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條碼號 索書號 書目資訊 館藏地

1 C184282 413.98 8766-2
五代中醫救命之方 / 張維

鈞著新北市 : 幸福文化,
主題書區

2 C184285 415.3 8778

你的微血管健康嗎? / 根

來秀行作 ; 婁美蓮翻譯新

北市 : 文經社, 2018

主題書區

3 C183940 413.422 8493

9成痠、痛、病都是「走

錯路」! : 1天5分鐘300步,

腰痛、膝痛、肩頸僵硬、

慢性疲勞、失智全都消 /

新保泰秀作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2018[民107]

主題書區

4 C183603 411.1 8534:3

赤腳接地氣 : 日本醫師教

你天天排靜電,連接大地

療癒力量 / 堀泰典著 ; 葉

廷昭譯新北市 : 世茂,

主題書區

5 C183694
411.712

8493:2

正確的走路法 : 新保式步

行法,一天只要5分鐘,走

300步就夠了 / 新保泰秀

作 ; 高淑珍譯臺中市 : 晨

主題書區

6 C183693 411.75 8448

轉背,最強鬆筋解痛法 / 石

垣英俊作 ; 葉廷昭譯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民107

主題書區

7 C183482
415.668

8753:2

10大降血糖特效食物 / 陳

彥甫著新北市 : 人類智庫

數位科技, 民107

主題書區

8 C182706 416.618 8445

膝蓋痠痛,自己可以救 : 神

奇三招輕鬆做!90%膝蓋不

適症二周內痊癒 / 黑澤尚

監修 ; 林曜霆譯臺北市 :

方言文化, 20172

主題書區

9 C182712 413.915 8824

揉耳養生治病 : 平時養生

還可解決眼病、肥胖、失

眠、痛經、坐骨神經痛 /

吳宏乾著新北市 : 幸福文

化出版, 2017

主題書區

10 C182584 415.4682 8647

日本精神科名醫一個月，

從癌症生還 / 渡部芳德作

; 葉廷昭譯臺北市 : 采實

文化, 2017[民106]

主題書區



11 C182635 418.93 8463

你的姿勢很有事 : 生活中

最要命的小姿勢,害你的

骨頭、肌肉、神經天天在

自殘,全身都是又痠又痛

又麻的怪病,人生大走鐘! /

三個字SunGuts著新北市 :

趨勢文化出版, 2017[民

主題書區

12 C182601 415.939 8362

過敏的大腦 : 台灣耳科權

威教你徹底擺脫暈眩、耳

鳴、偏頭痛的煩惱! / 賴仁

淙著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2017

主題書區

13 C182435 411.1 8363:2

體態,決定你的年齡 / 黃如

玉著臺北市 : 新自然主義,

幸福綠光 , 2017[民106]

主題書區

14 C182403 411.1 8436:2-4

喝水治病,還是致病?石原

結實的排水養命法 / 石原

結實著 ; 羅小如譯臺北市

: 臺灣東販, 2017

主題書區

15 C181902 416.7 8948

打敗3C螢幕眼 : 5分鐘護

眼一生 : 護眼操+熱敷+穴

位指壓 / 後藤英樹著 ; 胡

慧文譯臺北市 : 新自然主

義,幸福綠光出版, 2014[民

主題書區

16 C181895 411.94 8765-2

我的凸肚不見了! : 植化素

新飲食 / 林佳靜, 孫崇發

著新北市 : 金塊文化,

2017[民106]

主題書區

17 C181766 528.923 8653

不老的祕密練屁股 / 荒尾

裕文作臺北市 : 三采文化,

2017

主題書區

18 C181714 416.618 8565

自己的膝蓋自己救 : 退化

性膝關節炎的真相 / 呂紹

睿著臺北市 : 時報, 2016[

主題書區

19 C183688 411.77 8445

瑜伽睡眠大腦休息法 / 王

羽暄著新北市 : 快樂文化,

2018

主題書區

20 C184476 418.995 8675

吃對鹽飲食奇蹟 / 細川順

讚著 ; 劉格安譯臺北市 :

采實文化, 2018

主題書區

21 C184511 399.54 8544:2

別再錯用你的腦,七招用

腦法終結分心與瞎忙 : 腦

科學佐證,日本醫界權威

教你優化大腦功能,工作

能力加倍 / 樺澤紫苑作 ;

楊毓瑩譯新北市 : 大牌,

主題書區



22 C184403 415.51 84678

練喉嚨 : 日本耳鼻喉名醫

獨家傳授讓喉嚨返老還童

的「喉嚨體操」 每天5分

鐘,延命10年! / 西山耕一

郎著 ; 涂愫芸譯臺北市 :

平安文化, 2018

主題書區

23 C184436 411.711 8462

遠離長照人生的奇蹟抬腰

術 / 鄭信義著 ; 廖慧淑譯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民107

主題書區

24 C184445 411.1 8473:4-3

慢一點,小林弘幸的究極

健康法 : 每天15分鐘的神

奇改變 / 小林弘幸著 ; 林

佳翰譯臺北市 : 大都會文

化, 2018[民107]

主題書區

25 C184444
411.711

8545:2

深層核心肌群科學鍛鍊運

動 / 尹濟弼作 ; 陳思妤譯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2018

主題書區

26 C184443 416.7 864

眼睛瑜珈 : 舒緩眼睛與保

健視力的60個練習 / 薩娜

特.莉齊(Xanath Lichy)著 ;

沈台訓譯臺北市 : 書泉,

主題書區

27 C184713 394.91 8435

健忘失神腦當機,你腦霧

了嗎? :腦科醫師教你33個

關鍵自救, 提升專注、記

憶、思考三大腦原力,大

腦重置、預防失智 /鄭淳

予著 臺北市 :三采文

主題書區

28 C184724 411.711 8496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強膝健

骨養生功 :國家級教練教

你一日10分鐘, 關節不退

化、骨質不疏鬆、肌肉不

萎縮 /李筱娟作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2018

主題書區

29 C184601 418.995 864-2

量子觸療好簡單 : 能量養

生新趨勢,保健療癒自己

來 / 理查.葛登(Richard

Gordon)著 ; 蔡永琪譯臺北

市 : 橡實文化出版 : 2016

主題書區

30 C184639 417.1 8547
時療 /余雅雯著 臺北市 :

平安文化,2018
主題書區

31 C184693 415.51 8272

吞嚥力 :讓你遠離體力衰

退、免疫力下降、意外窒

息與吸入性肺炎 /浦長瀬

昌宏著 ,陳光棻譯 台北市

:如果出版,2018[民107]

主題書區



32 C184697 411.711 8599

屁股練好,健康自在走到

老 /松尾タカシ作 ; 龔亭

芬譯 新北市 :瑞昇文

化,2018[民107]

主題書區

33 C185348 413.21 8659

怯濕寒百病消,調養即治

療 /楊世敏著臺北市 :天下

生活,2019[民108]

主題書區

34 C185346 175.9 8638

BK測試 :身體會告訴你什

麼最好 /楊碩英, 蔡安和著

臺北市 :方智,2019[民108]

主題書區

35 C185345 175.9 8394

松果體的奇蹟 :覺醒內在

潛能,改寫人生與身體的

劇本 /松久正著 ; 邱心柔

譯臺北市 :方智,2019[民

主題書區

36 C185254 411.3 8463:5

對抗PM2.5的食踐術 :毒理

醫學專家教你用吃保肺顧

健康 /招名威作台北市 :時

報文化,2019

主題書區

37 C185303 177.2 8854:5

啟動你的內在療癒力,創

造自己的人生奇蹟 /喬.迪

斯本札(Joe Dispenza)著,

柯宗佑譯台北市 :遠

流,2019[民108]

主題書區

38 C185299 416.612 8658

不健康!問題在「脖子」 /

永井峻著, 游念玲譯台北

市 :睿其書房,2019[民108]

主題書區

39 C185297 411.3 8736:3

吃對油,不過敏 :異位性皮

膚炎是因為吃錯了油! /林

裕之作, 黃品玟譯新北市 :

世茂,2019[民108]

主題書區

40 C185225
434.193 8364-

2

Herbs香草茶飲應用百科 :

祛寒、解暑、助消化！33

種香草植物,調出180款茶

飲,溫柔療癒身心 /尤次雄

著臺北市 :麥浩斯,2018.12

主題書區

41 C185311 415.53 8736

神奇解救脂肪肝 /栗原毅

著 ; 游韻馨譯臺北市 :今

周刊,2019[民108]

主題書區

42 C185310 411.1 8733

去寒排濕,很快開始瘦 :幫

自己變成「可融解脂肪」

體質,暢通氣血循環,快速

活化免疫功能和代謝力 /

川嶋朗著 ; 呂丹芸譯臺北

市 :健康你好,2019

主題書區



43 C185300 413.21 8497

女中醫最愛體質調理湯.

粥.茶 /趙迎盼著台北市 :

高寶國際,2019[民108]

主題書區

44 C185308 427.35 8553

日日好粥療 :滋補養生、

調養體質,療癒全家人的

味蕾及身心/帕斯頓編輯

部著台北市 :帕斯頓數位

多媒體,2019[民108]

主題書區

45 C184587 411.12 847:2

冰人呼吸法，我再也不生

病 : 身體變暖的反常識方

法，肌力變勁爆、不感

冒、遠離高血壓和糖尿

病。醫學證實、運動員紛

紛仿效 / 文恩.霍夫(Win

Hof), 庫帝永(Koen de

Jong)著 ; 吳宜蓁譯臺北市

: 大是文化, 2018[民107]

主題書區

46 C185062 528.9469 8325

只要我能跑,沒什麼不能

解決的 /松浦彌太郎著 ;

涂紋凰譯臺北市 :時報文

化,2018[民107]

主題書區

47 C184588 411.1 8436:4

病從排寒解 :22個自主排

寒關鍵,教你從飲食入手,

徹底預防新病、根除舊

疾、溫養一生! /李璧如著

臺北市 :三采文化,2018[民

主題書區

48 C184596 415.2 8736

劉博仁不藏私的功能醫學

新王道 :吃藥不如吃對營

養、過對生活, 小毛病不

會變成大問題 /劉博仁著

台北市 :天下生活, 2018[

主題書區

49 C184600 420.26 8466
檸檬的神奇妙用 /甘智榮

編著新北市 :華威國際,
主題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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