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2-2 主題書展-書影之間

條碼號 書名
電影片名(紅字館

內有片)
作者 索書號

20029910635650 52Hz, I love you 52赫茲 我愛你
貓靈;魏,德聖;

游,文興;蘇達
855 2410

20029910390983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致我們終將逝去

的青春
辛,夷塢 857.7 0054

20029910470496 大稻埕 : 原創小說 大稻埕
何,曜先;葉,丹

青;葉,天倫
857.7 2162

20029910635338
奇人密碼 : 古羅布之謎

(原著小說)

奇人密碼 : 古羅

布之謎

謝,金魚;偶動漫

娛樂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857.7 2234

20029910635247 破風 : 電影改編小說 破風
侯,紀瑄;林,超

賢
857.7 2721

20029910507677
KANO : 棒球 只是場景,

態度 才是靈魂
KANO

游,文興;魏,德

聖;陳,嘉蔚
857.7 3807

20029910507560 想飛 : 小王子的夢
想飛 : 小王子的

夢

李,崗;李,佳穎;

貓眼娜娜
857.7 4022

20029920138281 等一個人咖啡 等一個人咖啡 九把刀 857.7 4051 2014

20029910635213 志明與春嬌 志明與春嬌
彭,浩翔;張,優

優;陸,以心
857.7 4238

20029910445811
被偷走的那五年 = The

stolen years
被偷走的那五年

黃,真真;侯,穎

衍;鄭,善瑜;八

月長安

857.7 4444

20029910572804 剩者為王 剩者為王 落落 857.7 4444

20029910635239 愛情無全順 : 電影小說 愛情無全順
藍,弋丰;李,佳

穎
857.7 4445

20029910500292 六弄咖啡館 六弄咖啡館
著者本名吳子

雲;藤井,樹
857.7 4454 2014

20029910635106
心靈時鐘 : 電影心靈時

鐘改編小說
心靈時鐘 蔡,銀娟;梅洛琳 857.7 4484

20029910388490 女朋友男朋友 女朋友男朋友 楊,雅喆;萬金油 857.7 4674

20029910635320 甜蜜殺機 : 電影小說 甜蜜殺機
秀霖;甲普國際

媒體
857.7 6867

20029910635262 狼圖騰 : 電影紀念版 狼圖騰 姜,戎 857.7 8053 2015

20029910545669 左耳 : 電影紀念珍藏版 左耳 饒,雪漫 857.7 8413 2015

20029910513568 共犯 共犯 烏奴奴;夏,佩爾 857.81 2744

20029910635056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新海,誠;黃,涓

芳
861.57 0230 2017 c. 1

20029910315535 哪啊哪啊神去村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王,

蘊潔
861.57 1324 2011

20029910442115 黃色大象 黃色大象
西,加奈子;婁,

美蓮
861.57 1441



20029910595805 如果這世界猫消失了
如果這世界猫消

失了

川村,元氣;王,

蘊潔
861.57 2418 2016

20029910523005

四十九日的祕方 : 四十

九日の幸福祕方電影原

著小說

四十九日の幸福

祕方

伊吹,有喜;梅,

應琪
861.57 2644

20029910635163 少女 少女
湊,佳苗;王,蘊

潔
861.57 3524 2016

20029920120099 向陽處的她 向陽處的她
越谷,治;黃,鴻

硯
861.57 4383 2013

20029910360200 偉大的咻啦啦砰 偉大的咻啦啦砰
萬城目,學;涂,

愫芸
861.57 4467

20029910635569
All you need is kill(明日

邊界)
明日邊界 櫻坂,洋;fafa 861.57 4643 2014

20029910445845 聽說桐島退社了 聽說桐島退社了
朝井,遼;黃,薇

嬪
861.57 4753

20029910635072 何者 何者
朝井,遼;張,智

淵
861.57 4753 2016

20029910635353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

會

明天我要和昨天

的妳約會

七月,隆文;王,

蘊潔
861.57 4770

20029910553168 再會吧,青春小鳥! 再會吧,青春小鳥!
中田,永一;王,

蘊潔
861.57 5631 2015

20029910635304 你是好孩子 你是好孩子
中脇,初枝;王,

蘊潔
861.57 5734 2016

20029910472005 只要一分鐘 只要一分鐘
原田,舞葉;王,

蘊潔
861.57 7684 2014

20029910558779 我們的幸福時光 我們的幸福時光
孔,枝泳;邱,敏

瑤
862.57 1243

20029910635221 偉大的隱藏者 偉大的隱藏者
崔,鐘勳;尹,嘉

玄
862.57 2282

20029910502793 噗通噗通我的人生
噗通噗通我的人

生

金,愛蘭;袁,育

媗;林,文珠;楊,

琬茹

862.57 8024

20029910635346 屍速列車 屍速列車

邱,敏瑤;Next

Entertainment

World

862.57 8493

20029910635502

逆轉人生 : 法國影史最

賣座電影原著最新完整

版

逆轉人生

波佐迪博戈;馬,

向陽;Pozzo Di

Borgo,Philippe

784.28 3234

20029910635460 自由之心 自由之心

諾薩普;盧,姿

麟;Northup,SOlo

mon

785.28 0448

20029910635114
漫漫歸途 : 電影(漫漫回

家路)原著小說
漫漫回家路

布萊爾利;張,瓅

文;Brierley,Saro

o

787.18 4412 2017



20029910599344 房間 不存在的房間

唐納修;張,定

綺;Donoghue,E

mma

873.57 0022 2016

20029910635387
16歲的最後心願 : 電影

(愛正好)原著小說
愛正好

唐涵;林,師

褀;Downham,Je

nny

873.57 0031

20029910635510
獵魔師 : 嗜血女巫的復

仇
第七傳人

德蘭

尼,(Delaney,

Joseph);郁,千

儀;Delaney,Jose

ph

873.57 2447 v. 1

20029910635395 永不回頭
神隱任務:永不回

頭

查德;李,師

祺;Child,Lee
873.57 4024

20029910635635
完美嫌犯 : 神隱任務電

影原著小說
神隱任務

查德;彭,臨

桂;Child,Lee
873.57 4024 2013

20029910481782
遇見你之前 : 我就要你

好好的電影原著小說
我就要你好好的

莫伊絲;葉,妍

伶;Moyes,Jojo
873.57 4422

20029910327357 別相信任何人 別相信任何人
華森;顔,湘

如;Watson,S. J
873.57 4440

20029910473896 遲來的守護者 遲來的守護者

希史密斯;龐,元

媛;陳,逸

軒;Sixsmith,Mar

tin

873.57 4534

20029910546808 列車上的女孩 列車上的女孩

郝金斯;王,欣

欣;Hawkins,Paul

a

873.57 4784 2015

20029910635361
布魯克林 : 電影(愛在他

鄉)原著小說
愛在他鄉

托賓;陳,佳琳;T

óibín,Colm
873.57 5230 2015

20029910635528 神鬼獵人 神鬼獵人

龐可;沈,耿

立;Punke,Micha

el

874.57 0010

20029910635411
刺客教條 : 電影官方小

說
刺客教條

高登;王,寶

翔;Golden,Christ

ie

874.57 0012

20029910635544
魔獸 : 崛起 : 官方電影

小說
魔獸 : 崛起

高登;甘,鎮

隴;Golden,Christ

ie

874.57 0012

20029910635098

半場無戰事 : 電影(比利.

林恩的中場戰事)原著小

說

比利.林恩的中場

戰事

方登;張,茂

芸;Funtain,Ben
874.57 0012 2016

20029910635445
惡女心計 : 電影(瞞天殺

機)原著小說
瞞天殺機

瑞許;尤,傳

莉;Rash,Ron
874.57 1208 2014

20029910595755 怪奇孤兒院 怪奇孤兒院

瑞格斯;伍,立

人;Riggs,Ranso

m

874.57 1244



20029910635551 星際大戰 : 曙光乍現
星際大戰 : 曙光

乍現

盧卡斯;甘,鎮

隴;Lucas,George
874.57 2124 2016

20029910635452
行過死蔭之地 : 電影(鐵

血神探)原著小說
鐵血神探

卜洛克;唐,嘉

慧;Block,Lawre

nce

874.57 2334 2014

20029910635478 梅西的世界 梅西的世界 詹姆斯;徐,立妍 874.57 2744

20029910498430 移動迷宮 移動迷宮

達許納;陳,錦

慧;Dashner,Jame

s

874.57 3402

20029910510580 焦土試煉 : 移動迷宮 2
焦土試煉 : 移動

迷宮 2

達許納;陳,錦

慧;Dashner,Jame

s

874.57 3402 v. 2 c. 1

20029910355846 繼承人生 繼承人生

漢明絲;李,昕

彥;Hemmings,K

aui Hart

874.57 3462

20029910635122
鹽的代價 : 電影(因為愛

你)原著小說
因為愛你

海史密斯;李,延

輝;Highsmith,Pa

tricia

874.57 3534 2016

20029910635437 我想念我自己 我想念我自己
潔諾娃;穆,卓

芸;Genova,Lisa
874.57 3704 2016

20029910414593 公主與狩獵者 公主與狩獵者

布萊克;方,淑

惠;謝,雅

文;Blake,Lily

874.57 4044

20029910635130 飢餓遊戲 飢餓遊戲

柯林斯;鄧,嘉

宛;Collins,Suzan

ne

874.57 4144 2014 v. 1

20029910635148 星火燎原
飢餓遊戲: 星火燎

原

柯林斯;鄧,嘉

宛;Collins,Suzan

ne

874.57 4144 2014 v. 2

20029910553739
心靈詭計 : 電影福爾摩

斯先生原著小說
福爾摩斯先生

柯林;李,淑

珺;Cullin,Mitch
874.57 4144 2015

20029910477608 吸血鬼獵人林肯
吸血鬼獵人林肯

總統

葛雷恩-史密斯;

柯,清

心;Grahame-

Smith,Seth

874.57 4165 2012

20029910498117 冬季奇蹟 冬季奇蹟
赫爾普林;李,

函;Helprin,Mark
874.57 4184

20029910635536
猩球崛起 : 黎明的進擊 :

官方電影小說

猩球崛起 : 黎明

的進擊

艾爾文;藍,弋

丰;Irvine,Alex
874.57 4410

20029910635049 美味不設限 美味不設限

莫瑞斯;莊,安

祺;Morais,Richa

rd C

874.57 4414 2014



20029910570063 丹麥女孩 丹麥女孩

埃博雪夫;王,敏

雯;Ebershoff,Da

vid

874.57 4415

20029910430854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生命中的美好缺

憾

葛林;黃,涓

芳;Green,John
874.57 4444

20029910635486 梭哈人生 梭哈人生
艾格斯;江,宗

翰;Eggers,Dave
874.57 4444

20029910553077 紙上城市 紙上城市
葛林;黃,涓

芳;Green,John
874.57 4444 2015

20029910635205
直播風暴原著小說 : 揭

密風暴
直播風暴

艾格斯;龐,元

媛;Eggers,Dave
874.57 4444 2017

20029910635429
試膽任務 : 電影(玩命直

播)原著小說
玩命直播

萊恩;林,雨

蒨;Ryan,Jeanne
874.57 4460

20029910635403
小屋 : 電影(心靈小屋)原

著小說
心靈小屋

楊;陳,敬

旻;Young,Wm

Paul

874.57 4600 2017

20029910476055 一日一生 一日一生

梅納德;陳,佳

琳;Maynard,Joy

ce

874.57 4822

20029910512594
火星任務 : 絕地救援電

影原著小說
絕地救援

威爾;翁,雅

如;Weir,Andy
874.57 5310

20029910502769 控制 控制
弗琳;施,清

真;Flynn,Gillian
874.57 5514 2014

20029910474936 分歧者 分歧者

羅斯;簡,秀

如;Roth,Veronic

a

874.57 6042

20029910635189
美國牧歌 : 電影(美國心

風暴)原著小說
美國心風暴

羅斯;宋,瑛

堂;Roth,Philip
874.57 6042 2016

20029910635080
妳一生的預言 : 電影(異

星入境)原著小說
異星入境

姜,峯楠;陳,宗

琛;Chiang,Ted
874.57 8024

20029910524730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

一千一百哩太平洋屋脊

步道尋回的人生

那時候我只剩下

勇敢

史翠德;賈,可

笛;Strayed,Cher

yl

874.6 5012 2015

20029910635494
希特勒回來了! : 電影(吸

特樂回來了)原著小說
吸特樂回來了

魏穆斯;管,中

琪;Vermes,Timu

r

875.57 2624 2016

20029910300909
謎樣的雙眼 : 沉默的雙

眼電影原著小說
沉默的雙眼

桑伽利;葉,淑

吟;Sacheri,Eduar

do

885.7257 7722

20029910635379 走音天后 走音天后

馬丁;睿斯;王,

榆

琮;Martin,Nicho

las;Rees,Jasper

910.9952 1882

20029910635312 怪物的孩子 怪物的孩子
細田,守;邱,鍾

仁
861.57 2663 2016



20029910635577
功夫熊貓 : 電影故事繪

本
功夫熊貓

海卡;傑拉德;

鄧,捷文;馬特

里;Hapka,Cather

ine;Matere,Marc

elo;Gerard,Justin

874.59 1522 v. 1

20029910635585
功夫熊貓.2 : 神祕的身

世 : 電影故事繪本
功夫熊貓2

哈柏卡;鄧,捷

文;Hapka,Cathy
874.59 1522 v. 2

20029910635593
功夫熊貓.3 : 阿波的兩

個爸爸 : 電影故事繪本
功夫熊貓3

鄧,捷文;夢工廠

動

畫;DreamWork

Animation SKG

874.59 1522 v. 3

20029910635627
美女與野獸 : 精裝典藏

電影寫真書
美女與野獸

羅尼克;溫,力

秦;美國迪士尼

公

司;Rudnick,Eliz

abeth

874.59 8634

20029910635619 恐龍當家 : 電影繪本 恐龍當家

溫,力秦;美國迪

士尼公

司;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874.59 8634

20029910635197 海洋奇緣原著小說 海洋奇緣

薩瑟蘭;郭,庭

瑄;美國迪士尼

公司;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Sutherland

,Kari

874.59 8634

20029910635601
動物方城市 : 電影原著

繪本
動物方城市

黃,黎光;美國迪

士尼公

司;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874.59 8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