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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78197 看電影的人 = A moviegoer / 詹正德(686)作.
有河, 一人出版 ; 聯合發行總經

銷,
2015.09. 二版 987.07 2712 104 c.2

C0181525

明日的餐桌 : 世界正在吃什麼?面對食安危機,

我們需要美味的倫理與食物的正義 = A

revolution at your table /

余宛如著.
果力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

發行,
2014.12. 初版 411.3 8034 103 c.2

C0181502
成為他自己 : 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

/
劉若凡著.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9. 初版 524.833/113 7247 104

C0181548 叛民城市 : 臺北暗黑旅誌 / 林佳瑋等作 ; 王志弘主編.
公共冊所出版 : 前衛, 草根總經

銷,
2015.10. 初版 733.9/101.6 4421 104

C0181530 壞農業 : 廉價肉品背後的恐怖真相 /

菲利普.林伯里(Philip Lymbery),

伊莎貝爾.歐克夏(Isabel

Oakeshott)著 ; 鄭襄憶, 游卉庭譯.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2015.10. 初版 437.18 4426 104

C0181523 我的焦慮歲月 /
史考特.史塔索(Scott Stossel)著 ;

廖月娟譯.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圖書

總經銷,
2014.11. 第一版 415.992 5044 103

C0181512 平行故事. 第一部, 喑啞地帶 /
納道詩.彼得(Nádas Péter)著 ; 余

澤民譯.
漫步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4. 初版 882.357 2426 104 v.1

C0181521 台語原來是這樣 / 大郎頭著 ; 禾日香繪. 前衛出版 : 紅螞蟻圖書總經銷, 2015.01. 初版 803.38 4031 104

C0181501 介入的旁觀者 / 阿潑作.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15.09. 初版 857.85 7132 104

C0181550

搶救寂靜 : 一個野地錄音師的探索之旅 = The

beckoning silence : a natural sound recorder's

journey /

范欽慧著. 遠流, 2015.04. 初版 367 4485-2 104 c.2

C0180647 何不認真來悲傷 / 郭強生作.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圖書

總經銷,
2015.09. 第一版 783.3886 0712 104

C0181540 斷代 / 郭強生作.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15.03. 初版 857.7 0712-2 104 c.2

C0181511 不安的山谷 : 中亞,小國政治的悲劇 /
菲利浦.席斯金(Philip Shishkin)著

; 吳緯疆譯.
八旗文化出版 ; 2015.08. 初版 734.72 0048 104

C0181510 山屋憶往 : 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自述 /
東尼.賈德(Tony Judt)著 ; 區立遠

譯.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6. 初版 748.18 1024 104

C0181549 黏土 : 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 / 胡慕情作.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7. 初版 554.48 4749 104

C0181529
凝視死亡 : 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

索 /

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 廖月娟

譯.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圖書

總經銷,
2015.09. 初版 419.825 4402 104

C0181524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
斐德利克.葛霍(Frédéric Gros)著 ;

徐麗松譯.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8. 初版 107 4468 104

C0181527
討海魂 : 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法,找尋人海

共存之道 /

李偉麟, 王妃靚, 駱亭伶採訪撰稿

; 行人文化實驗室企畫.

行人文化實驗室出版 ; 大和圖

書總經銷,
2015.07. 初版 438.0933 402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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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81526
科學酷媽的育兒大探險 : 我這樣和孩子玩科

學! /

琳達.布魯奈爾(Lynn Brunelle)著 ;

畢馨云譯.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9. 初版 528.2 4021C 104

C0181520 黃雨 /
胡利歐.亞馬薩雷斯(Julio

Llamazares)作 ; 葉淑吟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03. 初版 878.57 1741 104

C0181514 如何獨處 /
強納森.法蘭岑(Johnthan Franzen)

著 ; 洪世民譯.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 高寶書

版總經銷,
2015.01. 初版 874.6 2544 104

C0181532 尋找阿嘉莎 /
艾米.汀柏蕾(Amy Timberlake)著 ;

黃聿君譯.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圖書

總經銷,
2015.03. 第一版 874.59 6444 104

C0181522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 台灣文學工作室著. 本事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2015.08. 初版 733.9/101.4 4307 104

C0181531 冰海之鯨 /
珍.克雷賀德.喬治(Jean Craighead

George)著 ; 黃琪瑩譯.
臺灣東方, 2015.09. 初版 874.59 2033 104

C0181513 平行故事. 第二部, 黑夜深處 /
納道詩.彼得(Nádas Péter)著 ; 余

澤民譯.
漫步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6.01. 初版 882.357 2426 105 v.2

C0181528 說好一起老 / 瞿欣怡作.
寶瓶文化出版 ; 大和圖書總經

銷,
2015.10. 初版 855 6679 104

C0181547 小丑不流淚 / 姚尚德著. 遠流, 2015.07. 初版 855 4292 104

C0181509 人類時代 : 我們所塑造的世界 /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 ;

莊安祺譯.
時報文化, 2015.09. 初版 391.5 7146 104

C0181518
旅行的異義 : 一趟揭開旅遊暗黑真相的環球

之旅 /

伊莉莎白.貝克(Elizabeth Becker)

著 ; 吳緯疆譯.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1. 初版 992 6041 104

C0181551 台北游藝 / 舒國治著. 皇冠, 2015.08. 初版 855 8763-4 104

C0181535 鄭森 / 朱和之著. INK印刻出版 ; 成陽總經銷,
2014.11-

2015.01.
初版 857.7 2523A 103 v.1

C0181536 鄭森 / 朱和之著. INK印刻出版 ; 成陽總經銷,
2014.11-

2015.01.
初版 857.7 2523A 104 v.2

C0181537 鄭森 / 朱和之著. INK印刻出版 ; 成陽總經銷,
2014.11-

2015.01.
初版 857.7 2523A 104 v.3

C0181533 爛泥怪 /
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作 ;

趙永芬翻譯.
小魯文化, 2015.08. 初版 874.59 4441-3 104

C0181508 敵人的櫻花 / 王定國作.
INK印刻文學出版 ; 成陽總經

銷,
2015.09. 初版 863.57 1036 104 c.2

G0155474 邦查女孩 / 甘耀明作.
寶瓶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總經

銷,

2015[民

104].
初版 857.7 4496-2 104

C0181517
背離親緣 : 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他們的父

母,以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事 /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

著 ; 謝忍翾, 簡萱靚譯.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9-

2016.01.
初版 548.2 4067 105 v.2

C0181516
背離親緣 : 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他們的父

母,以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事 /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

著 ; 謝忍翾, 簡萱靚譯.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9-

2016.01.
初版 548.2 4067 104 v.1

C0181544 人間自若 / 雷驤作. 掃葉工房, 2015.03. 初版 855 1070-4 104 v.1

C0181545 人間自若 / 雷驤作. 掃葉工房, 2015.03. 初版 855 1070-4 104 v.2

C0181538 生活是甜蜜 / 李維菁作.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 高寶書

版總經銷,
2015.08. 初版 857.7 4024 104



C0181534 當下四重奏 / 劉大任著.
INK印刻文學出版 ; 成陽總代

理,
2015.03. 初版 857.7 7242 104

C0181543
老屋顏 : 走訪全台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

裝飾與時代故事,尋訪台灣人的生活足跡 /
辛永勝, 楊朝景文.攝影.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04. 初版 928.33 0037 104

C0181505
無法送達的遺書 : 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

人 /
呂蒼一等作.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5.02. 初版 733.293107 6041 104

C0181504 單車失竊記 = The stolen bicycle / 吳明益小說.手繪.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15.06. 初版 857.7 2668-3 104

C0181542
蹲在掌紋峽谷的男人 = The man who stoops in

palm line canyons /
川貝母圖文.

大塊文化出版 ; 大和書報圖書

總經銷,
2015.05. 初版 855 2267 104

C0181541 菩薩再來 / 東年著.
聯合文學出版 ; 聯合發行總經

銷,
2015.06. 初版 857.7 5080-3 104

C0181503 旅行與讀書 = Have book-write travel / 詹宏志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 高寶書

版集團總經銷,
2015.10. 初版 855 2734-3 104

C0181515 我們的河 : 科學與救贖的追尋 / 費根(Dan Fagin)著 ; 陳榮彬譯.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 大和圖書

總經銷,
2015.10. 第一版 367.47 5547 104

C0181506 番茄街游擊戰 / 連明偉著.
INK印刻文學出版 ; 成陽總代

理,
2015.08. 初版 863.59 3562 104

C0181519 強尼上戰場 /
道爾頓.杜倫波(Dalton Trumbo)著

; 楊芩雯譯.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15.10. 二版 874.57 4423B 104

C0181507 搖搖晃晃的人間 : 余秀華.詩選 / 余秀華著.
INK印刻文學出版 ; 成陽總代

理,
2015.03. 初版 851.486 8024 104

C0181539 摩天大樓 = Sky-scraper / 陳雪作.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15.08. 初版 857.7 7510-5 104

C0181546 人間自若 / 雷驤作. 掃葉工房, 2015.03. 初版 855 1070-4 104 v.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