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3 月 12 日～107 年 3 月 30 日北聯大巡迴書展清單 

編號 書名 附件註記 
北大 001 靈魂不歸法律管 : 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  

北大 002 江湖在走, 法律要懂 : 法律白話文小學堂  

北大 003 上班不囧 : 職場必備法律常識  

北大 004 這輩子你一定要懂的法律常識  

北大 005 我袂放你一個人  

北大 006 不平等的審判   

北大 007 法官的被害人  

北大 008 罪行  

北大 009 罪咎  

北大 010 1.368 坪的等待  

北大 011 冤罪論  

北大 012 執法所思  

北大 013 現聲說法  

北大 014 羈押魚肉  

北大 015 斷臂上的花朵  

北大 016 殺戮的艱難  

北大 017 冤罪  

北大 018 正義的效益  

北大 019 一紙對付壞鄰居  

北大 020 出車禍了! 然後咧?  

北大 021 被壓榨了! 然後咧?  

北大 022 要上班了! 然後咧?   

北大 023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  

北大 024 法律保護誰?  

北大 025 你該知道的住屋權利  

北大 026 抗爭  

北大 027 Q&A 家庭法律一本通  

北大 028 Q&A 勞資實務問題 101  

北大 029 Q&A 直銷法律實務問題  

北大 030 一個律師的文字戰場  

北大 031 比八卦更重要的事  

北大 032 曲與直 : 美國法庭真實故事  

北大 033 找回法官失落的審判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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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科 001 超圖解物聯網 IoT 實作入門 1 片光碟 

北科 002 超圖解 Arduino 互動設計入門 1 片光碟 

北科 003 無瑕的程式碼 : 敏捷軟體開發技巧守則  

北科 004 網站企劃、網路行銷必讀! : 圖解 Google 網站管理員工具  

北科 005 Unity 跨平台 2D 遊戲設計不設限 1 片光碟 

北科 006 if 與 else 的思考術:程式設計邏輯腦的養成講座  

北科 007 用 Google Blogger 打造響應式網站 X LINE@生活圈實戰  

北科 008 用 Photoshop 去背兼職 X 網拍並不難 1 片光碟 

北科 009 Google 地圖與 Android 應用程式開發  

北科 010 大演算  

北科 011 大數據與物聯網  

北科 012 網頁就是這麼疊出來的 1 片光碟 

北科 013 超級實用 Unity 密技 50 招 1 片光碟 

北科 014 人工智慧的未來  

北科 015 iOS 9 App 程式設計實力超進化實戰攻略  

北科 016 Photoshop 跨世代不敗經典 1 片光碟 

北科 017 數學教你不犯錯.上, 不落入線性思考、避免錯誤推論  

北科 018 數學教你不犯錯.下, 搞定期望值、認清迴歸趨勢、弄懂存在性  

北科 019 最後一個知識人  

北科 020 演算法星球  

北科 021 小數據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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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 001 增強免疫力絕對讓人不生病  

北醫 002 酸性體質與慢性疲勞  

北醫 003 超基因讓你不生病 : 遺傳醫學的新希望  

北醫 004 氣的導引  

北醫 005 追求健康, 這些事情不要做!  

北醫 006 消除疲勞的神奇頸帶  

北醫 007 強健大腦的 56 種習慣  

北醫 008 動手動腳活到老 : 一張椅子就能 easy「坐」運動 1 片光碟 

北醫 009 肌筋膜健身全書  

北醫 010 肌筋膜舒活伸展法  

北醫 011 瞬間消除全身酸痛の輕運動  

北醫 012 街頭徒手健身聖經  

北醫 013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強膝健骨養生功 1 片光碟 

北醫 014 整形級 3 分鐘身體矯正操  

北醫 015 掌上健身房 1 片光碟 

北醫 016 深短睡眠  

北醫 017 用阻力, 遇見更棒的自己 1 片光碟 

北醫 018 全球生死大數據  

北醫 019 疫苗  

北醫 020 調血顧筋骨越老越健康  

北醫 021 這樣按摩就會美  

北醫 022 救護車來之前, 我們能做什麼?  1 張摺圖 

北醫 023 戰勝巴金森病  

北醫 024 當最愛的人失智  

北醫 025 定力  

北醫 026 圖解失眠自療  

北醫 027 腰痛自癒  

北醫 028 超神奇! 貓背伸展操 7 天改善你的視力  

北醫 029 彩圖速效版視力恢復與保健  

北醫 030 老眼不昏花  

北醫 031 帶孩子遠離鼻塞  

北醫 032 掌握好牙 3 關鍵  

北醫 033 顧好內分泌子宮好經期順  

北醫 034 醫生教你這樣養生  

北醫 035 自癒力健康法  

北醫 036 芳香療法精油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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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 001 海洋活動設計  

海大 002 漁場學  

海大 003 鱻事一籮筐  

海大 004 海之子  

海大 005 踏浪千行  

海大 006 不平靜的太平洋  

海大 007 縱橫四海 : 船長．引水人的築夢傳奇  

海大 008 航海環球夢  

海大 009 依海之人  

海大 010 海洋的極端生物  

海大 011 當水母佔據海洋  

海大 012 海裡的那檔子事  

海大 013 四百歲的睡鯊與深藍色的節奏   

海大 014 跟我跑船去  

海大 015 海洋觀光 : 海域活動與遊憩規劃管理  

海大 016 海洋搜救科技與救撈工程實務  

海大 017 海洋管理的法律問題  

海大 018 實用食品加工學  

海大 019 漂流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