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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大門, 讓世界進來 : 給大學新鮮人的一封信
哈利. R. 盧易斯(Harry R.

Lewis)等作 ; 林蔭庭譯
天下遠見出版 1483899 525.78 2164  

和牛津.劍橋新鮮人一起思考 : 60個絕妙問題, 激發你

的創造力

約翰.方頓(John Farndon)著

; 楊沐希, 藍曉鹿譯
圓神出版 2150056 176.4 3461  

傑出學者給年輕學子的 67 封信 李遠哲, 蕭新煌主編 天下遠見 1403364 192.13 4035  

麥肯錫新人邏輯思考5堂課 大嶋祥譽著 ; 張智淵譯 遠流 2157293 494.1 4237b  

大學生畢業前應該具備的軟能力 薛正雯著 雅書堂文化出版 1851040 494.35 4411b  

大學生知道了沒? : 美國頂尖名校生必讀的11則入學忠

告

約翰.貝德(John B. Bader)

著 ; 陳榮彬譯
大寫 2118847 525.611 6024  

大學生職涯規畫全攻略 : 邁向財星五百大 許博翔等著 白象文化 1899333 525.619 0848  

這樣唸大學才不後悔 陳彥榮著 平安文化 2116787 525.619 7509

給大學新鮮人的12封信 黃崑巖等著 聯經 1834973 525.73 4422  

哈佛名師教你如何讀大學 : 菁英學生暢談怎樣善用大學

資源

理查.萊特(Richard J.

Light)作 ; 趙婉君譯
立緖文化出版 2159087 525.73 4424  

大學生必修的75堂課
卡爾.紐波特(Cal Newport)

著 ; 何東峰譯
宏道出版 1486038 525.78 2732  

當教授變成學生 : 一位大學教授重讀大一的生活紀實 Rebekah Nathan作 ; 張致璋 立緒 1493637 525.78 4077  

大學, 不是考上就好! : 百位成功人士教你玩出精采
道格拉斯.貝瑞(Douglas

Barry)著 ; 林苑珊譯
天下遠見出版 1488039 525.78 6012  

大學差很大 高安邦著 樂果文化出版 2122324 525.933 0035  

在畢業前起跑 : 學生職前實習手冊
Christine Fanthome著 ; 羅

竹君譯
寂天文化 1840411 527.48 4474  

不當大學教授的保險小子 張雲翔作 沙發書坊出版 1827792 563.7 1118  

劍河倒影 陳之藩著 遠東 1885588 863.55 7534b 84  

哈佛瑣記 吳詠慧著 允晨文化 1848315 855 2605 98  

未央歌 鹿橋著 臺灣商務 2153086 857.7 2601 103

大學之理念 金耀基著 時報 1430421 525.07 8094 92  

你要如何衡量你的人生? : 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

克雷頓.克里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 詹姆斯.

歐沃斯(James Allworth),

凱倫.狄倫(Karen Dillon)著

; 廖月娟譯

天下遠見 2122430 177.2 4443



真希望我20歲就懂的事 : 史丹佛大學的創新x創意x創業

震撼課程

婷娜.希莉格(Tina Seelig)

著 ; 齊若蘭譯
遠流 2163383 528.4 1024 104  

給10年後不後悔的自己 藤巻幸大著 ; 莊雅琇譯 精誠資訊 2151736 177.2 4944  

恭喜畢業 : 離開學校後, 最重要的事
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著 ; 徐之野譯
新經典圖文傳播 2161717 192.1 7724b  

教室外的最後一堂課

大衛.蒙納許(David

Menasche), 喬蒂.利佩爾

(Jodi Lipper)合著 ; 謝佳

平安文化 2154963 785.28 4420 2221

非典型人生建言 : 常春藤盟校畢業典禮中的10 1/2個提

醒

查爾斯.惠倫(Charles

Wheelan)著 ; 羅雅萱譯
先覺出版 2140434 177.2 5028

沒有教室的未來大學 : 自己的前途自己救,把興趣變成

創業/就業的競爭力!

戴爾.史帝芬斯(Dale J.

Stephens)著 ; 賴孟怡譯
高寶國際出版 2148671 528.1 5044

大學生一定要具備的職場接軌力 王乾任作
凱信企業管理顧

問出版
2140740 525.619 1042

20幾歲,就定位. [19], 機會是留給準備好的你:人氣經

營顧問親授:在學校就該知道的就業必修課
袁岳著 好的文化出版 2159067 177.2 1212 v.19  

放膽射月!全球最聰明大學「奇點」教我的事 葛如鈞著 先覺出版 2161711 494.35 4448

這個問題,你用數學方式想過嗎? : 史丹佛大學教授最受

歡迎的4堂思考力訓練課,大師教你像數學家一樣思考,讓

你擁有關鍵的邏輯力、證明力、數字力

齊斯.德福林(Keith Devlin)

著 ; 洪萬生等譯
臉譜出版 2134347 310 2434  

三個商學院教授的公路筆記 : 45堂教室外最精彩的企管

課

麥克.馬齊歐(Michael

Mazzeo), 保羅.歐耶(Paul

Oyer), 史考特.薛佛(Scott

Schaefer) ; 李芳齡譯

大塊文化出版 2153079 494.1 7107  

時機問題 : 頂尖專家教你打開全新視野,學會在對的時

間做正確的事

史都華.艾伯特(Stuart

Albert)著 ; 張家福譯
大塊文化出版 2156288 494.01 4422b  

讓人人都聽你的19堂說服課 : 從裡到外, 你的一言一行

都令人忍不住點頭

戴夫.雷卡尼(Dave Lakhani)

著 ; 洪世民譯
臉譜出版 2112700 177 1027  

19歲的世界, 旅行 陳靜君文.攝影 讀冊文化出版 1888232 719 7551  

哈佛新鮮人 : 我在法學院的故事
史考特.杜羅 Scott Turow ;

傅士哲譯
先覺 1250005 580.3 4460  

韓國讀書之神超效率讀書法 姜聲泰作 ; 姜民權, 張琪惠 世茂 1872511 019 8045  

活用一輩子的筆記術 奧野宣之著 ; 張秋明譯 大田出版 2112560 019.2 2633c



成功者的筆記本都記些什麼? : 從100日圓開始的奇蹟筆

記術!

美崎榮一郎著 ; 黃瓊仙, 陳

惠莉譯
大田出版 1893011 019.2 8291  

讓自己自由 : 20歲的學習力與未來成就大大相關 千田琢哉著 ; 王文萱譯 天下出版 2142685 177.2 2614e  

黃金「睡前30分鐘」學習法 : 上班族提高工作效率, 考

生提升學習成績
高島徹治著 ; 陳美瑛譯 麥田出版 2122320 521.1 0223 101  

大學生了沒 : 聰明的讀書技巧
Stella Cottrell著 ; 洪翠

薇譯
寂天文化 1890258 521.1 2241  

全局式學習 : 七大原則提升學習效率
大衛.柏金斯(David

Perkins)著 ; 黃敦晴, 李岳
天下雜誌出版 1897414 521.1 4684  

學習就這8件事 : 觀點、創意、寬容、善良、改變、學

習、團隊合作、領導這八件事,學通學透一輩子受用無

胡安.馬帝歐(Juan Mateo)著

; 劉麗真譯
臉譜出版 1826348 521.1 7107  

做個成功學習的大學生 : 動機與學習自我管理 Myron H. Dembo著 ; 李麗君 心理 1491462 525.78 4934  

麥肯錫的筆記術 : 頂尖顧問的思考.書寫技巧 大嶋祥譽著 ; 陳惠莉譯 天下雜誌出版 2161521 494.35 4237  

為什麼聰明人都用方格筆記本? : 康乃爾大學、麥肯錫

顧問的秘密武器
高橋政史著 ; 謝敏怡譯 方智出版 2154994 019.2 0415

寫論文, 其實不難 : 學術新鮮人必讀本 林淑馨著 巨流圖書 2140378 811.4 4434c  

讀書不必靠天分 : 東大首席律師的一點突破學習法 山口真由著 ; 卓文怡譯 如何出版 2155009 019 2645

Google必修的圖表簡報術

柯爾.諾瑟鮑姆.娜菲克(Cole

Nussbaumer Knaflic)著 ;

徐昊譯

商業周刊出版 2167357 494.6 4744b

德國一流大學教你數學家的22個思考工具
克里斯昂.赫塞(Christian

Hesse)著 ; 何秉樺, 黃建綸
漫遊者文化出版 2170561 310 4430  

麥肯錫不外流的簡報格式與說服技巧 高杉尚孝著 ; 李佳蓉譯 大是文化 2155019 494.6 0494  

走向世界!哈佛、牛津教你如何鍛鍊思考力 福原正大著 ; 陳昭蓉譯 先覺出版 2163809 176.4 3714  

新實用個人時間管理 : 設計高效率的人生 廖慶榮著 遠流 2118918 177.2 0009  

關鍵18分鐘
布雷格曼(Peter Bregman)著

; 陳雅茜譯
天下遠見出版 2135169 494.01 4146  

就因為「沒時間」, 才什麼都能辦到 吉田穗波著 ; 李漢庭譯 如何出版 2146176 177.2 4623  

超從容時間管理術 吳淡如著 遠見天下文化出 2152984 177.2 2634d

自信, 沒人能給, 更別自己摧毀 : 建立自信的7個好習

慣

巴登.高史密斯(Barton

Goldsmith)著 ; 蕭美惠譯
大是文化 2108452 177.2 0534  

用心就有用力的地方 徐重仁口述 ; 洪懿妍採訪整 天下雜誌出版 2144812 177.2 2822b

用對熱血, 人生就定位 : 小宇宙世代成就自我的12個關 林奇伯著  先覺出版 2117725 177.2 4442b  



20世代, 你的人生是不是卡住了
梅格.潔伊(Meg Jay)著 ; 胡

琦君譯
天下遠見出版 2132691 178.3 3727

大學生不要當的28種人 : 寫給每個人的性格補強計畫 周偉航著 如何出版 2146955 192.1 7722  

輕鬆駕馭壓力 : 史丹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理成長課
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 薛怡心譯
先覺 2165192 176.54 4074  

輕鬆駕馭意志力 : 史丹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心理素質課
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 薛怡心譯
先覺出版 2121388 173.764 4074  

你過的,是誰的人生? : 如實長出生命力量的5種鍛鍊 蘇絢慧著 究竟出版 2166851 177.2 4425d

一個人的充電時間 : 打開你的動力開關 山﨑拓巳著 ; 張智淵譯 大田 2154557 177.2 2257

勇敢創造自己的奇蹟 : 100種自我激勵法,徹底翻轉你的

人生

史帝夫.錢德勒(Steve

Chandler)著 ; 路本福譯
遠流 2156808 177.2 8324b  

年輕人,五年後你在哪裡? : 東大教授的人生戰略課,教

你成為無可取代的Player
伊藤元重作 ; 周若珍譯 麥田出版 2176428 177.2 2412b  

20幾歲, 就定位. Ⅱ : 邁向成功的人際關係法則 水淼著 好的文化出版 1894223 177.2 1212 v.2

20幾歲, 就定位. III : 你還不懂的處世心理學 水淼著 好的文化出版 2108446 177.2 1212 v.3

20幾歲, 就定位. 5 : 20幾歲, 要學會的做人心計 段軍華, 劉豔敏合著 山田社文化出版 2113794 177.2 1212 v.5

禮貌,你做對了嗎? : 禮賓司長教你最正規的國際禮儀八

堂課
朱玉鳳著 商周出版 2151528 192.3 2517

成功就差這一步 ; 別人沒說,但你該懂的人情世故 : 38

個關鍵做人眉角, 決定你的好感度UP
譚之平著 墨客文化出版 2163814 177.2 0131c  

大臺南的前世今生 吳建昇等合著 臺南市文化局 2133497 733.9/127.4 4440b v.1,1

散步台南 : 漫時光.私旅行 = Tainan guide book
Taipei Walker編輯部著作;

李惠貞, 張秋蓮執行編輯
臺灣角川 2163690 733.9/127.6 4224  

台南日和, 老房子小旅行 : 台南老房子,新感動旅行 2

部曲 : 最心動的小旅行,台南老房子特搜47+

Traveler luxe旅人誌編輯室

作
墨刻出版 2140578 733.9/127.69 0802  

在台南生活的[一百個理由] 何芊澐著 啟動文化出版 2144831 733.9/127.69 2143  

台南有意思 : 阿春爸的秘藏景點,走訪山野、村落、老

城區,找尋街角故事╳巷弄美食
阿春爸著 創意市集出版 2151715 733.9/127.69 7158  

台南風格私旅 : 老城市時光行腳 林士棻文字.攝影 日月文化發行 2142442 733.9/127.6 4444b

府城街角的哲學香 : 大學教授的鐵馬咖啡攤日記 謝青龍著
大眾國際書局出

版發行
2153050 863.55 0450  

府城醫學史開講 朱真一作 心靈工坊文化出 2140563 410.933 2541b  

圖像府城 : 臺南老照片總覽簡本 葉澤山總編輯 臺南市文化基金 2133399 733.9/127.4 6204  

府城記事簿 : 葉石濤隨筆選集  葉石濤作 ; 彭瑞金編 春暉 2143569 863.55 4413b  



小吃研究所 : 帶著筷子來府城上課 王浩一著 有鹿文化出版 2161626-7 538.7833 1031  v.1-2

當老樹在說話 : 那一年,他們在台南種下的樹 王浩一著 有鹿文化出版 2147867 733.9/127.4 1031  

黑瓦與老樹 : 台南日治建築與綠色古蹟的對話 王浩一著 心靈工坊出版 1883706 923.33 1031  

訪古.台南.行 : 府城手繪書 陳貴芳, 李慧玲圖文 玉山社 2131705 733.9/127.6 7554  

到台南來我家 : 在地人帶你玩得不一樣
陳婷芳, 曾信耀, 墨刻編輯

部文字.攝影
墨刻出版 2112132 733.9/127.6 7544  

南方六帖 : 王美霞的裡臺南生命書寫 王美霞作 麥田出版 2155343 733.9/127.4 1081  

台南的樣子 王美霞文字 ; 方姿文攝影 有鹿文化出版 2139714 733.9/127.69 1081  

台南過生活 王美霞著 ; 方姿文攝影 有鹿文化出版 2144517 733.9/127.69 1081b  

MJ交換週記 : 京都X臺南的一00個美好生活 林奕岑, 王承惠著 木馬文化出版 2161664 731.75219 4402

只有哈佛知道 (TAEBDC) [電子資源] : 哈佛送給全球千

萬青年人的成功指南
韋因著 悅讀名品出版

給我3分鐘,一切搞定的人際公關術 [電子資源] 顧沙斌著 大智文化

傑克.威爾許送給大學生的11條忠告 [電子資源] 王慶著 悅讀名品

看這本書,能幫你提升學習能力 (TAEBDC) [電子資源] 楊忠, 王帥編著 元華文創

人生究竟有何不同 (TAEBDC) [電子資源] : 聆聽叔本華

的人生智慧
(德)叔本華著 ; 羅烈文編譯 元華文創

台南嗑小食100 [電子資源] : 你今天路邊攤了嗎? 楊育禎等著 宏碩文化發行

20幾歲我想要的能力 (TAEBDC) [電子資源] 張雪松編著 元華文創

會說話也要懂禮儀 (TAEBDC) [電子資源] 馬銀春著 元華文創

100個給青年人的忠告 [電子資源] : 我們撐起人生的｢

智慧之舵｣
李津編著 海洋文化出版

1分鐘正向思考 [電子資源] : 發揮正能量魔力的微心理

逆轉術
沈藍一著 悅讀名品出版

吃貨文青玩臺南 [電子資源] 遍天下採訪小組作 宏碩文化

德國一流大學教你數學家的22個思考工具 [電子資源]

克里斯昂.赫塞(Christian

Hesse)著 ; 何秉樺, 黃建綸

譯

漫遊者文化出版

電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