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 6 月 1 日～107 年 6 月 15 日北聯大巡迴書展清單 

編號 書名 附件註記 

北大 001 不理性的力量  

北大 002 釣愚   

北大 003 思辨賽局  

北大 004 競合策略  

北大 005 賽局意識  

北大 006 穀倉效應  

北大 007 未來產業  

北大 008 專利戰爭  

北大 009 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 未到館 

北大 010 行銷 4.0   

北大 011 勾癮  

北大 012 人工智慧時代人口經濟的危機和轉機  

北大 013 平台革命  

北大 014 重新想像你的世界  

北大 015 物聯網革命  

北大 016 Growth Hack 這樣做  

北大 017 跟華爾街之狼學銷售  

北大 018 品牌物理學  

北大 019 你怎麼賣, 比你賣什麼更重要  

北大 020 文案力  

北大 021 鋪梗力  

北大 022 一言逆轉  

北大 023 逼人買到剁手指的 77 個文案促購技巧  

北大 024 打造爆紅集客力  

北大 025 怎樣賣東西給年輕人?  

北大 026 IBM 首席顧問最受歡迎的圖表簡報術  

北大 027 靠關係就能賣不停  

北大 028 投資最重要的事  

北大 029 故事練習  

北大 030 人人都能上手的資訊圖表設計術  

北大 031 人人都能學會製作厲害圖表全圖解  

北大 032 哈佛教你做出好圖表  

北大 033 為什麼要聽你說  



 

 

 

 

 

 

 

 

 

 

 

 

 

107 年 6 月 1 日～107 年 6 月 15 日北聯大巡迴書展清單 

編號 書名 附件註記 

北科 001 品悟完美 1 片光碟 

北科 002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材質運用知識  

北科 003 設計的心理學  

北科 004 14 天! 北歐風自力裝潢日記, 木工、泥作、門窗都搞定  

北科 005 原來設計是一種品味  

北科 006 設計師的材料學  

北科 007 編輯設計學  

北科 008 這個設計好在哪?  

北科 009 設計小史  

北科 010 好 LOGO 如何想?如何做?   

北科 011 當代設計演化論  

北科 012 這個設計好在哪?  

北科 013 TYPOGRAPHY 字誌. Issue 01 1 張摺圖 

北科 014 圖解設計思考. 2, 進擊的使用者  

北科 015 設計的力量  

北科 016 給設計以靈魂  

北科 017 欲望的教育  

北科 018 為真實世界設計  

北科 019 愛 X 通用設計  

北科 020 百年色辭典  

 

 

 

 

 

 



 

 

 

 

 

 

 

 

 

 

 

 

 

107 年 6 月 1 日～107 年 6 月 15 日北聯大巡迴書展清單 

編號 書名 附件註記 

北科 021 讓設計自然存在的新．設計教科書  

北科 022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格局破解術  

北科 023 用台灣好物過幸福生活 1 張摺圖 

北科 024 創意城市:打造城市創意生活圈的思考技術  

北科 025 城市的意象  

北科 026 靈魂的場所  

北科 027 自然的建築  

北科 028 伊東豐雄  

北科 029 建築誕生的時候  

北科 030 老屋顏  

北科 031 臺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  

北科 032 建築的法則  

北科 033 光在建築中的安居  

北科 034 人如建築  

北科 035 垂直村落  

北科 036 建築的語言  

北科 037 西沢立衛對談集  

北科 038 建築為何重要  

北科 039 光與影  

北科 040 住進光與影的家   

 

 

 

 

 

 



 

 

 

 

 

 

 

 

107 年 6 月 1 日～107 年 6 月 15 日北聯大巡迴書展清單 

編號 書名 附件註記 

北醫 001 排毒防癌聖經  

北醫 002 勇敢斷藥, 才有活路!  

北醫 003 2:1 倒過來飲食法  

北醫 004 健康不難這樣生活就對了  

北醫 005 廚房裡最重要的小事百科  

北醫 006 醫食同源  

北醫 007 天然好食!   

北醫 008 看得見的營養學  

北醫 009 肉、蛋、起司減肥法  

北醫 010 日本銷售第一的椰子油萬用事典  

北醫 011 超圖解慢卡路里讓你瘦  

北醫 012 五穀雜糧營養密碼  

北醫 013 無所不在的咖啡因  

北醫 014 不用計算卡路里  

北醫 015 減重後, 這些疾病都消失了  

北醫 016 90%的病自己會好!  

北醫 017 中醫調理聖經 1 張摺圖 

北醫 018 天使的鬼臉  

北醫 019 「喝」護 : 四物．益母草, 幫妳養顏、美容、抗老、瘦身  

北醫 020 胃靠養, 腸靠清  

北醫 021 肝病養護飲食療法  

北醫 022 糖尿病的救星! : 椰子油飲食療法  

北醫 023 神奇的糖尿病救命奇蹟  

北醫 024 自體免疫自救解方  

北醫 025 吃對食物養好眼睛  

北醫 026 別怕安眠藥  

北醫 027 養肝就是養命  

北醫 028 花食間 : 花饌  

北醫 029 養生先養胃   

 



 

 

 

 

 

 

 

 

 

 

 

 

 

107 年 6 月 1 日～107 年 6 月 15 日北聯大巡迴書展清單 

編號 書名 附件註記 

海大 001 台灣淡水及河口魚圖鑑  

海大 002 釣魚配備應用百科  

海大 003 海洋生物愛拍照 : 潛進合界  

海大 004 海水魚與海中生物完全圖鑑  

海大 005 討海魂  

海大 006 海水魚完全識別圖解  

海大 007 鱻魚の味  

海大 008 全圖解養魚百科  

海大 009 咱ㄟ淡水魚  

海大 010 被遺忘的國境太平島  

海大 011 海洋生物愛拍照 : 近岸珊瑚礁魚類  

海大 012 臺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上  

海大 013 臺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