

光碟片]:臺灣家庭醫學醫
學會卅週年紀念專刊

黃國晉主編臺灣家庭醫學會410.933 8354 2016  C0013059 中文圖書 贈送

2118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上)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1 C0013058 中文實證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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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119 臺灣癌症醫學的推手 開
創時代新局的女科學家:

彭汪嘉康

梁妃儀作 癌症醫學會410.9933 8675 2016  C0013057 中文倫理 贈送

2120 癌症診療照護年報 高雄長庚腫瘤委員會編高雄長庚癌症中心417.8028 8347 2014  C0013056 中文參考書 贈送
2121 中華民國...年出生通報統

計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birth notification

statistics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究中心編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516.1028 8667 2015  C0013055 中文參考書 贈送

2122 圖解生物統計學 陳錫秉著 五南 360.13 8789 2016  C0013054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3 圖解研究方法 榮泰生著 五南 494.031 8636 2015  C0013053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4 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 顧祐瑞著 五南 412.25 8235 2016  C0013052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5 圖解公共衛生學:圖解讓

公共衛生學更簡單
顧祐瑞著 五南 412 8235 2016  C0013051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6 圖解藥事行政與法規 顧祐瑞著 五南 412.24 8235 2015  C0013050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7 圖解藥理學:圖解讓藥理

學更簡單
顧祐瑞著 五南 418.1 8235 2016  C0013049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8 圖解心理學 游恆山著 五南 170 8336 2015  C0013048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29 圖解內經 李家雄著 五南 413.11 8464 2015  C0013047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0 圖解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周心如,黃國石著五南 419.6 8626 2015  C0013046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1 圖解社區衛生護理學 方宜珊,黃國石著五南 419.86 8534 2015  C0013045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2 圖解護理行政 方宜珊, 黃國石著五南 419.65 8534 2016  C0013044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3 圖解產科護理學 方宜珊,高湘寧著五南 419.83 8534 2015  C0013043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4 圖解兒科護理學:圖解讓

兒護更簡單
方宜珊,黃國石著五南 419.84 8534 2015  C0013042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5 圖解精神科護理學:圖解
讓護理學更簡單

方宜珊,黃國石著五南 419.85 8534 2016  C0013041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6 圖解內科護理學:圖解讓
內護更簡單

周心如,方宜珊,黃國石著五南 419.82 8626 2015  C0013040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7 圖解基本護理學:圖解讓
護理學更簡單

方宜珊,黃國石著五南 419.6 8534 2015  C0013039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8 台灣長照資源地圖:長期
照顧實用指南

陳清芳,林芝安,劉惠敏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419.71 8737 2016  C0013038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39 醫療崩壞:烏托邦的實現
與幻滅

劉育志著 華成出版 ; 知己總經銷412.5607 8733 2016  C0013037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0 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
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

林遠澤著 五南 410.1619 8774 2015  C0013036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1 當我老去:迎接平靜覺醒
的晚年

凱思林.辛(Kathleen Dowling Singh)著;傅馨芳譯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173.5 84 2015  C0013035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42 mini-CEX翻轉醫師培訓
的傳奇

陳偉德, 吳嵩山著天下雜誌 410.3 8775 2015  C0013034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3 以愛告別,母親教我的30

個人生課題
史考特.西蒙(Scott Simon)著;劉盈盈譯日月文化出版 ; 聯合總經銷410.7 848 2015  C0013033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4 牙醫的人生小學堂 林峰丕,黃泰源合著華成出版 ; 知己總經銷410.7 8764 2015  C0013032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5 遺愛:器官捐贈背後的真

相
崔希.葛拉夫(Traci Graf)著;華子恩譯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416.17 8647 2015  C0013031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6 跨海的守護者:新光醫院
扎根帛琉醫療的故事

李俊明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548.21 8495 2016  C0013030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7 白色倒影:敘事醫學倫理
故事集=22 true stories

about medical ethics

林慧如,王心運編著高醫大,麗文文化410.1619 8736 2016  C0013029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48 敘述醫學:述說顧厝邊、
守健康33年的故事

韓明榮著 春暉 415.206 8556 2016  C0013028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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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9 心之谷:羅一鈞醫生給愛
滋感染者和感染者親友的
溫暖叮嚀

羅一鈞著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238 8526 2016  C0013027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0 實習醫生狂想曲:急診室
的1001個生命故事

巴提斯.波琉(Baptiste Beaulieu)著;馬向陽譯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419.47 865 2015  C0013026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1 翻轉醫療:一間偏鄉醫院
為台灣醫療帶來觀念革命
的翻轉故事

王明鉅著 商周,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0.7 8456 2016  C0013025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2 只是咳嗽怎麼變成癌症末
期?:我要站上存活率4%

的長尾巴

星希亞著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4682 8574 2016  C0013024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3 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
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

葛文德(Atul Gawande)著;廖月娟譯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419.825 8665 2016  C0013023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4 臉紅心跳的好色醫學.2 :

潮吹.春藥與按摩棒,專業
醫師的性愛解析

劉育志, 白映俞著貓頭鷹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9.1 8733 2015  C0013022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55 難道他非死不可:現代福
爾摩斯解密死亡醫學

劉育志,白映俞著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397.18 8733 2015  C0013021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6 手術刀下的年代:被鋒利
解剖的醫病關係

劉育志著 凱特文化創意出版 ; 大和經銷410.7 8733 2016  C0013020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7 暗黑醫療史 蘇上豪作 方寸文創出版 ; 時報文化總經銷410.9 8856 2015  C0013019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8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耶魯

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
雪萊.卡根(Shelly Kagan)著;陳信宏譯先覺出版 ; 叩應經銷197 847 2015  C0013018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59 下一站幸福:白血公主的
生命畫廊

李惜資文;幸倖圖城邦印書館出版 ; 聯合發行415.635 8432 2016  C0013017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0 女外科的辛辣日記.2 劉宗瑀文.插畫三采文化 410.7 8723 2015  C0013016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1 Dr.小百合,今天也要堅強

啊!:催淚、爆笑、溫馨、
呆萌的醫院實習生活

小百合著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發行410.3 8446 2015  C0013015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2 手術刀與護唇膏:溫柔醫
師王樹偉的整形外科筆記

王樹偉作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0.7 8437 2016  C0013014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3 陪伴我家星星兒:一趟四
十年的心靈之旅

蔡逸周,蔡張美玲作;李慧玟譯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415.988 8496 2015  C0013013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4 只會越來越好:真實記錄
21位燒燙傷者的復健歷程

陳進茂著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5.223 8794 2015  C0013012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5 悠悠醫者心:半世紀獻身
台灣兒童醫療的故事

黃富源著 雅歌出版 ; 基文社總代理410.7 8332 2015  C0013011 中文倫理 高雄醫教會

2166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
析:耳鼻喉科學

林岱樓編著合記 416.8 8774 2016  C0013010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67 心電圖案例123 駱惠銘編著合記 415.3023 8436 2016  C0013009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68 DSM-5診斷考試口袋書 Abraham M. Nussbaum原著;王志嘉譯合記 415.95 8547 2016  C0013008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69 圖解內臟功能百科 :透視

內臟構造與功能
水嶋昭彥著 ; 岩川愛一郎監修 ; 陳韻如譯楓葉社文化出版  商流總經銷  394 8845 2015  C0013007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70 圖解人體生理學 石川隆監修 ; 高淑珍譯晨星 397 8474 2015  C0013006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71 麻州總醫院內科手冊 Marc S. Sabatine著;鄭昌錡,張克威譯沃特庫爾出版 ; 合記總經銷415.2026 8559 2016  C0013005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72 ACLS精華 胡勝川等編著金名 415.22 8487 2016  C0013004 中文圖書 高雄醫教會
2173 趣味漫畫圖解生理學 :快

樂學習人體的構造與運作
田中越郎原著 ; 蔡岳熹譯合記 397 8563 2014  c.2 C001300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74 趣味漫畫圖解生理學 :快
樂學習人體的構造與運作

田中越郎原著 ; 蔡岳熹譯合記 397 8563 2014  c.1 C001300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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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 趣味漫畫圖解生理學 :快
樂學習人體的構造與運作

田中越郎原著 ; 蔡岳熹譯合記 397 8563 2014  C001300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76 基本護理學 Patricia A. Potter, Anne, Griffin Perry原著;高上淨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9.6 865 2014  c.2 C001300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77 基本護理學 Patricia A. Potter, Anne, Griffin Perry原著;高上淨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9.6 865 2014  c.1 C001299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78 基本護理學 Patricia A. Potter, Anne, Griffin Perry原著;高上淨等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9.6 865 2014  C001299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79 兒科護理學 Susan Rowen James, Kristine Ann Nelson, Jean Weiler Ashwill作;何嘉倫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9.84 8655 2015  c.2 C001299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80 兒科護理學 Susan Rowen James, Kristine Ann Nelson, Jean Weiler Ashwill作;何嘉倫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9.84 8655 2015  c.1 C001299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81 兒科護理學 Susan Rowen James, Kristine Ann Nelson, Jean Weiler Ashwill作;何嘉倫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9.84 8655 2015  C001299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82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2 c.2 C0012994 中文實證 護理部

2183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1 c.2 C0012993 中文實證 護理部

2184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2 c.1 C0012992 中文實證 護理部

2185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1 c.1 C0012991 中文實證 護理部

2186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2 C0012990 中文實證 護理部

2187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原著;高上淨,楊建昌翻譯臺灣愛思唯爾415 8478 2015 v.1 C0012989 中文實證 護理部

2188 身體評估:護理上之應用
=Physical

assessment:the

application in nursing

care

邱艷芬著 華杏 419.812 8767 2014  c.2 C001298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89 身體評估:護理上之應用
=Physical

assessment:the

application in nursing

care

邱艷芬著 華杏 419.812 8767 2014  c.1 C001298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0 身體評估:護理上之應用
=Physical

assessment:the

application in nursing

care

邱艷芬著 華杏 419.812 8767 2014  C001298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1 產科護理學=Maternal-

newborn nursing

周雨樺等合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635 2014  c.2 C001298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2 產科護理學=Maternal-

newborn nursing

周雨樺等合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635 2014  c.1 C001298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3 產科護理學=Maternal-

newborn nursing

周雨樺等合著新文京開發419.83 8635 2014  C001298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4 實用產科護理=Practical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nursing

李從業等作華杏 419.83 8498 2015  c.2 C001298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5 實用產科護理=Practical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nursing

李從業等作華杏 419.83 8498 2015  c.1 C001298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6 實用產科護理=Practical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nursing

李從業等作華杏 419.83 8498 2015  C001298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7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
南:傻瓜也會跑統計

顏志龍,鄭中平著五南 510 8233 2016  c.2 C001297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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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
南:傻瓜也會跑統計

顏志龍,鄭中平著五南 510 8233 2016  c.1 C001297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199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
南:傻瓜也會跑統計

顏志龍,鄭中平著五南 510 8233 2016  C001297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0 藥物如何作用:醫療照護
專業人員基礎藥理學

Hugh McGavock原著;溫佩卿,許艷玫譯合記 418.1 8346 2015  c.2 C001297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1 藥物如何作用:醫療照護
專業人員基礎藥理學

Hugh McGavock原著;溫佩卿,許艷玫譯合記 418.1 8346 2015  c.1 C001297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2 藥物如何作用:醫療照護
專業人員基礎藥理學

Hugh McGavock原著;溫佩卿,許艷玫譯合記 418.1 8346 2015  C001297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3 醫護投稿實務一本通:以
SCI期刊為實作範例
=Practice of submitting

medical and nursing

paper:application of SCI

journal

林星帆作 華杏 811.4 8754 2016  c.2 C001297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4 醫護投稿實務一本通:以
SCI期刊為實作範例
=Practice of submitting

medical and nursing

paper:application of SCI

journal

林星帆作 華杏 811.4 8754 2016  c.1 C001297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5 醫護投稿實務一本通:以
SCI期刊為實作範例
=Practice of submitting

medical and nursing

paper:application of SCI

journal

林星帆作 華杏 811.4 8754 2016  C001297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6 健康問題與護理評
估:OSCE之應用=OSCEs

in nursing health

assessment

李國箴等作華杏 419.6 8455 2016  c.2 C001297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7 健康問題與護理評
估:OSCE之應用=OSCEs

in nursing health

assessment

李國箴等作華杏 419.6 8455 2016  c.1 C001296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8 健康問題與護理評
估:OSCE之應用=OSCEs

in nursing health

assessment

李國箴等作華杏 419.6 8455 2016  C001296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09 老人用藥安全
=Medication issues for

the elderly

李世代,林香汶作華都文化 418.74 8455 2016  c.2 C001296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0 老人用藥安全
=Medication issues for

the elderly

李世代,林香汶作華都文化 418.74 8455 2016  c.1 C001296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1 老人用藥安全
=Medication issues for

the elderly

李世代,林香汶作華都文化 418.74 8455 2016  C001296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2 臨床症狀護理=Nursing

care of clinical

symptoms

陳偉鵬等作華杏 419.8 8775 2016  c.2 C001296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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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臨床症狀護理=Nursing

care of clinical

symptoms

陳偉鵬等作華杏 419.8 8775 2016  c.1 C001296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4 臨床症狀護理=Nursing

care of clinical

symptoms

陳偉鵬等作華杏 419.8 8775 2016  C001296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5 活用心智圖:基本護理快
學通=Comprehensive

mind maps in basic

nursing

林玫君作 華杏 419.6 8774 2015  c.2 C001296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6 活用心智圖:基本護理快
學通=Comprehensive

mind maps in basic

nursing

林玫君作 華杏 419.6 8774 2015  c.1 C001296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7 活用心智圖:基本護理快
學通=Comprehensive

mind maps in basic

nursing

林玫君作 華杏 419.6 8774 2015  C001295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8 長期照護:跨專業綜論
=Long-term care:tran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盧美秀,陳靜敏作華杏 419.71 8566 2016  c.2 C001295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19 長期照護:跨專業綜論
=Long-term care:tran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盧美秀,陳靜敏作華杏 419.71 8566 2016  c.1 C001295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0 長期照護:跨專業綜論
=Long-term care:tran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盧美秀,陳靜敏作華杏 419.71 8566 2016  C0012956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1 OSCE護理專業能力鑑定
指引

李選等作 華杏 419.6 847 2015  c.2 C0012955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2 OSCE護理專業能力鑑定
指引

李選等作 華杏 419.6 847 2015  c.1 C0012954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3 OSCE護理專業能力鑑定
指引

李選等作 華杏 419.6 847 2015  C0012953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4 NANDA International護
理診斷:定義與分類.2015-

2017

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黃靜微, 曾詩雯, 莊琬筌譯華杏 419.812026 8666 2015  c.2C0012952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5 NANDA International護
理診斷:定義與分類.2015-

2017

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黃靜微, 曾詩雯, 莊琬筌譯華杏 419.812026 8666 2015  c.1C0012951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6 NANDA International護
理診斷:定義與分類.2015-

2017

NANDA International, Inc.原著;黃靜微, 曾詩雯, 莊琬筌譯華杏 419.812026 8666 2015  C0012950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7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
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Caring and

communication

李選,張婷著華杏 419.61 847 2009  c.2 C0012949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8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
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Caring and

communication

李選,張婷著華杏 419.61 847 2009  c.1 C0012948 中文圖書 護理部

2229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
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Caring and

communication

李選,張婷著華杏 419.61 847 2009  C0012947 中文圖書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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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0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評核一致性釋疑
手冊

彭瑞森等編輯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412.25 8657 2015  c.1 C0012946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31 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評核一致性釋疑
手冊

彭瑞森等編輯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412.25 8657 2015  C0012945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32 50歲前後必看!營養師教
你打造黃金熟年養生力

長庚紀念醫院營養治療科團隊作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767 2015  c.1 C0012944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33 50歲前後必看!營養師教
你打造黃金熟年養生力

長庚紀念醫院營養治療科團隊作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11.3 8767 2015  C0012943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34 營養師&兒科醫師副食品
配方 :二大專家聯手寫給
寶寶的90道私房營養菜單
補鐵、強鋅、低敏,從第
一口就為寶寶的健康打底

湯國廷,廖嘉音作新手父母,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8.3 8559 2014  c.1 C0012942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35 營養師&兒科醫師副食品
配方 :二大專家聯手寫給
寶寶的90道私房營養菜單
補鐵、強鋅、低敏,從第
一口就為寶寶的健康打底

湯國廷,廖嘉音作新手父母,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8.3 8559 2014  C0012941 中文圖書 營養治療科

2236 全部的你=The totality of

you

楊定一著 天下生活出版 ; 大和總經銷192.1 8662 2016  C001294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37 很小很小的小偏方 :常見
病一掃而光

土曉明作 華志文化出版  旭昇總經銷414.65 8465 2015  C001293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38 很小很小的小偏方 :中老
年疾病一掃而光

土曉明編著華志文化出版  旭昇總經銷414.65 8465 2016  C001293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39 芳療使用手冊 =All about

aromatherapy : 初學新手
的入門圖解教科書 從頭
到腳全家人皆適用的精油
配方

鹽屋紹子監修 ; 吳晶,張育銘譯臺灣廣廈出版  知遠文化總經銷418.995 8446 2016  C001293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0 居家空氣天然淨化器 :有
效淨化室內空氣的116種
植物

謝彩雲編著 美生活文創出版  昶景國際文化總經銷435.4 8283 2016  C001293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1 小雨麻的100道馬克杯料
理,上桌! =Let's mug

cuisine

小雨麻著 親子天下出版  大和總經銷427.1 8436 2016  C001293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2 大腦生病救命手冊 丹尼爾.亞曼(Daniel G. Amen)著;徐薇唐譯柿子文化 415.9 848 2016  C001293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3 一個人旅行必備的日語會

話
黃彥臣作 語言鳥文化  永續總經銷803.188 8355 2014  C001293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4 地圖之外 :47個被地圖遺
忘的地方,真實世界的另
一個面貌

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 黃中憲譯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609.01 8755 2016  C001293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5 台北365 =Taipei : 春夏 瞿欣怡作 時報文化 855 8593 2016  C001293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6 耳鳴,是救命的警鈴:耳科

權威教你不吃藥破解耳鳴
的迷思!

賴仁淙著 平安文化 416.868 8362 2016  C001293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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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聰明的孩子,會走路前都
在做什麼?:從出生第一天
就開始教,腦科學權威的
「五階段強腦育兒法」,

在學會走路前就打下聰明
的基礎

久保田競,久保田カヨ子合著;李漢庭譯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428.8 8995 2016  C001292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8 我家就是國際學校 :波蘭
媽媽X台灣爸爸的地球村
教養經驗

魏多麗(Dorota Chen-Wernik),陳怡光著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28.2 8555 2016  C001292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49 熱情讓我擁有全世界 :歐
洲上學大不同,交換學生
教會我的事

國際愛優生文化教育交流協會臺灣分會(AYUSA)著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529.26 8539 2016  C001292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0 未來想過的生活 :從十三
個教育現場、六張學習
單、一篇作文,翻轉孩子
的未來。

林晉如著 聯經出版  聯合總經銷523.307 8746 2016  C001292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1 亞歷.肥安"這樣長大" 亞歷媽(王君萍)著時報文化 528.2 8445 2016  C001292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2 話說對了,孩子的行為和

心理就會改變
李林淑著 ; 尹嘉玄譯方智出版  叩應經銷528.2 8476 2016  C001292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3 教室外的視野 :小學六年
的母親札記

番紅花著 圓神出版  叩應經銷528.2 8666 2016  C001292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4 手殘媽咪也會做!200道嬰
幼兒主副食品全攻略:電
鍋、烤箱、平底鍋就能完
成的0-3歲嬰幼兒美味健
康餐!

小潔著 橙實文化出版 ; 聯合總經銷428.3 842 2016  C001292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5 養胎不養肉 :六月 蔡君茹
教妳越吃越瘦 吃出完美
女王肌

蔡君茹作 傳真文創出版  高見文化總經銷429.12 8445 2016  C001292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6 發燒免驚:搞懂流感、腸
病毒,小兒生病不心慌:黃
瑽寧醫師健康講堂

黃瑽寧著 親子天下出版 ; 大和總經銷369 8374 2016  C001292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7 顧好牙齒,讓孩子不生病:

從小練好咀嚼鼻子挺、臉
型美、腸胃好、過敏OUT

趙哲暘作 時報文化 416.991 8447 2014  C001291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8 醫生自己不吃的藥:大數
據揭開醫界、藥商不能告
訴你的醫療真相!

岡田正彥著;蘇胡譯大是文化 429 8654 2016  C001291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59 抗炎體質這樣吃!:台大醫
師教你喚醒身體的自癒力

林曉淩著 如何出版 ; 叩應經銷411.3 8766 2016  C001291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0 你一定要知道的50種致命
傳染病:登革熱、流感、
伊波拉、愛滋病......奪命
病菌,就在你身邊!

彼得.摩爾(Peter Moore)著;洪世民譯聯經出版 ; 聯合總經銷415.23 843 2016  C001291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1 今天開始練菌! :與可怕又
有趣的好菌壞菌和平相處

都聰子著 ; 王麗芳譯聯經出版  聯合總經銷429 8534 2015  C0012915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2 飲料大騙局 :第一手飲料
廠商不敢說的真相,前食
品公司員工挺身吐露告白

黃太瑛著 ; 林育帆譯采實 411.4 8337 2015  C0012914 中文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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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275冊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登錄號 館藏類型 介購單位

2017-2021年中文圖書目錄

2017年（C0012901-C0013236）；2018年（C0013237-C0013771）； 2019年（C0013772-C0014336）

2020年（C0014337-C0014710）；2021年（C0014711-C0015175）

2263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 :跨物
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
接觸

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著 ; 蔡承志譯漫遊者文化出版  大雁文化發行412.493 878 2016  C0012913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4 醫學實驗室管理
=Management in

medical laboratory

吳竹蘭等著五南 410.34 8878 2015  C0012912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5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最新
Android Studio開發實戰!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碁峰資訊 312.52 8644 2016  C0012911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6 MIS網管達人的工具箱 :

絕對無料!

酆士昌著 博碩文化 312.16 8645 2016  C0012910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7 我是小導演 :影音剪輯
Movie Maker

小石頭編輯群,夏天工作室作小石頭文化出版  聯合總經銷523.38 8443 2015  C0012909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8 阿榮福利味Best!極簡好
用免費軟體大補帖  [書+

光碟]

阿榮福利味作電腦人文化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312.49 8563 2016  C0012908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69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
指南解題秘笈 :Illustrator

CC

鄭怡青編著松崗資產管理312.49I38 8434 2016  C0012907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70 Photoshop CC 設計接案
王[書+光碟片] :抓靈感+

找素材+必學技巧的萬用
書

李金蓉編著松崗資產管理312.837 8465 2016  C0012906 中文圖書 圖書館

2271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6  c.4 C0012905 中文倫理 贈送

2272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6  c.3 C0012904 中文倫理 贈送

2273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6  c.2 C0012903 中文倫理 贈送

2274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6  c.1 C0012902 中文倫理 贈送

2275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
心得精選集...年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編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410.1619 8469 2016  C0012901 中文倫理 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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