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宅手作 主題書展
序號
1

2

3

4

5

6

7

書刊名
手作鄉村風不敗聖經 = my country
home : 打造我的夢幻雜貨屋 / diy
玩佈置編輯部作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2010[民99]
自己種菜吃 : 樂活蔬果園設計全
書 / 帕佛德(anna pavord)著 ; 張家
瑞譯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2010[
fanny's ideas自然結果的手作生活 /
芬妮貓著臺北縣板橋市 ; 新北市
中和區 : 雅書堂文化出版 : 2011[
巴黎食尚風 = macarons et religeuses
: 手作馬卡龍&法式泡芙 / 小林香
苗著 ; 黃玉芬譯臺北市 : 創意市集
出版 : 民100
手作天然酵母麵包 / 謝煒貞作臺
北市 : 邦聯文化, 2011[民100]
開心玩機縫!手作包超級基本功 /
kurai?muki著 ; 苡蔓譯新北市板橋
區 ; 新北市中和區 : 雅書堂文化出
版 : 2012[民101]
小容器+ 種子 : 天天嫩鮮蔬 / 深町
貴子作 ; 侯詠馨譯臺北縣中和市 :

作者

出版年

條碼號 分類號

連結

麥浩斯出版 :

2010[民99]

152176 422.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52176&t0=k&c0=and

帕佛德
(Pavord,
Anna)

貓頭鷹出版 :

2010[民99]

152191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52191&t0=k&c0=and

芬妮貓

雅書堂文化出
2011[民100] 155112 427.61
版:

小林香苗 城邦出版發行, 民100

謝煒貞

邦聯文化,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55112&t0=k&c0=and

155150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55150&t0=k&c0=and

2011[民100] 155152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55152&t0=k&c0=and

倉井美由 雅書堂文化出
2012[民101] 161733 426.7
紀
版: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61733&t0=k&c0=and

侯詠馨

161857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61857&t0=k&c0=and

非馬,

2012[民101] 161975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61975&t0=k&c0=and

世茂,

2012[民101] 164982 426.9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64982&t0=k&c0=and

博碩文化,

2013[民102] 165568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65568&t0=k&c0=and

陽臺的自家菜園 / boutique社著 ;
周若珍
周若珍譯新北市 : 非馬, 2012[民
手作美式蝴蝶結, 給我的小公主 /
9 jtmama lin(林秀香)作新北市 : 世
林秀香
茂, 2012[民101]
好心情布手作 : narem教你縫出溫
10 馨可愛的布娃娃x生活雜貨 / 金珍 簡郁珮
淑著 ; 簡郁珮譯新北市 : 博碩文
8

出版者

瑞昇文化發行, 2010[民99]

防疫宅手作 主題書展
教你在陽臺種有機蔬菜 / 小丸子
繪圖編著新北市 : 菁品文化, 2013[
咖啡達人教你學拉花 : 拿鐵&卡布
奇諾拉花示範 : 36款個性*獨特*可
12 愛創意圖案 / 大鹿一也, 村上佳代
作 ; 劉華珍譯新北市 ; 新北市中和
區 : 楓書坊文化出版 : 2013[民102]
我的第一本手做健康甜點 : 新手
也能完成的92種幸福蛋糕與餅乾 /
13
金永模著 ; 林建豪譯臺北市 : 不求
人文化, 2012[民101]
天然手作麵包 : 自己養酵母最安
14
心 / 王安琪著臺北市 : 臺視, 2014[
11

小丸子

菁品文化,

劉華珍

楓書坊文化出
2013[民102] 170186 427.42
版: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0186&t0=k&c0=and

林建豪

不求人文化,

2012[民101] 171163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1163&t0=k&c0=and

王安琪

臺視,

2014[民103] 172198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2198&t0=k&c0=and

貝果文化, 采
實文化,

2014[民103] 172215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2215&t0=k&c0=and

邦聯文化,

2013[民102] 172385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2385&t0=k&c0=and

法鼓文化,

2015[民104] 175185 224.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5185&t0=k&c0=and

木村正典 悅智文化發行, 2014[民103] 176152 435.2
村正典著 ; 陳令嫻譯新北市 : 噴泉
文化館出版 : 2014[民103]
我的第一本手做健康麵包 : 新手
也能完成的102種天然發酵麵包 /
19
林建豪
不求人文化,
2012[民101] 176166 427.16
金永模著 ; 林建豪譯臺北市 : 不求
人文化, 2012[民101]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6152&t0=k&c0=and

麵粉專家荻山和也的第一本甜點
羅怡蘋
食譜 / 荻山和也作 ; 羅怡蘋譯臺北
市 : 貝果文化, 采實文化, 2014[民
手作天然酵母包子饅頭 / 謝煒貞
16
謝煒貞
著臺北市 : 邦聯文化, 2013[民102]
創意佛藝好好玩 : 20種佛教手作
17 藝術輕鬆上手 / 吳大仁口述.示範 ; 吳大仁
張錦德撰稿臺北市 : 法鼓文化,
陽臺菜園聖經 : 有機栽培81種蔬
15

18

2013[民102] 167502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67502&t0=k&c0=and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6166&t0=k&c0=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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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療癒手栽, 溫暖好食 : 三十一種撫
慰人心的手栽花果, 十四道抒壓好
味 / 飛樂鳥編著臺北市 : 松崗資產
管理, 2015[民104]
香草植物就要這樣玩 : 栽培手作
料理 / 黃文達著臺中市 : 晨星,
麵包機的私房料理 : 烤燉烘一鍵
搞定120道美食 / 杜佳穎, 林亦珺
著新北市 : 上優文化, 2014[民103]
魚菜共生 : 鮮採現吃!從地下室到
頂樓, 從零開始實踐的新形態懶人
農法 / 城田魚菜共生健康農場編
著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2015[民
低甜味酵素的自癒奇蹟 : 教你最
正確、不失敗的手工釀造法 / 金
時漢著 ; 陳詠宸譯新北市 : 大樹林
出版 : 2015[民104]
一針一線, 縫出feity創意皮件 / 陳
碧銀作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2015[
皮革工藝 / vol.27, 皮縫手拿包高橋
矩彥編集 ; 林農凱譯. 新北市 : 楓
書坊文化, 2015[民104]
職人jj的私房冷製手工皂 : 26款人
氣配方大公開! / jj著 ; 王郁燕總編
輯臺北市 ; 桃園縣 : 泰電出版 :
簡單.容易.不需要土壤的室內水耕
菜園 / 深町貴子作 ; 黃經良譯新北
市 : 樂幼文化, 2015[民104]
top-down sweaters單色百搭&時尚
撞色 : 從領口到衣襬的免接縫手
織服 / 日本vogue社編著 ; 林麗秀
譯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2015[民

飛樂鳥

松崗資產管理, 2015[民104] 176400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6400&t0=k&c0=and

黃文達

晨星,

2015[民104] 176653 434.193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6653&t0=k&c0=and

杜佳穎

上優文化,

2014[民103] 176771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6771&t0=k&c0=and

麥浩斯出版 :

2015[民104] 176948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6948&t0=k&c0=and

金時漢

知遠總經銷,

2015[民104] 177422 399.7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7422&t0=k&c0=and

陳碧銀

四塊玉文創,

2015[民104] 178147 426.6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147&t0=k&c0=and

林農凱

楓書坊文化,

2015[民104] 178149 426.6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149&t0=k&c0=and

JJ

泰電出版 :

2015[民104] 178150 46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150&t0=k&c0=and

深町貴子 樂幼文化,

2015[民104] 178178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178&t0=k&c0=and

林麗秀

2015[民104] 178364 42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364&t0=k&c0=and

雅書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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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一個針法一頂帽子初學毛線帽編
織基本功 : 16款.32頂鉤針&棒針的
手織帽 / 日本vogue社編著 ; 彭小
玲譯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2015[民
拼布職人必藏聖典!拼接圖案1050
best選 : 傳統圖案+ 設計圖案+ 製
圖技法+ 拼接技巧all in one! / 公益
財團法人日本手藝普及協會監修 ;
楊淑慧譯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職人手作包 : 機縫必學的每日實
用包款 / lulu彩繪拼布巴比倫著新
北市 : 飛天, 2015[民104]
用四季佐菜 : 自己做,安心吃的99
種玻璃罐漬物 / 方玲雅著 ; 陳品芳
譯臺北市 : 松崗資產管理, 2015[民
零添加純天然!在家做蔬果醬 /
dodo出版編輯部著 ; joung譯新北
市 : 臺灣廣廈出版 : 2015[民104]
手作巧克力點心教室 = chocolate
classics : 品味甜蜜的黑色魔力 / 許
正忠著臺北市 ; 新北市 : 橘子文化
出版 : 2016[民105]
微醺大人味 :手作甜苦&酒品巧克
力 /高橋裡枝著 ;陳妍雯譯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2016[民105]
手作西點麵團寶典 /瓦雷西.杜葉

彭小玲

雅書堂文化,

2015[民104] 178365 42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365&t0=k&c0=and

公益財團
法人日本
雅書堂文化,
手藝普及
協會

2015[民104] 178367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367&t0=k&c0=and

2015[民104] 178368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78368&t0=k&c0=and

飛天,

方玲雅

松崗資產管理, 2015[民104] 181692 427.7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1692&t0=k&c0=and

Joung

臺灣廣廈出版
2015[民104] 181723 427.61
: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1723&t0=k&c0=and

許正忠

橘子文化出版
2016[民105] 182008 427.16
: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2008&t0=k&c0=and

陳妍雯,

良品文化館,

2016[民105] 183214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3214&t0=k&c0=and

杜葉

馬可孛羅文化, 2016[民105] 183304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3304&t0=k&c0=and

楓書坊文化,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3771&t0=k&c0=and

市 :馬可孛羅文化,2016[民105]
皮革工藝 .vol.31 .超質感皮革小物
38 紙型集24 /seiwa作 ;林農凱譯新北 林農凱,
市 :楓書坊文化,2016[民105]

2016[民105] 183771 4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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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美訂製時尚棒針花樣典藏集260
39 款 =couture knit /志田瞳作 ;林麗秀 志田瞳,
譯新北市 :雅書堂出版 :2016[民
捏出創造力 :15個臺灣景點黏土diy
40 手作 /黃靖惠著臺北市 :釀出版出 黃靖惠,
版 ;2016[民105]
41 作 ; 余明村, 高詹燦譯新北市中和
區 :瑞昇文化,2016[民105]
身心療癒香草茶應用全書 :從栽
種、選茶、沖泡到手作輕食,用香
42
草治癒30種身體不適! /佐佐木薰
著 ; 元子怡譯新北市 :大樹林出版
鮮作手工抹醬100 :安心吃的優質
43 自然原味 /李耀堂著臺北市 :邦聯
文化,2016[民105]
14天!北歐風自力裝潢日記,木工.
44 泥作.門窗都搞定 /尹昭蓮著 ;游芯
歆譯臺北市 :寫樂出版 :民
45

雅書堂出版 :

2016[民105] 183775 42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3775&t0=k&c0=and

釀出版出版 ;

2016[民105] 185003 999.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003&t0=k&c0=and

余明村,

瑞昇文化,

2016[民105] 185515 435.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515&t0=k&c0=and

佐佐木
薰,

知遠文化總經
2016[民105] 185567 427.41
銷,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567&t0=k&c0=and

李耀堂,

邦聯文化,

2016[民105] 185570 427.61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570&t0=k&c0=and

尹昭蓮,

時報總經銷,

民105[2016] 185606 422.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06&t0=k&c0=and

良品文化館,

2016[民105] 185650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50&t0=k&c0=and

日日幸福,

民105[2016] 185657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57&t0=k&c0=and

采實文化,

2016[民105] 185667 46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67&t0=k&c0=and

飛天出版社 ;

2016[民105] 185668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68&t0=k&c0=and

無麩質甜點50 = macrobiotic dessert
子,

新北市 :良品文化館,2016[民105]
想吃就吃!只用平底鍋就能做出
46 100道中西日式糕點 /馮嘉慧作臺 馮嘉慧,
北市 :日日幸福,民105[2016]
30款最想學的天然手工皂 /娜娜媽
47
娜娜媽,
作臺北市 :采實文化,2016[民105]
袋你輕鬆打版。快樂作包 /淩婉芬
48
淩婉芬,
著新北市 :飛天出版社 ;2016[民

防疫宅手作 主題書展
49

50

51

52
53

純手感!北歐風羊毛氈刺繡生活 :
字母x花草x圖形x建築,127款極簡
作 ;鍾明秀翻譯新北市 :繪虹企
唯一典藏!手作巧克力甜點 :以溫
柔調味的30道幸福配方 /飯塚有紀
子作 ;陸蕙貽譯新北市 :大眾國際
書局,2016[民105]
時尚鋁線串珠 =fashion jewelry &
wire crafts /顏書琴作臺北縣中和市
:和平國際文化,2010[民99]
精油蠟燭與擴香座的手作時光 /金
秀玹著 ; 鄒宜姮譯臺北市 :精誠資
訊,2016[民105]
幸福滿屋 :甜蜜手作護膚品 /liza
kwan作香港 :創晴出版,2016[民

=couturier sewing class /nakano
yukari著 ; 鄭睿芝翻譯新北市 :檸
檬樹圖際書版出版 :2016[民105]
好想自己做衣服 :超圖解手作衣裁
縫課!1000張技巧詳解,簡單版型一
55
點就通 /吳玉真著臺北市 :麥浩斯
出版 :2017[民106]
低熱量高營養手工烘焙點心 /黃淑
56 馨, 劉郁玟著[新北市新莊區] :上優
文化出版 ;2016[民105]
自己動手醃東西 :365天醃菜、釀
57 酒、做蜜餞 /蔡全成著臺北市 :朱
雀文化出版 ;2016[民105]
54

Tamayu,

繪虹企業,

2016[民105] 185675 426.7

陸蕙貽,

大眾國際書局, 2016[民105] 185689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89&t0=k&c0=and

顏書琴,

和平國際文化, 2010[民99]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706&t0=k&c0=and

鄒宜姮,

精誠資訊,

2016[民105] 185750 999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750&t0=k&c0=and

關

創晴出版,

2016[民105] 185753 425.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753&t0=k&c0=and

Yukari,
Nakano,

知遠文化總經
2016[民105] 185779 426.3
銷,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779&t0=k&c0=and

吳玉真,

麥浩斯出版 :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133&t0=k&c0=and

劉郁玟,

紅螞蟻圖書總
2016[民105] 186442 427.16
經銷,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442&t0=k&c0=and

蔡全成,

朱雀文化出版
2016[民105] 186484 427.75
;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484&t0=k&c0=and

185706 426.4

2017[民106] 186133 423.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5675&t0=k&c0=and

防疫宅手作 主題書展
手作族一定要會的裁縫基本功 :實
例操演,文圖並重,一看就懂,一學
58
王海,
就會! /boutique-sha著 ;王海譯新北
市 :雅書堂文化,2016[民105]
patchwork拼布教室 :設計綻fun!拼
BOUTIQ
59
趣 /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 UE-SHA,
玲譯新北市 :雅書堂文化,2017[民
超圖解!第一次做果醬就成功 :46
款純天然蔬果製作的沾醬.拌醬.料
60
Joung,
理萬用醬 /dodo出版編輯部著
;joung譯新北市 :臺灣廣廈,2017[民
我的第一本鐵架萬用收納術 :多功
能組合x開放式設計,好收易拿,打
61
Emi,
造舒適清爽的居家環境! /emi作 ;
凱特譯新北市 :臺灣廣廈,2017[民
系&多用途的後背包.手提包.側背
周秀惠,
包.波奇包.長夾 /周秀惠著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2017[民106]
就是要cute! :有個性又簡單的手作
63
亞里,
玉鳳, 張粵譯新北市 :雅書堂文
鉤針版.立體造型動物毛線帽 /凡
64 妮莎.慕尼詩(vanessa mooncie)作 ; 慕尼詩
趙睿音翻譯臺北市 :朱雀文
美姬老師的幸福手作立體造型饅
頭寶典 :全天然蔬果配方, 從基礎
65 到創意, 百變技巧一應俱全! =
王美姬
steamed buns cookbook /王美姬著臺
北市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2018[民
62

雅書堂文化,

2016[民105] 186490 426.3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490&t0=k&c0=and

雅書堂文化,

2017[民106] 186934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934&t0=k&c0=and

臺灣廣廈,

2017[民106] 186940 427.61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940&t0=k&c0=and

臺灣廣廈,

2017[民106] 186941 422.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941&t0=k&c0=and

雅書堂文化,

2017[民106] 186944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944&t0=k&c0=and

雅書堂文化,

2017[民106] 186945 426.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945&t0=k&c0=and

朱雀文化,

2017[民106] 186949 42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6949&t0=k&c0=and

聯合發行發行, 2018[民107] 189041 427.16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041&t0=k&c0=and

防疫宅手作 主題書展

66

67

68

69

藥師教你diy保養芳療聖品 :量身
打造70種保濕、美白、問題肌
膚、過敏肌膚、身體&頭髮的純
天然保養品 /鄭善兒著 ; 李靜宜譯
臺北市 :健行文化出版 :2017[民
超想學會的手工皂 :40款呵護家
人、寶貝寵物、生活食材+香草應
用+配方變化, 全家人都適用的暖
感手說皂! /孟孟著新北市 :木馬文
化出版 :2018[民107]
就是愛天然手作保養品70餘款
=cosmetic diy /甯嘉君編著臺北市 :
藝風堂,2015[民104]
自己釀 :釀醬油、米酒、醋、紅
糟、豆腐乳20種家用調味料 /徐茂
揮, 古麗麗作新北市 :幸福文化出
版 :2018[民107]

李靜宜

健行文化出版
2017[民106] 189048 425.3
: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048&t0=k&c0=and

孟孟

遠足文化發行, 2018[民107] 189134 46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134&t0=k&c0=and

甯嘉君

藝風堂,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164&t0=k&c0=and

古麗麗

遠足文化發行, 2018[民107] 189170 427.61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170&t0=k&c0=and

出色文化,

2017[民106] 189173 429.7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173&t0=k&c0=and

雅書堂文化出
2016[民105] 189681 466.4
版: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89681&t0=k&c0=and

膳書房文化出
2018[民107] 190029 427.16
版: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0029&t0=k&c0=and

太雅,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0081&t0=k&c0=and

杜里斯
70種手作芳療驅蟲噴霧 /史提芬
(Tourles,
70 妮.l.杜裡斯著 ; 游釣雅譯新北市 :
Stephanie
出色文化,2017[民106]
L.)
100%在家就可以簡單製作的抗菌
手工皂 :大人和小孩都合用的抗菌
71 手工皂.噴霧.紫草膏.洗手乳.家事 格子
清潔劑 /花蓮姐, 格子作新北市 :雅
書堂文化出版 :2016[民105]
不一樣的人氣精選~手工糖果 /林
72 宥君著新北市 :膳書房文化出版 林宥君
:2018[民107]
手釀梅子廚房 :小分量釀梅+以梅
73 入菜的32道食譜 /若山曜子作 ; 劉 劉又菘
又菘譯臺北市 :太雅,2018[民107]

2015[民104] 189164 425.4

2018[民107] 190081 427.75

防疫宅手作 主題書展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一次學會最強渲染技法!季芸老師
渲染皂教室 /季芸著臺北市 :創意
市集出版 :2019[民108]
清新&可愛小刺繡圖案300+ :一起
來繡花朵.小動物.日常雜貨吧!
/boutique-sha作 ; 黃盈琪譯新北市
:elegant-boutique新手作出版 :2019[
快樂裁縫我的百搭款手作服 :一款
紙型100%活用&365天穿不膩!
/boutique-sha授權 ; 翟中蓮譯新北
市 :雅書堂文化,2018[民107]
手作烘焙教科書 :麵包、西點與餅
乾x美味的無限可能 /呂昇達著[新
北市] :上優文化出版 ;2019[民108]
蝶古巴特達人學 :你一定學得會的
48個實作技法 = decoupage /張靖宜
著新北市 :雅書堂文化,2018[民107]
精油.芳療手作保養品應用全書 :
加拿大資深芳療師30年研發經驗 /
丹妮爾.薩德(danielle sade)著 ; 游卉
庭譯臺北市 :采實文化,2019[民108]
第一次手作皮革就上手 /采芊文創
著臺北市 :瑞蘭國際出版 ;2019[民
我的木工初體驗 :在家動手做療癒
木製小物, 打造幸福生活器具、飾
品、玩具 /張付花作臺北市 :創意
市集出版 :2019[民108]

季芸

城邦文化發行, 2019[民108] 192518 466.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2518&t0=k&c0=and

黃盈琪

悅智文化發行, 2019[民108] 192597 426.2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2597&t0=k&c0=and

Boutique雅書堂文化,
Sha

2018[民107] 192598 426.3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2598&t0=k&c0=and

呂昇達

紅螞蟻圖書總
2019[民108] 192612 427.16
經銷,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2612&t0=k&c0=and

張靖宜

雅書堂文化,

2018[民107] 192615 426.9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2615&t0=k&c0=and

游卉庭

采實文化,

2019[民108] 192719 418.995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2719&t0=k&c0=and

張付花

聯合發行公司
2019[民108] 193166 426.65
總經銷,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3166&t0=k&c0=and

城邦文化發行, 2019[民108] 193171 474

http://120.102.52.73/webpac/search.cfm?m=ss&k0=193171&t0=k&c0=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