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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不要跟別人一樣嗎? :

讓你人生大改變的88個開關
滝本洋平,磯尾克行編著 大田 2015 9789861794037 人生闖關攻略

2 日本人氣NO.1京大校長開講!狂放思考學 山極壽一著 奇光出版 2019 9789869822619 人生闖關攻略

3 鍛鍊思考力的社會學讀本 岩本茂樹著 時報文化 2019 9789571379722 人生闖關攻略

4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 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小倉廣著 遠流 2015 9789573275701 人生闖關攻略

5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作 皇冠文化 2013 9789573330127 人生闖關攻略

6 合作的競化 羅伯特.艾瑟羅德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10 9789862131350 人生闖關攻略

7
莫守成規 : 哈佛教授教你跳出框架、避開慣性

陷阱, 工作與生活都更出色
法蘭西絲卡.吉諾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20 9789863984948 人生闖關攻略

8
你的價值比你的同事高多少? :

頂尖工作者必須面對的48個問題
羅伯.洛蘭德.史密斯著 時報文化 2015 9789571362564 人生闖關攻略

9
微復原力 :

結合科學與正向心理的幸福生活習慣
邦妮.聖約翰,亞倫.海恩斯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9 9789864797936 人生闖關攻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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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肯恩著 橡實文化出版 2018 9789579001526 人生闖關攻略

11
我要我的未來不只好一點 : 用對的態度, 就能

改造這個不像話的世界twenties.
水淼著 好的文化出版 2014 9789866141966 人生闖關攻略

12 熱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學 瑪格麗特.羅賓絲婷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20 9789865406493 人生闖關攻略

13
在阿爾卑斯山與尼采相遇 : 踏上尼采的哲學山

嶺, 了解其人及其思想
約翰.凱格著 商周出版 2019 9789864777563 人生闖關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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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時光 : 一日一練習.找回美

好人生健康轉速的100項正念日常
佩德蘭.修賈著 時報文化 2018 9789571376301 人生闖關攻略

15
人生需要暫停鍵 : 從失速的追求中刻意抽離,

與真正的渴望重新對焦
瑞秋.歐蜜拉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8 9789863983439 人生闖關攻略

16
吃便當 : 人生解決不了的煩惱,

就一口一口吃掉吧!
鄭進耀著 鏡文學出版 2019 9789869695039 人生闖關攻略

17 帶著媽媽去旅行 林保寶文.攝影 天下生活出版 2019 9789869757416 人生闖關攻略

18
打造國際思考力 :

國際化人才必備的5 + 1個習慣
山中俊之著 八方出版 2020 9789863812111 人生闖關攻略

19 後山棒球夢 : 海星棒球隊的逐夢之旅 游弘宇著 釀出版 2018 9789864452774 人生闖關攻略

20 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龍應台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8 9863983330 人生闖關攻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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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采 2019 9789576581502 人生闖關攻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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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雜誌 2020 9789863985075 人生闖關攻略

23 蛋黃哥讀資本論 : 與金錢打好關係的人生哲學 朝日文庫編輯部著 尖端出版 2020 9789571087276 三倍經濟學

24 機器人崛起 : AI人工智慧理財新標竿 劉宗聖等著 經濟日報出版 2017 9789869456159 三倍經濟學

25 萌貓投資偵探所 工藤將太郎著 商周出版 2019 9789864776283 三倍經濟學

26
神預測 : 從歷史軌跡找致富密碼,

一次進場富三代!
菅下清廣著 時報文化 2016 9789571366159 三倍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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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家工作賺到100萬 典馥眉著 雲國際出版 2014 9789862714263 三倍經濟學

28 戰爭來的那一天 尼古拉.戴維斯文 水滴文化 2018 9789865730918 世界公民課

29 島國的孩子 朱諾.狄亞茲文 時報文化 2019 9789571376967 世界公民課

30 世界中的孩子. 4, 為什麼會有國際衝突? 路易絲.史比爾斯布里文 親子天下出版 2018 9789579095563 世界公民課

31 回家之路漫漫 弗蘭.布萊斯登-佳農圖文 韋伯文化 2017 9789864271030 世界公民課

32 如果我是市長 塞西爾.金著 聯經 2010 9789570836219 世界公民課

33 牆的另一邊 洛虹絲.富吉耶文 遠流 2015 9789573275800 世界公民課

34 大箱子 湯妮.莫里森,史萊德.莫里森文 青林國際出版 2018 9789862744208 世界公民課

35 旅程  : 在尋找家的路上 法蘭切絲卡.桑娜著 字畝文化創意出版 2018 9789869550888 世界公民課

36 如果我是文化部長 卡洛兒.弗蕾歇特文 玉山社 2018 9789862941874 世界公民課

37 舞吧!自由之舞 卡蘿.波士頓.惠特福德文 韋伯文化 2018 9789864272310 世界公民課

38 關於社會階級 育苗團隊文字與構思 字畝文化出版 2019 9789865505073 世界公民課

39 三球毛線, 編織自由 亨利克塔.克里斯蒂娜文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8931 世界公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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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數不清!大自然的生物多樣性 尼古拉.戴維斯文 上誼文化 2017 9789577626202 共好的藝術

41 美麗的家園 刀根里衣文圖 青林國際 2015 9789862742440 共好的藝術

42 從前從前有一座森林 斐德利克.芒索圖文 水滴文化 2016 9789865730338 共好的藝術

43 人類讓我們從地球上消失了 亞莉安娜.帕皮尼文.圖 大穎文化出版 2018 9789869524643 共好的藝術

44 哪裡才是我的家? 珍妮.威利斯文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1710 共好的藝術

45 青蛙樂隊 刀根里衣文圖 青林國際 2016 9789862742631 共好的藝術

46 一座小島 尹格麗.賈培特文 三民 2020 9789571467283 共好的藝術

47 守護海洋的人魚 雅克.庫斯托 珍妮弗.伯恩文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1734 共好的藝術

48 菜園裡的小世界 凱特.梅斯納文 遠見天下文化 2016 9789864790388 共好的藝術

49 靜靜的群山 謝武彰文 格子外面文化出版 2011 9789868553590 共好的藝術

50 塑膠島 李明愛著 字畝文化出版 2018 9789869550864 共好的藝術

51 森林 馬克.馬汀文.圖 時報文化 2018 9789571372617 共好的藝術

52 福斯多的命運 : 畫筆下的寓言 奧立佛.傑法文圖 三民 2020 9789571467351 共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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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山裡的炸彈客 小天下編輯群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2017 9789864793181 共好的藝術

54 鳥兒的山茶花餐廳 大田黑摩利文.圖 大穎文化 2014 9789865925505 共好的藝術

55 你可以說不! : 保護自己遠離傷害的繪本 貝蒂.博嘉荷多文字 小熊出版 2017 9789869451833 共好的藝術

56
減塑生活 :

與塑膠和平分手, 為海洋生物找回無塑藍海
威爾.麥卡拉姆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9 9789570532296 共好的藝術

57
壓力效應 : 如何調整[心智]與[大腦]的互動, 將

壓力轉換成助力
伊安.羅伯森著 晨星 2017 9789864433360 危機免疫力

58
大笑啟動免疫力 :

一天笑五次,一天感動五次吧!
高柳和江作 天下雜誌出版 2012 9789862414958 危機免疫力

59
自癒 : 找回身心平衡的引導與練習 釋放壓力 X

解除疲乏感 X 啟動身體免疫力
陳威伸著 樂木文化出版 2018 9789869485067 危機免疫力

60 免疫下跌.病菌不滅 : 免疫力提升101關鍵 蕭千祐著 星盒子出版 2009 9789868426863 危機免疫力

61 小鬱亂入, 抱緊處理 林妤恒,白琳著 圓神出版 2017 9789861336121 危機免疫力

62
練喉嚨 : 日本耳鼻喉名醫獨家傳授讓喉嚨返老還

童的「喉嚨體操」每天5分鐘, 延命10年!
西山耕一郎著 平安文化 2018 9789869641654 危機免疫力

63 過敏性食物小圖鑑 : 讓你吃得安心! 赤澤晃監修 瑞昇文化 2020 9789864013951 危機免疫力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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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9789869292054 危機免疫力

65 瑜伽療癒的身心復健科學 蔡士傑著 幸福文化出版 2019 9789869686976 危機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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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共病時代 : 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何合力

對抗新世代的健康難題

芭芭拉.奈特森赫洛維茲,

凱瑟琳.鮑爾斯著
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2013 9789862352717 危機免疫力

67
不要輕蔑免疫力 : 世界級免疫醫學權威 教你

打造「不易生病」的抗癌體質
矢﨑雄一郎著 精誠資訊 2015 9789865617363 危機免疫力

68
看圖就懂!從好好走路開始 : 正確使用身體法,

讓你遠離老累痠痛, 清爽每一天
仲野孝明著 大田出版 2020 9789861795874 危機免疫力

69 登山車騎乘技巧聖經 Mountain biking UK作 紅樹林出版 2017 9789867885890 危機免疫力

70
自行車騎乘解剖書 :

圖解騎乘的肌力、速度及耐力
夏農.沙凡鐸作 大家出版 2013 9789866179501 危機免疫力

71 Life 3.0 : 人工智慧時代, 人類的蛻變與重生 鐵馬克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8 9789864794096 在地國際化

72 AI創世紀 : 即將來臨的超級人工智慧時代 埃米爾.侯賽因著 日月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487549 在地國際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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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史考特著 商業周刊出版 2019 9789867778468 在地國際化

74 深度思考 加里.卡斯帕洛夫作 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356678 在地國際化

75
人類大未來 :

下一個五十年, 科技如何讓人類更幸福?
吉姆.艾爾卡利里編選 三采文化 2018 9789576580659 在地國際化

76
動員之戰 : 在超連結世代建立、說服、引導群

眾, 達成最佳效益
傑洛米.海曼斯,亨利.提姆斯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9 9789863984559 在地國際化

77 第4消費時代 : 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 三浦展著 時報文化 2015 9789571362342 在地國際化

78
零工經濟來了 : 搶破頭的MBA創新課, 教你勇敢

挑戰多重所得、多職身分的多角化人生
黛安.穆卡伊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8 9789863983101 在地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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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創業進化論 : 青創世代如何對接數位經濟浪潮, 結

合Tech for good科技向善的多贏方案
余宛如著 果力文化,漫遊者文化 2019 9789869759021 在地國際化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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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霍斯著 商周出版 2019 9789864776870 在地國際化

81 共贏 : 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 劉遵義著 時報文化 2019 9789571376905 在地國際化

82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顏擇雅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8 9789863982999 在地國際化

83 變量 : 看見中國社會小趨勢 何帆著 聯經出版 2019 9789570854206 在地國際化

84 疫警時空 : 那些糾纏名人的傳染病 譚健鍬著 臺灣商務 2014 9789570529241 防疫最前線

85
我們只有10%是人類 :

認識主宰你健康與快樂的90%細菌
艾蘭納.柯琳著 三采文化 2016 9789863425984 防疫最前線

86 如果不洗手 黃小衡著 小悅讀出版 2020 9789869820349 防疫最前線

87 細菌好朋友 陳俊堯文 國語日報 2018 9789577518187 防疫最前線

88 超詳解!初心者の開心打皂筆記書 依凡等著 雅書堂文化出版 2013 9789863021513 防疫最前線

89 一次學會5大技法!達人級手工皂Guide Book 娜娜媽等著 采實文化 2014 9789869464420 防疫最前線

90 哈啾！我感冒了 千美真文,李芝殷圖 大穎文化出版 2017 9789869524629 防疫最前線

91 不老騎士 : 那些歲月帶不走的夢想與勇氣 阮怡瑜作 高寶國際出版 2012 9789861857510 初衷還記得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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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昨日、今日、明日 津端修一,津端英子作 太雅 2019 9789863362968 居家新生活

93 從家開始的美好人生整理 廖心筠著 創意市集出版 2018 9789579199360 居家新生活

94
訂做一人份的美好 :

舒適、安心、愜意的獨立生活指南
森真奈美等監修 遠見天下文化 2015 9789863208327 居家新生活

95 小空間的可愛自然室內設計 姚蜀芸總編輯 創意市集出版 2014 9789865751180 居家新生活

96 營養素圖鑑與飲食技巧 中村丁次監修 健行文化 2018 9789869632096 居家新生活

97 未來生活的創新提案 工業技術研究院著 工研院 2017 9789862642849 居家新生活

98 就愛喵在家 : 34個設計人必學的寵物設計空間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風和文創 2018 9789869607551 居家新生活

99 播下幸福的種子 : 親子共讀圖畫書 松居直著 青林國際出版 2017 9789862743416 居家新生活

100 豆療 党毅,陳虎彪著 時報文化 2015 9789571363134 居家新生活

101
粥療 : 中老年者益壽、小兒補營養、健胃、防

癌、三高患者控制病情都有效!
党毅,陳虎彪作 時報文化 2015 9789571364742 居家新生活

102 穀療 : 吃對主食不生病 党毅,陳虎彪著 時報文化 2015 9789571362243 居家新生活

103
發現粗食好味道. 2 : 塘塘與早乙女修夫婦傳授

108道「穀物蔬食」樂活飲食
蘇富家,早乙女修合著 原水文化出版 2015 9789865853679 居家新生活

104
發現粗食好味道 :

塘塘與早乙女修夫婦的樂活飲食
蘇富家,早乙女修合著 原水文化出版 2013 4717702083397 居家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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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史上最完整保存食活用圖鑑 挪亞方舟文化創意工作室著 和平國際文化出版 2018 9789863711384 居家新生活

106 臺灣好果食 : 54道滿足味蕾的水果料理 柯亞著 時報文化 2014 9789571359885 居家新生活

107 從餐桌到產地 : 發現食物與土地的美好真味 好吃編輯部作 麥浩斯出版 2013 9789865802233 居家新生活

108 吃, 是一種公民行為 亞朗.杜卡斯,克利斯蒂安.勒古比著 果力文化,漫遊者文化 2020 9789869759007 居家新生活

109 廿四分之一挑食 : 節氣食材手札 種籽設計作
電腦人文化,創意市集出

版
2018 4717702904609 居家新生活

110 你好土, 我好菜 : 三菜一湯[跟著節氣過日子] 種籽設計作 創意市集出版 2019 4717702905446 居家新生活

111
在家吃飯吧 : 獻給家人、朋友與自己，料理家

的美味生活提案
伊能勢敦子著 創意市集出版 2015 9789865751555 居家新生活

112 我餐桌上的書 : 25部經典文學的美味人生 鄭恩芝著 健行文化出版 2013 9789866798733 居家新生活

113 什麼這麼好笑?. 3 : 繪本職人的閱讀地圖 賴嘉綾著 書林出版 2018 9789574457663 居家新生活

114 有年輪的繪本 林真美著 遠流 2019 9789573284796 居家新生活

115
還好,我們生了兩個孩子 :

你願意辭職回家帶孩子嗎?
汪培珽著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出版 2015 9789869202701 居家新生活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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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9789865626860 居家新生活

117
想像力的文法 : 分解想像力,

把無從掌握的創意轉化為練習
羅大里著 網路與書出版 2019 9789869760355 居家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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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 湯瑪斯.佛斯特著 木馬文化出版 2016 9789863592167 居家新生活

119 看小說 西西著 洪範 2019 9789576743535 居家新生活

120 穿著決定你的氣場 霜鳥MAKIKO(霜鳥まき子)著 采實文化 2017 9789869427777 居家新生活

121
專業營養師教你吃對了, 健康瘦, 擺脫慢性病,

遠離代謝症候群
顧中一著 高寶國際 2019 9789863617570 居家新生活

122 會上錯菜的餐廳 : 幕後企劃與行動紀實 小國士朗作 太雅出版 2019 9789863363378 居家新生活

123
汪想賴在你身邊 :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汪星人

的100則陪伴哲學
艾瑪.布洛克繪 遠流 2020 9789573287414 居家新生活

124 茶日子 : 品嘗95則生活中的好茶時光 鐘友聯著 秀威資訊 2017 9789869468602 居家新生活

125
日日微型花園 : 場景設計、景天屬、藤蔓、多

肉、香草、苔類全方位佈置
古橋久美子著 旗標 2016 9789863123255 居家新生活

126
小陽台裡的花花世界 :

適合新手的12個月花草栽種提案
王賢作 有意思 2015 9789863755609 居家新生活

127
一刻風景 : 15分鐘創意小盆栽,

50道手作風景練習
雷弘瑞,王之義作 四塊玉文創出版 2014 9789869008211 居家新生活

128 多肉控!不藏私的多肉組盆技巧 Ron(劉倉印),小宇(吳孟宇)著 晨星 2016 9789864431649 居家新生活

129 今天起, 植物住我家 權志娟著 臺灣廣廈出版 2019 9789861304205 居家新生活

130
營養師的餐桌風景 :

吳映蓉博士的30道舒適餐食與營養生活學
吳映蓉著 凱特文化創意出版 2016 9789869292221 居家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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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不依賴農藥的花盆菜園 : 實踐共生農法,

自己種菜吃得安全又安心
竹內孝功文 遠足文化 2015 9789869208161 居家新生活

132 日日好日 : 茶道教我的幸福15味 森下典子著 橡實文化出版 2018 9789579001533 居家新生活

133
我的木工初體驗：在家動手做療癒木製小物

，打造幸福生活器具、飾品、玩具
張付花作 創意市集出版 2019 9579199493 居家新生活

134
不要小看我! :

33本給大人的療癒暖心英文繪本
李貞慧著 聯經出版 2017 9789570848915 近距離關係學

135
重新與人對話 : 迎接數位時代的人際考驗,

修補親密關係的對話療法
雪莉.特克著 時報文化 2018 9789571374819 近距離關係學

136
心靈療癒自助手冊 : 心理學家教你看穿情緒,

找回幸福人生
克里斯多夫.柯特曼,哈洛.辛尼斯基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4 9789863203797 近距離關係學

137
心理韌性 : 重建挫折復原力的

132個強效練習大全
琳達.格拉翰著 日出出版 2019 9789869727860 近距離關係學

138
人與人的完美距離 : 享受不近不遠不迎合的自

在人生
枡野俊明作 臺灣角川 2019 9789575646677 近距離關係學

139 為何我們愛得, 又傷又痛? 盧蘇偉著 天下生活 2019 9789869670593 近距離關係學

140 决定你成功的不是情商, 而是逆商AQ 譚春虹編著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2019 9789869745987 近距離關係學

141 力挺自己的12個練習 瑞克.韓森,福雷斯特.韓森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9 9789863984627 近距離關係學

142
被討厭的勇氣 :

自我啓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著 究竟出版 2014 9789861371955 近距離關係學

143 撫慰人心的52個關鍵詞 大衛.懷特著 采實文化 2019 9789865070656 近距離關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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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如果那時候, 好好說了「對不起」 :

人人都要學, 一堂課修補人際關係的入門課
海瑞亞.勒納著 究竟出版 2017 9789861372433 近距離關係學

145
在一起孤獨 : 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

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
雪莉.特克著 時報文化 2017 9789571368610 近距離關係學

146
上班二三年開始減壓過生活 :

38則職場幸福小練習
佳樂著 秀威資訊 2015 9789869181952 近距離關係學

147
當焦慮來臨時 :

走過喪慟的情緒, 踏上療癒之路
克萊兒.畢德威爾.史密斯著 商周出版 2019 9789864776085 近距離關係學

148 樹懶的逆襲 Ton Mak文.圖 時報文化 2019 9789571379913 近距離關係學

149 無所事事的美好時光 艾倫.萊特曼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9 9789863984672 近距離關係學

150
超Ai時代的生存戰略 : 迎接2040世代, 34個個

人意志、工作、生活關鍵字
落合陽一著 三采文化 2018 9789576580765 疫後求職術

151 和AI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日本經濟新聞社編著 真文化出版 2019 9789869721103 疫後求職術

152
一擊必中的狙擊手法則 : 商場如戰場, 學習狙

擊手思維, 用最少資源達成不可能的任務
大衛.艾莫蘭作 核果文化 2018 9789869649704 疫後求職術

153
終結失業, 還是窮忙一場? : 擺脫了打卡人生,

我們為何仍感焦慮, 還得承擔更多風險
莎拉.柯斯勒著 日月文化出版 2019 9789862488355 疫後求職術

154 自由工作的未來 瑪莉安.麥加蒙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8 9789864796113 疫後求職術

155
自宅職人 :

20種完美平衡工作與理想的生活提案
寫寫字工作室作 木馬文化出版 2018 9789863596103 疫後求職術

156
2030轉職地圖 :

成為未來10年不被淘汰的國際人才
蘇盈如著 遠流 2020 9789573286769 疫後求職術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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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你可以不遷就 理查.尼爾森.波利斯著 遠流 2017 9789573281863 疫後求職術

158
開放資料大商機 : 當大數據全部免費!創新、

創業、投資、行銷關鍵新趨勢
喬爾.古林著 時報文化 2015 9789571362380 病毒式散播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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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葛瑞菲斯著 行路出版 2018 9789869406963 病毒式散播

160 瘟疫與人 : 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麥克尼爾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20 9789864790784 病毒式散播

161
大謊言時代 : 媒體.醫學和科學就是這樣操弄

我們的生活!
曼弗烈.呂茨著 商周出版 2013 9789862724743 真確思考力

162
真確 : 扭轉十大直覺偏誤,

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

漢斯.羅斯林,奧拉.羅斯林,安娜.羅朗德

著
先覺出版 2018 9789861343242 真確思考力

163
新聞不死, 只是很喘 :

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
黃哲斌著 天下雜誌出版 2019 9789863984160 真確思考力

164 悖論 : 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9大謎團 吉姆.艾爾-卡利里著 三采文化 2013 9789862298749 真確思考力

165 新生活判讀力 : 別讓科學偽新聞誤導你的人生 黃俊儒等作 方寸文創出版 2018 9789869536714 真確思考力

166 新媒體判讀力 : 用科學思惟讓假新聞無所遁形 黃俊儒等作 方寸文創出版 2020 9789869536769 真確思考力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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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納著 三采文化 2018 9789576580116 真確思考力

168
短時間「完全專注」 : 1分鐘改變拖延小毛病,

重新設定心智, 整理思緒、環境與心情
佐佐木正悟作 遠流 2018 9789573282884 深度學習法

169 旅行調色盤 王翠萍文 雲林縣文化處 2013 9789860387926 報復性旅遊

閱讀全壘打-疫後新世界書展
展示日期: 2020/8/4-2020/8/30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



序號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類別

170 小玲的台中歲時記 米雅文 靑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549 報復性旅遊

171 踩向環島之西南東北 趙駿亞著 時報文化 2018 9789571374260 報復性旅遊

172 有時出走 : 島嶼抒情手記 陳韻文著 日月文化 2018 9789862487631 報復性旅遊

173 浪漫台三線人文足跡款款行 : 行腳。樟之細路 陳世斌主編 天下雜誌 2019 9789863984061 報復性旅遊

174 與水同行 : 走讀臺灣的水資源歷史與文化 王派仁著 五南圖書 2019 9789571198835 報復性旅遊

175
浪漫台三線款款行 把山種回來 :

18個返鄉青年的創業故事
陳世斌等採訪 天下雜誌出版 2016 9789863982241 報復性旅遊

176 和風老屋旅行散策 江明麗文字 日月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487594 報復性旅遊

177 一個旅人, 在西拉雅 : 遇見台式生活美感 褚士瑩著 大田出版 2019 9789861795706 報復性旅遊

178
環島讀冊 : 心中那間獨立書店,

改變街區的閱讀力量
曹馥年著 日月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486955 報復性旅遊

179 澎湖有什麼好玩? 黃禹森文.攝影 華成出版 2017 9789861923024 報復性旅遊

180
我們的, 離島風物詩 : 絕美祕境、溫煦人情、

好食風光, 尋訪純淨的島嶼映像
許傑文字.攝影 日月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487174 報復性旅遊

181 Pepe桑的貓咪環台誌 Pepe桑作 創意市集出版 2015 9789863062073 報復性旅遊

182 時速20公里的風景 : 單車,美食和朋友 鳥叫練著 天下遠見出版 2008 9789862161265 報復性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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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自由背包客 : 台灣民主景點小旅行 吳易蓁著 玉山社 2013 9789862940662 報復性旅遊

184
我們的, 離島風物詩 : 絕美祕境、溫煦人情、

好食風光, 尋訪純淨的島嶼映像
許傑文字.攝影 日月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487174 報復性旅遊

185 蚵仔煎的身世 : 台灣食物名小考 曹銘宗著 貓頭鷹出版 2016 9789862623121 報復性旅遊

186 打狗漫騎 : 高雄港史單車踏查 陳奕齊著 前衛出版 2015 9789578017696 報復性旅遊

187
台中巷弄日和 : IG注目店家、老眷村、

獨立書店, 走踏滿載夢想的文創之城
拔林編輯工作室著 日月文化出版 2017 9789862486634 報復性旅遊

188 跟著節氣去旅行 : 親子共享自然的24個旅程 范欽慧著 遠流 2010 9789573266174 報復性旅遊

189 台灣阿嬤好生活 : 碧山巖下樂齡誌 王素真著 釀出版 2019 9789864453177 報復性旅遊

190 走進英雄島 : 金門戰地巡禮之旅 楊政峰著 釀出版出版 2016 9789864450763 報復性旅遊

191 馬袓手繪行旅 張瓊文圖.文 聯經出版 2015 9789570846331 報復性旅遊

192 環島浪漫 : 曾文誠800公里的人生完賽 曾文誠著 好讀發行 2018 9789861784564 報復性旅遊

193 只有大海知道 : 蘭嶼觸動我的人、事、物 崔永徽著 遠流 2018 9789573282679 報復性旅遊

194
台東。風和日麗 : 逛市集x訪老屋

x賞文創x玩手作
廖秀靜著 四塊玉文化出版 2014 9789865661038 報復性旅遊

195
IG打卡台灣祕境 : 近90個攝影家私藏清單,

IG詢問度破表的絕美景點
陳健安(Jason)著 朱雀文化出版 2018 9789869534482 報復性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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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那天來的鯨魚 班傑.戴維斯文.圖 阿布拉教育文化出版 2014 9789865876159 極簡幸福學

197 星塵 珍妮.威利斯文 米奇巴克出版 2019 9789866215902 極簡幸福學

198
經過100次的失敗, 他用氣球拍下太空 :

世界最小級的太空開發計畫
岩谷圭介著 啟動文化出版 2019 9789864931026 極簡幸福學

199 愛麗絲幻遊奇境 蘇西.李繪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19 9789865406097 經典新觀點

200 布的搖籃曲  : 路易絲.布爾喬亞的編織人生 艾美.諾瓦斯基文 步步出版 2018 9789869628600 經典新觀點

201 亞哈與白鯨 馬努葉爾.馬爾索繪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18 9789862138915 經典新觀點

202 皮諾丘前傳 亞歷山卓.桑納繪著 大塊文化出版 2019 9789862139516 經典新觀點

203 失落的一角 謝爾.希爾弗斯坦文.圖 水滴文化出版 2018 9789865730949 經典新觀點

204 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 謝爾.希爾弗斯坦文.圖 水滴文化出版 2018 9789865730956 經典新觀點

205 窗邊的小荳荳 黑柳徹子文 親子天下出版 2015 9789869201377 經典新觀點

206 窗邊的小荳荳 2 黑柳徹子文 親子天下出版 2015 9789869201377 經典新觀點

207 腦中的情緒 皮耶.溫德斯文 韋伯文化 2018 9789864272709 趣味自己找

208 哪個是哪個?食物比一比 高岡昌江文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5 9789863207641 趣味自己找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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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吃的東西, 原來如此! 胡定豪,趙瑜婷文 國語日報 2019 9789577518316 趣味自己找

210
自然課可以這麼浪漫 :

李偉文的200個環境關鍵字
李偉文,李欣澄,李欣恬作 野人文化出版 2014 9789865723750 趣味自己找

211
就是愛打棒球! :

讓你技巧進步的漫畫圖解棒球百科
田中顯漫畫 小熊出版 2018 9789578640092 趣味自己找

閱讀全壘打-疫後新世界書展
展示日期: 2020/8/4-2020/8/30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