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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NQU110E284607

增井敏克著 ; 游子賢譯

使用Python : 演算法入門圖解 : : 理
解經典演算法的準則.規律及複雜度

初版

碁峰資訊/

2020[民109]

312.32P97 8459 109

NQU110E284615

黃俊鑫著

讓TypeScript成為你全端開發的ACE!

初版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932J36 8396 109

NQU110E284623

辛蒂.戈德里奇(Cindy
Goldrich)著 ; 吳侑達, 孟
瑛如譯

給過動兒父母的八把金鑰

初版

心理/

2017[民106]

415.9894 8355 109

NQU110E284606

奚江華著

初版

碁峰資訊/

2016[民105]

312.1695 8936 107

NQU110E284614

黃冠霖著

初版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52 8327 109

NQU110E284622

東田直樹著 ; 王亦穹譯

初版

遠流/

2015[民104]

415.988 8754 109

NQU110E284609

李昀陞著

初版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2021[民110]

312.754 8454 110

NQU110E284617

許國政作

0陷阱!0誤解!8天重新認識JavaScript!

初版

博碩文化/

2019[民108]

312.32J36 8457 109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
心流 :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
NQU110E284631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學
著 ; 張瓊懿譯

初版

行路出版/

2019[民108]

176.51 8757 109

三版

時報文化/

2018[民107]

176.1 8858 110 c.2

二版

群學/

2013[民102]

547 8655 108 c.5

初版

雙葉書廊/

2017[民106]

170 8544 106

二版

馬可孛羅/

2018[民107]

334 8455 107

香港城市大學/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

2010[民99]

547.1607 8426 104

2015[民104]

170 8384 109 c.2

NQU110E284639
NQU110E284647
NQU110E284630
NQU110E284638
NQU110E284646
NQU110E284625
NQU110E284633

網頁程式設計 ASP.NET 4.6 完美入
門 : 適用Visual C# 2015?2012
在React生態圈打滾的一年
feat.TypeScript
我想變成鳥, 所以跳起來 : 在自閉兒
的世界裡, 理解是最適當的陪伴
PHP網路爬蟲開發 : 入門到進階的爬
蟲技術指南

黛安.艾克曼(Diane
感官之旅
Ackerman)著 ; 莊安祺譯
Craig Winston LeCroy著 ; 社工員的故事 : 傾聽助人工作者的心
李晏甄, 林立譯
聲
黎士鳴著 ; 蘇維凱圖
幸福人生 : 正向心理學的生活應用
崔弗.考克斯(Trevor Cox)
聲音的奇妙旅程
著 ; 楊惠君譯
甘炳光編著
回歸信念 : 社工信念的實踐
Susan Nolen-Hoeksema
心理學導論
等著 ; 危芷芬編譯
兒童發展研究彙編 : 運動與兒童全人
洪蘭等合著
發展

二版
初版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19[民108]

523.1 828 108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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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NQU110E284641

克里斯.察特(Chris
Trotter)著 ; 朱惠英, 郭凡
琦譯

如何與非自願個案工作

三版

張老師/

2020[民109]

547.2 825 109

NQU110E284655

鄧守信編著

當代中文語法點全集 = : An A to Z
grammar for Chineselanguage
learners

二版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2019[民108]

802.6 8526 109

氣候賭局

初版

日月文化出版 ; 聯
合發行總經銷/

2019[民108]

328.8018 8356 110

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 漢斯.羅斯林
的人生思辨

初版

先覺出版 : 叩應經
銷/

2020[民109]

784.758 8557 110

初版

高等教育/

2017[民106]

802.03 8735 106

初版

采實文化/

2019[民108]

494.2 8267 110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晨星出版/

2020[民109]

494.45 8274 110

2020[民109]

547 8866 109
800.3 8363 108

NQU110E284654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著 ; 劉道捷譯
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 芬妮.哈耶斯坦
(Fanny Hargestam)著 ;
郭騰堅譯
陳浩然等合著

NQU110E284662

Max 洪銘賜著

NQU110E284670

洪震宇著

精準寫作

初版

NQU110E284649

吳文炎著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
(Ferdinand deSaussure)
原著 ; 高名凱譯 ; 鍾榮富
導讀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 莊安祺譯

解鎖 : 我的火火社工路

初版

普通語言學教程

初版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2019[民108]

初版

時報文化/

2019[民108]

初版

寶瓶文化出版 ; 大
和總經銷/

2021[民110]

192.1 8643 110

NQU110E284663

NQU110E284671

NQU110E284657

NQU110E284665

詞語庫與華語教學
量子領導 : 非權威影響力 : 不動用權
威便讓人自願跟隨, 喚醒人才天賦, 創
造團隊奇蹟的秘密

動盪 : 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
型?
過度努力 : 每個「過度」, 都是傷的
證明

541.4 838 110 c.2

NQU110E284679

周慕姿作

NQU110E284687

彭菊仙著

家有青少年之爸媽的33個修練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21[民110]

528.2 8647 110

NQU110E284695

陳博聖著

零傷害, 中醫治療癌症 : 用現代免疫
學解讀中醫治癌的智慧

初版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413.37 8734 110

NQU110E284678

謝孟恭著

灰階思考

第一版

遠見天下出版 ; 大
和書報總經銷/

2021[民110]

563.52 8243 110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登錄號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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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NQU110E284686

安倍夜郎作 ; 丁世佳譯

深夜食堂 .

初版

週期表君與他的元素小夥伴 : 最有梗
的元素教室

第一版

NQU110E284694 上谷夫婦作.繪 ; 李沛栩譯
NQU110E284673

NQU110E284681

NQU110E284689
NQU110E284608
NQU110E284616
NQU110E284624
NQU110E284632
NQU110E284640
NQU110E284648
NQU110E284656

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所羅門王的指環 : 與蟲魚鳥獸親密對
Lorenz)著 ; 游復熙, 季光
話
容譯
金融怪傑.達文熙教你用100張圖學會
箱子戰法 : 傳承60年經典理論, 融合
達文熙著
台股贏家思維, 散戶一學就會的交易
SOP大公開
冷便當聖經 : 72個愛心餐盒x300道
林育嫺編著
百搭主副菜 用美味佳餚表達量身訂作
的愛與初心!
金魚都能懂的CSS選取器 : 金魚都能
李建杭(Amos Li)著
懂了你還怕學不會嗎
Android TDD測試驅動開發 : 從
陳瑞忠著
UnitTest、TDD到DevOps實踐
Kieth A. Carlson,
JenniferR. Winquist原著 ;
統計學概論 : 主動學習取向
楊瑞珠譯
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真實的快樂
Seligman)著 ; 洪蘭譯
亞當.哈特-戴維斯(Adam 巴夫洛夫的狗 : 50個改變歷史的心理
Hart-Davis)著 ; 賈可笛譯
學實驗
吳文炎作
尋味 : 你沒有走過的社工路
台語片的魔力 : 從故事、明星、導演
林奎章著
到類型與行銷的電影關鍵詞

出版者/出版地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
版 : 高寶書版總經
銷/
親子天下出版 ; 大
和圖書總經銷/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書報圖書總
經銷/

出版年

索書號

2021[民110]

C 947.41 8366 110 v.23

2021[民110]

340 8567 110

2021[民110]

383.7 8574 110

大樂文化/

2021[民110]

563.52 8763 110

初版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427.17 8736 110

初版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1695 8474 110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52 8754 109

一版

雙葉書廊/

2015

三版

遠流/

2020[民109]

176.51 8374 109

初版

大石國際/

2017[民106]

171 845 110

初版

樂學齋/

2019[民108]

547 8866 108

初版

游擊文化/

2020[民109]

987.0933 8744 109

2019[民108]

747.53 8569 110

2013[民102]

857.44 774 110

第六版

NQU110E284664

辜泳秝著

瑞典模式 : 你不知道的瑞典社會, 幸
福的十五種日常

初版

NQU110E284672

(清)劉鶚著

老殘遊記

二版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510 8437 109 c.2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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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NQU110E284680

股魚著

躺著就贏人生就是不公平 : 股魚最強
存股祕技

初版

Smart智富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21[民110]

563.53 895 110

初版

一葦文思, 漫遊者
出版 : 大雁文化發
行/

2021[民110]

137.84 8339 110

初版

聯經/

2021[民110]

523.7 8746 110

初版

寶瓶文化出版 ; 大
和書報總經銷/

2021[民110]

544.67 8437 110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21[民110]

177.2 8536 110

天下雜誌出版 ; 大
和總經銷/
博碩文化/

2021[民110]

328.8018 854 110

2020[民109]

312.2 8745 109

初版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2018[民107]

415.988 8347 109

初版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754 8443 109

初版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83 8789 109

Hackers Academia著 ; 劉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力題庫解析
徽, 胡佩萱譯
: 1000題10回全新改制聽力試題

初版

2018[民107]

極度吸睛 : 上台不冷場, 重量級講師
教你的精準說話課

國際學村, 台灣廣
廈有聲圖書出版 :
知遠文化總經銷/

初版

遠流/

2021[民110]

811.9 8343 110

正向心理學

初版

揚智文化/

2014[民103]

170.8 843 105

情緒投資 : 做自己的投資心理教練,
20個小資族破解心魔、理性投資的健
康理財法

初版

文經社/

2021[民110]

563 8464 110

NQU110E284688

NQU110E284696
NQU110E284704
NQU110E284712
NQU110E284720
NQU110E284612
NQU110E284620
NQU110E284610
NQU110E284618
NQU110E284728

理察.福禮縵(Richard
Freeman), 瑪麗.泰樂
瑜伽與愛的真相 : 引領&lt;&lt;博伽梵
(Mary Taylor)著 ; 湯乃珍,
歌&gt;&gt;之智融入現代生活
陳薇真譯
給力 : 我想教會孩子的事 林晉如的
林晉如著
創意班級經營術
接住墜落的青少年 : 我與那些受傷的
蔡宜芳著
孩子, 及他們不安的家庭
鄧惠文著

我想看妳變老的樣子 : 明天的女人,
比昨天的女孩更精采

比爾.蓋茲(Bill Gates)著 ; 如何避免氣候災難 : 結合科技與商業
張靖之, 林步昇譯
的奇蹟, 全面啟動淨零碳新經濟
陳正瑋著
和艦長一起30天玩轉GitLab
伊莉莎白.洛格森
PEERS®青年社交技巧訓練 : 幫助自
(Elizabeth Laugeson)著 ;
閉症類群與社交困難者建立友誼
簡意玲譯
使用Laravel 8 PHP主流框架打造
王盛立著
RESTful API
Towards Tensorflow 2.0 : 無痛打造
陳峻廷著
AI模型

NQU110E284736

曾培祐著

NQU110E284626

Alan Carr著 ; 鄭曉楓, 余
芊瑢, 朱惠瓊譯

NQU110E284634

王奕璿著

第一版
初版

805.1895 879 110 c.2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登錄號

作者

Bill Eddy著 ; 賴月蜜, 梁珊
華, 謝崇浯, 魯玉珊, 蘇芬
玉, 魯莉庭合譯
NQU110E284697
蔡怡著
NQU110E284642

題名

版次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高衝突人格法律實務工作 = : High
conflict people in legaldisputes

初版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2020[民109]

586.7 888 109

花豹與白兔 : 天涯的她方

初版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863.57 843 110

第1刷

東立/

2021[民110]

C 947.41 8556 110 v.98

初版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563 8425 110

初版

萬卷樓圖書/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2015[民104]

802.23 8435 107

2020[民109]

802.86 8634 109

2020[民109]

177.2 8565 110

初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21[民110]

552.33 8765 110

初版

國際學村/

2018[民107]

初版

大塊文化出版 ; 大
和總經銷/

2021[民110]

413.07 8443 110

2020[民109]

312.52 8743 109

2019[民108]

415.988 8554 108

NQU110E284705

尾田栄一郎著 ; 許任駒譯

航海王 .

NQU110E284713
NQU110E284650

瑞秋.李察斯(Rachel
Richards)著 ; 戴至中譯
胡雲鳳著

NQU110E284658

蕭惠貞主編

NQU110E284666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著 ; 廖建容譯

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 27歲財務自
由的理財7步驟
形聲字研究與教學
台灣萬花筒.華語看世界 = : Key to
the world : a kaleidoscopeof Taiwan
第二座山 : 當世俗成就不再滿足你,
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義?

NQU110E284721

陳美伶著

美伶姐的台灣地方創生故事

Hackers Academia著 ; 陳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讀題庫解析
靖婷等譯
= : New TOEIC reading
中醫到底行不行? : 改變「中醫不科
NQU110E284737
杜李威著
學」印象, 名醫杜李威細數傳統醫學
如何改善你我生活
NQU110E284613
陳柏融著
從Hooks開始 讓你的網頁React起來
自閉症社交技巧手冊 : 幫助孩子學習
NQU110E284621
Catherine Pascuas
社交技巧與結交朋友的活動
NQU110E284729

一版
第一版

初版
初版

博碩文化/
書泉出版 ; 貿騰發
賣總經銷/

805.1895 8737 110 c.2

NQU110E284674

吾峠呼世晴作 ; 林志昌譯

鬼滅之刃 .

第1刷

東立/

2021[民110]

C 947.41 8446 110 v.23

NQU110E284682

洪愛珠著

初版

863.55 8297 110

吳若權作

2021[民110]

177.2 8854 110

NQU110E284628

劉若蘭, 藍茜茹作

遠流/
悅知文化, 精誠資
訊/
華都文化/

2021[民110]

NQU110E284690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愈成熟, 愈天真 : 與自己的內在小孩
重逢
心理衛生概要

首版
四版

2015[民104]

172.9 8758 109 c.2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登錄號

NQU110E284636

NQU110E284644
NQU110E284629
NQU110E284637
NQU110E284645
NQU110E284698
NQU110E284706
NQU110E284714
NQU110E284653
NQU110E284661
NQU110E284669
NQU110E284677

作者

題名

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著 ; 鍾沛君譯
= Human : the science 大腦.演化.人 : 是什麼關鍵, 造就如此
behind whatmakes us
奇妙的人類?
unique / Michael S.
Gazzaniga
助人歷程與技巧 : 培育專業諮商人員
黃惠惠著
的全方位訓練教材
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邁向圓滿 : 從快樂到圓滿的科學方法
Seligman)著 ; 洪蘭譯
&練習
雷.海瑟.威爾遜(Leigh
藥物讓人上癮 : 酒精.咖啡因.尼古丁.
Heather Wilson)等作 ; 林 鎮靜劑與毒品如何改變我們的大腦與
慧珍譯
行為
莫藜藜等合著 ; 許臨高主
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實務
編
克雷格.萊特(Craig
天才的關鍵習慣 : 耶魯最受歡迎課程
教你如何超越天賦.智商與運氣
Wright)著 ; 何玉方譯
臺諺55走跳江湖 : 臺灣俗諺教會我的
周博作
處世眉角
你可以敏感, 但不要被敏感控制 : 在
愛曼達.卡熙兒(Amanda
生活中找到駕馭自己, 增加能力的高
Cassil)著 ; 梁若瑜譯
敏感族練習題
楊秀芳主講
閩南語教學
查蘭.內米斯(Charlan
異見的力量 : 心理學家的7堂決策思
Nemeth)著 ; 王怡棻譯
考課
莎利.康恩(Sally Kohn)著 ; 逆轉恨意 : 洞察仇恨的源頭, 讓善意
戴至中譯
與惡念開始對話
摩根.豪瑟(Morgan
致富心態 : 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的
Housel)著 ; 周玉文譯
20堂理財課

版次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二版

貓頭鷹出版/

2020[民109]

394.91 8665 109

三版

張老師文化/

2018[民107]

二版

遠流/

2019[民108]

176.51 8374 108

二版

大家/

2020[民109]

411.8 8337 108

三版

五南/

2016[民105]

547.2 8844 109

初版

城邦文化-商業周
刊/

2021[民110]

521.1 885 110

初版

遠流/

2021[民110]

191.9 863 110

大田出版/

2021[民110]

173.73 8437 110

臺大出版中心/

2016[民105]

803.3 8667 105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

2019[民108]

541.7 8465 110

初版

時報文化/

2019[民108]

176.5 864 110 c.2

2021[民110]

561.014 866 110

2021[民110]

863.596 8756 110

2021[民110]

563.53 8544 110

第一版

NQU110E284685

陳郁如著

養心 .

第一版

NQU110E284693

廖崧沂著

飆股的思維 : 賺不完的波段操作法

初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
親子天下出版 ; 大
和圖書總經銷/
今周刊出版 ; 大和
書報總經銷/

178.3 8333 110 c.2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登錄號

作者

NQU110E284701

謝松善著

NQU110E284709

朱全斌著

NQU110E284717

楊俐容著

題名
臺灣大案鑑識現場 : 用科學.心理學.
偶爾靈異, 與嫌犯鬥智, 鑑識專家謝松
善帶你解讀犯罪現場。
人生需要酒肉朋友 : 一起吃飯, 不見
不散!
歡迎光臨心情聊天室 : 給少年的74個
情緒解方 .

裘.波勒(Jo Boaler)著 ; 廖 大腦解鎖 : 史丹佛頂尖學者裘.波勒
月娟譯
以最新腦科學推動學習革命
王長河, 葛惠敏作 ; 唐飛指 用生命築長城 : F-104星式戰鬥機臺
NQU110E284733
導
海捍衛史
NQU110E284611 鄭郁霖(Jason Cheng)著
突破困境 : 資安開源工具應用
新手村逃脫! : 初心者的Python機器
NQU110E284619
郭耀仁著
學習攻略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成功的反思 : 混亂世局中, 我們必須
NQU110E284703
Sandel)著 ; 賴盈滿譯
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我每天吃十四顆藥, 依舊相信會得到
NQU110E284711
劉力穎著
幸福
蓋布瑞.溫伯格
超級思維 : 跨界、跨域、跨能, 突破
(GabrielWeinberg), 蘿倫.
NQU110E284719
思考盲點, 提升解決能力的心智模式
麥肯(Lauren McCann)著 ;
大全
林麗雪譯
Garry L.Landreth著 ; 陳信
NQU110E284627
遊戲治療 : 建立關係的藝術
昭等譯
沃克(Matthew Walker)著 為什麼要睡覺? : 睡出健康與學習
NQU110E284635
; 姚若潔譯
力、夢出創意的新科學
NQU110E284725

NQU110E284643

PamelaS. Schindler著 ;
楊雪蘭編譯

企業研究方法 = :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13e

NQU110E284652

季旭昇著

常用漢字

版次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初版

任性出版/

2021[民110]

548.61 8233 110

第一版

天下雜誌出版 ; 大
和總經銷/

2021[民110]

863.55 8962 110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21[民110]

176.5 8673 110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總經銷/

2021[民110]

176.3 866 110

初版

布克文化/

2021[民110]

598.61 8639 110

初版

博碩/

2020[民109]

312.76 8457 110

初版

博碩文化/

2020[民109]

312.32P97 8456 109

初版

先覺出版 : 叩應經
銷/

2021[民110]

570.15 8753 110

初版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863.55 8763 110

初版

采實文化/

2021[民110]

176.4 8364 110

初版

心理/

2014[民103]

178.8 8855 108 c.2

第一版

遠見天下文化/

2019[民108]

411.77 865 109 c.3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新學林/

2019[民108]

494.03 8456 108

2020[民109]

802.2 8666 109

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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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號

作者

題名

版次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關於工作的9大謊言

初版

星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2019[民108]

494.01 8566 110

情緒賽局 : 揭開決策背後的情緒機
艾雅爾.溫特(Eyal Winter)
制, 8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盛讚, 提
著 ; 高英哲譯
高人生勝率的23項贏家邏輯

初版

大牌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2019[民108]

176.52 83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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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天下雜誌出版 ; 大
和圖書總經銷/

2021[民110]

177.2 8863 110

初版

遠流/

2021[民110]

552.33 8274 110

第二版

三聯書店出版/

2020[民109]

802.2 8266 109

初版

旗標/

2021[民110]

312.32P97 8436 110

第三版

遠見天下文化/

2020[民109]

412.4 8355 110

2021[民110]

411.94 8437 110

2021[民110]

554.89 8533 110 v.4

馬克斯.巴金漢(Marcus
Buckingham), 艾希利.古
NQU110E284660
德(Ashley Goodall)著 ; 李
芳齡譯
NQU110E284668

NQU110E284727

蘇絢慧著

NQU110E284735

洪震宇著

NQU110E284651

謝光輝主編

NQU110E284659

施威銘著

NQU110E284667
NQU110E284676

麥克尼爾(William H.
瘟疫與人 : 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McNeill)著 ; 楊玉齡譯
王姿允, 急診女醫師其實.
增肌減脂 : 4 + 2R代謝飲食法
合著

NQU110E284684

呂原富著

NQU110E284692

劉家誠著

NQU110E284675

陳虹宇等著

NQU110E284683

風土創業學 : 地方創生的25堂商業模
式課
漢字圖解 = : Illustrated accou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跨領域學 Python : 資料科學基礎養
成

張曼娟作

從零開始賺一億 .
圖解最高勝率手機當沖 : 一支手機5
分鐘操作, 勝率高達85％的技法, 股市
天天都是你的提款機
致富的特權 : 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
策付出的代價

天上有顆孤獨星 : 照亮世人獨行時

初版
初版

晨星出版 ; 知己圖
書總經銷/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
部出版/

初版

采實文化/

2021[民110]

563.53 8762 110

初版

春山出版 ; 時報文
化總經銷/

2021[民110]

563.2933 8754 110

初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2021[民110]

863.55 8786 110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登錄號

作者

題名

版次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NQU110E284691

趙胤丞著

拆解心智圖的技術 : 讓思考與創意快
速輸出的27個練習

初版

創意市集出版/

2021[民110]

494.35 8474 110

NQU110E284700

蘇明進著

老ㄙㄨ老師的同理心身教

第一版

2021[民110]

541.76 8859 110

NQU110E284708

李欣頻作

量子天命 = : Quantum apocalypse

初版

親子天下出版 ; 大
和總經銷/
平安文化/

2021[民110]

177.2 8494 110

NQU110E284716

陳文茜著

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 : 不帶虛名的外
衣走天涯-邱吉爾、戴高樂、羅斯福

初版

遠流/

2021[民110]

781 8765 110

NQU110E284702
NQU110E284710

楊牧作
陳榮華著

初版
初版

2021[民110]
2021[民110]

863.51 869 110
563.53 8766 110

NQU110E284718

楊坤仁著

2021[民110]

585.79 8656 110

NQU110E284699

高堯楷著

洪範/
財經傳訊/
原水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方智出版 : 叩應經
銷/

2021[民110]

413.94 8354 110

NQU110E284707

劉燦宏等著

NQU110E284724

莎莉.魯尼(Sally Rooney)
著 ; 李靜宜譯

NQU110E284732

微塵
股市操盤手的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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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心 : &lt;&lt;養氣&gt;&gt;進階版.提
升能量的修心三法
慢養功能肌力 : 釐清你一直誤用的養
生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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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初版
第一版

天下雜誌出版 ; 大
和總經銷股份有限
公司/

2021[民110]

416.64 8762 110

聊天紀錄

初版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873.57 865 110

宜料理作

豬排與豬絞肉 : 豬排、肉丸、漢堡
排、鑲肉及肉末的活用料理

初版

積木文化/

2021[民110]

427.211 8344 110

NQU110E284726

柯佳嬿(Alice Ko)著

再見 少女 = : Hello, Goodbye

一版

2021[民110]

863.55 8565 110

NQU110E284734

甘耀明著

成為真正的人 = : minBunun

初版

2021[民110]

863.57 8455 110

NQU110E284715

曾鴻鉦著

2021[民110]

415.472 8326 110

NQU110E284723
NQU110E284731
NQU110E284605

張西著
謝雪文(雪兒CHER)圖.文
數位新知著

2021[民110]
2021[民110]
2020[民109]

863.57 874 110
177.2 8246 110
312.32C 886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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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有慧
生活中，選擇留下合適舒服的人?
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16堂課

初版
初版
初版

重版文化出版 ; 聯
合發行總經銷/
寶瓶文化出版 ; 大
和圖書總經銷/
如何出版 : 叩應經
銷/
三采文化/
時報文化/
深石/

110年8月上架中文書
登錄號

作者

題名

版次

NQU110E284722

Misa著

今天月亮暫時停止轉動

初版

NQU110E284730

大坦誠著

去你的正常世界

初版

李馨作
從零開始學Visual C# 2019程式設計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鄧文
Python初學特訓班 = : Python
NQU110E284602
淵總監製
beginner course
TensorFlow + Keras深度學習人工智
NQU110E284601
林大貴著
慧實務應用
Ron Larson著 ; 翁慶昌編
線性代數
NQU110E284603
譯
NQU110E284604

出版者/出版地

出版年

索書號

2021[民110]

863.57 8676 110

2021[民110]

177.2 8742 110

2020[民109]

312.32C 844 109

初版

城邦原創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如何出版 : 叩應經
銷/
博碩文化/

四版

碁峰資訊/

2020[民109]

312.32P97 8644 109

初版

博碩文化/

2017[民106]

312.83 8774 106

初版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出版
; 高立圖書總經銷

2017[民106]

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