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1 00338462
巴菲特的投資策略 / 謝德高著 .- 臺北縣中和市 : 百善書

房出版, 民99
563.5 8253

2 00340222
左手趨勢投資, 右手價值投資 : 只要能賺錢的, 都是好方

法 / 康成福作 .- 臺北市 : 創智文化總經銷, 2011[民100]
563.53 8633

3 00342338
史上最強的圖解外匯投資書 / 陳紹勝著 .- 臺北縣中和市

: 漢湘文化, 2011[民100]
563.23 8768 2011

4 00353482

最強手帳改造術 : 58個創意提案x百款內頁選擇, 打造人

人稱羨的自我風格手帳 / 館神龍彥著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出版, 2013[民102]

019.2 8643

5 00356159

20幾歲, 必須要知道的錢知識 : 縱然, 一個月給你十萬元

的薪水, 你也成不了富人 / 沈慧著 .- 臺北市 : 創智文化總

經銷, 2013[民102]

561.014 843

6 00356733
對!我20幾歲, 誰說我只能過22K的生活 / 法諾雪.托瑞碧

(Farnoosh Torabi)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13[民102]
563 T676

7 00360205

圖解沒有人這樣說財報! :只用常識和數字的直覺就學得

會財務報表 /神田知宜著; 方瑜譯 .- 臺北市 :易博士文

化,2014[民103]

495.47 8456

8 00360355
第五項修練 : 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 / 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著 .- 臺北市 : 天下遠見出版, 2010[民99]
494.2 S474

9 00360448
讓錢找到你 / 吳淡如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2014[

民103]
563.014 8866

10 00360590

冠軍操盤人黃嘉斌獲利的口訣 : 20多年來我堅持照這些

口訣,簡單操作就賺錢! / 黃嘉斌著 .- 臺北市 : 大是, 2014[

民103]

563.53 8342

11 00360591
不看盤投資術 : 小散戶安心睡覺.放心賺錢 / 股魚著 .- 臺

北市 : 聯合發行總經銷, 2014[民103]
563.53 895

12 00360592
律師掛保證 只買暴衝股 讓錢自己找上門 / 蔡志雄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2014[民103]
563.53 8434

13 00360595
創新致富 : 從2萬到20億的創業之路 / 徐紹欽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4[民103]
494.1 8569

14 00360597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 : 老農夫與你分享巴菲特買股法 /

老農夫著 .- 臺北市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4[民
563.53 8587

15 00362340
賺錢力 : 影響你未來二十年的謀生關鍵 / 大前研一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民103]
494.35 8745

16 00362417

誰偷走你的錢? = Goldman Sachs : 第一炒手高盛帝國的秘

密 / 康納斯.潘(Connors Pan)作 .- 臺北市 : 商流文化總經

銷, 2014[民103]

563.5 P187

17 00362423

我為什麼告別高盛 : 以及華爾街教我的那些事 / 葛瑞.史

密斯(Greg Smith)著 .- 臺北市 :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4[民

103]

563.525 S648

理財小學堂主題書展展出圖書清單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18 00363399

金錢遊戲 : 巴菲特最早公開推薦, 透析投資市場本質的

永恆經典 /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2018[民107]

563.53 S642

19 00364784
技術分析入門 :基本原理與實務應用技巧 /杜金龍著 .- 臺

北市 :財信出版公司,2008年3月
563.53 8463

20 00365364

穀倉效應 :為什麼分工反而造成國人失去競爭力、企業

崩壞、政府無能、經濟失控? /吉蓮.邰蒂(Gillian Tett)著 ;

林力敏譯 .- 臺北市 :三采文化,民105[2016]

494.2 T347

21 00365614

職場軟實力 :哈佛商學院沒教的「做人」課,Fortune 500

高階主管的教練親身告訴您 /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

著 ; 江智惠, 毛樂祈譯 .- 新北市 :校園書房,2012.05.

494.35 C647

22 00365716

世界銀行與NGOs :中止納瑪達水壩計畫中的倡議型NGO

影響力 = The world bank and non-gon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段家誠著 ; 堯嘉寧譯 .- 臺北市 :群學,2014.

562.48 8962

23 00367383

會加減乘除就看得懂財務報表 : 10堂中小企業財報特訓

，教你輕鬆看數字、懂盈虧，掌握獲利邏輯！ / 唐恩•

富托普勒(Dawn Fotopulos)著 .- 臺北市 : 商業周刊,

2016.10

495.47 F759 2015

24 00367390

用生活常識就能看懂財務報表 :只要懂得中翻中,你就看

得懂財報! /林明樟(MJ老師)著 .- 臺北市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2016[民105]

495.47 8755

25 00368129
股票期貨好賺錢選讀本 /林保全著 .- 臺中市 :白象文

化,2017[民106]
563.53 8796

26 00368325

巴菲特的投資原則 :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

錄 /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 ; 許瑞宋譯 .- 臺北市 :天下

雜誌 ,2017.

563.5 M647

27 00368487
奪標 :千萬業務30年的必勝信念 /林裕盛著 .- 臺北市 :大

和書報總經銷,2017[民106]
563.7 8734

28 00368548
獨孤求敗選擇權獲利祕技 :多空盤都能賺的入門5堂課 /

獨孤求敗著 .- 臺北市 :大和書報總經銷,2017[民106]
563.536 8573

29 00368563

區塊鏈革命 :比特幣技術如何影響貨幣、商業和世界運

作 /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亞力士.泰普史考特(Alex

Tapscott)著 ; 陳以禮,李芳齡譯 .- 臺北市 :遠見天下文

化,2017[民106]

563.146 T172

30 00368603
年年18%,一生理財這樣做就對了 /施昇輝著 .- 臺北市 :大

和書報圖書總經銷,2016.01(2016.04第四次印行)
563.53 8466

31 00368604
下一波全球新貨幣 :黃金 /詹姆斯.瑞卡茲(James Rickards)

著 ; 吳國卿譯 .- 臺北市 :聯經,2017.
561.31 R539

32 00368610

2017-2019投資大進擊 : 全球趨勢專家首次揭露一輩子一

次的投資良機 / 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著 .- 臺

北市 : 商周, 2017[民106]

563.5 D414

33 00368679
索羅斯的投資哲學 =George Soros' philosophy of investment

/苑舉正著 .- 臺北市 :法意Phigroup出版 ;2017.
563.5 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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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0368682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進階版 :每年多存300張股票 /陳重銘

著 .- 臺北市 :金尉,2017[民106]
563.53 8766

35 00368684

王力群型態操盤法 = Chart patterns : 5堂實戰課,教你抓住

多空轉折,掌握關鍵技巧 / 王力群著 .- 臺北市 : 聯合總經

銷, 2017[民106]

563.53 8465

36 00368685

為何買股有90%的人賠錢,卻只有10%的人賺上億? : 遵守

68條投資金律,讓你成為股市大贏家! / 塩見努著 .- 台北

市 : 大樂文化, 2017[民106]

563.53 8468

37 00368688
李其展的外匯交易致勝兵法 / 李其展著 .- 臺北市 : 法意

資產管理, 2016.12
563.23 8437

38 00368691

超值投資 :價值投資贏家的選股策略 /杜白.卡萊爾(Tobias

E. Carlisle)著 ; 劉道捷譯 .- 臺北市 :遠足文化發行,2017[民

106]

563.53 C283

39 00368693
勝率73.45%!一天就學會的五步驟選股法 / 艾致富著 .- 新

北市 : 橙實文化, 2017.1
563.53 8873

40 00368700
聚寶盆股在我家! :安心退休計畫,從買到對的股票開始 /

王仲麟著 .- 新北市 :聯合發行總經銷,2017.04.
563.53 8474

41 00368705

原來有錢人都這麼做 :效法有錢人的理財術,學習富人的

致富之道 /湯瑪斯.史丹利(Thomas J. Stanley), 威廉.丹柯

(William D. Danko)合著 ; 凌瑋譯 .- 臺北市 :久石文

化,2017[民106]

563 S787

42 00368706

所有做投資的人都應該要讀哲學。 :臺大最受歡迎哲學

家苑舉正的《苑文其詳》= All investors are obliged to read

philosophy /苑舉正著 .- 臺北市 :法意資產管理出版 ;2017[

民106]

563.5 8654

43 00368709

人人都能學會股票期貨全圖解 /《Smart智富》真．投資

研究室著 .- 臺北市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7[民

106]

563.53 S636

44 00368711
一張圖看懂10位投資大師的致富之道 /商業周刊著 .- 臺

北市 :高見文化總經銷,民106.
563.53 8386

45 00368713
當沖上班族 : 當沖稅減半 / 黃唯碩著 .- 新北市 : 聚財資

訊, 2017.05
563.53 8353

46 00370716
地表超強賺錢術 = Liang's money making guide / 梁碧霞作

.- 臺北市 : 金融家顧問, 2018.03
563.53 8647

47 00371468
第一份收入就投資 :30歲存百萬.40歲領雙薪 /林奇芬著 .-

臺北市 :金尉,2017.
563.53 8757 2017

48 00371987
黃金再起 :投資黃金絕對優勢 /楊天立著 .- 臺北市 :高寶

國際公司臺灣分公司,2006[民95]
563.5 8673

49 00380507

偉大的貪婪 : 金融強權華爾街崛起的大歷史(1653-2016

年) / 約翰.戈登(John Steele Gordon)著 .- 新北市 : 大牌出

版, 2018.06

563.55 G663

50 00380574
賺錢筆記 : 1天1分鐘,賺進1千萬的最強筆記術 / 田口智

隆著 .- 新北市 : 光現出版, 2018.01
563 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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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00380657

彼得原理 : 暢銷50年商管巨作!揭露公司充滿無能人物的

理由 / 勞倫斯.彼得(Laurence J.Peter),雷蒙德.霍爾

(Raymond Hull)著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2020[民109]

494.2 P478 2020

52 00380712
低歸屬感世代 / 丹.蕭伯爾(Dan Schawbel)著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2020[民109]
494.2 S313 2020

53 00380715
不做討厭鬼 : 讓你提升人氣、職場得寵、人見人愛的33

個人際攻略 / Sheila作 .- 臺北市 : 開企出版, 2020[民109]
177.3 8392 2020

54 00380771
Instagram崛起的內幕與代價 / 莎拉.弗埃爾(Sarah Frier)著

.- 臺北市 : 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2020[民109]
484.67 F911 2020

55 00380777
股票作手回憶錄 / 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著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 2020[民109]
563.53 L784 2020

56 00380779
彼得林區征服股海 / 彼得.林區(Peter Lynch),約翰.羅斯查

得(John Rothchild)著 .- 臺北市 : 財信出版, 2018[民107]
563.53 L987 2018

57 00380781
賈伯斯傳 /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7[民106]
484.67 I73 2017

58 00380782

富爸爸,有錢有理 : 掌握現金流象限,才能通往財富自由 /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Kiyosaki)著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出版, 2017[民106]

563 K62 2017

59 00380927
OKR : 做最重要的事 / 約翰.杜爾(John Doerr)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9[民108]
494.17 D652

60 00381017
越讀越入迷的會計書 : 資深會計師教你此生必用會計知

識 / 權載姬著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2019[民108]
495.1 8437

61 00381130
股市就是你的印鈔機 : 市井股神的籌碼飆股獲利法 / 林

上仁, 郭勝著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 2019[民108]
563.52 8756 2019

62 00381132

非理性效應 : 投資的失敗, 來自你的本能 / 丹尼爾.克羅

斯比(Daniel Crosby)著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 2019[民

108]

563.5014 C949 2019

63 00381136
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 : 你要的自由與財富就從這

裡開始 / 陳志武著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 2019[民108]
561 8733 2019

64 00381148
暗池 : 人工智慧如何顛覆股市生態 / 史考特.派特森(Scott

Patterson)著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2019[民108]
563.5 P318 2019

65 00381155

財務自由的人生 : 跟著首席分析師楊應超學華爾街的投

資技巧和工作效率, 40歲就過FIRE的優質生活 / 楊應超

著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019[民108]

563 8624 2019

66 00381198

阿斯匹靈的理財航路 : 小資族投資法, 每天3分鐘, 航向

人生勝利組! / 阿斯匹靈著 .- 臺北市 :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出版, 2019[民108]

563 8555 2019

67 00381395

小規模是趨勢 : 掌握AI和新一代新創公司如何改寫未來

經濟模式 / 賀曼.塔內賈(Hemant Taneja), 凱文.曼尼(Kevin

Maney)著 .- 新北市 : 星出版出版, 2019[民108]

541.415 T164 2019

68 00381396

明日飆股 : 機器人學.物聯網彩蛋.基因編輯.精準醫療 搶

先布局下一個十年的價值成長股 / 喬恩.馬克曼(Jon D.

Markman)著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2019[民108]

563.52 M34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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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00381398

深度學習的商戰必修課 : 人工智慧實用案例解析, 看35

家走在時代尖端的日本企業如何翻轉思考活用AI / 日經

xTrend編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2020[民109]

312.983 856 2020

70 00381412
AI ETF來了 : 解讀智能投資大趨勢 / 劉宗聖等作 .- 新北

市 : 經濟日報出版, 2018[民107]
563.5 8724 2018

71 00381511

沒了賈伯斯, 蘋果為什麼還能這麼強? : 賈伯斯留下的最

偉大發明, 不是iPhone, 是名為蘋果的組織。 / 桑原晃彌

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9[民108]

494.2 8736 2019

72 00381874

大會計師教你從財報數字看懂經營本質 = Financial

statements / 張明輝著 .- 臺北市 : 商業周刊出版發行,

2019[民108]

495.47 8756 2019

73 00381922
學領導 : 領導大師對主管的最深刻叮嚀 / 馬歇.葛史密斯

(Marshall Goldsmith)著 .- 臺北市 : 長河, 2017[民106]
494.2 G624 2017

74 00381971
一人公司起步的思維與挑戰 / 保羅.賈維斯(Paul Jarvis)作

.- 臺北市 : 遠流, 2020[民109]
494.35 J38 2020

75 00381991
躺著賺1年400萬的肥羊養股術 / 翁建原著 .- 臺北市 :

Smart智富出版, 2020[民109]
563.53 8673 2020

76 00382078

沒有富爸爸, 也能富一生 : 青少年必備的金錢理財指南 /

傑美.凱爾.麥吉蘭(Jamie Kyle McGillian)著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 2019[民108]

563 M145 2019

77 00382291

我45歲學存股, 股利年領200萬 : 投資晚鳥退休教師教你

「咖啡園存股法」, 讓股市變成你的搖錢樹 / 謝士英著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2020[民109]

563.53 8248 2020

78 00383143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 : 為什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薪水

越來越低?因為從政客.銀行.會計師與律師, 都只服務有

錢人! / 奧立佛.布洛(Oliver Bullough)著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出版, 2020[民109]

561.9 B938 2020

79 00383152

從扛債人生走向財務自由 : 5年清掉5千萬債務的3步驟優

化理財術 / 王姵文(黑媽)著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 2020[民

109]

563 8476 2020

80 00383163
減法理財術, 人生大加分 : 樂活大叔最暖心法總整理 / 施

昇輝作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出版, 2020[民109]
563.53 8466 2020

81 00383168

理財顧問教你這樣買保險最聰明 : 不浪費一分錢!保障.

投資.指定受益, 保險全面解析! / 吳盛富著 .- 新北市 : 財

經傳訊出版, 2019[民108]

563.7 8843 2019

82 00383221
20年平穩獲利!閃過所有股災! : 股市操盤手的SOP / 陳榮

華作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 2021[民110]
563.53 8766 2021

83 00383226
88張圖看懂技術分析 : 你也能跟他一樣, 10年賺到7000

萬! / 渋谷高雄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0[民109]
563.53 8363 2020

84 00383227

會長教你用100張圖學會K線當沖 : 30萬本金「穩穩賺」

的每日實戰交易! / Johnny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0[

民109]

563.53 8677 2020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85 00383228

風控Ego教你100張圖學會順勢交易抱住飆股 : 自創「獵

鷹9號」, 幫你一次賺進50%的獲利目標! / Ego葉韋辰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0[民109]

563.53 8857 2020

86 00383229
人人都能學會靠ETF領雙薪全圖解 / <<Smart智富>>真.投

資研究室著 .- 臺北市 : Smart智富出版, 2020[民109]
563.5 8633 2020

87 00383230

人人都能學會存股全圖解 : 3步驟挑股票, 選對賺錢股可

以這麼Easy(全新修訂版) / <<Smart智富>>真.投資研究室

著 .- 臺北市 : Smart智富出版, 2020[民109]

563.53 8633 2020

88 00383232

飆股女王林恩如, 超簡單投資法 : 最簡單的方法, 最不簡

單的投資報酬率 / 林恩如著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2020[民109]

563.5 8746 2020

89 00383234

鬼才劉大教你用120張圖抓出關鍵K線 : 獨創10個「反市

場」策略, 扭轉散戶宿命, 跟著主力賺大錢! / 劉宇玹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0[民109]

563.53 8743 2020

90 00383237

我靠交易賺大錢 : 從散戶到專職操盤手的真實獲利法則

/ 伊恩.墨菲(Ian Murphy)著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 2021[

民110]

563.53 M978 2021

91 00383239
股票買賣初學入門 : 股友族MUST BUY薪水就能致富(暢

銷修訂版) / 張真卿作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 2021[民
563.53 8737 2021

92 00383240

漫步華爾街 :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資策略(新編增訂

版) / 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著 .- 臺北市 : 天下遠見出

版, 2021[民110]

563.5 M251 2021

93 00383242

行動支付時代的金錢整理術 : 看不到的錢更要留住!收入

沒增加.存款卻增加的奇蹟存錢魔法 / 橫山光昭著 .- 臺北

市 : 創意市集出版, 2020[民109]

421.1 8366 2020

94 00383243
學會穩收息 : 養出我的搖錢樹 / MissQ著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出版, 2021[民110]
563.53 8665 2021

95 00383244
躺著就贏 人生就是不公平 : 股魚最強存股祕技 / 股魚著

.- 臺北市 : Smart智富出版, 2021[民110]
563.53 895 2021

96 00383250

工作第1年就能存到錢的理財方法 = The ways to save

money in one year : 完全搞懂存款.省錢.投資的祕訣(暢銷

經典改版) / 張真卿作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2020[民109]

563 8737 2020

97 00383252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 : 買股票.基金.房地產,

這樣算才會賺 / 蕭世斌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0[民
563 8652 2020

98 00383257

如何從股債賺一億? : 每年只要60分鐘檢視, 就能輕鬆獲

利的懶人投資法! / 傑森.凱利(Jason Kelly)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1[民110]

563.53 K29 2021

99 00383258

只用10%的薪水, 讓全世界的財富都聽你的(10萬本暢銷

版) / 喬治.山繆.克雷森(George Samuel Clason)著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2021[民110]

198 C614 2021

100 00383258

只用10%的薪水, 讓全世界的財富都聽你的(10萬本暢銷

版) / 喬治.山繆.克雷森(George Samuel Clason)著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2021[民110]

198 C614 2021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101 00383259

阿甘財報課 : 選股不難, 我用一張圖表教你挑出獲利又

誠實的好公司! / 國貞克則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2021[

民110]

495.47 8545 2021

102 00383260

跟凱因斯學價值投資, 成為散戶贏家 : 巴菲特的投資啟

蒙者, 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操盤手, 打敗大盤的高績效投

資, 穩健致富 / 賈斯廷.華許(Justyn Walsh)著 .- 臺北市 : 天

下雜誌出版, 2021[民110]

563.52 W225 2021

103 00383261

最強保險搭配法則 : 只要活用「社會保險及商業保險」,

就能花小錢聰明打造CP值最高的超級保單 / 吳家揚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 2021[民110]

563.7 8866 2021

104 00383264

25歲存到100萬 : 學校沒教.掌握獨立理財思維的30堂課,

讓人生更有選擇權! / 李勛(Shin Li)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2021[民110]

563 847 2021

105 00383271

金錢的真理 = The real truth about money : 35歲後不再為錢

工作 邁向財務自由 「秒賺一億的男人」34個致富心法 /

與澤翼著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2021[民110]

563 8343 2021

106 00383272
腦力全開 : 打破局限信念, 加速學習, 開啟無限人生新境

界 / 吉姆.快克(Jim Kwik)著 .- 新北市 : 星出版出版, 2020[
177.2 K98 2020

107 00383273

50張圖教你學會看懂財報找出飆股賺價差 : 股價的魔鬼

藏在細節裡, 散戶必知的33個技巧 / 福岡雄吉郎著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2021[民110]

495.47 8364 2021

108 00383730

讓訂閱制更長久的超級會員經濟 : 扭轉一次性銷售困境,

打造永久鎖住顧客的頂尖商業模式 / 蘿比.凱爾曼.巴克

斯特(Robbie Kellman Baxter)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20[

民109]

496.5 B355 2020

109 50318343
不再當窮人 = No more working poor : 為什麼窮人賺錢這

麼難? / 胡曉梅著 .- 臺北縣汐止市 : 永續總經銷, 2009[民
563 8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