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        名 作       者 典藏地 索書號 視障資料

療癒26顆破碎的心 宋怡慧 寶瓶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520.7 3095 106 *

不純的閱讀 :跨界讀寫新時代 宋怡慧 南一書局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第9架 524.31 3095 106  

大閱讀 :讓孩子學會27種關鍵能力 宋怡慧 寶瓶文化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第2架 019.07 3095 105 

愛讀書 :我如何翻轉8000個孩子的閱讀信 宋怡慧 寶瓶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524.7 3095 103  *

超展開數學教室 賴以威 臉譜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310 5725 104

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 黃益中 寶瓶文化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528.3 4485 104

科青的趕時間科學教室 莫菲 究竟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307.9 4444C 104

破解！撼動全世界的TED秘技 杜諾萬
行人文化

實驗室
二樓中文圖書區 494.6 4404-2 104

因為愛，讓他好好走：一位重症醫學主任

醫師的善終叮嚀
黃軒 寶瓶文化 二樓中文圖書區/二樓樂齡圖書區419.825 4451 104   

圖解心理學：正面迎戰人生難題！ 澀谷昌三 漫遊者文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0 3861-2 104

黃河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 三采文化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713 4606A 

一個人搞東搞西：高木直子閒不下來手作書 高木直子 大田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1.6 0441-20 103

Get Lucky!助你好運Ⅱ：幸運透視眼 劉軒
遠見天下

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6.74 7251

你交的朋友，會決定你的人生 佛洛拉 三采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195.6 2535 103

當年，我們就是一群蠢蛋！ 東野圭吾 三采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1.67 5641 104

小王子
安東尼.聖

修伯里
愛米粒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6.59 1226 106    *

鹽田兒女 蔡素芬 聯經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7 4454B 103    *

流浪者之歌 赫塞
人本自然

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5.57 4430-7 88 *

百年孤寂 馬奎斯 皇冠 三樓中文圖書區  885.7357 7144-3 107 *

情人 莒哈絲 文經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6.57 4462   

談溫暖

悲慘世界 雨果 木馬文化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6.57 1060-8 105 *

孤雛淚 狄更斯 商周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3.57 4914-6 103    *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亞 遠東圖書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3.43357 4421 106   *

羅密歐與茱麗葉
William

Shakespeare
寂天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3.43364 44210 105    *

唐吉訶德 塞萬提斯 三采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13.9 1025   *

談珍惜

安琪拉的灰燼 麥考特 愛米粒 三樓中文圖書區 785.27 4042 106   

自己的房間 吳爾芙 布波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3.48 2614 94   

桂花巷 蕭麗紅 聯經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7 4412   

情緒勒索 周慕姿 寶瓶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76.52 7743 106

談自省

萬物簡史
比爾˙布

萊森
天下遠見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307 4044

談喪親

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內田麟太 日月文化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61.59 4604-27 10 *

奇想之年 瓊˙蒂蒂 遠流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874.6 4443 96

為了活下去 朴研美 大塊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783.288 4318 105 *

談絕望

夢的解析 佛洛伊德 左岸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5.7 2322-24 105   

榮格心理學不插電講堂 : 我的大象生活 夏普 城邦印書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0.189 1080 104 

談愛情

彼得潘 巴里 商周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3.57 7760 104   

祕密花園 班妮特 野人文化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3.57 1142-4 105   *

談同理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61.57 5641-63 102 *

發條鳥年代記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1.57 42540

跑吧!美樂斯 太宰治 亞洲圖書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1.57 4033-7 93   

談霸凌

哀艷是童年 胡淑雯 INK印刻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857.63 4731 95 

寂寞的十七歲 白先勇 遠景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63 2621-5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 海雁文化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5.57 1724-2 106 *

談暴力教養

湖濱散記 梭羅 高寶國際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6 4360-10 102-2 *



何不認真來悲傷 郭強生
遠見天下

文化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783.3886 0712A 104   *

孩子謝謝你-一個父親的懺悔
王家貞、

景鴻鑫
大智 三樓中文圖書區 544.182 1032 99   

聆聽父親 張大春 時報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857.7 1145-3 92

談逆境

說不完的故事 安迪 國際少年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75.57 3035-3 84   

哈利波特 羅林 皇冠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3.57 6044-7 96  *

談溝通

當我提筆寫下你-你就來到我面前 張曼娟 麥田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5 1164-13 106   *

假性孤兒-他們不是不愛我，但我就是感

受不到

琳賽‧吉

普森
小樹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2.9 4042 105   

家人這種病 下重曉子 三采 三樓中文圖書區 544.1931 1261 105   

紅嬰仔 簡媜 聯合文學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7 8841  

談人為什麼活著

異鄉人 卡繆 麥田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6.57 2127 98  *

鯨生鯨世 廖鴻基 星晨 二樓中文圖書區  389.7 00340 86 *

談自信

小婦人 阿爾珂德 明天國際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805.18 7112 98 *

雅斯培論教育 雅斯培 聯經 三樓中文圖書區 520.1 7044   

讓天賦自由 羅賓遜 天下遠見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6.4 6033 98 *

談網路霸凌

為自己出征 費雪 方智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57 5510A 89 *

正是時候讀莊子. 二, 人情 蔡璧名 天下雜誌 三樓中文圖書區 121.337 4417-2   

正是時候讀莊子 :莊子的姿勢.意識與感情 蔡璧名 天下雜誌 三樓中文圖書區 121.337 4417-2 104 

談選擇

吶喊 魯迅 天地圖書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63 2737-10 101   

邊城 沈從文 國際少年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7 3420A 89

談痛苦

流放的老國王 蓋格 城邦 三樓中文圖書區 882.257 4447 100 

我想念我自己 吉諾瓦 遠流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57 4001 99   *

目送 龍應台 時報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5 0102-2 104   *

談悔改

蘇菲的世界 賈德 智庫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881.457 10243 99   *

紙牌的祕密 賈德 木馬文化 三樓青少年得獎圖書區 881.457 10243-2 100 *

偷書賊 朱薩克 木馬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887.157 2544 96 *

談偏見

窗邊的小荳荳 黑柳,徹子 新潮社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61.59 4022 

少年小樹之歌 卡特 小知堂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57 2124C 81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艾爾邦 大塊 三樓中文圖書區 191 4415A 87   *

談自我

少年小樹之歌 卡特 小知堂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57 2124C 81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喜多川泰 野人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61.57 4225A-3 101 

談理解差異

有鹿哀愁 許悔之 大田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1.486 0893-3 89   

談父母溝通

0.1釐米的專注 馬祥原 天下雜誌 三樓中文圖書區 783.3886 7137 104   

為自己出征 費雪 方智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57 5510A 89 *

李爾王 莎士比亞 格林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3.43359 4421 105第12架

談自己

徬徨少年時 赫曼.赫塞 漫遊者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5.57 4430-32 104  *

茶花女 小仲馬 商周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6.57 9027 95 *

百年孤寂 馬奎斯 皇冠 三樓中文圖書區   885.7357 7144-3 107 *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昆德拉 皇冠 三樓中文圖書區 882.457 6025-2 103 *

談壓力

紅樓夢 曹雪芹 時報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49 5514 105   *

西遊記 吳承恩 臺灣麥克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47 2616 97 *

三國演義 徐道存 智惠 三樓中文圖書區 857.4523 2834 106 *

談道歉

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 木馬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880.57 5145-4 93 v.2   

做工的人 林立青 寶瓶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546.1707 4405 106   *

雙城記 狄更斯 奇卡文化 三樓中文圖書區 947.41 4914 101

談內心受傷

漂鳥集 泰戈爾 好讀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7.51 5051-13 103

談友誼

湯姆歷險記 馬可吐溫 商周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74.57 6436 106    第13架 *

綠野仙蹤 鮑姆 寂天 三樓中文圖書區 805.18 2747 98 *

金銀島 史蒂文生 九儀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3.57 5402-2 87 *

愛麗絲夢遊仙境 卡羅 晨星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73.59 2160-18 1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