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愛高農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圖書館選書小組會議紀錄
主席

張海豐

紀錄

張海豐

開會時間

110 年 3 月 4 日 16:10

開會地點

圖書館二樓

出
席
人
員

列
席
人
員

主席報告：本年度購書經費 90,000 元(上半年優質化計畫 30,000 元，校內經費 60,000 元)。
提案討論：整理採購清單如螢幕投影，請討論排序。
決議：決議採購圖資如附件，其餘推薦書籍併入下次討論。
臨時動議：無
散會：(同日 16:55)

序 種類

書名

1 DVD 五個小孩的校長
2 DVD 不丹是教室
3 DVD 翻滾吧！阿信
4 DVD 怪獸大學
5 DVD 消失的情人節(珍藏版)DVD
6 DVD 親愛的房客 珍藏版 (DVD)
7 平 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習：學會了，就能突破內在盲點，達成人生目標
8平
9精

原來如此！日本歷史奇聞物語不思議
妳離開之後：一個女兒失去母親後的生存旅程

10 平 伽利略的苦惱：日本推理小說史上的里程碑！「伽利略」系列最讓人愛不忍釋的一集！
11 繁體 雲之獸：來自遠古的守護者
12 平
13 平

好日日記：茶道教我的二十四節氣之味

14 平

日本發酵紀行

15 平

日本庶民美食：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16 平

也許你該看看張愛玲：看她內心強大，看她文字蒼涼，看她對愛執著

17

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

未知，是最好的安排：勇闖以色列

18 繁體 鬼地方
19 繁體 尋找一抹藍：與自然共生的藍染記憶
20

營養系花卉品種開發之理論與實務

21

實用花卉園藝技術：蝴蝶蘭栽培與生產

22

切花保鮮術：讓鮮花壽命更持久＆外觀更美好的品保關鍵

23 繁體 臺漫時代：臺史博漫畫特展專刊
24 西文 天橋上的魔術師圖像版 套書（阮光民 卷+小莊 卷+別冊）
25 繁體 阿里山林鐵奇事
26 平 種子的可能：154 種果實種子圖鑑×30 款設計創作，從撿拾、處理到手作的創造再生計畫
27 平

黏土×環氧樹脂‧袖珍食物＆微型店舖 230 選：Plus 11 間商店街店舖造景教學

28 平

療癒園藝！餐桌的香草植栽全圖鑑：史上最強香草全書！161 品種+125 活用法大公開！

29 平

陽台輕改造，小空間變大用途！：300 張實境照！選建材 X 挑家具 X 做造景，兼具美感與功
能的 10 大類設計提案

30 平
31 平

脊療保健擺脫身體痠麻痛

32 平
33 平

沒廚房‧零廚藝‧易胖體質減脂求生記：私人教練 Ola 單身小套房裡的完美健康餐桌

34

基因編輯大革命：CRISPR 如何改寫基因密碼、掌控演化、影響生命的未來

35
36 平

純香手工蠟燭 Candle Works：就這一本！從材料的選用一路到蠟燭製作的工藝之路
手揉黏土小物課：迷你可愛單品×雜貨裝飾應用 78 選
主題活動試閱 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
圖解 RC 造施工入門：一次精通鋼筋混凝土造施工的基本知識、結構、工法和應用

37 平
38 平

這是一本 SketchUp to LayOut 的書：用一半時間畫兩套彩色施工圖

39 平
40 精

絕美海中浮游生物圖鑑：254 種浮游生物的真實姿態全收錄

41 平
42 精

盲眼鐘錶匠：解讀生命史的奧祕

Autodesk Revit 2020 建築設計入門與案例實作（附 240 分鐘基礎關鍵影音教學／範例檔）
植物學百科圖典（最新分類法 APG IV 增訂版）
世界之樹：孕育地球生命的樹木圖鑑

43 繁體 用繪本跟孩子談重要的事：能獨立思考的孩子，到哪裡都能過得好
44 繁體 正向聚焦：有效肯定的三十種變化，點燃孩子的內在動力
45 繁體 摯友
46 繁體 如果那是夢想，再苦也要去：前進或死亡，法國外籍兵團教我的事
47 繁體 生死之間 2︰葉克膜的故事
老黑的 FIRE 生活實踐：財務自由，實現自我不是夢
48
49 平 草枕：獨旅天地的終極美學，夏目漱石最具詩境經典小說集【浪漫典藏版】
50 繁體 送葬協奏曲
51 平

徐霞客遊記：中國最偉大的自助旅行者，窮極半生、踏遍四方的旅遊紀實

52 平

沙茶：戰後潮汕移民與臺灣飲食變遷

53 平
54 平

三四郎：愛與自我的終極書寫，夏目漱石探索成長本質經典小說【青春典藏版】

55 平
56 平

靈與異之凱爾特神話【西方四大神話 3】

57 平
58 平

御伽草紙（附紀念藏書票）

59 平

我的第一本廣東話單字：羅馬拼音對照，會 ABC 就能說粵語

60 平
61 平

田山花袋的大叔少女心：收錄〈棉被〉、〈少女病〉等熾熱而孤獨的遐想

Word 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
超獵奇！人體動物圖鑑 01：烏龜的殼其實是肋骨
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

生與死之埃及神話【西方四大神話 2】

62 平 1930．烏山頭
63 繁體 讓大象動起來：以學思達啟動差異化教學和自主學習，成就每一個孩子
64 繁體 療癒孤寂：30 堂課學會接住自己，建立內在安全感，成為能與他人連結的完整自我
65 繁體 習慣致富 人生實踐版：在關鍵時刻下對決定，讓你成功達陣，樂享財務自由
66 繁體 深度學習的技術：2 週掌握高效學習，立即應用
67 繁體 青春微素養：36 個通往更理想自己的基本功
68 繁體 我想跟你好好說話：賴佩霞的六堂「非暴力溝通」入門課
69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 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作者親簽扉
繁體 頁）

70 繁體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一個諮商心理師與她的心理師,以及我們的生活
71

歷史課本聞不到的銅臭味

72

新詩創作學

73

國學潮人誌，古人超有料——12 位最強男神女神，成敗起伏的生命中，有哪些與眾不同的求
生姿態、不同的「潮」

74

老師來不及教的 101 個唐朝趣史

75

江郎不才盡 妙筆寫出文字花

76

在不完美的生活裡，找到完整的自己

77 繁體 職場英文必備實戰指南：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附 QR Code.線上音檔）
78 繁體 一天一篇短日記，寫出英文強實力
79 繁體 Cindy 情境式必考多益單字滿分筆記（隨掃即聽「必考多益單字＋短句」強效學習 MP3
家的模樣
80
81

蹲下來，用孩子的高度看世界：讓孩子不委屈，能同理、尊重與分享

82

守護教養法：不否定、不過度給予、不焦急，日本教育專家教你養出聰明的孩子

83 平

我們不在咖啡館：作家的故事，第一手臺灣藝文觀察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