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號

條碼號

1 20029910714893

2 20029920148959
3 20029910599856
4 20029910633168
5 20029910640072

6 20029910661821

7 20029910704480
8 20029910714018
9 20029910714026

10 20029910714034
11 20029910714042

書名
花草茶68款 : 提高免疫力
x美容抗氧化力x補充微量
元素
身心舒活 花草茶事典 : 從
基礎到進階,110種花草茶
知識,飲法大公開
Fortnum & Mason 英式百
年經典下午茶
想吃就吃!只用平底鍋就
能做出100道中西日式糕
第1本自己做模型的彩色
餅乾BOOK
怎麼做都萌翻天的棒棒糖
蛋糕 : 烤一烤!捏一捏!沾
一沾!黏一黏!不需繁複技
巧就能做出超美棒棒糖蛋
100%幸福無添加手作餅
乾 : 呂老師的80道五星級
餅乾與點心
Jessie老師玩創意!造型中
式麵食點心
零失敗花樣中式麵點 : 50
款必學的饅頭,包子與蔥
油餅,燒餅
零失敗花樣饅頭,花捲與
包子 : 家庭必備中式麵點
食譜書,400張步驟圖保證
造型饅頭 : 新手也能做出
超萌饅頭

12 20029910714059 樂作包子饅頭趣

13 20029910714067

14 20029910714075

15 20029910714083

16 20029910714109

美姬老師的幸福手作立體
造型饅頭寶典 : 全天然蔬
果配方,從基礎到創意,百
變技巧一應俱全!
中華巧菓子 : 嶄新印象的
時尚中式午茶風可愛茶點
心
看了就想吃!的麵包小圖
鑑 : 350款經典&人氣麵包
+28家日本排隊必買名店,
老舖徹底介紹
日日手揉小吐司 : 輕鬆揉
麵3分鐘

作者

出版項

索書號

林,琬清;エンハーブ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2018.11

418.915 1381

李,秦;主婦之友社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2017.06

418.915 0434

馬斯登;謝,
馨;Marsden,Emma

とよののぶよ;左,瑞
瑤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427.16 7141
文化出版, 2016.05
臺北市 : 日日幸福
427.16 3145
出版, 2016.08
臺北市 : 睿其書
427.16 2222
房, 2016.10

洪,佳如;璞真奕睿影
像

臺北市 : 日日幸福
427.16 3424
事業, 2017.05

呂,昇達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427.16 6063 2017
出版, 2017.01

作者本名徐庭
萱;Jessie

新北市 : 平凡文
化, 2018.08

427.16 4499

漢克老師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2018.04

427.16 3442

漢克老師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2017.07

427.16 3442 2017

馮,嘉慧

許,毓仁
彭,秋婷

臺北市 : 橘子文
化, 2018.10
新北市 : 上優文
化, 2018.06

427.16 0882
427.16 4224

王,美姬

臺北市 : 日日幸福
427.16 1084
事業出版, 2018.01

潘,薇;江,宓蓁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睿其書房出版,
427.16 3244
2018.02

徐,曉珮;Discover
Japan編集部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2018.05

幸榮;邱,婉婷

臺北市 : 睿其書房
427.16 4099
出版, 2018.10

427.16 3492

Kokoma立體造型手撕麵
包
經典不敗台式麵包 : 1種
麵糰+30款口味+12款整型
18 20029910714133 手法+700張鉅細靡遺步驟
圖,結合復古與創新,成功
率高.絕對好吃!
好想拍照上傳!任誰都能
19 20029910714141
上手的造型和菓子
17 20029910714117

20 20029910714174

21 20029910714182

22 20029910714190

23 20029910714208

24 20029910714216

25 20029910714224
26 20029910714232

27 20029910714240

28 20029910714257

29 20029910714273
30 20029910714281
31 20029910714299

Kokoma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2017.03

427.16 2020 2017

著者本名陳明忠;愛
與恨老師;邱,嘉慧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2017.06

427.16 2794

臺北市 : 臺灣東
427.16 2221
販, 2018.11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C.bonbonの絕美糖霜餅乾 生島,稚亜子;李,亞妮 睿其書房出版,
427.16 2221
2018.08
超暖心!糖霜餅乾的幸福
好日子 : 回憶x婚禮x節慶,
新北市 : 腳丫文
Kelly
427.16 2477
專屬打造60款糖霜餅乾的
化, 2017.04
甜蜜生活味
杯緣掛耳糖霜餅乾 : 攀掛
臺北市 : 睿其書
在杯口上可愛療癒的64款 Trigo e Cana;李,亞妮
427.16 3746
房, 2018.05
餅乾杯緣子
Icebox童話系冰盒餅乾 :
臺北市 : 睿其書
揉疊.冷凍.切片.烘烤,不用 福本,美樹;李,亞妮
427.16 3584
房, 2018.03
裝飾就超可愛的
冰盒造型餅乾 : 只要揉.
著者本名賴琬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冰.切.烤,烘焙新手也能輕
427.16 4084
茹;Jamie
文化, 2017.04
鬆做出可愛造型餅乾!
卡哇伊立體造型小點心 :
任,雪喜;池,俊錫;賴, 臺北市 : 朱雀文
從初階到進階, step by step
427.16 2214
毓棻
化, 2018.10
做出療癒又好吃甜點
著者本名鍾欣愉;莎 臺北市 : 平裝本,
HALO!莎莎的甜點小宇宙
427.16 4444
莎
2018.07
Kokoma繽紛立體棉花糖 :
2種配方+4種作法+不私藏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Kokoma
427.16 2020
小祕訣,27種浮在熱飲上
文化, 2018.04
的繽紛可愛棉花糖來啦！
怦然心動!超萌人氣造型
甜點 : 馬卡龍.翻糖.蛋糕.
餅乾.棉花糖.甜甜圈.泡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馬卡龍公主
427.16 7208
芙...巴黎藍帶職人親授,製
出版, 2018.03
作步驟全圖解,不失敗做
出名店級夢幻繽紛烘焙!
Kokoma汪喵星人療癒系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Kokoma
427.16 2020
甜點
出版, 2018.09
這個一看就懂!花漾甜點
新北市 : 三悅文化
marimo;莊,鎧寧
427.16 8074
六宮格
圖書, 2018.02
親子點心 幸福食光 : 與孩
新北市 : 瑞昇文
久保田,惠美;張,俊翰
427.16 2265
子開心下廚的魔法點心書
化, 2018.07
川嶋,紀子;童,小芳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幸福烘焙的第一本書 : 臉
書社團按讚破千食譜精
臺北市 : 朱雀文
20029910714323
Jeanica幸福烘培分享
選.社員瘋狂跟做,網路接
化, 2017.11
單熱門商品.小資創業必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用植物油做的輕口感司康
20029910714372
吉川,文子;鍾,佩純
睿其書房出版,
點心
2018.05
奇幻礦物甜點 : 琥珀糖,洋
新北市 : 瑞昇文
20029910714406
佐藤,佳代子;沈,俊傑
菓子,礦物飲料食譜
化, 2018.05
快樂午茶點點心 : 喝杯好
新北市 : 膳書房文
20029910714414 茶吃口美點 最得意的中 林,美玲
化, 2017.11
西式點心
Amy的英式悠閒下午茶食
臺北市 : 日日幸福
20029910714422 光 : 100道必學好吃又好 冉,庭恩;Rattigan,Amy
事業出版, 2016.11
做的超人氣英國茶點
超療癒造型甜點 : 棉花糖
臺北市 : 橘子文
20029910714455
林,憶雯;Even
小動物x造型戚風蛋糕
化, 2018.06
甜素烘焙實驗室 : Vegan
臺北市 : 帕斯頓數
20029910714463
朱,芳緯;Julie
的創意純素蛋糕
位多媒體, 2018.08
33道零麩質的米&黃豆粉
新北市 : 良品文化
20029910714505 甜點 : 無麵粉+低醣+低脂 木村,幸子;范,思敏
館出版, 2018.08
=好吃!
旅居巴黎料理人的零失敗
臺北市 : 臺灣角
20029910714547
えもじょわ;卓,惠娟
甜點
川, 2018.09
人氣巴黎風閃電泡芙 : 風
新北市 : 膳書房文
20029910714554
鄭,清松
靡全球的人氣時尚甜點
化, 2018.04
英式午茶時光 : 動手做美
臺北市 : 八方出
20029910714570
砂古,玉緒;黃,玉寧
味甜點 享受完美午茶時
版, 2015.06
低糖.生酮10分鐘甜點廚
彭,安安;賴,美娟;范, 臺北市 : 采實文
20029910714604 房 : 精心設計最簡易,即食
麗雯
化, 2018.01
的65道美味甜點
一口也捨不得吃的創意點
心! : 食材簡單x輕鬆上手x
新北市 : 跨境文化
20029920160525
Yu,Flora
成功打造完美中西式甜鹹
出版, 2017.05
點心
最完美的甜鹹餅乾獨家配
臺北市 : 出版菊文
20029920161564
鈴木,滋夫;胡,家齊
方
化, 2017.05
臺北市 : 邦聯文化
20029910714356 繽紛香濃起司條
荻山,和也;周,欣芃
睿其書房出版,
2018.05
第一本從基底開始做!手
調飲料BOOK : 自製果醬
新北市 : 臺灣廣
20029910714786 X濃縮汁X糖漿X飲品粉X 申,頌爾;譚,妮如
廈, 2018.06
水果乾基底,調出100款經
典到創新的手作飲

427.16 4408 2018

427.16 4201
427.16 2422
427.16 4481

427.16 5006
427.16 4491
427.16 2542
427.16 4441
427.16 1522
427.16 8734
427.16 1412
427.16 4233

427.16 4557

427.16 8435
427.27 4224

427.4 5081

100%安心!純天然,無添
加!146款超人氣流行飲品
48 20029910714802
花,祥育
: 1分鐘製作各種蔬果汁,
茶飲,咖啡,凍飲,調酒與輕
茶飲時光 : 在家泡茶的
49 20029920147613
三宅貴男;李,友君
100個祕訣
魏,嘉儀;田光壽咖啡
50 20029910643266 初學者的咖啡關鍵100問!
學院
這樣沖就對了 : 100%不敗
51 20029910703094
黃,琳智;江,衍磊
手法咖啡,怎麼沖都好喝
在家煮出好咖啡 : 新手輕
52 20029910714653
陳,健;雙福
鬆上手的沖煮指南
53 20029910714679
54 20029910714687
55 20029910714695
56 20029910714703
57 20029910714711
58 20029910714729
59 20029910714737
60 20029910714745
61 20029910714778

62 20029920147795

63 20029910696645
64 20029910714620
65 20029910714638

臺北市 : 日日幸福
427.4 4430
出版, 2017.05

臺北市 : 健行文
化, 2017.05
新北市 : 楓葉社出
版, 2016.09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 2017.09
臺北市 : 深石數
位, 2017.12
新北市 : 上優文
瘋!立體拉花
張,增鵬
化, 2018.03
咖啡女子 : 引領妳找到最 許,郁文;旭屋出版編 新北市 : 瑞昇文
愛的咖啡風味
輯部
化, 2018.03
就是想喝好咖啡 : 中村鱷 中川,鱷魚;中川,京子; 新北市中和區 : 瑞
魚的咖啡哲學
許,郁文
昇文化, 2017.09
冷萃咖啡學 : 用時間換取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王,維新
水滴,冰滴,冰釀的甘醇風
出版, 2018.06
成為咖啡生活家 : 選豆,烘
蔡,麗蓉;西東社編輯 新北市 : 楓葉社,
豆,沖煮,美味咖啡之終極
部
2018.10
解析
臺北市 : 臺灣角
尋找一杯適合自己的咖啡 南,元壹;蕭,素菁
川, 2017.10
家用咖啡器具簡史,沖煮, 朴,成圭;李;游,芯
臺北市 : 寫樂文
保養指南
歆;Lee,Samuel
化, 2017.09
Food dictionary 咖啡 : 真正 王,淑儀;枻出版社編 臺北市 : 大鴻藝
美味的咖啡在哪裡?
輯部
術, 2017.08
Home café家就是咖啡館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從選豆,烘豆,到萃取,在家 黃,虎林;邱,淑怡
創出版, 2018.05
也能沖出一杯好咖啡
陳,春龍;拉辛努;瓦盧
我的咖啡生活提案 : 產地
西克斯;林,琬
選豆,烘焙研磨,沖出咖啡
臺北市 : 三采文
淳;Tran,Chung香來杯「對味」咖啡開啟
化, 2017.06
Leng;Racineux,Sebastie
新的一天
n;Varoutsikos,Yannis
新北市 : 膳書房文
天然果醬的私房甜點
藍,筱儀
化, 2017.09
果醬普拉斯 : 純天然無添
臺北市 : 布克文
加美味100%手作果醬40 張,曉東
化, 2018.01
道plus食譜8道
臺北市 : 睿其書
極品果醬學
田中,博子;涂,文凰
房, 2018.03

427.41 1356
427.42 6946
427.42 4418
427.42 7525
427.42 1147
427.42 4722
427.42 5222
427.42 1020
427.42 1532
427.42 4014
427.42 4354
427.42 4223
427.42 4424

427.42 7550

427.61 4482
427.61 1165
427.61 6541

66 20029910703979

67 20029910714901

68 20029910714919

69 20029910714927
70 20029910714943
71 20029910633200
72 20029910714836
73 20029910714844
74 20029910714851
75 20029910714877
76 20029910714828
77 20029910714752
78 20029910714760

彎彎甜點筆記 : 彎風正
甜!來喔 一起發現台北美 彎彎
味甜食店
來喝台灣茶! : 知識.美學.
產地.品味,理解台灣茶的 好吃編輯部
第一本完美喝茶提案
品味台灣茶 : 茶行學問.產
地風味.茶人說茶,帶你輕 樂食編輯部
鬆品飲茶滋味
識茶風味 : 拆解風味環節.
建構品飲系統,司茶師帶 藍,大誠
你享受品茶與萃取
茶百科 : 全世界最美的茶 蓋拉德;郭,品
藝聖經
纖;Gaylard,Linda
英式風味調茶 : 19款經典
楊,玉琴;Kelly
不敗配方X19款創意新鮮
大人の紅茶教科書 : 從一
齊藤,由美;黃,筱涵
杯紅茶開始的幸福時光
英式下午茶的慢時光 : 維
多利亞式的紅茶美學x沖 楊,玉琴
泡美味紅茶的黃金法則
Food dictionary 紅茶 : 茶葉 賴,郁婷;枻出版社編
個性的無限可能
輯部
紅茶經 : 葉怡蘭的二十年
葉,怡蘭
尋味之旅
世界品茶事典 : 紅茶.日本
藍,嘉楹;邱,香凝;主婦
茶.中國茶.韓國茶.香草茶.
之友社
健康茶.咖啡
台北癮咖啡 : 尋味70家讓
臺灣東販編輯部
人初訪就愛上的風格店家
總有一家咖啡館在等你 :
林,珈如;Elsa
咖啡因地圖

79 20029910714976 誰要來喝下午茶?
80 20029910546618 野貓軍團烤麵包
81 20029910714968 吃蛋糕大隊
82 20029910715007 甜甜的白熊
83 20029910714950 世界上最大最大的蛋糕
84 20029910402028 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2018.01

481.3 2222 c. 1

臺北市 : 麥浩斯出
481.6 4625
版, 2017.11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 2017.09
新北市 : 幸福出版
: 遠足發行,
2018.10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2017.12
臺北市 : 漫遊者出
版, 2016.08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2017.06

481.6 2825

481.6 4440
481.6 4452 2017
481.64 4611
481.64 0458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481.64 4611 2017
化, 2015.07
臺北市 : 大鴻藝
術, 2017.04
臺北市 : 寫樂文
化, 2017.07
臺北市 : 笛藤,
2018.02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2018.01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創出版, 2018.05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葉,曼玲
出版, 2017.04
臺北市 : 臺灣東
工藤,紀子;蘇,懿禎
方, 2014.06
小玉,知子;中野,弘隆; 臺北市 : 大穎文
林,家羽
化, 2014.08
臺北市 : 格林文
柴田,良子;張,玲玲
化, 2018.04
安,英恩;金,成姬;葉, 臺北市 : 台灣東
雨純
方, 2018.04
克爾;林,真
臺北市 : 遠流,
美;Kerr,Judith
2012.10

481.64 4223
481.64 4494 2018
974 0434 2018
991.7 4356
991.7 4414
859.6 4461
861.59 1421 2014
861.59 9181
861.59 2631
862.59 3046
873.59 4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