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美醫院館訊 

新書新知介紹 NewBooks 2019.05-06 

 圖書館提供永康．柳營．佳里全院區圖書跨館借閱，請洽各院圖書館櫃台辦理。 

 "圖書預約單"與"新書推薦單"可在各館網頁（永康、柳營、佳里）線上填寫。 

 館藏查詢系統因主機不穩定損壞，已進行更換系統事宜，如需查詢，請 email

或電洽各館館員協助。 

博客來. 誠品. 金石堂. 城邦 書店暢銷書～館內閱覽 1 個月 

3 月暢銷書 

 

書 名：徹底坦率：一種有溫度而真誠的領導 

作 者：金‧史考特(Kim Scott)著；吳書榆譯 

出版者：遠見天下文化 

索書號：494.21/8845/2019 

條碼號：1011532 

主題/推薦科別：商管行銷--管理領導 

 

書 名：如何循序漸進撐起自己的野心－這世上，比賺得

少更可怕的，是迷茫 

作 者：陳立飛（Spenser）著 

出版者：大是文化 

索書號：494.35/8735/2019 

條碼號：1011533 

主題/推薦科別：商管行銷--自我成長 

 

書 名：給兒子的 18 堂商業思維課 

作 者：林明樟，林承勳著 

出版者：商周 

索書號：494.1/8755/2019 

條碼號：1011537 

主題/推薦科別：商管行銷--自我成長 

http://www.chimei.org.tw/main/cmh_department/54110/index-inter.html
http://www.chimei.org.tw/main/clh_department/74110/index.html
http://www.chimei.org.tw/main/cch_department/34210/index.html


 

書 名：溫暖討喜的微狡猾交往術－付出 1%的努力，就能

提升 99%貴人運的 65 個技巧 

作 者：內藤誼人著；侯詠馨譯 

出版者：大樂文化 

索書號：177.3/8964/2019 

條碼號：7102106 

主題/推薦科別：商管行銷--職場工作術.人際關係 

 

書 名：花掉的錢都會自己流回來－啟動金錢螺旋，用錢

越多反而更有錢 

作 者：Mentalist DaiGo 著；林巍翰譯 

出版者：方言文化 

索書號：177.2/8213/2019 

條碼號：1011534 

主題/推薦科別：財經理財--成功法 

 

書 名：做自己的人生財務長：人生就像一間公司，運用

經營原則，讓個人財富極大化 

作 者：道格拉斯．麥考米克著 

出版者：采實文化 

索書號：563/8346/2018 

條碼號：4006279 

主題/推薦科別：財經理財--投資理財 

 

書 名：窮查理的普通常識－巴菲特 50 年智慧合夥人查

理．蒙格的人生哲學 

作 者：查理．蒙格(Charles T. Munger)著 

出版者：城邦商業周刊 

索書號：563.52/849/2019 

條碼號：7102101 

主題/推薦科別：財經理財--投資理財 

 

書 名：只是微小的快樂－便足以支撐這龐大荒涼的人生 

作 者：張曼娟著 

出版者：皇冠文化 

索書號：855/8785-2/2019 

條碼號：1011528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散文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2/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209/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2/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209/


 

書 名：閃亮亮共和國 

作 者：小川糸著；王蘊潔譯 

出版者：圓神 

索書號：861.57/8475-2/2019 

條碼號：1011524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日本文學 

 

書 名：林肯在中陰 

作 者：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著 

出版者：時報文化 

索書號：878.57/8755/2019 

條碼號：1011522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美國文學 

 

書 名：旅行與讀書 

作 者：詹宏志著 

出版者：新經典圖文傳播 

索書號：855/8623/2019 

條碼號：1011525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散文.旅遊地理 

 

書 名：把老去的每一天，都噗！地笑出來 

作 者：柴門文著；蘇文淑譯 

出版者：遠見天下文化 

索書號：861.67/8846/2019 

條碼號：4006280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 翻譯文學 

 

書 名：國文超驚典－古來聖賢不寂寞，還有神文留下來 

作 者：祁立峰著 

出版者：聯經 

索書號：820/8436/2019 

條碼號：7102100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文學研究 



 

書 名：我所受的傷 

作 者：葉揚作 

出版者：大塊文化 

索書號：855/8461/2019 

條碼號：1011530 

主題/推薦科別：文學小說.心理勵志--兩性家庭 

 

書 名：休婚-婚姻卡住了，我們決定讓關係休假，竟喚回

重新幸福的可能 

作 者：朴是炫著；劉小妮譯 

出版者：采實文化 

索書號：544.3/8382/2019 

條碼號：1011527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兩性家庭 

 

書 名：人生雖已看破，仍要突破 

作 者：吳淡如著 

出版者：有方文化 

索書號：855/8866/2019 

條碼號：4006282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生活哲學 

 

書 名：靈界的譯者 4－我的後通靈人生 

作 者：索非亞(劉柏君)著 

出版者：三采文化 

索書號：296.1/8354/2019 v.4 

條碼號：4006278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勵志故事 

 

書 名：企鵝都比你有特色－給自己的 10 堂說話課，成為

零落差溝通者 

作 者：褚士瑩著 

出版者：大田 

索書號：192.32/8342/2019 

條碼號：7102097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說話溝通 



 

書 名：最後下班的人，先離職 

作 者：曾世豐著 

出版者：精誠資訊 

索書號：494.35/8355/2019 

條碼號：4006286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個人成長 

 

書 名：才不稀罕當空姐－這才是飛機上的真實人生 

作 者：莎拉著 

出版者：高寶國際 

索書號：557.948/874/2019 

條碼號：4006284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勵志故事 

 

書 名：療心咖啡館－吳若權陪你杯測人生風味 

作 者：吳若權 

出版者：遠流 

索書號：855/8854-4/2019 

條碼號：4006276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個人成長 

 

書 名：沒事沒事，太認真就輸了：日本療癒新星聖代貓

的 64 個人際困境神救援，用逆轉念擺脫你的每個

厭世瞬間 

作 者：JAM 作；名越康文監修；林珮芸譯 

出版者：台灣廣廈 

索書號：177.2/8415/2019 

條碼號：4006281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人際關係 

 

書 名：老公跟妳想的不一樣 

作 者：徐佳欣著 

出版者：大拓文化 

索書號：544.142/8569/2019 

條碼號：4006283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兩性與家庭關係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7/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710/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7/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703/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7/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710/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7/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704/


 

書 名：讓男人心裡只有妳－破解他的真心話，從見面 3

分鐘發展到完美戀愛 

作 者：高野麗子著；汫玲譯 

出版者：遠流 

索書號：544.37/8364/2019 

條碼號：4006287 

主題/推薦科別：心理勵志--個人成長 

 

書 名：謝謝你，讓我成為爸爸－韓國最受歡迎的圖文版

爸爸育兒日誌 

作 者：全希晟著；尹嘉玄譯 

出版者：地平線文化，漫遊者文化 

索書號：528.2/8677/2019 

條碼號：4006285 

主題/推薦科別：親子教養--育兒妙招 

 

書 名：幫孩子找到自信的成長型數學思維－學好數學不

必靠天賦，史丹佛大學實證研究、讓孩子潛力大

爆發的關鍵方法 

作 者：裘．波勒(Jo Boaler)著；畢馨云譯 

出版者：臉譜 

索書號：524.32/866/2018 

條碼號：1011535 

主題/推薦科別：親子教養.自然科普 

 

書 名：行為－暴力. 競爭. 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 

作 者：羅伯．薩波斯基著 

出版者：八旗文化 

索書號：398.2/85654/2019 v.1~ v.2 

條碼號：1011538、1011539 

主題/推薦科別：社會文化.自然科普  

 

書 名：有淚不輕彈動物圖鑑 

作 者：今泉忠明監修；林冠汾譯 

出版者：晨星 

索書號：385.9/8725/2019 

條碼號：7102102 

主題/推薦科別：自然科普--動物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7/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710/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6/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607/


 

書 名：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

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作 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著 

出版者：八旗文化 

索書號：185.8/845/2019 

條碼號：1011529 

主題/推薦科別：社會文化--社會議題 

 

書 名：王朝的家底－經濟學家 PK 政治學家，從經濟角

度替中國朝代興衰算筆明白帳 

作 者：波音作 

出版者：楓樹林 

索書號：561.092/863/2019 

條碼號：1011523 

主題/推薦科別：人文史地--中國文化史 

 

書 名：一開始就不用收！家的最後一堂空間收納課：換

屋 8 次，親身實驗，台灣設計師一定要教你的收

納術與選櫃法 

作 者：朱俞君著 

出版者：原點 

索書號：422.5/8974/2019 

條碼號：1011531 

主題/推薦科別：生活風格 

 

書 名：鋼琴老師沒告訴你的 24 件事－學音樂，追求什

麼 

作 者：蔡佩娟著 

出版者：積木文化 

索書號：910.33/8476/2019 

條碼號：1011521 

主題/推薦科別：藝術設計--音樂 

 

書 名：歡迎收看厭世上班族：奧客．豬隊友退散！一天

一圖，終結職場負面情緒 

作 者：梁治己著；陳慶德譯 

出版者：聯經 

索書號：542.7/8765/2019 

條碼號：7102099 

主題/推薦科別：生活風格--圖文繪本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5/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504/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03/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0311/


 

書 名：英文單字語源圖鑑－看圖秒懂，最高效的單字記

憶法 

作 者：清水建二，鈴木弘著；張佳文譯 

出版者：如何 

索書號：805.12/83874/2019 

條碼號：1011536 

主題/推薦科別：語言學習--英語 

 

書 名：不是每個甜甜圈都有洞！義大利美食諺語筆記－

50 道經典食譜及 50 句智慧語錄 

作 者：楊馥如著 

出版者：日月文化 

索書號：WB405/Y153/2019 

條碼號：1011540 

主題/推薦科別：飲食料理 

 

書 名：再見了！東京昭和百景－庶民橫丁．黑市酒場．

歌舞廳，編輯大叔的懷舊東京 10 區散策 

作 者：Fleet 橫田著；黃瓊仙譯 

出版者：日月文化 

索書號：731.72609/835/2019 

條碼號：1011526 

主題/推薦科別：旅遊地理--日本 

 

書 名：去泰國玩節慶：文化體驗．交通指引．食宿旅規

劃，微笑國度一年 12 個月都有主題慶典可以玩 

作 者：王武晨著 

出版者：創意市集 

索書號：738.29/8348/2019 

條碼號：4006277 

主題/推薦科別：旅遊地理--亞洲 

 

書 名：書店旅圖－走進全球 21 間特色書店，感受書店故

事．理想和職人精神 

作 者：金彥鎬著；金丹實譯 

出版者：聯經 

索書號：487.6/8662/2019 

條碼號：7102105 

主題/推薦科別：旅遊地理--環遊世界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17/
https://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1702/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topm_11/
http://www.books.com.tw/web/books_bmidm_1104/


 

書 名：EXCEL 最強商業實戰書 

作 者：藤井直弥，大山啓介著；許郁文譯 

出版者：精誠資訊 

索書號：312.49E9/8456/2019 

條碼號：7102098 

主題/推薦科別：電腦資訊 

 

書 名：Blender 3D 基礎建模－3D 設計新手超入門 

作 者：游峰碩，侯宜汝著 

出版者：博碩文化 

索書號：312.8/8353/2019 

條碼號：1011545 

主題/推薦科別：視聽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