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1071160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1071161 當代寂寞考=The dark side of the moom 馬欣 木馬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23 魔女宅急便 宮崎駿 臺灣東販 語文書庫

1072041 玻璃王座=Throne of Glass 瑪斯 尖端 語文書庫

1072042 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 幾米 大塊文化 期刊室

1072043 新經典圖文傳播 綜合書庫

1072044 八旗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45 褚士瑩 大田 綜合書庫

1072046 伯乃南 聯經 綜合書庫

1072047 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 安德瑞德 時報 綜合書庫

1072048 少女音樂盒 北山猛邦 獨步 語文書庫

1072049 金恩 日月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72050 林中斌 時報出版 自然應用

1072052 你好, 我是接體員 大師兄 寶瓶 綜合書庫

1072053 江冠明著 允晨文化 語文書庫

1072054 有型的豬小姐 李維菁 新經典圖文傳播 語文書庫

說明:1.新書展示期間放置期刊室新書展示區。2.每人至多借三本，借期10天。

意外的旅程:我的都蘭農舍生活=The Living of My Farmhouse in Du-
lan

大退潮 :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

大災變:你必須面對的全球失序真相=Global Shift : Exploring the 
Roots of Rising Disasters

55個刺激提問 :把好事做對, 思辨後的生命價值問答, 國際NGO的現場實
戰

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 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天才:麥斯威爾.柏金斯與他的作家們,聯手撐起文學夢想的時代 史考特.柏格(A. Scott Berg)
著彭倫 譯

知識的不正義:偏見賀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 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作黃珮玲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圖書館
107學年度第七梯新書展示書目清冊            列印日期：2019/6/27

鋪梗力:影響力教父最新研究與技術，在開口前就說服對方 羅伯特.席爾迪尼(Robert 
Cialdini)著劉怡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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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55 老後所煩惱的事，有九成都不會發生 枡野俊明作詹慕如譯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56 基因編輯大革命:CRISPR如何改寫基因密碼.掌控演化.影響生命的未來 道納 遠見天下 自然應用

1072057 與達爾文共進晚餐:演化如何造就美食, 食物又如何形塑人類的演化 席佛頓 遠見天下 綜合書庫

1072058 青春超哲學 冀劍制 三民 綜合書庫

1072059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 不朽 著 精誠資訊 語文書庫

1072060 星空下的一家人:建築師潘冀的築夢教養 潘冀 遠見天下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61 鄭椲樵 今周刊 綜合書庫

1072062 胡為真 時報 綜合書庫

1072063 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穆克紀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
書庫1072064 玻璃王座2:祕夜魔冠=Crown of Mid night 瑪斯 尖端出版 語文書庫

1072065 綜合書庫

1072066 泰樂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67 向田理髮店 奧田英朗 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發行 語文書庫

1072068 狼與辛香料XVIII,Spring Log 支倉凍砂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072069 支倉凍砂 臺灣角川 語文書庫

1072070 綜合書庫

狼與辛香料XIX,Spring Log. II

裸人:數位新獨裁的世紀密謀，你選擇甘願為奴，還是突圍而出? 馬克.莒甘(Marc Dugain), 克
里斯多夫.拉貝(Christophe 
Labbé)著翁德明譯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推出你的影響力 :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
師

其實你沒有你想的那麼善良:一堂關於品格的哲學思辨課 克里斯蒂.米勒(Christian B. 
Miller)著陳岳辰譯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那雙看不見的手:龔行憲.龔行健兄弟的奮鬥歷程=What We Learned From 
Life eng

國運與天涯:我與父親胡宗南.母親葉霞翟的生命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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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71 林汝羽 八旗文化 綜合書庫

1072072 繪本給你教養力:在故事裡和孩子一起成長 李貞慧 時報 綜合書庫

1072073 香料漂流記 :孜然.駱駝.旅行商隊的全球化之旅 NabhanGary Paul 麥田 綜合書庫

1072074 翔翔搭電梯:克服恐懼 李玟萱 聯經出版 期刊室

1072075 寂寞的大狗=Lonesome Puppy 奈良美智 三采文化 期刊室

1072076 叔公的理髮店 三之三文化 期刊室

1072077 狐狸與飛行員 托托里尼 大塊 期刊室

1072081 蘭醫生媽的老台灣故事 :風土.民情.初代信徒 連瑪玉 前衛 綜合書庫

1072082 推背圖密碼 唐隱 春天出版社 語文書庫

1072083 大人的數學教室:透過114項定律奠立數學基礎 涌井良幸 臺灣東販 自然應用

G000349 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佛教聖典 蔡孟樺 佛光出版社出版 綜合書庫

G000353 百年女史在台灣:女人屐痕Ⅲ-臺灣女性文化地標 簡扶育總編輯鄭美里等合著 幸福綠光, 新自然主義 綜合書庫

G000354 百年女史在台灣:女人屐痕Ⅲ-台灣女性文化地標 簡扶育總編輯鄭美里等合著 幸福綠光, 新自然主義 綜合書庫

G000355 圖解Drawdown反轉地球暖化100招 Paul Hawken著劉品均譯 聯經 圖書館

G000356 第一次學C就上手:從C程式範例到專題製作 李啟龍 碁峰資訊 自然應用

G001001 氣的原理:人體能量學的奧祕 湛若水 商周出版 自然應用

G001003 改變世界,我可以!:孩子擁有無限的力量,可以翻轉整個世界 印度河濱學校教育基金會 遠流 綜合書庫

G001004 老農扶的永久存股筆記 老農夫著者 Smart智富 圖書館

G001006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2:老農夫的存股複利公式 老農夫 Smart智富出版 綜合書庫

G001007 陳文盛 天下遠見 自然應用線索:一位本土科學家的心路歷程=Threads of Evidence eng

瑪格麗.金.米契爾文；詹姆斯.
瑞森.圖柯倩華譯

看見南亞 :從孟加拉.印度,到巴基斯坦,台灣人在亞洲次大陸的發現之旅

第3頁/共4頁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圖書館
107學年度第七梯新書展示書目清冊            列印日期：2019/6/27

SP061030 元素圖鑑 左卷健男 聯經出版 自然應用
書庫SP061031 郵票上的數學=Mathematics Stories on Stamps 鄭英元 五南 綜合書庫

SP061032 3D列印的提案、建模和行銷 足立昌彥 瑞昇文化 自然應用

SP061033 原雄司 瑞昇文化 自然應用

SP061034 世界絕美穹頂蒐藏=Beautiful Ceilings in the World 中島智章 瑞昇文化 綜合書庫

SP061035 很漫畫的化學元素118 齋藤勝裕 瑞昇文化 自然應用
書庫SP061036 紙上奇蹟:摺紙藝術與科學 郭玲伶, 廖婉如總編輯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綜合書庫

SP061037 Lafosse & Alexander's origami jewelry LaFosseMichael G Tuttle Publishing 西文書庫

SP061041 萬物簡史Ⅰ:沒有盡頭的宇宙 BrysonBill 天下遠見出版 自然應用

SP061042 萬物簡史Ⅱ:動個不停的地殼 BrysonBill 天下遠見出版 自然應用

SP061043 原來數學這麼漂亮:30種激發創意的手繪練習 維特曼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
SP061044 原來科學這麼好玩:30種翻轉思考的手作活動 吉福德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

SP061045 蘇卡奇 天下遠見出版 自然應用觀念化學Ⅰ:基本概念.原子

3D列印機 X 3D掃描器新時代:所有東西都能化為數位資料，所有人都能
成為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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