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碼號

1062-2主題書展清冊
作者

書名
雪球速讀法 : 累積雜學資
宇都,出雅巳;陳,
20029910691679 料庫,達到看書十倍速,大考
朕疆
小考通通難不倒
斜槓靑年 : 全球職涯新趨
20029910691448
鄺;Kuang,Susan
勢,迎接更有價值的多職人
外掛人生 : 多重身分讓你
20029910691463
崴爺
不怕風口換位
20029910691570 窮忙世代的翻身準則
艾兒莎;Elsa
你的形象決定你的價值 :
20029910691794 韓國明星展現自我魅力的 金,載燁;金,美玲
每天10分鐘訓練
圖解禮儀OX100問 : 一看就
20029910691828
朱,玉鳳
懂的國際禮儀與生活禮節
比別人快一步的 Google 工
20029920150740 作術 : 從職場到人生的100 電腦玩物站長
個聰明改造提案
Google Blogger雲端學習無
20029910691869 所不在 : 文件.表單.影音.直 鄭,喬予
播完全活用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
銷加油讚 : 挖掘小編的行
20029910691885
文淵閣工作室
銷潛力,打破經營的迷思困
境,讓你成為地表最強小編
Excel資料分析工作術 : 提 日花,弘子;許,郁
20029910691877
升業績.改善獲利, 就靠這 文
90%的節約都會造成反效果
: 你以為省錢, 其實掉進了
橫山,光昭;林,佑
20029910691117 划算的陷阱,拯救上萬個家
純
庭的專家說,你該做的是改
變花錢順序
薪貧族無痛儲蓄法 : 管好
20029910691125
横山,光昭;李,秦
你的記帳本
懶惰鬼也能輕鬆存錢的37 飯村,久美;楊,毓
20029910691133
個方法
瑩
有錢人都用透明夾 : 不用
市野,瀨克己;賴,
20029910691158 記帳, 一年存款就能多出五
郁婷
十萬日幣的超簡單理財法
韓國理財訓練師的一行記
20029910691182
朴,鍾基;牟,仁慧
帳術
金錢整理 : 只要收拾存摺
20029920148793
市居,愛;林,詠純
冰箱和另一半,錢會自然流
第一次當網紅就上手 : 網
20029910691745 紅,不只是人氣指標,擁有眾 余,啟彰
多的點閱率才是王道!

出版項

索書號

新北市 : 智富, 2015.02

019.1 3427 2018

臺北市 : 圓神, 2017.09

177.2 0700 2018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8.05
臺北市 : 方智, 2018.05

177.2 2280
177.2 4474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177.2 8049
2017.03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7.04

192.3022 2517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
2017.05

312.91653 1712 2017

臺北市 : 松崗資產管理,
312.91695 8721
2017.09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2017.08

312.91695 0371 2017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2017.09

312.949E9 6411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8.01

421.1 4296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421.1 4296
2017.07
臺北市 : 臺灣東販出版,
421.1 8428
2016.08
臺北市 : 遠流, 2017.07

421.1 0634

新北市 : 新視野New
Vision, 2018.01

421.1 4384

臺北市 : 先覺, 2017.06

421.1 0072 2017

臺北市 : 子瑜文創,
2017.09

484.6 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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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號
書名
作者
出版項
How Fun!如何爽當Youtuber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20029910691778
陳,孜昊
: 一起開心拍片接業配!
2018.01
超越地表最強小編!社群創
20029910691737 業時代 : FB+IG經營這本就 冒牌生
臺北市 : 如何, 2018.04
夠,百萬網紅的實戰筆記
我的一天有二十七小時 :
木村,聰子;王,蘊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20029910691604 創造專屬於自己的三小時
潔
2018.03
人生.工作的超級整理法
精準整理 : 最強!工作與金
20029910691687 錢整理絕技, 招招改變你的 速溶綜合硏究所 臺北市 : 方言, 2018.01
職場運和財富收入
你可以不只是上班族 : 斜 古利博;羅,耀
臺北市 : 大塊出版,
20029910691422 槓創業,複業多賺多自由的 宗;Guillebeau,Chr
2018.03
27天行動計畫
is
不離職創業 : 善用10%的時 麥金尼斯;林,麗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029910691497 間與金錢,低風險圓創業夢, 雪;McGinnis,Patri
2017.08
賺經驗也賺更多
ck J
複業時代來了 : 多重職業 迪皮亞扎;林,錦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20029910691562 創造多份收入,過一個財富 慧;DiPiazza,Danie
2018.03
自由的人生
l
抓住直覺,讓創意變創業 :
吉娃;亞
將日常生活中靈感乍現的
20029910691588
嘎;Jiwa,Bernadett 臺中市 : 晨星, 2018.04
直覺點子,轉換成極具商業
e
價值的實踐指南!
我在家我創業 : 家庭CEO的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20029910691596
凱若;Chen,Carol
斜槓人生
2018.04
超簡單的5堂職場數學觀念
深澤,真太郎;林,
20029910691612 課 : 讓你從此不吃虧.不受
新北市 : 光現, 2017.12
雯
騙,不犯錯
這個點子有搞頭嗎? : 網路 弗林;馮,丞
20029910691802
臺北市 : 商周, 2017.07
創業大師讓你的點子變現 云;Flynn,Pat
人才或廢柴,主管如何一句 丸山,貴宏;林,佑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029910691380
話聽出來
純
2016.02
自我介紹的技術 : 讓內向
新北市新店區 : 光現出
害羞沒有自信都變成優
橫川,裕之;楊,毓
20029910691026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點!?18秒,3句話,輕鬆打造自 瑩
2016.12
己的賣點,讓每個人都喜歡
零工經濟來了 : 搶破頭的
MBA創新課,教你勇敢挑戰 穆卡伊;羅,耀
臺北市 : 天下雜誌出版,
20029910691430
多重所得,多職身分的多角 宗;Mulcahy,Diane 2018.01
化人生
哪有工作不委屈,不工作你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29910691455
洪,雪珍
會更委屈
2017.12
20029910691471 工作,剛剛好就好
阿飛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索書號
484.6 7516
490.29 6022

494.01 4411

494.01 3328

494.1 4024

494.1 4874 2018

494.1 3415

494.1 4044

494.1 2744
494.1 3344
494.1 5544
494.3 4253

494.35 4233

494.35 2622

494.35 3411 2018
494.35 7112

條碼號

書名

20029910691521 Google神速工作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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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項
吉瓦奇;劉,愛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夌;Grzywacz,Piotr 2018.03

不換位置,也要換腦袋 : 斜
紀,坪
槓時代必備的換位思考力
成功人士這樣整理辦公桌 :
壺阪,龍哉;劉,錦
20029910691513 恰到好處的亂,工作當場完
秀
成一半
20029910691703 1分鐘驚艷簡報術
劉,滄碩
37堂免費軟體簡報必修課 :
20029910691711
楊,玉文
簡報易開罐
Google必修的圖表簡報術 :
娜菲克;徐,
Google總監首度公開絕活,
20029910691844
昊;Knaflic,Cole
教你做對圖表.說對話,所有
Nussbaumer
人都聽你的！
網紅經濟 : 善用直播平台,
20029910691729
杜,一凡
經營粉絲,素人也能大吸金
自家網站大賣的鐵則 : 68個 竹內,謙禮;賴,惠
20029910691752
技巧PO網就熱銷
鈴
20029910691760 Instagram瘋狂造粉術
鄭,震秀;洪,尚榆
從0開始的獲利模式 : 人人
20029910691786 都可成為知名部落客,團購 于,為暢
主,youtuber,直播客
網路行銷的12堂必修課 :
20029910691851 SEO.社群.廣告.直播.Big
吳,燦銘
Data.Google Analytics
你的未來值多少? : 像精算
紐沃斯;李,芳
20029920148454 師一樣思考,估算出最適合
齡;Neuwirth,Peter
自己的選擇
成功開店計畫書 : 小資本
20029910691836 也OK!從市場分析.店面經 關,登元
營.行銷規劃,你要做的是這
理工醫農科系工作大解密 :
20029920149262
Career編輯部
30頂尖職人教你生涯規劃
斜槓微創業(實踐版) : 你自
蕭,秋水;剽悍一
20029910691505 己就是創業資本,將大腦裡
隻貓
的知識全都變現金
1小時完成!完勝履歷 : 一份
20029910691281
王,穎珍
讓主管「記住你」的履歷
求職面試 : 無往不利錄取
20029910691299
高,明
絕招
錄取通知 : 了解人氣企業
20029910691323 的招數,9成找工作的煩惱就 洪,翔
會消失!
求職成功秘訣 : 如何快速
20029910691331
Dr. Wei;林,宏英
學好求職應徵必備要件
20029910691554

索書號
494.35 4014

臺北市 : 如何, 2018.05

494.35 2741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8.03

494.4 4704 2018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494.6 7231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494.6 4610
2018.03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494.6 4744 2017
2016.04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496 4417
2018.05
臺北市 : 今周刊,
496 8403
2017.10
臺北市 : 高寶國際出版, 496 8712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7.08

496 1035

新北市 : 博碩, 2017.09

496 2698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2017.05

496 2734

臺北市 : 電腦人文化,
2017.04

498 7711

臺北市 : 就業情報資訊,
525.827 2074
2017.05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2018.03

542.7 4421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542.77 1021
2017.04
臺南市 : 華文鼎文化出
542.77 0067
版, 2016.12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2016.07

542.77 3487 2016

新北市 : 萬人, 2016.12

542.77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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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
胡,剛
臺北市 : 廣達文化出版, 542.77 4772

條碼號
書名
20029910691349 如何找份好工作
你可以不遷就 : 你的求職
降落傘是什麼顏色?教你探
20029910691364
索個人職涯,化劣勢為優勢
的不敗求職指南
不只找工作,幫你找到好工
20029910691372 作 : 求職必知8大錄取秘訣,
精彩職涯新提案
你值得更好的工作 : 工作
20029910691398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5千萬
人都按讚的工作新指南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 : 從
20029910691406 履歷到面試,都讓用人單位
不想失去你
但願你因工作而閃亮 : 獵
頭的日常給你的求職真心
20029910691414 提醒,盤點自身技能,放大個
人優勢,擁抱那些令你不安
的變化!
我用LinkedIn找到高薪國外
20029910691695
工作 : 2018個人品牌升級版
履歷表鑲金術 : 讓履歷表
20029920149650
不再石沉大海
20029910691356 瑞秋空姐教室
紅樓夢教你的10堂理財課 :
20029910691018 這次不談愛情,讀懂書中的
財富機鋒,結局大不同
不必等到存夠錢的食利族
理財術 : 我用薪水也能讓
20029910691059 錢滾錢,只買3種投資商品.
加上1張表格, 真悠哉資產
配置, 工作10年就財務自由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
20029910691083 財方法 . 2 , 儲蓄.買房.股票.
基金一本搞定!
賺錢筆記 : 1天1分鐘,賺進1
20029910691141
千萬的最強筆記術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
20029910691216
15堂理財課
20029910691240 5年後靠投資每月多賺15萬
銀行理專才知道!讓錢變多
20029910691810
的43種方法
20029910691893

為什麼我不能把錢花光? :
一起學習個人理財

波利斯;方,慈
安;Bolles,Richard 臺北市 : 遠流, 2017.12
Nelson

542.77 3424

陳,暐婷

542.77 7564

臺北市 : 書泉, 2018.04

卡佛拉柯斯;閔
臺北市 : 商業周刊,
舒;顧,淑
2018.01
馨;Cavoulacos,Al

542.77 2254

HERO

新北市新店區 : 悅讀名
542.77 0470
品出版, 2017.11

林,沂萱

臺北市 : 遠流, 2018.02

542.77 4434

Chin,Hank;Chang,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542.77 2048
Spencer
2018.03
新北市新店區 : 悅讀名
HERO
542.77 0470
品, 2017.05
瑞秋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557.948 1229
朱,國鳳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16.12

563 2567

史傳奇;楊,
臺北市 : 大是, 2017.11
晴;Strange,Morten

563 5024

山崎,元;呂,理州 臺北市 : 大樂, 2016.03

563 4440 v. 2

田口,智隆;葉,廷 新北市 : 光現出版 : 遠
563 6687
昭
足文化發行, 2018.02
闕,又上

臺北市 : 遠流, 2017.08

張,凱文
長岐,隆弘;鄭,世
彬
羅;貝利;顏,銘
新;Law,Felicia;Ba
iley,Gerald Edgar

臺北市 : 羿勝國際,
563 1120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563 7271
2017.04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2017.10

563 7772 2017

563 1693 2018 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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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
羅;貝利;顏,銘
為什麼爸媽忙著努力賺錢?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20029910691901
新;Law,Felicia;Ba
563 1693 2018 v. 2
: 一起學習家庭理財
2017.10
iley,Gerald Edgar
金錢心理學 : 打破你對金 艾瑞利;克萊斯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20029910691190
563.014 4412
錢的迷思學會聰明花費
勒;李,芳
2018.04
3天搞懂外幣投資 : 跟著外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20029910691067
梁,亦鴻
563.5 3303 2018
幣致富,打敗定存,資產不縮
2018.04
綠角的基金8堂課 : 2016補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20029910691075
綠角
563.5 2727 2018
課增修版
2016.08
我買ETF,30歲到北歐看極
臺北市 : 澄實文化,
20029910691224 光 : 尋常7年級上班族的完 張,耿豪
563.5 1110
2017.09
成夢想投資法則
蕭碧燕教你不失敗的理財
臺北市 : Smart智富文化,
563.5 4414 2016
20029910691232
蕭,碧燕
好習慣
城邦文化, 2015.03
第一份收入就投資 : 30歲存
20029910691034
林,奇芬
臺北市 : 金尉, 2017.10 563.53 4444 2017
百萬,40歲領雙薪
100張圖讓新手也能找到隱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563.53 1147
20029910691042 藏版績優股 : 股市避災大 張,真卿
2017.08
神投資系統全圖解
無腦理財術,小資大翻身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20029910691091 無論起薪多少都受用的超. 施,昇輝
563.53 0869
2018.01
簡.單投資法
艾蜜莉教你自動化存股 : 著者本名張紫 臺北市 : Smart智富出版,
20029910691109
563.53 4434 2017
小資也能年賺15%
凌;艾蜜莉
2016.09
20029910691208 一張股票開始的美好人生 史坦;廖,桓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563.53 5046
養股我提早20年財富自由 :
買了不用管.定期會給孝親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029920163479
黃,嘉斌
563.53 4440 2017
費.偷偷漲10倍,閉著眼睛抱
2017.10
10年的股票這樣挑
股利與成長雙贏實戰 : 華
臺北市 : Smart智富出版,
20029920163503
周,文偉
563.53 7702 2017
倫老師的存股教室.2
2017.10
小資族如何簡單買保險 :
新北市 : 文經社,
20029910691265 易學易懂不吃虧的投保技 劉,鳳和
563.7 7272 2017
2017.05
巧大公開
錢難賺 保險別亂買 : 第一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29910691273 本教你買對,買夠,買好保險 朱,國鳳;邱,正弘
563.7 2567 2016
2016.01
的強效工具書
20029910691976 英文履歷與面試範例全書 吳,湘琴
新北市 : 草原文創,
805.179 2631
英語面試實戰準備工作書 :
20029910691307
慶,凱文;朱,淯萱 臺北市 : 貝塔, 2017.02 805.188 0020
Gotcha!祕密與制勝策略
20029910691315 面試零痛點,這樣口說最高 張,翔
新北市 : 知識工場,
805.188 1187
20029910691984 長大後,你想做什麼?
劉,宗銘
臺北市 : 聯經出版,
542.76 7238 2015
現在工作中 : 長大後,想做 越智,登代子;秋
20029910691992
臺北市 : 小魯, 2012.02 542.76 4812 2018
什麼工作呢?
山,友子;陳,馨茹
20029910691000 我要當編輯
張,倍菁;大黑白 臺北市 : 聯經出版,
859.6 1245 v.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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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910691950 會呼吸的麵包和麵包師傅 黃,雅淳;楊,麗玲 臺北市 : 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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