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館藏地

0103678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卡爾維諾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0103682 水墨十講:哲學觀畫 史作檉 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43 東京下町古書店=5源氏物語背後的祕密All My Loving 小路幸也 野人文化 語文書庫

1090044 叛逆有理,獨立無罪:掙脫以愛為名的親情綑綁 陳志恆 圓神 綜合書庫

1090045 克黑恩 時報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46 克雷的橋 朱薩克 木馬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47 騎士守則:湯瑪斯.勒穆爾.霍克爵士的最後一封信 霍克 奇光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48 周品慧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090049 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 陳志恆 圓神 綜合書庫

1090050 雲邊有個小賣部 張嘉佳 新經典圖文傳播 語文書庫

1090051 大裂 :胡遷 / 中短篇小說集 胡遷 時報 語文書庫

109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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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報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53 細姨街的雜貨店 鄭如晴 時報文化 語文書庫

1090055 安靜是種超能力:寫給內向者的職場進擊指南,話不多,但大家都會聽你說 張瀞仁 方舟文化出版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56 小大人症候群:重塑我的家,拾回完整自我 FrielJohn C.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57 朝鮮的困境 :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 岡本隆司. 八旗文化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58 行為:暴力.競爭.利他, 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上) 薩波斯基 八旗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59 薩波斯基 八旗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60 行路, 遠足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圖書館
109年度第五梯新書展示明細        2020/5/29

說明:1.展示期間每人至多借三本；借期10天；不得續借。

     2.展示期間一律放置期刊室新書展示區；展示結束再放回館藏地。

     3.漫畫類書限館內閱讀；不得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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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姆.彼得森合著；張瓊
懿譯

行為:暴力.競爭.利他, 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下)

巴黎上車, 台北到站 :那些法國教我的愛,自由與家傳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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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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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61 感謝您為國效力:那些傷兵.他們的家人, 還有朋友 芬凱 左岸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62 微笑海島,戀戀澎湖 蕭秀芳 玉山社 語文書庫

1090063 三采文化 綜合書庫

1090064 我要準時下班! 朱野歸子著楊明綺譯 采實 語文書庫

1090065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統籌，吳昌政等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66 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黃春木統籌；吳昌政等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67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68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黃春木 商周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69 紅皇后 愛芙雅 皇冠 語文書庫

1090070 紅皇后Ⅱ:玻璃劍 愛芙雅 皇冠 語文書庫

1090071 心在哪裡呢? 今野仁美文; 井本蓉子 小熊 期刊室

1090072 小孩的禱告 菲爾德 道聲出版 期刊室

1090073 構圖的祕密 葛雷格.艾伯特(Greg 大牌出版 綜合書庫

1090074 優雅的告別 :現代醫療對我們是恩惠還是折磨? 修曼 臺灣商務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75 東周英雄傳:壹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0076 東周英雄傳:貳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0077 東周英雄傳:參 鄭問 大辣出版 期刊室

1090078 達克比辦案3:放屁者聯盟:動物世界的射擊高手 胡妙芬 天下雜誌出版 期刊室

1090079 尋龍訣 :鬼吹燈之聖泉尋蹤:霸王金印.詭譎神廟 天下霸唱 普天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80 尋龍訣 :鬼吹燈之撫仙毒蠱:墳山荒村.湖底奇墓 天下霸唱 普天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81 親密的陌生人:給邊緣人格親友的實用手則 梅森 心靈工坊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82 地方創生2.0 jpn 神尾文彥 時報 綜合書庫

如何叫得動青春期男孩?:普萊斯博士流「教練心法」,培養兒子成為成熟、獨
立、負責任的大人!

亞當.普萊斯(Adam 
Price)作閻蕙群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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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83 科學實驗王39:消化作用 Story a.文Hong Jong-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84 科學實驗王40:金屬與非金屬 Story a.文Hong Jong- 三采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1090086 天下雜誌:2019年教育特刊=108課綱實戰指南:素養教育，打造未來人才 吳婉瑜總編輯 天下雜誌 綜合書庫

1090087 挑戰? 東野圭吾 臺灣角川發行 語文書庫

1090088 刑警家的孩子 宮部美幸 獨步文化 語文書庫

1090089 我們的島 :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柯金源 衛城, 遠足文化 綜合書庫

1090090 思辨決定你的未來:沃草烙哲學讓你腦洞大開的25個思想實驗 沃草烙哲學作者群 究竟 綜合書庫

1090091 武漢封城日記 郭晶 聯經出版 圖書館

1090092 七侯筆錄之筆靈(上) 馬伯庸 奇幻基地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93 七侯筆錄之筆靈(下) 馬伯庸 奇幻基地出版 語文書庫

1090094 臺灣數據百閱 :100個重要議題, 從圖表開啟對話、培養公民思辯力 Re-lab團隊 時報文化 綜合書庫

G001164 橋梁與它們的產地:守護台灣河川橋梁 高穆賓, 黃仲偉主編 三聯科技教育基金會 自然應用書庫

G001165 服務利他 羅榮乾 編輯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利他服務促進會

綜合書庫

G001166 舊建築再利用:歷史.理論.實力 傅朝卿
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綜合書庫

G0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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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出版 綜合書庫

G109056 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周婉窈作 國家人權博物館 綜合書庫

G109060 彷彿若有光:遇見古典詩與詩生活 凌性傑 麥田,城邦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61 更好的生活 吳岱穎 聯經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62 A Wrinkle in Time Square Fish 西文書庫

G109076 Brown girl dreaming WoodsonJacqueline Nancy Paulsen Books 西文書庫

G109077 Lord of the flies GoldingWilliam Perigee 西文書庫

G109095 從校園美術館展覽發現新視界:臺北市核心素養導向課程教案設計專刊 宋容姍總編輯 北市教育局 綜合書庫

 L'Engle, Madeleine/ 
Quindlen, Anna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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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9096 黑洞捕手:台灣參與史上第一張黑洞照片的故事 陳明堂著 遠見天下文化 自然應用書庫

G109097 千年繁華:京都的街巷人生 壽岳章子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98 千年繁華2:喜樂京都 壽岳章子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G109099 千年繁華3:京都思路 壽岳章子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語文書庫

G109100 二十世紀臺灣詩選 奚密 麥田出版 語文書庫

G109101 好詩:從先秦到明清,回到初相遇的一刻 琹涵 日出出版 語文書庫

G109102 篆刻: 崔陟 貓頭鷹出版 綜合書庫

G109103 航空知識のABC eng 阿施光南 人人 綜合書庫

G109105 カモ 作潘舒婧翻譯 楓書坊文化 綜合書庫怎麼畫都可愛の簡筆插畫Boo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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