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1 00381119

天然植物營養素, 啟動健康正循環, 打造人體最強防護力

: 75種五色蔬食X59種救命植化素X130道保健食譜, 三位

營養專家教你提高免疫力, 降低發炎.防老抗癌, 改善三

高.遠離失智 / 吳映蓉, 翁德志, 李芷薇合著 .- 臺北市 : 臉

譜出版, 2019[民108]

411.3 8885 2019

2 00381559

共病時代 : 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何合力對抗新世代

的健康難題 / 芭芭拉.奈特森赫洛維茲(Barbara Natterson-

Horowitz), 凱瑟琳.鮑爾斯(Kathryn Bowers)著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2019[民108]

437.24 N282 2019

3 00383216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 Disease X society : 10

keywords / 劉紹華著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2020[民109]
540 8766 2020 c.2

4 00383218

中藥材與漢方藥圖鑑事典 : 依據不同體質, 用天然中藥

材提高免疫力 / 田中耕一郎編著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

版, 2021[民110]

414.3025 8567 2021

5 00383219

料理家.營養師教你選對食材, 輕鬆提升免疫力Best料理

100道 / 金丸絵里加作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發行, 2021[民

110]

427.1 8656 2021

6 00383222

吃出超級免疫力 : 抵抗病毒.流感.癌症侵襲, 後疫情時代

的不生病指南 / 喬爾.傅爾曼(Joel Fuhrman)著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2020[民109]

418.91 F959 2020

7 00383223
百年大疫 : COVID-19疫情全紀錄 / 中央通訊社著 .- 新北

市 : INK印刻文學出版, 2020[民109]
412.471 8687 2020

8 00383224
超食用!抗病免疫力救命帖 / 賴鎮源編著 .- 新北市 : 活泉

書坊出版, 2020[民109]
418.915 8352 2020

9 00383225

超級病毒全攻略新冠病毒COVID-19大解析 : 一本書掌握

病毒.細菌面貌.預防感染之道.日常養生寶典 / 梁崇明著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出版, 2020[民109]

412.471 8645 2020

10 00383233
防病藥茶 : 常喝100種傳統藥草茶, 喝出免疫力與自癒力

/ 許琳等編著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2021[民110]
414.34 847 2021

11 00383235

新冠後, 中國與世界的最終戰爭 : 源自中國的疫情戰勝

了「讓美國再次偉大」, 中美臺的下一步如何發展?哪種

情況下.誰會自滅? / 宮崎正弘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21[民110]

574.1 8364 2021

12 00383238

蜂蜜療癒研究室 : 草藥學家的草本蜂蜜自療法 / 道恩.庫

姆斯(Dawn Combs)著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出版,

2021[民110]

418.91 C731 2021

13 00383245
傳染病大全 : 從病原體到傳染途徑, 全方位剖析防疫知

識 / 堤寬著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發行, 2021[民110]
412.471 872 2021

14 00383246

世紀病毒COVID-19 : 不該發生的大流行疾病, 以及如何

防止下一場浩劫。 / 黛博拉.麥肯其(Debora MacKenzi)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20[民109]

412.471 M156 2020

國際新冠病毒防疫主題郵展展出圖書清單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15 00383247

世紀之疫 =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 揭開

COVID-19下, 人性.病毒.新世界的深度紀實 / 楊惠君策劃

主編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20[民109]

412.471 8634 2020

16 00383248
超圖解免疫學 : 認識身體防禦機制與提升保護力 / 松本

健治監修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發行, 2020[民109]
QW504 8349 2020

17 00383249

哈佛醫師的常備抗癌湯 : 每天2碗蔬菜湯, 啟動身體自癒

力, 連癌細胞都消失了! / 高橋弘著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2019[民108]

418.914 8343 2019

18 00383256

補強基因的缺陷天天訓練自癒力! : 哈佛.牛津醫生沒說,

但一直實踐的20個保健秘訣 / 優渥客著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 2021[民110]

411.1 8933 2021

19 00383265

病從排寒解 : 20年臨床實證, 突破排寒盲點, 防治疫毒流

感的中醫養命方略! / 李璧如著, 2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20[民109]

411.1 8436 2020 v.2

20 00383266

滑溜食療的慢老奇蹟 : 增強免疫X遠離三高X預防失智,

一天吃一份, 讓你從根本變年輕 / 渡邊泰雄, 石毛敦著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2020[民109]

411.3 8693 2020

21 00383267
救命蔬菜湯 : 防疫抗癌不生病 / 高橋弘作 .- 新北市 : 三

悅文化圖書, 2020[民109]
418.914 8343 2020

22 00383268

免疫力UP!鹽漬檸檬萬能調味料活用食譜強勢回歸 : 加

速新陳代謝X抑制血糖上升X排毒美肌等15大功效80道

好菜打造不易生病的體質 / 坂口MOTOKO著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2020[民109]

427.75 875 2020

23 00383269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 新冠肺炎治癒率100%的名中醫,

用科學思維帶你理解經典中醫, 遠離病苦 / 李宗恩著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 2020[民109]

413 8424 2020

24 00383270
對抗毒物萬用術 : 毒理醫學專家招名威的全方位防毒防

疫實用書 / 招名威作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2021[民110]
418.8 8463 2021

25 00383274

病毒完全圖鑑 : 你必須知道的101種病毒的構造.流行史

與驚人多樣性 / 瑪麗蓮.盧辛克(Marilyn J Roossinck)作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出版, 2020[民109]

369.74 R781 2020

26 00383275

燉補好湯增強抵抗力 : 百大健康食物&滋補藥材全公開 /

陳彥甫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出版, 2020[民

109]

427.1 8753 2020

27 00383276
這樣吃提升免疫力就能抗病毒 / 林孝義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出版, 2020[民109]
418.91 8742 2020

28 00383277
致命大瘟疫 : 亡覆帝國盛世的隱形殺手 / 劉滴川著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民109
415.23092 8737 2020

29 00383278

吃不胖的免疫力飲食法 : 吃對食物X調整腸道X168斷食

法, 一定健康瘦下來 / 石黑成治著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411.3 8443 2021

30 00383279

最致命的敵人 : 人類與殺手級傳染病的戰爭 / 麥可.歐斯

特宏(Michael T. Osterholm), 馬克.歐雪克(Mark Olshaker)著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2021[民110]

412.471 O85 2021



序號 條碼號 題名 索書號

31 00383703

人類與病毒之戰 = Virus : 一本書看懂病毒為什麼可怕、

如何預防傳染、疫情爆發時的生活準則 / 徐明達著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出版, 2020[民109]

369.74 8557 2020

32 00383707

流行性感冒 : 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發現 /

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著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2020[民

109]

WA105 K81 2020

33 00383709

我們為何吃太多? : 全新的食慾科學與現代節食迷思 / 安

德魯.詹金森(Andrew Jenkinson)著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遠

足文化, 2021[民110]

411.94 J52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