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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ISBNnet）」，網址為：http://isbn.ncl.edu.tw。 

七、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推出「每日預

告書訊服務」，歡迎各界訂閱指教，網址：http://tp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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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蔣經國日記揭密 : 全球獨家透視強

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 / 黃清

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283) .-- ISBN 978-957-13-8262-3 

(平裝) NT$300  

1.蔣經國 2.臺灣傳記  005.33  

國學 

國家圖書館故事. 卷三, 漢學圖書館

故事 =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ii / 宋建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 

10907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711-175-3 (平裝) NT$460  

1.漢學 2.圖書館史 3.館藏發展  030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世界建築小百科 / 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0908 .-- 112 面; 18X17 公分 .-- (我是

知識王 ; 25)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429-547-0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出發!地球祕境探險 / 童彩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12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26-

8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探究!人體生命奧祕 / 童彩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12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25-

1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探索!神奇科技發明 / 童彩編著 .-- 新

北市 : 人類, 10906 .-- 120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22-0 (精裝) 

NT$36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尋奇!植物生態之謎 / 童彩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0907 .-- 120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986-5523-24-

4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揭露!神祕的宇宙 / 童彩編著 .-- 新北

市 : 人類, 10906 .-- 120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21-3 (精裝) 

NT$36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解謎!動物奇妙行為 / 童彩編著 .-- 新

北市 : 人類, 10906 .-- 120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23-7 (精裝) 

NT$36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歡頌扶輪歡送愛 : 國際扶輪 3461 地

區 2019-20 年度地區活動暨年會特

刊 .-- 臺中市 :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總

監辦事處, 10906 .-- 1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025-1-2 (平裝)  

1.國際扶輪社 2.臺灣  061.51  

國立故宮博物院年報. 一 0 八年 / 吳

密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故宮, 

10906 .-- 21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562-834-5 (平裝) NT$300  

1.國立故宮博物院  069.83301  

普通論叢 

史語所愧對祖宗法 : 學術對話不再? / 

盧建榮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高

地, 10906 .-- 210 面; 21 公分 .-- (社會/

文化史集刊 ; 26) .-- ISBN 978-957-

8724-49-5 (平裝) NT$220  

1.言論集  078  

我們的文學夢. 8 / 呂毓卿總編輯 .-- 

臺 北 市  : 上 海 銀 行 文 教 基 金 會 , 

109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3129-5-0 (平裝)  

1.言論集  078  

狗呷烏蠅集 / 鍾振斌著 .-- 屏東縣長

治鄉 : 鍾振斌, 10907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41-1 (上冊:

平裝)  

1.言論集  078  

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 / 練性乾編 .-- 

臺灣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 10906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

36-0 (平裝) NT$420  

1.言論集  078  

雲隙窺真 / 羅郭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蘭臺, 10908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37-2-0 ( 平 裝 ) 

NT$880  

1.言論集  078  

論太極圖說與耗散結構 / 林國雄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慈 惠 堂 , 

10907 .-- 753 面; 21 公分 .-- (慈惠堂叢

書 ; 第 90 冊) .-- ISBN 978-986-96169-

3-5 (平裝)  

1.言論集  078  

這些話,為什麼這麼有哏?! : 名人毒

舌語錄 1200 句 / 艾瑞克.格茲莫考斯

基(Eric Grzymkowski)著 ; 王定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

化發行, 10909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71-2 ( 平 裝 ) 

NT$420  

1.言論集  079.52  

普通叢書 

*打開孩子的聰明與智慧  / 王財貴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讀經文教 , 

10906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7003-91-1 (平裝) NT$350  

1.語文教學 2.讀經  089.86  

群經 

經學研究論叢. 第二十五輯 / 薛裕民

等作 ; 馮曉庭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藝 學 術 出 版  : 華 藝 數 位 發 行 , 

10906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7-179-2 (平裝) NT$380  

1.經學 2.文集  090.7  

哲學類 

總論 

哲學現場 : 從雲端跌落的哲學家 / 葉

海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10908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34-05-9 (平裝) NT$360  

1.哲學 2.人生哲學  100  

街角遇見哲學 : 從 ABC 到 DNA,生活

中 35 個改變現實的偉大思想 / 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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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克哈特(Martin Burckhardt)著 ; 尤克.

胡斯曼(Jörg Hülsmann)插畫 ; 麥德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827-5 (平裝) NT$300  

1.哲學 2.通俗作品  100  

像哲學家一樣思考  / 安 .魯尼(Anne 

Rooney)著 ; 許玉意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 牌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1-25-8 (平裝) NT$420  

1.哲學  100  

世界社會科學名著精要 / 約翰.亞歷

山大.漢默頓(J. A. Hammerton)編著 ; 

柯柏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24-9 (平裝) NT$450  

1.哲學 2.世界傳記 3.學術思想  

109.9  

學術思想概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研

究生論文集. 2019 / 郭珣君等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

院, 10906 .-- 2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55-0-1 (平裝) NT$350  

1.人文學 2.藝術 3.文集  119.07  

中國哲學 

儒道釋思想交會與文王卦之開展  / 

黃泊凱著  .-- 新北市  : 致知學術 ,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692-6-3 (平裝) NT$480  

1.中國哲學 2.易占 3.文集  120.7  

易經今註今譯 : 易經裡的秘密 / 王曉

強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蘭 臺 , 

109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137-4-4 (平裝) NT$620  

1.易經 2.注釋  121.12  

跟著大師學易經 : 智旭大師之<<周

易禪解>> / (明)蕅益智旭大師著解 ; 

林中華白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林中華, 10907 .-- 88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7813-5 (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周易禪解 / 蕅益大師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7 .-- 7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22-118-8 ( 平 裝 ) 

NT$9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易經研究 / 廖慶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廖慶六, 10906 .-- 42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7747-3 (精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3.臺語  121.17  

*河圖心法合纂直講 / 不二先生著 ; 

陳如麟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如

麟, 10906 .-- 冊 .-- ISBN 978-957-43-

7742-8 (全套:平裝) NT$20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聖賢占天時話農作行事 / 蓬萊野鶴

(王工文)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

灣發展研究院, 10906 .-- 320 面; 26 公

分 .-- (野鶴<<周易>>應用漫談系列. 

古天文勸農桑篇) .-- ISBN 978-986-

86843-9-3 (平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庚子春秋 /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周易文化

研究會, 10906 .-- 324 面; 21 公分 .-- 

(咸臨書院. 夏學論集 ; 第 11 集) .-- 

ISBN 978-986-96604-2-6 ( 平 裝 ) 

NT$3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3.文集  121.1707  

傅佩榮論語、孟子、易經二十四講 / 

傅佩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

化, 10907 .-- 248 面; 23 公分 .-- (世界

公民叢書) .-- ISBN 978-986-360-159-3 

(平裝) NT$350  

1.儒學 2.儒家 3.易經  121.2  

大學仁行 : 大學全書講記 / 仁行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

版 : 易書齋發行, 109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72-7-4 (平裝) 

NT$200  

1.大學(經書) 2.注釋  121.251  

孟子之道 / 王世宗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非馬勸學會, 10907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31-2-4 (平裝)  

1.(周)孟軻 2.孟子 3.學術思想 4.研究

考訂  121.267  

道德經講義口訣實證指南 / 黃元吉

原著 ; 孫長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07 .-- 4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7-2315-0 (平裝)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老子>>異文與黃老要論 / 陳麗桂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103-4 (平裝) NT$520  

1.老子 2.黃老治術 3.研究考訂  

121.317  

在亂世讀老子 : 世界殘酷,道德經讓

你有顆柔軟的心 / 陳廣逵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7 .-- 4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09-4-

0 (平裝) NT$52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竹簡老子 / 魏元珪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賴志岳, 10907 .-- 48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812-8 ( 平 裝 ) 

NT$75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述說道德經. 卷三 / 林榮澤講述 ; 書

苑編輯室整理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貫義理編輯苑出版 : 一貫道學研究

院文獻館發行, 10906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904-91-3 (平裝) 

NT$420  

1.道德經 2.研究考訂  121.317  

西洋哲學 

人類理智研究 / 休謨(David Hume)著 ; 

黃懷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文庫 ; 124) .-- ISBN 978-986-522-110-2 

(平裝) NT$320  

1.休謨(Hume, David, 1711-1776) 2.學

術思想 3.哲學  144.47  

創 造 的 進 化 論  / 亨 利 . 柏 格 森 (H. 

Bergson)著 ; 陳聖生譯 .-- 1 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986-522-

097-6 (平裝) NT$480  

1.柏格森(Bergson, Henri, 1859-1941) 

2.學術思想 3.形上學  146.71  

判斷力批判 / 康德(Immanuel Kant)著 ; 

鄧曉芒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7 .-- 488 面; 21 公分 .-- (聯經經

典) .-- ISBN 978-957-08-5565-4 (精裝) 

NT$620  

1.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 2.

康德哲學 3.批判哲學  147.45  

純粹理性批判 / 康德(Immanuel Kant)

著 ; 鄧曉芒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07 .-- 896 面; 21 公分 .-- (聯經

經典) .-- ISBN 978-957-08-5564-7 (精

裝) NT$950  

1.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 2.

康德哲學 3.批判哲學  1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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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理性批判 / 康德(Immanuel Kant)

著 ; 鄧曉芒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聯經

經典) .-- ISBN 978-957-08-5563-0 (精

裝) NT$420  

1.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 2.

康德哲學 3.批判哲學  147.45  

邏輯學 

不腦殘邏輯課 : 460 道題目輕鬆學,告

別鬼打牆、做一個有 sense 的人! / 于

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7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209-6-4 (平裝) NT$360  

1.邏輯 2.通俗作品  150  

歡樂邏輯養成班,超有料! : 一學就會,

一笑就懂,絕不昏昏欲睡的 12 堂 / 仲

島ひとみ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19-5 (平裝) NT$350  

1.邏輯  150  

形上學；玄學 

圖解知識論 / 黃鼎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057-0 ( 平 裝 ) 

NT$400  

1.知識論  161  

認識惜字 / 張鳴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鳴, 10905 .-- 17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743-5 (平裝)  

1.因果 2.生命教育 3.人生哲學  

168.7  

心理學 

心理學概論  = Psychology / 葉重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7 .-- 

456 面; 23 公分 .-- (心理學系列 ; 

11051) .-- ISBN 978-986-191-912-6 (平

裝) NT$400  

1.心理學  170  

成為更好的自己 : 未來少年的 18 堂

心理必修課 / 劉軒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1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5-30-8 (平

裝) NT$380  

1.兒童心理學 2.生活指導 3.自我實

現  173.1  

有病的其實是我媽,卻要我去諮商 : 

寫給青少年和家長的心理圖文書  / 

大衛.古席翁(David Gourion)文 ; 穆佐

(Muzo)圖 ; Geraldine LEE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究竟, 10908 .-- 128 面; 22 公

分 .-- (心理 ; 58) .-- ISBN 978-986-137-

301-0 (平裝) NT$280  

1.青少年心理 2.心理輔導  173.1  

讀心 : 我們因此理解或誤判他人意

圖的心智理論 / 亨利.威爾曼(Henry 

Wellman)著 ; 汪冠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寫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 

10907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689-50-2 (平裝) NT$450  

1.兒童心理學 2.發展心理學  173.1  

邁向成熟大人的情緒教養 : 青少年

自尊課 / 麗莎.薩伯(Lisa M. Schab)著 ; 

童貴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

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8 .-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01-28-3 (平裝) NT$380  

1.青少年心理 2.自尊  173.2  

邁向成熟大人的情緒教養 : 青少年

情 商 課  / 瑞 雪 兒 . 卡 薩 達 . 羅 曼 

(Raychelle Cassada Lomann)著 ; 方淑

惠, 余佳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

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 

10908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01-30-6 (平裝) NT$380  

1.青少年心理 2.情緒管理  173.2  

邁向成熟大人的情緒教養 : 青少年

焦慮課 / 麗莎.薩伯(Lisa M. Schab)著 ; 

繆靜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

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8 .-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01-29-0 (平裝) NT$380  

1.青少年心理 2.焦慮  173.2  

依舊對自己陌生的三十歲 / BOTA 著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589-6-0 (平裝) NT$320  

1.成熟 2.成人心理學  173.3  

學妻子的語言 : 妳這樣說,難怪老公

聽不懂 / 黑川伊保子作 ; 鄭舜瓏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8 .-

- 224 面; 21 公分 .-- (Tell ; 31) .-- ISBN 

978-957-9654-99-9 (平裝) NT$340  

1.成人心理學 2.兩性關係 3.溝通  

173.3  

妳的輕熟時代 : 即使青春退場,也要

繼續從容美麗 / 陶尚芸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7 .-- 2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09-5-

7 (平裝) NT$350  

1.女性心理學 2.自我實現  173.31  

自卑與虛構解體的終極目標 : 研學

阿德勒個體心理學,成功迎戰精神官

能症 / 亨利.史丹(Henry T. Stein)編 ; 

田育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0907 .-- 264 面; 23 公分 .-- (阿德勒系

列 ; AA6) .-- ISBN 978-957-693-944-0 

(平裝) NT$550  

1.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

學術思想 3.精神分析學 4.精神官能

症  175.7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 2 / 阿爾弗雷德.

阿德勒作 ; 劉麗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 (成功講座 ; 361) .-- ISBN 978-986-

392-316-9 (平裝) NT$260  

1.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

學術思想 3.精神分析學  175.7  

找個奮鬥的正確姿勢 / 寧寧的摺耳

貓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9 .-- 288 面; 21 公分 .-- (心學堂 ; 

4) .-- ISBN 978-986-392-320-6 (平裝) 

NT$300  

1.心靈學 2.潛能開發  175.9  

拿回自主權 : <<健康之道>>讀書會. 

1 / 許添盛主講 ; 陳世文文字整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賽斯心法 ; 8) .-- 

ISBN 978-986-99123-2-7 ( 平 裝 ) 

NT$350  

1.超心理學 2.讀書會  175.9  

啟靈學 : 靈宗仙家修行密錄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

教基金會,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153-8-0 ( 平 裝 ) 

NT$260  

1.心靈感應 2.心靈學  175.9  

意識航行之道 : 內在旅程的百科全

書 / 史坦尼斯拉弗.葛羅夫(Stanislav 

Grof)著 ; 林瑞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07 .-- 冊 .-- (心理

諮商經典系列 ; 14-) .-- ISBN 978-986-

98853-7-9 (第 1 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98853-8-6 (第 2 冊:平裝) 

NT$380  

1.超心理學 2.心靈學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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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色彩學 / 凱倫.海勒(Karen Haller)

著 ; 龔嘉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

誠資訊,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3-4 ( 平 裝 ) 

NT$400  

1.色彩心理學  176.231  

超強記憶 / 喬許.弗爾(Joshua Foer)著 ; 

謝佩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09 .-- 304 面; 21 公分 .-- (天

下財經 ; 413) .-- ISBN 978-986-398-

576-1 (平裝) NT$380  

1.記憶  176.338  

成為新人類 : 24 個明日菁英的嶄新

定義 / 山口周著 ; 李璦祺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907 .-- 

38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592-5-7 (平裝) NT$420  

1.思維方法 2.行為模式  176.4  

笛卡兒的思辨健身房 : 我在法國教

哲學,看法國學生怎麼學「思考」和

「論述」? / 孫有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57 種)(我思 ; 

1) .-- ISBN 978-957-9314-60-2 (平裝)  

1.哲學 2.思維方法  176.4  

創造力的激發 : 吳靜吉的七十堂創

造力短講 / 吳靜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35-0 (平裝)  

1.創造力 2.創造性思考  176.4  

開啟你的創意天賦  / 卻斯 .賈維斯

(Chase Jarvis)著 ; 洪慧芳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 ,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842-4-2 (平裝) NT$420  

1.創意 2.創造性思考 3.成功法  

176.4  

點子總是來自不相干的地方 : 博報

堂創意總監的 27 個找靈感技巧 / 嶋

浩一郎作 ; 涂愫芸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9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53-6 (平裝)  

1.創意 2.創造性思考  176.4  

完美的擺脫 : 人際關係好煩人、就

是改不斷壞習慣、總是遇到渣男......

如何才能和這些孽緣一刀兩斷? 關

鍵在於孤獨體質。 / 大嶋信賴作 ; 林

信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Easy ; 

95) .-- ISBN 978-986-5612-38-2 (平裝) 

NT$330  

1.孤獨感 2.生活指導  176.52  

深度情緒大掃除 : 要搞懂自己,先搞

懂情緒!圖解 100 種常見情緒用語,挖

掘並整理自己,進而正確表達自己 / 

詹育書著 ; 艸文子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28-2 (平

裝)  

1.情緒管理 2.成功法  176.52  

情緒操縱 : 情緒自測指南 / 許承翰, 

高紅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6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6-255-9 (平裝) NT$299  

1.情緒管理 2.成功法  176.52  

有刺の情緒 斷.捨.離 : 絕交 13 種情

緒暴力,讓嫉妒開酸、吃味嘲諷、帶

刺怒嗆不再傷己傷人,找回你的自信

與強大內在能力 / 午堂登紀雄作 ; 林

美琪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

文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76-4 (平裝) NT$300  

1.嫉妒 2.人際關係  176.521  

不懂會吃虧 漫畫圖解 人際心理學 / 

Yuuki Yuu 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619-2 (平

裝) NT$360  

1.應用心理學 2.人際關係  177  

我就是要教你詐  / 陳意平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成功講座 ; 362) .-- 

ISBN 978-986-392-318-3 ( 平 裝 ) 

NT$320  

1.應用心理學  177  

為什麼我們想要的比需要的多? / 布

魯斯 .胡德(Bruce Hood)著  ; 麥慧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77-

5 (平裝) NT$400  

1.應用心理學 2.所有權 3.欲望  177  

從零開始讀懂心理學 : 適合運用在

生活中的行為科學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許懷文翻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人人, 10907 .-- 144 面; 27 公分 .-

- (人人伽利略 ; 13) .-- ISBN 978-986-

461-219-2 (平裝) NT$350  

1.應用心理學 2.人際關係  177  

曾國藩制人攻心術 / 方東野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9 .-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915-8-5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謀略  177  

超越常理的智慧厚黑學 / 方東野著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布 拉 格 文 創 ,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79-0-1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成功法  177  

Happy Happy 溝通力 : 瑞典知名談判

專家傳授最強說話術,讓彼此化解歧

見,達成共識,共創未來 / 拉斯-約翰.

艾格(Lars-Johan Åge)著 ; 胡琦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BIG 叢書 ; 332) .-- 

ISBN 978-957-13-8271-5 ( 平 裝 ) 

NT$360  

1.人際傳播 2.溝通技巧  177.1  

不見面的溝通學  / 王介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49) .-- ISBN 978-

986-179-599-7 (平裝) NT$280  

1.溝通技巧 2.說話藝術 3.人際關係  

177.1  

JR Lee 的正能量英文 / JR Le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7 .-- 272

面; 23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

986-248-897-3 (平裝) NT$380  

1.成功法 2.英語  177.2  

了不起的我 : 自我發展的心理學 / 陳

海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心理 ; 

57) .-- ISBN 978-986-137-300-3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人生或許屁事不少,讚美讓好事繼續

發生! : 好萊塢製作人的 12 堂自找快

樂課 / 埃蘭.葛爾(Elan Gale)著 ; 蘇凱

恩, 尤凱蓉譯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710-81-8 (平裝) NT$2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人性 18 法則 : 認識自己、透視他人,

解碼人性第一專書。  / 羅伯 .葛林

(Robert Greene)著 ; 鄭煥昇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李茲文化, 10908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595-8-

1 (平裝) NT$5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女孩兒也有骨氣!別說我們不需要

努力 / 楊熹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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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361-868-3 ( 平 裝 ) 

NT$26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不只是寓言 : 77 則啟發自我、翻轉

思考的寓言故事集 / 戶田智弘著 ; 陳

芬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8-618-4 (平裝) NT$3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不努力王國的成功法 / 川下和彥, 田

村陽子作 ; 黃瓊仙翻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MindMap ; 209) .-- ISBN 978-957-658-

378-0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通俗作品  177.2  

心想事成創造法 : 善用「思維、感

受 、 信 念 」 成 為 生 命 的 常 勝 軍  / 

Lynda Madden Dahl 著 ; 楊孟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內在探索 ; 22) .-- 

ISBN 978-986-99123-1-0 ( 平 裝 )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半澤直樹的「加倍奉還」心理學  : 

絕不被逆境打倒的祕密 / 內藤誼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7-151-7 (平裝) NT$299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成功不是你阿嬤,不會主動追著你跑 : 

破譯成功之門的十道密碼 / 王郁陽,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0906 .--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6-252-8 (平裝) NT$299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休息的藝術 : 睡好睡滿還是累?比睡

眠更能帶來活力與幸福的 10 道休息

建 言  / 克 勞 蒂 亞 . 哈 蒙 德 (Claudia 

Hammond)著 ; 吳慕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73-7 ( 平 裝 ) 

NT$400  

1.生活指導  177.2  

丟掉香奈兒包,活得更漂亮 : 決定捨

棄名牌、頭銜、學歷的那天起,我又

重新呼吸到自由自在的空氣 / 崔瑜

理著 ;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26-8 (平裝) NT$34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3.自我肯定  

177.2  

有錢不需靠爸 : 生活中加點猶太化

思維 / 溫亞凡, 禾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6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6-253-5 (平

裝) NT$430  

1.成功法 2.猶太民族  177.2  

為了遇見 40 歲更好的自己 : 停止過

度的學習,只要做對 5 項,人生就會開

始改變 / 嶋津良智著 ; 劉格安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794-8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為什麼你無法真正地快樂 : 運用選

擇的力量,找出你的人生使命,成就真

實的自己 / 韋恩.戴爾(Wayne W. Dyer)

著 ; 李寧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8 .-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8567-63-4 (平裝) NT$4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 / 宮能安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6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

8242-5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要當獅子就別與老鼠爭鋒 : 成功者

只做最重要的事 / 王郁陽, 暖光源工

作室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7 .-- 24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71-9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原來,什麼事都跟心理學有關 / 王琳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3) .-- ISBN 978-986-392-315-2 (平裝) 

NT$320  

1.生活指導 2.自我實現  177.2  

記得你是誰 : 哈佛的最後一堂課 / 戴

西.魏德蔓(Daisy Wademan)著 ; 譚家

瑜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

長 ; 70) .-- 15 萬冊暢銷紀念版  .-- 

ISBN 978-986-398-571-6 ( 平 裝 ) 

NT$350  

1.成功法  177.2  

財富的心靈法則  / 吳中立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 遠足文化 ,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Life ; 5) .-

- ISBN 978-986-99060-1-2 ( 平 裝 ) 

NT$38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從只會 50 音,到當上日本辯護士! / 黃

昱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31-2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語言學習 3.日語  177.2  

斜槓青年(實踐版) : 成為內控者,建立

幸福人生的正向迴圈 / Susan Kuang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78) .-

- ISBN 978-986-133-725-8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夢有多遠,心就要多強大 : 築夢進行

曲. II / 林裕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83-0 ( 平 裝 ) 

NT$30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夢想微微疼 / 微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23-7 ( 平 裝 )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繪福 / 太陽盛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圓文化, 10909 .-- 208 面; 23 公分 .-

- (超級生命密碼叢書 ; 21) .-- ISBN 

978-986-97637-6-9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靈修  177.2  

讓寫作成為自我精進的武器 / 師北

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遠

足文化,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Job ; 7) .-- ISBN 978-986-99060-2-9 (平

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寫作法  

177.2  

人性的弱點 : 暢銷不墜的成功學經

典,向卡內基學習交心溝通術與好感

度人際學 / 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

著 ; 韓文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Big) .-- ISBN 978-957-13-8280-7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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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際關係 2.溝通技巧 3.成功法  

177.3  

人脈成功定律 / 蒼井剛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9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915-9-2 (平裝)  

1.人際關係 2.成功法  177.3  

討好就能美好嗎? / 黃志堅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 (心靈方舟 ; AHT4020) .-- ISBN 978-

986-98819-9-9 (平裝) NT$36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15 堂人際關係與

溝通課 / 周談輝, 周玉娥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6-

7 (平裝) NT$37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77.3  

心理評估 : 在諮商中的應用 / 黃政昌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 

10907 .-- 7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096-84-3 (平裝)  

1.心理評量 2.心理諮商  178.3  

大團體動力學 : 理念、結構與現象 / 

夏林清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070-9 (平裝) NT$350  

1.團體諮商 2.團體輔導  178.4  

不讓破碎的心傷害自己 : 協助心理

創 傷 兒 童 的 簡 易 指 南  / Betsy de 

Thierry 著 ; 廖敏華, 李錦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194-5 (平

裝) NT$250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3.兒童心理

學  178.8  

打不破的玻璃芯 : 穿越逆境的 20 個

面對 / 朱芯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10-8 (平裝) NT$360  

1.心理治療 2.自我實現  178.8  

正 向 心 理 治 療 臨 床 手 冊  / Tayyab 

Rashid, Martin P. Seligman 著 ; 李政賢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80-8 (平裝) NT$600  

1.臨床心理學 2.心理治療  178.8  

重啟 : 領導力與成長的藝術 / 傑瑞.科

隆納(Jerry Colonna)著 ; 溫力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好想法 ; 27) .-- 

ISBN 978-986-248-896-6 ( 平 裝 ) 

NT$380  

1.領導者 2.心理創傷 3.心理治療  

178.8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 : 心理衛生實

務工作者手冊 / J. William Worden 著 ; 

李開敏等譯 .-- 五版 .-- 新北市 : 心理,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心理治療

系列  ; 22174) .-- ISBN 978-986-191-

915-7 (平裝) NT$380  

1.心理治療 2.心理輔導 3.悲傷  

178.8  

結構化遊戲治療 : 理論與實務 / 高淑

貞, 蔡群瑞著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師大出版社, 10906 .-- 39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203-0-8 (平裝) 

NT$900  

1.遊戲治療 2.心理治療 3.兒童心理

學  178.8  

歐文.亞隆的心理治療文學 / 傑佛瑞.

伯曼(Jeffrey Berman)著 ; 丁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06 .-

- 452 面; 21 公分 .-- (MA ; 74) .-- ISBN 

978-986-357-183-4 (平裝) NT$600  

1.亞隆(Yalom, Irvin D.) 2.學術思想 3.

心理治療  178.8  

學校遊戲治療實務 : 接觸、遊戲與

歷程回顧之三段式遊戲介紹 / 鄭如

安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0908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29-4 (平裝) NT$250  

1.遊戲治療 2.學校輔導  178.8  

讓心裡的傷不倒帶 : 一位精神科醫

師對創傷後壓力症最溫柔懇切的臨

床紀實,與最前線的療癒科學研究 / 

謝莉.珍恩(Shaili Jain)著 ; 吳妍儀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房 ; FS0117) .-- 

ISBN 978-986-235-848-1 ( 平 裝 ) 

NT$399  

1.創傷後障礙症 2.心理治療  178.8  

心理測驗 / 羅伯特.喬治著 ; 游恒山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128-7 (平裝) NT$600  

1.心理測驗  179.1  

美學 

侘寂 : 追求不完美的日式生活美學 / 

貝絲.坎普頓(Beth Kempton)作 ; 游淑

峰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

化 ; 64) .-- ISBN 978-957-13-8260-9 (平

裝) NT$320  

1.生活態度 2.日本美學  180  

美感努力運動 : 150 則美感生活實踐

X18 則美感養成習題 / 陳易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448 面; 19 公分 .-- (Hello Design 叢書 ; 

HDI0048) .-- ISBN 978-957-13-8284-5 

(平裝) NT$499  

1.生活美學  180  

街仔路採集誌 : 無用巧物再發現!看

見台式加減美學 / 慢慢說團隊(孫于

甯, 劉上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08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38-1 (平裝) NT$360  

1.生活美學 2.臺灣  180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 朱光潛著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大家講堂) .-- ISBN 978-

986-522-096-9 (平裝) NT$250  

1.美學 2.修身  180.1  

硬美學 : 從柏拉圖到古德曼的七種

不流行讀法 / 劉亞蘭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6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4-6849-5 (平裝)  

1.美學 2.哲學  180.1  

電影與表演 = Cinema and performance 

/ 廖美蘭總編輯 .-- 臺北市 : 世安文教

基金會, 10908 .-- 255 面; 21 公分 .-- 

(世安美學論叢系列. 2014-2019 ; 4) .-- 

ISBN 978-957-30510-8-4 (平裝)  

1.美學 2.電影美學 3.文集  180.7  

藝術史與藝術理論 = Art history and 

art theory / 廖美蘭總編輯 .-- 臺北市 : 

世安文教基金會, 10908 .-- 245 面; 21

公分 .-- (世安美學論叢系列. 2014-

2019 ; 3) .-- ISBN 978-957-30510-7-7 

(平裝)  

1.美學 2.現代藝術 3.文集  180.7  

倫理學 

29 張當票. 4, 千金不換的人生現場 / 

秦嗣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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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72) .-- ISBN 978-986-344-790-0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通俗作品  191.9  

<<翡翠碑文>>天書大揭密 : 宇宙和

生死的終極答案 / 鄭斯堯譯註 .-- 初

版 .-- 臺北市 : 渤海堂, 10906 .-- 3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308-21-

5 (平裝)  

1.人生哲學 2.靈修 3.神祕論  191.9  

Bernard 的心靈筆記書 / Bernard Tang

作 .-- 宜蘭縣羅東鎮 : 桑吉塔靜心空

間工作室,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91-0-3 ( 平 裝 ) 

NT$25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人生轉眼,卻總是明白太晚 / 章含, 吳

丹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266-5 ( 平 裝 ) 

NT$350  

1.人生哲學  191.9  

再忙也要躺好躺滿 : 逆襲快轉人生,

跟 樹 懶 學 耍 廢  / 珍 妮 佛 . 麥 卡 妮

(Jennifer McCartney)著 ; 陳采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7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32-8836-

7 (平裝) NT$33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臣服之享 : 遇萬事皆靜好自在的心

提升練習 / 大衛.霍金斯作 ; 謝佳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Spirit ; 

24) .-- ISBN 978-957-658-381-0 (平裝) 

NT$5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辛苦了,其實你已經很好了 / 鄭有琦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26-48-1 (平裝) NT$280  

1.人生哲學 2.自我肯定  191.9  

你是誰,比你做什麼更重要 : 英國管

理大師韓第寫給你的 21 封信 / 查爾

斯 .韓第(Charles Handy)著  ; 齊若蘭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6 .-- 240 面; 21 公分 .-- (財經

企管 ; BCB700) .-- ISBN 978-986-5535-

21-6 (精裝) NT$450  

1.人生哲學 2.成功法  191.9  

所有的孤單,終會成為勇敢 / 夏風顏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6-06-0 (平裝)  

1.人生哲學 2.自我肯定  191.9  

為什麼我們明明過得很好卻不快樂? 

/ 哈洛德.柯依瑟爾(Harald Koisser)著 ; 

方子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77-874-4 (平裝) NT$40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格言裡的人生魔法 : 給孩子 60 則為

人處事的智慧哲理 / 游乾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33) .-- ISBN 

978-986-450-297-4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野球.人生 / 曾文誠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好讀,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小宇宙  ; 20) .-- ISBN 978-986-178-

523-3 (平裝) NT$300  

1.人生哲學 2.成功法  191.9  

當人生唱反調 / 麗莎.特克斯特作 ; 林

宜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1-870-6 (平裝)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緣命之間 / 王邦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8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32-8828-2 ( 平 裝 ) 

NT$300  

1.人生哲學  191.9  

踏實人生. 三 / 林弘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癌友新生命協會, 10906 .-- 

160 面 ; 17 公 分  .-- ISBN 978-986-

91019-2-9 (平裝)  

1.人生哲學  191.9  

隨時放得下的功課 : 心靈病房的 18

堂終極學分 / 張明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78-4 (平裝) 

NT$350  

1.人生哲學  191.9  

狗狗露西的七堂生命哲學 / 戴夫.貝

瑞作 ; 羅慕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61-869-0 (平裝)  

1.生命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1  

人生指津 / 聶雲臺著 .-- 臺中市 : 中

市佛教蓮社, 10906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53-2-3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人間修行. 四, 靈的提升 : 接自己的因

緣神尊 / 莫林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 心 靈 勵 志 系 列 ) .-- ISBN 978-957-

9267-67-0 (平裝) NT$280  

1.靈修  192.1  

天地經.真人 :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 三 

/ 翁瑞沛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 10908 .-- 336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70) .-- ISBN 978-986-5541-03-3 

(平裝) NT$400  

1.靈修  192.1  

不怕輸 ,就怕放棄  : 從體制魯蛇到

SUPER 得獎教師,仙女老師化阻力為

助力的人生故事  / 余懷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39) .-- ISBN 

978-986-477-878-2 (平裝) NT$350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不管人生有多複雜,至少你的心可以

簡單一點 / 徐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菁

萃生活 ; 20) .-- ISBN 978-986-98716-7-

9 (平裝) NT$3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玄珠集 / 太一, 張丁炎編著 .-- 初版 .-

- 桃園市 : 黃麗喬, 10907 .-- 1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52-7 (平裝) 

NT$300  

1.靈修  192.1  

生涯規劃與管理 / 吳思達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3-

7 (平裝) NT$330  

1.生涯規劃 2.職業輔導  192.1  

生涯規劃與職涯發展 / 王淑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9 .-- 25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3-

1 (平裝)  

1.生涯規劃  192.1  

我們都曾不堪一擊,我們終將刀槍不

入 / 吃麵都加醋的老張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心學堂 ; 3) .-- ISBN 978-

986-392-319-0 (平裝) NT$3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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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課程釋義 :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四冊(91-120 課) / 肯尼斯.霍布尼克

(Kenneth Wapnick)著 ; 若水譯 .-- 初

版 .-- 桃園市 :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

心, 10907 .-- 3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54-4-0 (平裝) NT$350  

1.靈修  192.1  

格局,決定你的結局 / 何權峰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75-

1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從答題到出題 : Don't always ask for 

permission / 黃肇瑞主編 .-- 初版 .-- 臺

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版 : 成大研發基

金會發行, 10907 .-- 336 面; 23 公分 .-

- (精英論壇系列 ; 二) .-- ISBN 978-

986-5635-46-6 (精裝) NT$420  

1.生涯規劃 2.自我實現  192.1  

遇見心想事成的自己 / 張德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57

種)(張德芬作品集 ; 6) .-- ISBN 978-

957-33-3550-4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與尤尼希皮里對話 / 吉本芭娜娜, 平

良愛綾作 ; 邱心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智,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 ; 190) .-- ISBN 978-986-175-

560-1 (平裝)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學子奠良基 / 陳美宇編輯 .-- 臺中市 : 

寶德雜誌, 10906 .-- 11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769-3-3 (平裝)  

1.修身 2.父母  192.1  

駱駝.獅子.小孩 / 肯尼斯.霍布尼克

(Kenneth Wapnick)著 ; 林妍蓁, 若水合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奇蹟課程.奇蹟

資訊中心, 10907 .-- 177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554-3-3 ( 平 裝 ) 

NT$240  

1.靈修  192.1  

如何把無聊說到感動?補教名師的超

強表達技術 : 八種型式,讓別人馬上

停下動作,聽你說 / 犬塚壯志著 ; 李友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Think ; 

198) .-- ISBN 978-957-9654-98-2 (平裝) 

NT$340  

1.說話藝術 2.口才  192.32  

社交零距離 : 說話高手實戰手冊 / 鐘

偉誠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社會

大學 ; 35) .-- ISBN 978-986-411-120-6 

(平裝) NT$270  

1.說話藝術 2.口才 3.溝通技巧  

192.32  

逆向思維說話術  / 林郁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10909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279-1-8 (平裝)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晨讀 10 分鐘 人生勝利組的啟蒙名言

100 句 / 西沢泰生作 ; 黃琳雅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

620-8 (平裝) NT$320  

1.格言  192.8  

我可以行善積德 / 蔡旻秀 .-- 初版 .-- 

臺南市 : 蔡旻秀, 10906 .-- 冊 .-- ISBN 

978-957-43-7784-8 ( 全 套 : 平 裝 ) 

NT$660  

1.勸善  192.91  

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 / 蔡禮旭講

述 ; 華藏教務組整理 .-- 四版 .-- 臺北

市 :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10906 .-- 14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10-0-

5 (平裝)  

1.孝悌 2.家庭倫理 3.勸善  193.1  

生死彼岸 / 劉易齋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6-0910-2 (平

裝) NT$330  

1.生死學  197  

社會工作實務倫理守則的迷思 : 從

判斷缺失談起「最適當的決定」  / 

施勝烽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 10906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668-8 (平裝) NT$395  

1.社會工作倫理  198.547  

宗教類 

宗教學 

世界和平實踐家 : 混元禪師 = Weixin 

Shengjiao Grand Master Hunyuan 

Chanshi / 黃春枝著 .-- 臺中市 : 唯心

宗南天文化院, 10907 .-- 8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088-42-1 (平裝)  

1.宗教哲學 2.宗教文化 3.和平  211  

佛教 

佛學講義 / 高觀如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 10908 .-- 680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68) .-- ISBN 978-

986-5541-02-6 (平裝) NT$900  

1.佛教  220  

藥師佛50問 /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8 .-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

855-5 (平裝) NT$180  

1.佛教 2.佛教修持  220  

幸福告别 : 圣严法师谈生死关怀 / 圣

严法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

化, 10909 .-- 216 面; 21 公分 .-- 正體

題名:幸福告別: 聖嚴法師談生死關

懷 .-- ISBN 978-957-598-857-9 (平裝)  

1.生死觀 2.人生觀 3.佛教教化法  

220.113  

法鼓山年鑑. 2019 / 法鼓山年鑑編輯

組編輯企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

山基金會, 10909 .-- 4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261-3-6 ( 精 裝 ) 

NT$800  

1.法鼓山 2.佛教團體 3.年鑑  220.58  

我在佛學院的日子 / 佛光山叢林學

院文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9122-0-

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

99122-1-1 (第 2 冊:平裝)  

1.佛教 2.文集  220.7  

普濟群靈 / 慧深和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英, 10906 .-- 536 面; 21 公分 .-

- (觀音心藥法集 ; 6) .-- ISBN 978-986-

98822-3-1 (平裝) NT$600  

1.佛教 2.文集  220.7  

大方廣佛華嚴經 : 普賢行願品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

習堂, 10907 .-- 冊 .-- ISBN 978-986-

5527-27-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27-28-0 (第 2 冊:平裝)  

1.華嚴部  221.2  

自家寶藏 : 如來藏經語體譯釋 / 聖嚴

法師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9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858-6 (平裝)  

1.方等部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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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合刊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 分  .-- ( 至 善 妙 果系列  ; A7-

02008) .-- ISBN 978-986-98801-3-8 (平

裝) NT$110  

1.般若部 2.注釋  221.44  

梵藏漢心經對照 / 林光明, 林怡馨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

82-3 (平裝)  

1.般若部  221.45  

跟著大師寫心經 : 一日一禪語,遇見

美好的自己 / 繪虹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25-

1-7 (平裝)  

1.般若部  221.45  

大乘妙法蓮華經 / (姚秦)三藏法師鳩

摩羅什奉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僧

伽林文化出版, 10906 .-- 83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732-2-2 (精裝)  

1.法華部  221.51  

妙法蓮華經 / (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奉詔譯 .-- 臺中市 : 法藏文

化出版 : 中華大悲法藏佛教會發行, 

10907 .-- 346 面; 22 公分 .-- (佛經系

列 ; 25) .-- ISBN 978-986-99181-1-4 (精

裝) NT$400  

1.法華部  221.51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

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7-

20-4 (第 14 冊:平裝)  

1.經集部  221.721  

楞伽大義今釋 / 南懷瑾述著 .-- 三版

七刷 .-- 臺北市 : 老古, 10906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35-

3 (平裝) NT$580  

1.經集部  221.75  

大方廣圓覺陀羅尼經白話註解 / 紫

雲居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侯劉昆

蘭出版  ; [新竹市 ] : 慧森總經銷 , 

10905 .-- 144 面; 21 公分 .-- (藥師山佛

學叢書 ; 22) .-- ISBN 978-957-43-7711-

4 (平裝) NT$180  

1.經集部  221.782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講記 / 太虛大師

講 .-- 再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乘基金

會, 10905 .-- 680 面; 21 公分 .-- (大乘

叢書 ; B-184) .-- ISBN 978-986-99085-

0-4 (平裝)  

1.本緣部  221.86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淺釋 

/ 宣化上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法

總中文部, 10908 .-- 21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7328-97-7 (精裝)  

1.密教部  221.94  

癌症患者的福音 : 佛說療痔病經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0907 .-- 96

面; 21 公分 .-- (至善妙果系列 ; C1-

02016) .-- ISBN 978-986-98801-4-5 (平

裝)  

1.密教部  221.96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著述部 : 有部為

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 佛光大藏

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

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545-45-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5545-46-8 (第 2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八犍度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3447-9-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00-0 (第 2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大毗婆沙

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07-9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08-6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09-3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45-10-9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11-6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

12-3 (第 6 冊:精裝) .-- ISBN 978-986-

5545-13-0 (第 7 冊:精裝) .-- ISBN 978-

986-5545-14-7 (第 8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15-4 (第 9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16-1 (第 10 冊:精

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成實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60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28-4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舍利弗阿

毗曇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26-0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27-7 (第 2 冊: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論部 : 阿毗曇心

論外三部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

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4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

17-8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阿毗曇毗

婆沙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 : 佛光

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03-1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04-8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05-5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45-06-2 (第 4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論部 : 法薀足論

外二部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

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4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3447-5-

3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俱舍論 

俱舍論本頌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

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

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 73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5545-21-5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論部 : 俱舍釋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19-2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20-8 (第 2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眾事分阿

毗曇品類足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

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

版 社 出 版  : 佛 光 山 宗 委 會 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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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 .-- 6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3447-7-7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異部宗輪

論外六部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

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5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

30-7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清淨道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31-4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32-1 (第 2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論部 : 婆須蜜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4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02-4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順正理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22-2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23-9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24-6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45-25-3 (第 4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集異門足

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 : 佛光

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45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3447-6-0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發智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 : 佛光山

宗委會發行, 10908 .-- 66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45-01-7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解脫道論

外二部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

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

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445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29-

1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論部 : 雜阿毗曇

心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44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18-5 (精

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部 : 識身足論

五事毗婆沙論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

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

版 社 出 版  : 佛 光 山 宗 委 會 發 行 , 

10908 .-- 4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3447-8-4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論部 : 俱舍論記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33-8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34-5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35-2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45-36-9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37-6 

(第 5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疏部 : 俱舍論

疏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

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38-3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39-0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40-6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5545-41-3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45-42-0 

(第 5 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論疏部 : 俱舍論

頌疏 /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45-43-7 (第 1 冊:精

裝) .-- ISBN 978-986-5545-44-4 (第 2 冊: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 附錄 / 佛光大

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會

發行,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545-47-5 (上冊:精裝) .-- ISBN 978-

986-5545-48-2 (下冊:精裝)  

1.毘曇部  222.11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 : 總索引 / 佛光

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

雄市 : 佛光出版社出版 : 佛光山宗委

會發行, 10908 .-- 45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5-49-9 (精裝)  

1.毘曇部  222.11  

入菩薩行論 智慧品闡述 / 持明仁增

塔欽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持明 , 

10907 .-- 55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85147-2-0 (平裝)  

1.中觀部  222.12  

空性與菩薩道 : 聖解脫軍<<現觀莊

嚴論釋.第一現觀>> / 宗玉媺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藏典, 10906 .-- 700

面; 23 公分 .-- (研究譯注系列 ; 2) .-- 

ISBN 978-986-95266-3-0 ( 精 裝 ) 

NT$800  

1.現觀莊嚴論 2.大乘釋經論 3.研究

考訂  222.22  

沙彌尼戒受戒儀軌(戒子版) / 惟俊比

丘尼彙編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南林, 10906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08-0-2 (平裝)  

1.律藏  223.13  

仙佛法會 : 祈福心安見太平 / 混元禪

師講述 ; 方鵬程作 .-- 臺中市 : 唯心

宗南天文化院, 10906 .-- 77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6088-41-4 (平裝)  

1.佛教法會  224.12  

悟在瘟疫蔓延時  / 洪啟嵩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佛文化, 10906 .-- 160

面; 19 公分 .-- (覺性詩集 ; 1) .-- ISBN 

978-986-98930-3-9 (平裝) NT$200  

 224.513  

歷史真相 : 佛脈、道脈傳承故事. 一 

/ 許妙香講述 ; 葉皖淮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集夢坊,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5-0-0 (平裝)  

 224.515  

西佛國 : 府城五代粧佛世家傳奇 / 謝

奇峰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 

109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7122-4-8 (精裝) NT$800  

1.佛像 2.民間工藝 3.歷史 4.臺南市  

224.6  

蓮師在尼泊爾 : 追尋蓮師足跡系列. 

一 / 拉瑟.洛扎瓦(Lhasey Lotsawa)作 ; 

妙琳法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

文化, 10908 .-- 248 面; 22 公分 .--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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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活法 ; 4) .-- ISBN 978-986-98800-

4-6 (平裝) NT$380  

1.朝聖 2.佛教修持 3.尼泊爾  224.9  

一日平常 / 弘聖靈覺禪師作 .-- 高雄

市 : 一覺元學會, 10906 .-- 5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99222-0-3 (平裝)  

1.佛教修持 2.佛教說法  225.7  

律航長老淨土確論 / 律航長老著述 ; 

廣元長老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

市大乘基金會, 10906 .-- 5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85-1-1 (精裝)  

1.佛教修持  225.7  

菩薩行願 : 觀音、地藏、普賢菩薩

法門講記 / 聖嚴法師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856-2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7  

坐禪通明法 : 明心見性的祕密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3-4-2 (平裝) 

NT$260  

1.禪定 2.超覺靜坐  225.72  

蓮生活佛的心要 : 無上智的口訣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0909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3-9-7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25.75  

靈仙金剛大法 : 眾神的眼睛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文

教基金會,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153-5-9 ( 平 裝 ) 

NT$260  

1.佛教修持  225.75  

弘一大師的七部人生禪 : 學習人生

的雲淡風清 / 舒硯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15-2 (平裝) NT$34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我的菩提路. 第六輯 / 劉惠莉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0906 .-- 4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91-4-

8 (平裝) NT$300  

1.佛教修持  225.87  

度過生死的大海 : 人生最大的一件

事 / 盧勝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3-6-6 (平

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死亡  225.87  

修思錄 = Zen classroom / 陳家榮作 .-- 

新北市 : 陳家榮, 10907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11-1 (平裝)  

1.佛教修持  225.87  

減壓生活禪 / 陳武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日學文化出版 ; [新北市] : 聯

合發行,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 書 房 Study ; 8) .-- ISBN 978-986-

97766-8-4 (平裝) NT$350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擁抱禪,重新開始 : 療癒關係的正念

修習四部曲 / 真空法師著 ; 劉珍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nSpirit ; 27) .-- ISBN 978-

986-98945-2-4 (平裝)  

1.佛教修持 2.人際關係  225.87  

禪的大震撼 : 至高的真我光輝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3-7-3 (平裝) 

NT$260  

1.禪宗  226.6  

*<<信心銘>>,<<入道安心要方便門

>>拾慧 / 果如法師著 .-- 臺北市 : 祖

師禪林, 10906 .-- 430 面; 21 公分 .-- 

( 語 錄 系 列  ; 15) .-- ISBN 978-986-

97466-8-7 (平裝) NT$480  

1.禪宗 2.注釋  226.62  

*<<心銘>>拾慧 / 果如法師著 .-- 臺北

市 : 祖師禪林, 10906 .-- 320 面; 21 公

分 .-- (語錄系列 ; 16) .-- ISBN 978-986-

97466-9-4 (平裝) NT$32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和南禪風總序之風澤禪天 / 釋道一

著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 10906 .-- 352

面; 24 公分 .-- (新原人文學 ; 58) .-- 

ISBN 978-986-96831-9-7 ( 精 裝 ) 

NT$600  

1.禪定 2.佛教修持  226.65  

微領悟 : 99 個禪學思維,找出人生需

要的小答案 / 枡野俊明著 ; 周奕君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富,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風向 ; 109) .-- ISBN 

978-986-99133-1-7 (平裝) NT$320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5  

解憂禪語錄 : 掃除心靈塵埃,讓煩惱

獲得釋放、體悟人生智慧所在禪語

小集 / 細川晋輔著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25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057-3 (平裝)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發展思考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

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09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44-6-8 (平

裝) NT$35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繁榮思考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學經

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44-7-5 (平

裝) NT$350  

1.新興宗教 2.靈修  226.8  

秘密佛教史的傳承與發展 / 釋法欣

譯著 .-- 臺北市 : 釋法欣, 10906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32-

9 (平裝)  

1.密宗 2.佛教教理  226.911  

密咒七支供養.色康瑪注釋 : 見即解

脫 / 直貢噶舉教主覺巴吉天頌恭原

著 ; 第 37 任直貢法王昆秋滇真昆桑

滇津赤列倫珠編著 ; 嚴巧敏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樂果文化, 10907 .-

- 280 面; 21 公分 .-- (樂繽紛 ; 45) .-- 

ISBN 978-957-9036-27-6 ( 平 裝 ) 

NT$35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  

在曼陀羅-轉念 : <<阿毘達摩俱舍論-

解脫道明析>>認知療癒法 / 法喜法

師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映 心 , 

10906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35-0 (精裝) NT$40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佛子行三十七頌 : 畢生的修行 慈愛.

實踐 / 噶千仁波切著 ; 張福成, 張昆

晟藏譯中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一

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68-2-2 (精

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利器之輪講記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

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9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9261-3-3 (第 2 冊:平裝) NT$32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達賴喇嘛 113 住世語 / 洛桑蔣千, 滇

津丹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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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典協會, 10907 .-- 25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92884-7-7 (平裝) 

NT$399 .-- ISBN 978-986-92884-6-0 (精

裝) NT$999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達賴喇嘛介紹密咒金剛乘 / 第十四

世達賴喇嘛作 ; 蔣揚仁欽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雪域, 10907 .-- 246 面; 

15 公分 .-- (達賴喇嘛文集 ; 18) .-- 

ISBN 978-986-98341-5-5 (精裝)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西藏與臺灣同行 : 達賴喇嘛西藏宗

教基金會二十週年紀念冊 / 跋熱.達

瓦才仁, 雪域智庫編篡 .-- 初版 .-- 臺

北市 : 雪域, 10907 .-- 224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98341-2-4 ( 平 裝 ) 

NT$700  

1.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2.臺灣  

226.968  

道教 

*宮廟神將斗罡文化手冊 / 羅瑞生著

作 .-- 第一版 .-- 宜蘭市 : 羅瑞生 , 

10907 .-- 19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29-9 (平裝) NT$2000  

1.道教 2.文化研究  230  

統凡行天之道 / 桃園統天宮撰集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統天宮, 10906 .-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280-0-7 (精裝)  

1.道教  230  

集福消災之道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

文化, 10906 .-- 288 面; 21 公分 .-- (至

善妙果系列 ; C1-02015) .-- 精簡本;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8801-2-1 (平裝)  

1.太清部 2.注釋  231.8  

道教文疏應用解析 / 陳柏勳著 .-- 臺

一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 10908 .-- 4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7-2316-

7 (精裝)  

1.道教儀注  234.1  

歡喜効勞 : 効勞生的故事. 第四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

金會, 10907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792-7-0 (平裝)  

1.道教信仰錄  235.8  

潮牌道士 : 看盡生與死、顛覆傳統

的的神鬼使者 震東潮 / 震東潮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 10907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947-4-6 (平裝)  

1.潮震東 2.道士 3.自傳  239.786  

基督教 

麥基洗德 : 新千禧年的祭司聖職 / 妮

塔 .詹森(Nita Johnson)著 ; World for 

Jesus 翻譯團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7 .-- 4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752-3-3 (平裝)  

1.基督教  240  

365 日日寫聖經 / 王穎珍書寫.插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906 .-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1-

220-3 (平裝) NT$420  

1.聖經  241  

簡明聖經 : 創世記、出埃及記 1~20

章、詩篇、箴言、以賽亞書、約拿

書、新約全書(藝術版) / 凸桑中文聖

經事工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道聲, 

10906 .-- 1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03-7 (精裝) NT$350  

1.聖經  241  

清晨嗎哪 90 天. 20<哥林多後書、耶

利米哀歌、詩篇一三五篇-一五 0 篇、

雅歌、撒迦利亞書> / 王天佑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52-4-

0 (精裝)  

1.聖經研究 2.讀經 3.靈修  241.01  

喵喵讀聖經 / 默劇大吉圖文 ; 魚腦波

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8 .-- 7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

986-198-686-9 (平裝)  

1.聖經研究  241.01  

聖經神學-關係論 : 回家 / 李秀玉編

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李 秀 玉 , 

109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53-4 (平裝) NT$250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腓 立 比 書 注 釋  / 大 衛 . 鮑 森 (David 

Pawson)著 ; 申美倫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米迦勒傳播,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71-4-7 (精裝)  

1.腓立比書 2.注釋  241.75  

信望愛 : 以基督為中心在恩典上成

長 / 馬克.瓊斯(Mark Jones)著 ; 高阿丹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 : 華

宣發行,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信徒神學叢書 ; 30) .-- ISBN 978-957-

556-887-0 (平裝)  

1.基督教 2.神學 3.問題集  242.022  

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 2019 現代中國

本土基督教神學之發展研討會論文

集 / 郭承天, 周復初, 張證豪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

大發行, 10907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1-6-3 ( 平 裝 ) 

NT$380  

1.神學 2.文集  242.07  

饒恕的醫治大能 / 雷.普里查德(Ray 

Pritchard)著 ; 藍仁駿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以琳, 10906 .-- 224 面; 21 公分 .-

- (靈修叢書 ; ES082-1) .-- ISBN 978-

957-9209-56-4 (平裝)  

1.寬恕 2.信仰治療  242.45  

上帝一定有辦法 : 繪本裡的信仰微

光 / 布瓜等著 ; 方嵐亭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637-85-9 (平裝) NT$500  

1.基督徒 2.信仰 3.繪本  244.9  

回家的旅程 / 曉林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以琳, 10906 .-- 348 面; 21 公分 .-- 

(復興叢書 ; ER066) .-- ISBN 978-957-

9209-54-0 (平裝)  

1.信仰 2.基督教  244.9  

役象、疫象、異象 : 解讀兩岸衝突、

對抗的轉化 / R. D Williams 著作 ; PM 

Chu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 

加拿大青少年反毒反暴力協會駐華

辦事處, 109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52-2-6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3.生活指導  244.9  

培育信徒建造教會 : 一領一新倍加 

門徒培育事工分享輯 / 王榮義等作 ; 

李位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使徒, 

10906 .-- 2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186-0-2 (平裝) NT$250  

1.基督徒 2.文集  244.907  

心靈 SPA : 釋放醫治實務篇 / 孫揚光, 

吳淑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恩泉更

新事工,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199-3-6 ( 平 裝 ) 

NT$320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244.92  

先見 / 吉姆.歌珥(Jim W. Goll)著 ; 晨

星 譯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以 琳 ,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恩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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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書  ; EG018-2) .-- ISBN 978-957-

9209-57-1 (平裝)  

1.基督徒 2.見證 3.夢 4.預言  244.95  

成 功 作 自 己  / 喬 依 絲 . 邁 爾 (Joyce 

Meyer)著 ; 黃美瑟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以琳, 10906 .-- 272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書 ; ET039) .-- ISBN 978-957-

9209-55-7 (平裝)  

1.基督徒 2.自我實現 3.自我肯定  

244.984  

我家也有巨人終結者  / 比爾 .強生

(Bill Johnson), 貝妮.強生(Beni Johnson)

著 ;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異

象工場,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462-6-7 (平裝)  

1.基督徒 2.親職教育  244.99  

非凡的女性參與者手冊 / 蘇珊.赫克

曼(Susan Heckmann), 蓋爾.波特(Gail 

Porter), 迪 安 . 費 爾 德 曼 (Diann 

Feldmann)執行主編 .-- 1st ed. .-- 新北

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0907 .-

- 1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950-7-1 (精裝)  

1.基督徒 2.女性 3.生活指導  244.99  

愛之船活力夫妻營 : 學員手冊 / 邱維

超, 延玲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米

迦勒傳播, 10907 .-- 128 面; 26 公分 .-

- (幸福婚姻系列) .-- ISBN 978-986-

98571-5-4 (平裝) NT$200  

1.基督徒 2.婚姻輔導 3.兩性關係  

244.99  

谷中百合.芬芳沐恩 : 姊妹福音戒癮

的難 ,更見證生命需要神  / 許少萍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屏縣基督教沐

恩之家, 10907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4313-2-4 (精裝)  

1.信仰治療 2.戒毒 3.基督徒 4.教牧

學  245.8  

穿越百物認識基督宗教 : 見證東西

方教會的歷史 / 麥克.阿奎利納(Mike 

Aquilina), 格 蕾 絲 . 阿 奎 利 納 (Grace 

Aquilina)合著 ; 潘玉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46-932-0 (平

裝) NT$480  

1.天主教 2.歷史  246.2  

心愛的亞馬遜 : 主教會議後宗座勸

諭致天主子民與所有心懷善念者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主教會臺灣

地區主教團, 10907 .-- 9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8275-6-0 ( 平 裝 ) 

NT$150  

1.天主教 2.會議  246.2065  

滿了汁漿常發青 = Staying fresh and 

flourishing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

大學設校 30 週年特刊 / 阮介民總

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聖經學院, 10907 .-- 1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1907-1-8 (平裝) 

NT$360  

1.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大學  

246.533  

一起告白信仰? : 思考<<威登堡見證

>> 與 教 會 的 將 來  = Confessing 

together?: considering the "Wittenberg 

Witnes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 

Dirk J. Smit(德克 J. 史密特)作 ; 張洵

宜譯 .-- 臺南市 : 南神, 10906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64-1-

4 (平裝)  

1.基督教 2.教會  247  

公共的教會 : 巴默爾談與陌生人做

朋友 / 巴默爾(Parker J. Palmer)著 ; 張

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98-687-6 (平裝)  

1.基督教 2.教會  247  

耶 穌 如 何 治 理 教 會  / 華特 斯 (Guy 

Prentiss Waters)著 ; 郭熙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09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9-1-

3 (平裝) NT$300  

1.基督教 2.教會  247.1  

高地玫瑰甘美琳 : 從蘇格蘭高地到

台 灣 山 地 的 宣 教 之 路  = Moira 

campbell / 甘美琳口述 ; 黃氣財編撰 .-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出

版 : 華宣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

分 .-- (傳記系列 ; 1) .-- ISBN 978-986-

6355-66-0 (平裝)  

1.甘美琳 2.基督教傳記  249.941  

其他宗教 

皇母訓子十誡 / 明明上帝作 .-- 初

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 , 

10907 .-- 80 面; 18 公分 .-- (光慧聖訓

叢書 ; 34) .-- ISBN 978-986-5768-80-5 

(平裝) NT$60  

1.一貫道  271.6  

*民間信仰文化壓勝精華 / 羅瑞生著

作 .-- 第一版 .-- 宜蘭縣宜蘭市 : 羅瑞

生, 10907 .-- 32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7760-2 (平裝) NT$2000  

1.民間信仰 2.文化  271.9  

維生先生帝教經典講述彙編 / 天人

研究總院天人文化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帝教, 10906 .-- 3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616-56-1 (平裝)  

1.天帝教  271.9  

請問財富.無極瑤池金母慈降錢財秘

法 : 為你解開貧窮困頓、喚醒靈魂

的富足意識! / 宇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52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74) .-- ISBN 

978-986-99011-3-0 (平裝)  

1.靈修 2.民間信仰  271.9  

天帝教「生死教育」之義理與實踐 

= The doctrine and practice 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of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 桑美玲撰 .-- 初版 .-- 臺北市 : 

帝教, 10906 .-- 3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16-57-8 (平裝)  

1.生命教育 2.天帝教 3.文集  

271.907  

五甲龍成宮廟史  / 王志宇, 柯光任

作 .-- 高雄市 : 五甲龍成宮, 10907 .-- 

14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34-0-8 (平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歷史 4.高雄市  

272.097  

布袋嘴寮代天府丁酉年祈安謝土  / 

陳丁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布袋里

代天府管委會, 10907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94-0-1 (精裝) 

NT$1000  

1.寺廟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4.臺

南市  272.097  

圖解台灣廟會文化事典 : 廟會實境 x

角色轉換 x 進香遶境 x 祈福拜拜 / 謝

宗榮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圖解台

灣 ; 26) .-- ISBN 978-986-5529-33-8 (平

裝) NT$490  

1.廟會 2.文化 3.民間信仰 4.臺灣  

272.097  

澎湖縣馬公市觀音亭志 / 許玉河, 陳

英豪編撰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觀

音亭, 10906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19-0-9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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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世音菩薩 2.民間信仰 3.寺廟 4.

歷史 5.澎湖縣  272.43  

樂成宮媽祖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

集. 第三屆 : 宗教與性別: 傳統宗教中

女性的形象、組織與禁忌 / 林正珍, 

李建緯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台中

樂成宮, 10906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404-1-0 ( 平 裝 ) 

NT$500  

1.媽祖 2.民間信仰 3.文集  272.7107  

關帝文化扶鸞展演高峰講壇專輯 . 

2019 / 蔡翔宇總編輯 .-- 臺北市 : 關聖

文化弘揚協會, 桃園明聖經推廣學會,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 10906 .-- 17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1678-9-5 (平

裝)  

1.關聖帝君 2.民間信仰 3.文集  

272.7407  

關帝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9 / 蔡翔宇總編輯 .-- 臺北市 : 關聖

文化弘揚協會,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 

10906 .-- 5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1678-8-8 (平裝)  

1.關聖帝君 2.民間信仰 3.文集  

272.7407  

遠渡來台的日本諸神 / 金子展也著 ; 

陳嫺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448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58) .-- ISBN 

978-986-384-437-2 (平裝) NT$880  

1.神社 2.日據時期 3.臺灣  273.4  

神話 

給孩子的中國神話故事. 上 : 砰!轟隆

隆!神仙來了 / 王文華著 ; 九子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85) .-- 

ISBN 978-986-344-785-6 ( 平 裝 ) 

NT$350  

1.中國神話  282  

給孩子的中國神話故事. 下 : 嘩!乒乒

乓乓!仙界大作戰 / 王文華著 ; 九子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86) .-- 

ISBN 978-986-344-786-3 ( 平 裝 ) 

NT$350  

1.中國神話  282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 朴始連著 ; 崔優

彬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07 .-- 196 面; 25 公分 .-- (漫畫

神話故事) .-- ISBN 978-957-658-383-4 

(第 10 冊:平裝)  

1.希臘神話 2.羅馬神話 3.漫畫  

284.95  

潘妮洛普 : 潘妮洛普與奧迪修斯的

神 話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著 ; 田含章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0908 .-- 200 面; 20 公

分 .-- (to ; 121) .-- ISBN 978-986-5406-

95-0 (平裝) NT$280  

1.希臘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五行大義 / 蔡振名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 : 紅螞蟻圖書發

行, 10907 .-- 894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67) .-- ISBN 978-986-488-209-

0 (平裝) NT$600  

1.五行  291.2  

河洛易命理五行開運術 / 承先行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07 .-- 

304 面; 23 公分 .-- (開運鑑定館 ; 50) .-

- ISBN 978-986-98804-6-6 ( 平 裝 ) 

NT$400  

1.五行 2.改運法  291.2  

<<汝南堂.周易尚占>>六十四卦啟示

賦卡<詩箋白話註解全集> / 廖英琪

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廖 英 琪 , 

10906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77-0 (第 1 冊:平裝) NT$580  

1.易占 2.詩詞  292.1  

占卜入門指南 / 胡祥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進源文化, 10907 .-- 170 面; 21

公分 .-- (相卜叢書 ; 2083) .-- ISBN 

978-986-98318-7-1 (平裝) NT$250  

1.易占  292.1  

性與占星術 : 幫助你尋求理想伴侶 / 

柯順隆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0908 .-- 254 面; 21 公分 .-- (宗教.數

術 ; 5) .-- ISBN 978-986-346-306-1 (平

裝) NT$250  

1.占星術  292.22  

麗子の彩虹數字學 : 數字解碼與理

論實務 / 田麗虹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誌文化, 10906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10-198-8 ( 平 裝 ) 

NT$360  

1.占卜 2.數字  292.9  

智慧之翼卡 /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 周莉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08 .-- 128 面; 

20 公分 .-- (心靈塔羅系列 ; 57) .-- 

ISBN 978-986-98853-6-2 ( 平 裝 ) 

NT$1380  

1.占卜  292.96  

開運聖經. 2021 年 / 中華民國宗教弘

法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

書局,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73-2-8 (平裝) NT$250  

1.命書 2.改運法  293.1  

算命!99%的人都想知道的命運超好

玩 : 從東方百年算命家族到西方塔

羅、占星的預知之路,45 個你不知道

一定會後悔的命算迷思! / 天空為限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最猛職

人 ; 20) .-- ISBN 978-986-98938-5-5 (平

裝) NT$360  

1.命書  293.1  

紫微論堂 : 三合、四化、欽天、中

洲各派老師解述命例 / 傳通, 合易, 羅

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現代美, 

10907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7737-8-2 (平裝) NT$650  

1.紫微斗數  293.11  

八字集議. 癸 / 呂家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83-118-1 (下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383-119-8 (全

套:平裝) NT$800  

1.命書 2.生辰八字  293.12  

手相入門指南 / 胡祥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進源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相學叢書 ; 9009) .-- ISBN 

978-986-98318-6-4 (平裝) NT$250  

1.手相  293.23  

揭開千年面紗 / 蕭合和編著 .-- 臺北

市 : 合和堂命理堪輿擇日館, 10907 .-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199-0-6 (平裝) NT$800  

1.堪輿 2.歷史 3.宗教 4.民俗  294  

標點羅經解定 / 羅榮縣標點 .-- 二

版 .-- 臺北市 : 武陵, 10907 .-- 29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35-1475-6 (平

裝) NT$360  

1.堪輿  294  

*羅氏九星地理曜煞秘訣譯書 / 羅山

雲總編輯 .-- 南投縣中寮鄉 : 臺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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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總廟玄義宮, 10905 .-- 309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6-3-2 (平裝)  

1.堪輿 2.易占  294  

凶宅怪談. 2, 異界探訪恐怖之旅 / 松

原田螺作 ; 李喬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352 面; 21 公

分 .-- (Focus ; 96) .-- ISBN 978-957-658-

376-6 (平裝) NT$380  

1.鬼靈 2.日本  298.6  

我的鬼經驗 / 鄭華清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28-0 (平

裝) NT$240  

1.鬼靈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你也被唬弄了嗎? : 20 個最容易被誤

解的科普知識 / 軌道君(궤도)著 ; 陳

曉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Thales) .-

- ISBN 978-957-05-3276-0 ( 平 裝 ) 

NT$3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STEAM 手動工程玩具大圖鑑 / 克莉

絲汀娜.赫克特.舒爾(Christina Schul)

作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 10907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1-229-9 (平裝)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玩具  

303.4  

一點都不無聊!帶著實驗出去玩 / 傑

克.查隆納(Jack Challoner)作 ; 徐仕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32-

8830-5 (精裝) NT$75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天天在家玩科學 / Om Books 出版著 ; 

蕭秀姍, 黎敏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7 .-- 240 面; 27 公分 .-- (商周

教育館 ; 38) .-- ISBN 978-986-477-861-

4 (平裝) NT$45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科學實驗王 / Story a.文 ; Hong Jong-

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160 面; 25 公

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48-) .-- ISBN 

978-957-658-375-9 ( 第 49 冊 : 平 裝 ) 

NT$300  

1.科學實驗 2.漫畫  303.4  

鬼口水實驗 : 101 種史萊姆 X 太空沙

X 創藝黏土科學遊戲書 / 潔咪.哈林

頓(Jamie Harrington), 布列塔妮.派普

(Brittanie Pyper), 荷 莉 . 荷 馬 (Holly 

Homer)著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31-2 (平

裝)  

1.科學實驗 2.手工藝 3.通俗作品  

303.4  

科展一甲子 : 60 週年回顧與展望專

輯 = 60th anniversary album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science / 吳麗

卿等編輯 .-- 臺北市 : 科學教育館, 北

市教育局, 10907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44-97-6 (平裝附光

碟片)  

1.科學 2.展覽  306.6  

駭客交鋒 / 黃嘉俊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X 科幻冒險隊) .-- ISBN 

978-986-301-958-9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生

物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31-2 (第 2 冊: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地

科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32-9 (第 2 冊: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科學少年學習誌 : 科學閱讀素養. 理

化篇 /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33-6 (第 2 冊:

平裝)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STEM 大驚奇 : 工程真聰明 / <<未來

少年>>, <<未來兒童>>編輯群編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535-34-6 (精裝) NT$4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STEM 大驚奇 : 手腦並用玩數學 / 黃

琡懿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8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35-36-0 ( 精 裝 ) 

NT$4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STEM 大驚奇 : 處處有數學 = Math / 

<<未來少年>>, <<未來兒童>>編輯

群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8 .-- 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35-35-3 ( 精 裝 ) 

NT$4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數學 

啟動數學腦,發現生活無窮妙趣 / 佐

佐木淳(佐々木淳)作 ; 張秀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9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9-817-6 ( 平 裝 ) 

NT$32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奠定數學領域基礎!從 1 開始的數學

啟蒙書 : 分數.小數 / 吉田武著 ; 陳朕

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30-5 (平裝)  

1.數學  310  

奠定數學領域基礎!從 1 開始的數學

啟蒙書 : 虛數.證明 / 吉田武著 ; 陳朕

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398-8 (平裝)  

1.數學  310  

楓之谷數學神偷 / 宋道樹文 ; 徐正銀

圖 ; 劉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 10907 .-- 176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ISBN 

978-957-658-382-7 (第 16 冊:平裝)  

1.數學 2.漫畫  310  

數學 (B)商職完全攻略  / 歐昌豪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2-7 (平裝)  

1.數學  310  

數學 (C)工職完全攻略  / 張宏印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4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3-4 (平裝)  

1.數學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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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的力量 / Steven Strogatz 作 ; 黃駿

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旗 標 , 

10906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634-8 (平裝) NT$450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張振華, 彭賓鈺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6 .-- 4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630-

5 (平裝) NT$500  

1.微積分  314.1  

簡介微積分 / 陳志賢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高立, 10907 .-- 104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378-252-0 ( 平 裝 ) 

NT$300  

1.微積分  314.1  

研究所講重點(離散數學) / 林緯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6 .-- 冊 .-- ISBN 978-986-345-861-

6 (上冊:平裝) NT$700 .-- ISBN 978-

986-345-879-1 (下冊:平裝) NT$700  

1.離散數學  314.8  

離散數學. I / 陳志賢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高立, 10907 .-- 64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86-378-253-7 ( 平 裝 ) 

NT$200  

1.離散數學  314.8  

研究所講重點(演算法-名校攻略秘

笈) / 洪捷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0906 .-- 3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62-3 ( 平 裝 ) 

NT$400  

1.演算法  318.1  

Statistics Hacks 統計學駭客 75 招 / 

Bruce Frey 原著 ; 黃銘偉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36-6 (平

裝)  

1.數理統計 2.機率  319.1  

應用機率論 / 程雋編著 .-- 修訂四

版 .-- 新北市 : 文笙, 10907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195-6 (平

裝) NT$600  

1.機率論  319.1  

電腦資訊科學 

CCNA 網路認證教戰手冊 : Exam 200-

301 / Todd Lammle 作 ; 林慶德, 陳宇

芬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旗 標 , 

10907 .-- 8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636-2 (平裝) NT$1200  

1.通訊協定 2.電腦網路 3.考試指南  

312.16  

乾脆一次搞清楚 : 最完整詳細網路

協定全書 / 劉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8 .-- 57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01-39-6 ( 平 裝 ) 

NT$780  

1.通訊協定 2.網際網路  312.162  

互聯網進化史 : 網路超應用 大數據 x

雲端 xAI / 楊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7 .-- 3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09-0-2 (平裝) 

NT$450  

1.網際網路 2.全球資訊網  312.1653  

TQC+ 網 頁 程 式 設 計 認 證 指 南  : 

HTML5 /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6 .-- 2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39-7 (平裝)  

1.HTML(文件標記語言) 2.網頁設計 

3.全球資訊網 4.考試指南  312.1695  

完全精通微軟 Web 架構 : ASP.Net 

Core 最新強實戰 / 蔣金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8 .-- 

1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01-40-2 (平裝) NT$86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金魚都能懂的 CSS 選取器 / 李建杭

(Amos)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99-4 (平裝)  

1.CSS(電腦程式語言) 2.網頁設計 3.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最 完 整 跨 平 台 網 頁 設 計

HTML+CSS+JavaScript+jQuery+Bootst

rap+Google Maps 王者歸來 / 洪錦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 

10908 .-- 9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43-3 (平裝) NT$1000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網頁應用程式設計 : 使用 Node 和

Express / Ethan Brown 原著 ; 賴屹民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6 .-- 3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31-1 (平裝)  

1.網頁設計 2.電腦程式設計  

312.1695  

依賴注入 : 原理、實作與設計模式 / 

Steven van Deursen, Mark Seemann 著 ; 

錢亞宏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0906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98-7 (平裝) NT$550  

1.電腦程式設計 2.物件導向程式  

312.2  

超入門實作 AIoT 智慧物聯網 : 使用

Raspberry Pi 4B Python / 陳致中, 李文

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906 .-- 3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2-5 (平裝)  

1.電腦程式設計  312.2  

像程式設計師這樣的思考 : 鍛鍊程

式設計思維 / V. Anton Spraul 原著 ; 

H&C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34-2 (平裝)  

1.電腦程式設計 2.思維方法  312.2  

C#主控台程式設計入門 / 陳文輝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海潮文化, 10907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2724-5-3 (平裝) NT$200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PythonxNetwork 一拍即合 : 自動化、

程式化和 DevOps 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 Eric Chou 著 ; 周君逸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7 .-- 5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502-1 ( 平 裝 ) 

NT$7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軟體研發 

3.電腦程式設計  312.32P97  

Python 初學特訓班 / 文淵閣工作室編

著 ; 鄧文淵總監製 .-- 四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553-3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人工智慧 Python 基礎課 : 用 Python

分析了解你的資料 / 陳會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45-

8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軟硬通吃學 Python 程式設計 : 使用

Makeblock HaloCode 光環板 學習高效

Python 程式設計及創客應用 / 何敏煌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29-6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練好深度學習的基本功 : 用Python 進

行基礎數學理論的實作 / 立石賢吾

原著 ; 衛宮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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碁峰資訊, 10906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547-2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數位影像處理 : Python 程式實作 / 張

元翔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907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5-0 (平裝附光碟片)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數位影像

處理  312.32P9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

析(109 年啟用) / 林文恭研究室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

548-9 (平裝)  

1.電腦軟體 2.問題集  312.49022  

3ds Max 2020 動畫設計快速入門 / 邱

聰倚, 姚家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4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557-1 (平裝)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3ds Max 實務操作手冊 / 許村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91100 .-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

485-9 (平裝) NT$490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 

AutoCAD 2020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3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2-538-0 (平裝)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 : 

AutoCAD 2020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32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439-9 (平裝附

光碟片)  

1.AutoCAD 2020(電腦程式) 2.考試指

南  312.49A97  

Excel 2016 商務應用 : 8 堂一點就通

的基礎活用課 / 吳燦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6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97-0 (平

裝) NT$380  

1.EXCEL 2016(電腦程式)  312.49E9  

分電盤負載表與馬達變壓器保護協

調曲線繪製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

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王鴻浩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

經銷, 10907 .-- 68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0-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4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電流電壓降計算與線徑管徑選擇  : 

Excel VBA 在電氣工程設計之應用 / 

王鴻浩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王鴻浩

出版 ; 臺北市 : 詹氏總經銷, 10906 .-- 

6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80-0 (平裝附光碟片) NT$2400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深 度 學 習  : 從 入 門 到 實 戰 ( 使 用

MATLAB) / 郭至恩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1-3 (平裝

附光碟片)  

1.MATLAB(電腦程式)  312.49M384  

Office 2019 範例教本(含 Word、Excel、

PowerPoint、Access) / 全華研究室, 郭

欣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906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29-0 (平裝附光碟片)  

1.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12.49O4  

SOLIDWORKS 基礎&實務 / 陳俊興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30-6 (平裝)  

1.SolidWorks(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8  

Word 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 / 王仲麒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56-4 (平裝)  

1.WORD(電腦程式) 2.論文寫作法  

312.49W53  

協同產品設計 : 幫助團隊建立更好

的體驗 / Austin Govella 原著 ; 王薌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6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33-5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網頁

設計  312.52  

原 來 跨 平 台 開 發 可 以 這 麼 簡 單  : 

React Native 全攻略 / 姜琇森等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434-4 (平裝)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PowerQuery 實戰技巧精粹與 M 語言 : 

新世代 Excel BI 大數據處理 / 王仲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6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46-5 (平裝)  

1.資料探勘 2.商業資料處理  312.74  

大數據時代必學的超吸睛視覺化工

具與技術 : Tableau 資料分析師進階

養成實戰 / 彭其捷, 劉姿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496-

3 (平裝)  

1.大數據 2.資料探勘  312.74  

社群網站資料探勘 : 看數字說故事、

不用拔草也能測風向 / Lam Thuy Vo

原著 ; 江湖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558-8 (平裝)  

1.資料探勘 2.網路社群  312.74  

Si-EYE 深度學習與卷積神經網路 : 

圖像檢測原理與應用 / 陳思翰等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智泰科技, 10907 .-

- 329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

99227-0-8 (平裝)  

1.機器學習 2.人工智慧 3.光學檢測 

4.神經網路  312.83  

Towards Tensorflow 2.0 : 無痛打造 AI

模型 / 陳峻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986-434-500-7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大廠發展布局分

析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朱師右等

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906 .-

- 1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

796-1 (平裝) NT$10000  

1.人工智慧 2.產業發展 3.中國  

312.83  

當 人 工智 慧掌 控經 濟時該 如 何生

存? : 機器人世代下個人、企業與政

府的改革與轉型 / 羅傑.布特爾(Roger 

Bootle)作 ;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0908 .-- 416 面; 21 公

分  .-- (View ; 74) .-- ISBN 978-986-

98874-5-8 (平裝) NT$450  

1.人工智慧 2.產業發展 3.經濟發展  

312.83  

GAN 必讀!對抗式生成網路攻略手冊 

/ Jakub Langr, Vladimir Bok 作 ; 陳婉

婷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旗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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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638-6 (平裝) NT$480  

1.人工智慧 2.機器學習 3.技術發展 

4.電腦網路  312.831  

Kaggle 大神教你機器學習 : 冠軍的必

勝攻略 / 門脇大輔等作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翻譯著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旗標, 10907 .-- 4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37-9 ( 平 裝 ) 

NT$620  

1.機器學習 2.資料探勘  312.831  

TinyML : TensorFlow Lite 機器學習 / 

Pete Warden, Daniel Situnayake 原著 ;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 10907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35-9 (平裝)  

1.機器學習 2.人工智慧  312.831  

大師帶你立即上手 : 機器學習+人工

智慧一點也不難  / 唐宇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8 .-- 5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41-

9 (平裝) NT$780  

1.人工智慧  312.831  

NLP 工程師養成術 : 自然語言處理入

門 / 何晗著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7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4-501-4 (平裝) NT$690  

1.自然語言處理  312.835  

ZBrush 極新版 超絕數位雕刻創作密

技 : 人物、場景、道具設計一把抓 / 

白乃遠, 黃文興, 陳冠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484-2 (平

裝) NT$480  

1.Zbrush(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電

腦動畫  312.866  

天文學 

太空探險小圖鑑 / 渡部潤一監修 ; い

とうみつる插畫 ; 徐承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7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26-

2 (平裝) NT$300  

1.天文學 2.宇宙 3.通俗作品  320  

宇宙第一喵星人的星空導覽 / 史都

華.艾特金森(Stuart Atkinson)文 ; 布蘭

登.吉爾尼(Brendan Kearny)圖 ; 王心

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09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05-25-7 (精裝) NT$420  

1.天文學 2.通俗作品  320  

嗨!太陽系的星朋友 / 凱瑞兒.哈特文 ; 

貝森.伍文圖 ; 吳寬柔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32 面; 30 公

分 .-- (小小鸚鵡螺) .-- ISBN 978-957-

14-6862-4 (精裝)  

1.太陽系 2.通俗作品  323.2  

天元玉曆祥異賦 / 李豐楙編審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國家圖書館, 

10908 .-- 冊 .-- (經典.藝讀 ; 4) .-- ISBN 

978-986-5406-92-9 ( 全 套 : 平 裝 ) 

NT$3000  

1.曆法 2.天象  327.3  

國家地理終極氣象百科 / 史蒂芬妮.

華倫.德里默作 ; 陳厚任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10907 .-

- 2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

8722-92-7 (精裝) NT$699  

1.氣象學 2.通俗作品  328  

如果風看得見 / 黃錦能總編輯 .-- 新

竹市 : 竹市府,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21-37-3 (全套:平裝)  

1.風 2.科學 3.通俗作品  328.5  

臺灣極端氣候與天氣事件回顧與分

析. 2019 / 黃紹欽等作 .-- 第一版 .-- 新

北 市  :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109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6-12-4 (平裝)  

1.氣象紀錄 2.氣象災害 3.降水  

328.9833  

物理 

光音熱大魔術 / 東方編輯小組企畫.

撰稿 ; 劉建志漫畫 .-- 四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8 .-- 128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986-338-339-0 ( 精 裝 ) 

NT$380  

1.光 2.聲音 3.熱 4.通俗作品  330  

物理 / 鄭仰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0906 .-- 5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64-289-2 (平裝)  

1.物理學  330  

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 / 沙達德.凱德-

薩拉 .費隆著  ; 三民自然編輯小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244 面; 29X29 公分 .-- (科學童萌) .-- 

ISBN 978-957-14-6846-4 (平裝)  

1.量子力學 2.通俗作品  331.3  

統一場論 / 胡萬炯著 .-- 四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1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46-7 (平裝) 

NT$200  

1.統一場論  331.42  

LabVIEW 程 式 設 計 ( 含 LabVIEW 

NXG 軟體操作) / 陳瓊興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2-

0 (平裝附光碟片)  

1.LabVIEW(電腦程式) 2.量度儀器  

331.7029  

資料擷取(DAQ)程式設計及硬體應

用 / 惠汝生, 吳中實, 黃少任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428-3 (平裝)  

1.LabVIEW(電腦程式) 2.量度儀器  

331.7029  

化學 

警專化學 : 滿分這樣讀 / 陳名編著 .-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056-5 (平裝)  

1.化學  340  

改變世界的碳元素 / 齋藤勝裕作 ; 衛

宮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

界 ; 248) .-- ISBN 978-986-5408-28-2 

(平裝) NT$350  

1.碳  345.16  

地質學 

趣味地球科學 : 宇宙、地球、火山、

地震、氣象、地質 : 用地球科學解

讀身邊熟悉的現象! / 高橋正樹等著 ; 

盧宛瑜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67) .-- ISBN 978-986-5529-35-2 (平裝) 

NT$350  

1.地球科學 2.通俗作品  350  

海洋結構的波浪水動力 / 李兆芳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6 .-- 35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9119-43-6 (平裝) NT$530  

1.海洋動力學  351.94  

侏儸紀峽谷 / 陳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 10908 .-- 64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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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57-9267-68-7 ( 平 裝 ) 

NT$450  

1.爬蟲類化石 2.中國  359.574  

生物學 

大專生物學 / 陳南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揚, 10906 .-- 220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57-599-953-7 ( 平 裝 ) 

NT$500  

1.生命科學  360  

研究所講重點(分子生物學) / 高宇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6 .-- 7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58-6 (上冊:平裝) NT$750  

1.分子生物學  361.5  

研究所講重點(分子生物學) / 高宇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6 .-- 5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59-3 (下冊:平裝) NT$550  

1.分子生物學  361.5  

2005 至 2019 年花蓮地區細懸浮微粒

(PM2.5)成分特性及來源推估 / 許文

昌作 .-- 初版 .-- 花蓮縣新城鄉 : 許文

昌, 10905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19-0 (平裝) NT$500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67.41  

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 汪蕙蘭編著 .-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6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33-6 (平裝)  

1.微生物學 2.免疫學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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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瑜

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10-7 (平裝)  

1.免疫學  369.85  

植物學 

臺灣常見中草藥 / 張永福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張永福, 10907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25-

8 (第 1 冊:平裝) NT$720  

1.藥用植物 2.臺灣  376.15  

動物學 

瑪瑪的最後擁抱 : 我們所不知道的

動物心事 /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 ; 鄧子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84 面; 21 公

分 .-- (Life and science ; MX0012) .-- 

ISBN 978-986-5509-29-3 ( 平 裝 ) 

NT$480  

1.動物心理學 2.猩猩 3.動物行為  

383.7  

不可思議的昆蟲超變態!圖鑑 / 沼笠

航著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24-4 (平裝) NT$400  

1.昆蟲 2.動物圖鑑  387.725  

甲蟲日記簿. 二 / 黃仕傑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418-5-9 (精裝) 

NT$460  

1.甲蟲 2.動物圖鑑 3.生態攝影  

387.785025  

異型袋著走 / 魚雜誌社編輯部作 .-- 

新北市 : 魚雜誌, 10906 .-- 27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86-97406-4-7 (精裝)  

1.魚類 2.動物圖鑑  388.5025  

台 灣 淡 水 及 河 口 魚 蝦 圖 鑑  = The 

freshwater and estuarine fish of Taiwan / 

周銘泰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576 面; 23 公分 .-- (台灣自然

圖鑑 ; 48) .-- ISBN 978-986-5529-26-0 

(平裝) NT$990  

1.魚 2.蝦 3.動物圖鑑 4.臺灣  

388.533025  

新恐龍 : 如果恐龍沒有滅絕的假想

圖鑑 / 道格爾.狄克森(Dougal Dixon)

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8 .-- 1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1-411-4 (平裝)  

1.爬蟲類 2.通俗性讀物  388.794  

臺南鳥文化 / 李進裕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

局,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大臺

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 ; 6) .-- ISBN 978-

986-5504-14-4 (平裝) NT$480  

1.鳥類 2.臺南市  388.833  

世界最有趣的企鵝的秘密 / 上田一

生監修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7 .-- 4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41-285-0 (平裝) 

NT$360  

1.企鵝 2.通俗作品  388.898  

人類學 

人體工廠大探索 : 圖解運動系統 / 李

明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

化, 10908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39-0 (平裝) NT$199  

1.人體解剖學 2.通俗作品  394  

憶念 : 壹零捌學年度大體老師感恩

手冊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牙醫系

同學編著 .-- [高雄市] : 高醫大解剖學

科, 10907 .-- 1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5-46-3 (平裝)  

1.人體解剖學 2.文集  394.07  

人體工廠大探索 : 圖解神經系統 / 李

明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

化, 10908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40-6 (平裝) NT$199  

1.神經系統 2.通俗作品  394.9  

人體大探險 / 笹山雄一監修 ; 西本修

繪圖 ; 彭春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909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686-797-2 ( 精 裝 ) 

NT$350  

1.人體學 2.通俗作品  397  

肌肉骨骼系統肌動學 : 復健醫學基

礎 / Donald A. Neumann 原著 ; 李映琪

等翻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

思唯爾, 10908 .-- 8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67-4-6 (平裝)  

1.運動生理學 2.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3.復健醫學  397.3  

生物化學 / 張基隆等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華杏, 10907 .-- 5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194-566-8 (平裝)  

1.生物化學  399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科技大透視. 2 : 生活中的變形金剛 / 

紙上魔方編繪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05-8 (平裝) NT$180  

1.科學技術 2.通俗作品  400  

科技大透視. 4 : 超級戰艦 / 紙上魔方

編 繪  .-- 二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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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23-2 (平裝) NT$180  

1.科學技術 2.軍艦 3.通俗作品  400  

基載沼電在供電結構下新契機-再生

能源 2.0 版 / 林傳賢, 林金昇編著 .-- 

初版 .-- 屏東市 : 釋圓環境設計苑, 

10906 .-- 1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226-0-9 (平裝) NT$300  

1.再生能源 2.能源技術 3.發電  

400.15  

新興能源產業年鑑. 2020 = Emerging 

energy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王孟傑

等作 ; 林晏平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

竹東鎮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0907 .-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

347-1 (平裝) NT$6500  

1.能源技術 2.產業發展 3.年鑑  

400.15058  

我國技能檢定與技能競賽現況與制

度之研究 = The research on national 

system of skill verification and skill 

competition in Taiwan / 吳慧娜等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 勞研所 , 

10906 .-- 19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41-79-1 (平裝) NT$400  

1.技能學習 2.學科競賽 3.生涯規劃  

403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 12

屆 /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 10906 .-- 

380 面; 30 公分 .-- 部分內容為英、韓

文 .-- ISBN 978-986-363-105-7 (平裝)  

1.產學合作 2.文集  403.07  

於互動式電子白板上以紅外線訊號

編碼實現紅外光筆之功能鍵暨以十

字線雷射光引導接收器之架設 / 許

西州著 .-- 初版 .-- 屏東市 : 許西州, 

10906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92-3 (平裝)  

1.紅外線 2.科學技術 3.文集  407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 

2020 / 2020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

投稿群作 ; 王隆仁, 張保榮主編 .-- 初

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0906 .-- 8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104-8-

4 (平裝) NT$1000  

1.生活科技 2.數位科技 3.文集  407  

醫藥 

植物大戰殭屍 : 醫學未解之謎 / 笑江

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

書, 10907 .-- 176 面; 25 公分 .-- (狗狗

漫畫屋 ; ZB06) .-- ISBN 978-957-8891-

79-1 (平裝) NT$300  

1.醫學 2.漫畫  410  

那一年我們在杏林裡找人文 / 曾思

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致出版 , 

10906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863-8-3 (平裝) NT$420  

1.醫學教育 2.人文教育  410.3  

從樂活與善終 : 王英偉醫師的全人

健康照護 / 王英偉主述 ; 楊金燕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Caring ; 

97) .-- ISBN 978-986-357-184-1 (精裝) 

NT$400  

1.王英偉 2.醫師 3.臺灣傳記 4.安寧

照護  410.9933  

人體的故事 / 李吉崑作 .-- 初版 .-- 宜

蘭市 : 李吉崑, 10907 .-- 192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21-0 (平裝) 

NT$300  

1.健康法 2.飲食 3.養生  411.1  

五臟排毒一身輕 / 石晶明作 .-- 修訂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0907 .-

- 240 面; 23 公分 .-- (Health+ ; 152) .-- 

ISBN 978-986-98627-7-6 ( 平 裝 ) 

NT$350  

1.健康法  411.1  

流傳千年的歐洲養生之術 / 汪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

69-4 (平裝) NT$280  

1.健康法 2.養生 3.歐洲  411.1  

健康與生活 : 開創樂活幸福人生 / 張

李淑女等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

文京開發,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636-7 ( 平 裝 ) 

NT$455  

1.健康法 2.疾病防制  411.1  

提升免疫力!打造抗炎抗癌好體質,讓

身體能量循環更順暢 / 奧村康監修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18-3 (平裝)  

1.健康法 2.免疫力  411.1  

讀心師 DaiGo 的身心平衡健康法 / 

DaiGo 作 ; 陳美瑛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54-3 (平裝)  

1.健康法 2.身心關係  411.1  

當中醫遇上瑜伽 : 以瑜伽體位對應

十二經絡,從四時調養到強化全身肌

群的對症養生書  / 何雨涵, 何穎盈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071-0-1 (平裝) NT$420  

1.瑜伽 2.經絡  411.15  

瑜伽解剖著色書  / 凱蒂 .林奇(Katie 

Lynch)著 ; 蔡承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本 事 出 版  : 大 雁 文 化 發 行 , 

10909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121-70-5 (平裝) NT$460  

1.瑜伽 2.人體解剖學  411.15  

圖解手印瑜伽 / 茱莉葉.都瑪(Juliette 

Dumas), 洛 卡 娜 . 松 赫 葛 黑 (Locana 

Sansregret)著 ; 萊蒙汀.都.彭塔維斯

(Clémentine du Pontavice)插畫 ; 黃詩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Wellness ; 

14) .-- ISBN 978-986-459-239-5 (平裝) 

NT$540  

1.瑜伽  411.15  

可不可以不變老? : 喚醒長壽基因的

科學革命 / 辛克萊(David A. Sinclair), 

拉普蘭提(Matthew D. LaPlante)著 ; 張

嘉倫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6 .-- 424 面; 23 公分 .-- 

(科學文化  ; 194) .-- ISBN 978-986-

5535-24-7 (精裝) NT$600  

1.長生法 2.健康法  411.18  

超神奇口香糖活化大腦術 : 每天只

要 2 分鐘,立刻增強記憶力、預防失

智症 / 李政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9528-87-0 ( 平 裝 ) 

NT$360  

1.健腦法 2.健康法  411.19  

提高智能的大腦旋轉練習 : 從孩童、

成人到銀髮族,大眾都可以運用的心

像旋轉訓練書 / 池谷裕二作 ; 黃瓊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10) .-- ISBN 978-957-658-387-2 (平裝) 

NT$350  

1.健腦法 2.生活指導  411.19  

山林癒 : 沐浴山林擁抱樹木,借助大

自然力量自我療癒 / 艾力克.布里斯

巴赫(Eric Brisbare)著 ; 馬向陽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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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0909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264-6-7 (平裝) NT$460  

1.森林浴 2.健康法  411.29  

用腦袋來吃飯 : 營養師的飲食觀念 / 

伍卉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26-92-8 (平

裝)  

1.健康飲食 2.營養  411.3  

食物學概論 / 林秀卿, 林彥斌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 3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42-8 (平裝) NT$550  

1.食物 2.營養學 3.食品衛生  411.3  

看得見的營養學 : 吃錯了你會容易

生病、快老,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

照顧自己與家人的最佳寶典 / 川島

由起子監修 ; 林思吟, 高宜汝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7 .-- 352

面; 23 公分 .-- (Easy ; 92) .-- ISBN 978-

986-94432-0-3 (平裝) NT$399  

1.營養學  411.3  

美國醫學博士破解 90%保健迷思不

生病生活 : 17 個新的健康指引,教你

每天來點邪惡的小確幸,更長壽! / 艾

列克.奧夫剛(Erik Ofgang), 哈利.奧夫

剛(Harry Ofgang)作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優

渥 叢 書 ) .-- ISBN 978-957-8710-83-2 

(平裝) NT$260  

1.健康飲食 2.營養 3.健康法  411.3  

透視營養圖鑑 食物代換超 easy / 黃

鈴君等著 .-- 臺北市 : 黃鈴君, 10908 .-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48-0 (平裝) NT$420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飲食營養大百科 : 專家傳授正確的

科學知識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彭

智敏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10907 .-- 144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系列 ; 14) .-- ISBN 978-986-461-221-

5 (平裝) NT$350  

1.營養 2.健康飲食 3.食療  411.3  

*膳食與營養實務. 上冊 / 許世忠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 

10906 .-- 200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 ISBN 978-986-

99040-2-5 (平裝)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營養學實驗 / 吳幸娟, 郭靜香合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6 .-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667-1 (平裝) NT$325  

1.營養學 2.實驗 3.食物  411.3  

維根飲食.全穀蔬果健康計畫 / 尼爾.

柏納德(Neal D. Barnard)作 ; 謝明珊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9 .-- 1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371-234-3 (平裝)  

1.素食食譜 2.健康飲食 3.慢性疾病 

4.食療  411.371  

吃對保健食品. 2, 天然篇 : 江守山醫

師教你聰明吃天然保健品 / 江守山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28-86-3 (平裝) NT$330  

1.健康食品  411.373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1, 保健食品概

論 / 李柏憲等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7 .-- 35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62-666-4 (平裝) 

NT$350  

1.健康食品  411.373  

健康食品推薦指南 : 聰明選、輕鬆

買 ,教你怎樣吃出真健康  / 蕭乃文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文 經 社 ,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Health ; 

23) .-- ISBN 978-957-663-787-2 (平裝) 

NT$300  

1.健康食品  411.373  

運動 1 分鐘等於 45 分鐘,HIIT 高強度

間歇訓練全書 : 全世界醫生都矚目

的最新運動法,一天 4 分鐘,就能釋放

疲勞、增強腦力、增肌燃脂 / 川田

浩志著 ; 陳光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0908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567-64-1 (平裝) NT$400  

1.運動健康 2.健康飲食  411.7  

年長者的肌筋膜伸展運動圖解全書 : 

5 大部位 x90 個伸展運動和變化版,45

支專業影片輔助,提升學習效果 / 瑪

麗亞.荷瑟.波爾塔勒.朵莉賽斯(María 

José Portal Torices)著 ; 賴姵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 10908 .-- 144

面; 28 公分 .-- (Magic ; 46) .-- ISBN 

978-986-99061-3-5 (平裝) NT$399  

1.運動健康 2.中老年人保健  411.71  

週一斷食超強實踐版 : 全彩圖解每

日飲食重點 ,有效中斷肥胖生活循

環,4 週徹底改善體質! / 關口賢著 ; 蔡

麗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6-04-

6 (平裝)  

1.減重 2.斷食療法  411.94  

社區醫療防疫全人照護體系的開創

者 : 謝博生教授 / 邱泰源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北市醫師公會 , 

10907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292-0-2 (平裝) NT$300  

1.社區醫學 2.醫療服務 3.文集  

412.07  

那些年那些事 : 張博雅任衛生署長

的一步一腳印 / 葉雅馨總編輯 .-- 臺

北市 : 董氏基金會<<大家健康>>雜

誌,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750-5-2 (平裝) NT$380  

1.公共衛生 2.衛生政策 3.臺灣  

412.133  

感染管制與傳染病防治 / 蔡宏津等

著 ; 馮明珠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567-5 (平裝)  

1.感染管制 2.傳染性疾病防制  

412.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年報. 108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編 .-- 臺北市 : 農委會

動植物防檢局, 10906 .-- 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10-0 (平裝) 

NT$15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412.4061  

世紀病毒 : 必讀防疫英文知識與詞

彙 / 蘇正隆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7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45-886-8 (平裝) NT$199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英

語  412.471  

居家害蟲防治技術 / 王凱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6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35-0 (平裝) NT$420  

1.病媒防制 2.居家環境衛生  412.49  

健檢做完,然後呢? : 從自然醫學觀點,

拆解數字真相,掌握對症處方,找回健

康! / 陳俊旭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幸

福綠光, 10906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28-85-6 ( 平 裝 ) 

NT$360  

1.健康檢查 2.檢驗醫學  4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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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路作業人員粉塵暴露改善措施應

用研究 / 洪粕宸等著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71-5 (平裝) 

NT$150  

1.勞工衛生 2.職業衛生  412.53  

電影電視從業人員職業災害預防研

究 / 何俊傑, 楊芸蘋著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2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72-2 (平

裝) NT$350  

1.勞工衛生 2.職業衛生  412.53  

職場危害因子健康危害與容許暴露

標準建議值研究 = Study of workplace 

hazardous agents' health effects and 

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 (RELs) / 

陳成裕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

勞研所, 10906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80-7 ( 平 裝 ) 

NT$150  

1.勞工衛生 2.職業衛生  412.53  

中醫超圖解 : 認識中醫的第一本書,

陰陽五行、氣血津液、四診八綱、

漢方用藥、經絡養生一次就懂 / 仙

頭正四郎監修 ; 蕭雲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393-5 (平裝) NT$450  

1.中醫  413  

黃帝內經今義 / 陳九如原作 ; 林伯欣

編 修  .-- 二 版  .-- 新 北 市  : 正 中 , 

10907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09-1977-6 (平裝) NT$450  

1.內經 2.注釋 3.中醫典籍  413.11  

閉目養神身心療法 : 中醫臟腑經絡

調理 / 張海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0908 .-- 317 面; 21 公分 .-

- (休閒保健叢書 ; 47) .-- ISBN 978-

986-98051-1-7 (平裝) NT$380  

1.中醫 2.經絡療法 3.養生  413.165  

濕胖 : 減肥先去濕 / 佟彤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健

康養生區 Healthy Living ; 13) .-- ISBN 

978-986-5536-07-7 (平裝) NT$350  

1.中醫 2.養生 3.減重  413.21  

子午流注鍼經考釋  = Meridian flow 

injection needle / 楊義騰, 楊義清著 .-- 

初版 .-- [花蓮縣玉里鎮] : 花縣天步文

化藝術基金會出版 ; 臺北市 : 河中文

化實業發行, 10906 .-- 31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3579-6-8 (平裝) 

NT$350  

1.子午流注 2.針灸  413.91  

鍼灸醫學之五輸穴理論研究 / 鄭宛

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喆閎人文工

作室, 10908 .-- 3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68-1-2 (精裝) NT$450  

1.經穴 2.針灸  413.912  

最強足部圖解按摩法 / 王祥云主編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都 會 文 化 ,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627-6-9 (平裝) NT$380  

1.按摩 2.腳  413.92  

指標中藥材經典炮製成分與功效差

異 / 林南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072-3 (平裝) NT$1100  

1.中藥炮製 2.中藥材  414.4  

漢方藥入門小圖鑑 / 新見正則監修 ; 

いとうみつる插畫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7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27-

9 (平裝) NT$300  

1.中藥方劑學  414.6  

臺灣中藥酒基準方圖鑑 / 林南海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73-0 (平裝) NT$800  

1.中藥方劑學  414.6  

中世紀藥草博物誌 / 詹妮薇芙.葛薩

耶作 ; 蔡麗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9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01-83-5 ( 平 裝 ) 

NT$480  

1.醫學 2.藥用植物  415  

薄世寧醫學通識 / 薄世寧著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0908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5313-8-2 (平裝) 

NT$490  

1.醫學 2.通俗作品  415  

肥厚型心肌病變攻略 : 專業醫護人

員 與 心 臟 病 友 的 12 堂 課  = 

Hypertrophic Cariomyopathy / 王怡智

等合著 ; 陳益祥, 袁明琦主編輯 .-- 臺

北市 : 力大圖書, 10907 .-- 1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7364-84-5 (平裝) 

NT$600  

1.心肌病變  415.3165  

生機 : 心室輔助器照護手冊 = VAD 

for life / 陳益祥, 曹傳怡主編 .-- 臺北

市 : 力大圖書, 10906 .-- 305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7364-83-8 (平裝)  

1.心臟衰竭 2.健康照護  415.319  

最強台大肺癌團隊傳授 6 階段診治

照護全書 / 32 位臺大醫院肺癌多科

醫療團隊作 ; 余忠仁總策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88 面; 

23 公 分  .-- (Dr.Me 健 康 系 列  ; 

HD0171) .-- ISBN 978-986-99073-5-4 

(平裝) NT$500  

1.肺癌  415.4682  

吃出健康!腸胃保健診療室 / 健康醫

點靈團隊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維他

命文化, 10909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786-82-3 ( 平 裝 ) 

NT$320  

1.消化系統疾病 2.胃腸疾病 3.保健

常識  415.5  

最科學的糖尿病食譜搭配術 : 常見

食物血糖生成指數 X 食物交換份法

全收錄 / 陳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7 .-- 208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5510-26-8 (平裝) 

NT$350  

1.糖尿病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5.668  

再論紅斑狼瘡與免疫疾病 / 鄧正梁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鄧 正 梁 ,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22-0 (平裝)  

1.紅斑性狼瘡 2.自體免疫性疾病 3.

中西醫整合  415.6951  

大原皮膚科圖譜. 皮膚鏡篇 / 大原國

章著 ; 謝明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906 .-- 3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9519-56-4 ( 平 裝 ) 

NT$1800  

1.皮膚科  415.7  

男性也有更年期?其實,你只是睪固

酮不足 : 睪固酮讓你生龍活虎、重

享青春 / 堀江重郎著 ; 胡慧文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 新自然主義,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28-83-2 (平裝) NT$280  

1.更年期  415.8  

泌尿婦科診治照護全書 : 頻尿、夜

尿、解尿疼痛、尿失禁、尿道炎、

膀胱炎等健康指南 / 謝卿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2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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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Dr.Me 健康系列 ; 168) .-- 

ISBN 978-986-99073-4-7 ( 平 裝 ) 

NT$450  

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2.婦科 3.婦女

健康  415.8  

台灣腎病年報 . 2019 / 許志成總編

輯 .-- 第一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國家

衛生研究院 ; 臺北市 : 台灣腎臟醫學

會, 10906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43-9 (平裝) NT$250  

1.腎臟疾病 2.衛生行政  415.81  

你是水腫不是胖!終結虛胖的除濕健

身法 : 只要 28 天,大腿圍-4cm / 高稲

達彌作 ; 陳凱筠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743-951-2 (平裝)  

1.水腫 2.健康法  415.81  

雄溫暖,心照護 : 高雄第一線失智照

顧者無藏私經驗分享 / 陳乃菁等著 ; 

賈俊國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86-1 (平裝)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預防失智症的飲食法 : 預防失智、

延緩病變、從飲食著手,增強記憶力

的 50 道食譜 / 顏哲宏, 林毓禎, 真妮

4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 160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飲食 ; 

136) .-- ISBN 978-986-5529-34-5 (平裝) 

NT$399  

1.失智症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5.934  

守護失智病友的法律攻略 : 親友失

智了,在法律上怎麼保護他們、也保

護自己? / 林致平等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幸 福 綠 光 , 新 自 然 主 義 ,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28-84-9 (平裝) NT$350  

1.失智症 2.法律諮詢  415.934023  

爸媽真的失智了嗎? : 臨床心理師從

上萬名個案身上看見的 45 個診間故

事 / 黃耀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0907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567-61-0 (平裝) NT$350  

1.老年失智症 2.個案研究  415.9341  

識別精神疾病 : 你的 DSM-5®指南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原著 ; 

林奕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8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8-354-4 (平裝)  

1.精神診斷學 2.疾病分類學  415.95  

老到可以死 : 關於老死的非主流意

見  / 芭 芭 拉 . 艾 倫 瑞 克 (Barbara 

Ehrenreich)著 ; 葉品岑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352 面; 19 公分 .-- (左岸︱社

會議題 ; 308) .-- ISBN 978-986-98656-

5-4 (平裝) NT$400  

1.心身醫學 2.老化 3.死亡  415.9511  

不在時區的日子裡,謝謝你還在 : 心

理系躁鬱少女的「現實」動態 / 海

希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0907 .-- 300 面; 21 公分 .-- (啟思路 ; 

1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406-8 (平裝) NT$360  

1.躁鬱症 2.通俗作品  415.985  

星星的孩子其實可以更好! : 曲智鑛

老師的 27 種自閉症特質實證本位訓

練法,教出孩子的生活自理、社交溝

通和工作能力 / 曲智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0908 .-- 320 面; 21 公

分 .-- (商周教育館 ; 40) .-- ISBN 978-

986-477-876-8 (平裝) NT$380  

1.自閉症 2.特殊教育 3.親職教育  

415.988  

教導自閉症幼兒社會溝通能力 : 教

練 手 冊  / Brooke Ingersoll, Anna 

Dvortcsak 著 ; 江淑蓉等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8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3-

1 (平裝) NT$680  

1.自閉症 2.特殊教育  415.988  

重返生死線 : 葉克膜現場的 30 堂修

練 / 曹乃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06 .-- 352 面; 21 公分 .-

- (健康人生 ; 192) .-- ISBN 978-986-

98989-4-2 (平裝) NT$480  

1.外科技術 2.重症醫學 3.重症護理  

416.3  

麻醉之後 : 揭開醫學中最奧妙難解、

無人能清醒述說的感官與認知祕密 / 

凱特 .科爾亞當斯 (Kate Cole-Adams)

著 ; 呂奕欣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 (臉譜書房 ; FS0118) .-- ISBN 978-

986-235-852-8 (平裝) NT$380  

1.麻醉 2.通俗作品  416.5  

徹底終結膝蓋痛 : 10 分鐘神奇甩甩

體操 / 鈴木登士彦著 ; 楊毓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67-6 (平裝) 

NT$330  

1.膝痛 2.運動療法  416.618  

膝蓋常保健康,100 歲也能自在走路! 

/ 磐田振一郎著 ; 林慧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216 面; 21

公分 .-- (舒活家系列 ; HD2046) .-- 

ISBN 978-986-99073-3-0 ( 平 裝 ) 

NT$400  

1.膝痛 2.退化性關節炎 3.健康法  

416.618  

膝關節物理治療大全 / 石井慎一郎

作 ; 黃品玟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09 .-- 32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29-0 (平裝) 

NT$750  

1.膝 2.關節 3.物理治療  416.618  

牙齒好,不會老!從嬰兒到銀髮族都適

用的牙齒保健百科 / 青木博之著 ; 許

金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19-0 (平裝)  

1.牙齒 2.牙科  416.9  

「植」得一口好牙 : 安心植牙大小

事 / 沈瑞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018-2-6 ( 平 裝 ) 

NT$380  

1.牙科植體  416.955  

老年人常見疾病防治與用藥安全  / 

彭啟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

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醫

學 健 康 館  ; 27) .-- ISBN 978-986-

99130-2-7 (平裝)  

1.老年醫學  417.7  

長照防疫最想問 : 從新竹出發 陪您

顧長輩  教您防疫力  / 邱宜君等撰

文 .-- 初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衛生局, 

10906 .-- 1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21-35-9 (平裝)  

1.老年醫學 2.老年護理 3.長期照護 

4.傳染性疾病防制  417.7  

神奇嗅癌犬 : 癌症篩檢的創新、創

意與創業 / 黃文啓著 .-- 初版 .-- 金門

縣金湖鎮 : 氫淼科技, 10906 .-- 18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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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986-99197-0-8 (精

裝) NT$1000  

1.癌症 2.疾病篩檢 3.犬  417.8  

當癌症來敲門 / 曹朝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 10907 .-- 365 面; 23

公分 .-- (心靈拓展系列  ; D209) .-- 

ISBN 978-957-693-945-7 ( 平 裝 ) 

NT$500  

1.癌症 2.預防醫學 3.保健常識  

417.8  

進階藥學實習手冊 /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主編 .-- 六版 .-- 

臺北市 : 臺大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10906 .-- 1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2-22-3 (平

裝) NT$300  

1.藥學教育 2.教學實習  418.03  

藥學系在幹嘛? / 趙佑倫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28-

2 (平裝) NT$350  

1.藥學教育 2.藥事執業 3.通俗作品  

418.03  

芳療植物圖鑑聖經 : 113 種彩繪芳療

植物介紹&48 款生活香氛配方收錄 / 

佐々木薫著 ; 鄭純綾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

化發行,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SMART LIVING 養生健康觀 ; 99) .-- 

日本超人氣新修版 .-- ISBN 978-986-

5665-77-7 (精裝) NT$420  

1.植物性生藥 2.芳香療法  418.52  

醫藥產業年鑑 . 2020 = Yearbook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2020 / 許毓真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10908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123-58-0 (平裝) NT$6500  

1.製藥業 2.年鑑  418.61058  

全方位對症養生蔬果汁 / 楓書坊編

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907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15-4 (平裝) NT$320  

1.食療 2.果菜汁  418.915  

常備食療養氣酒 : 你不是生病,是免

疫力不夠強! / 渡邊修著 ; 蕭雲菁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

420-6 (平裝)  

1.酒 2.養生 3.食譜  418.915  

擺脫疼痛的筋膜放鬆全書 : 透過簡

單的運動釋放筋膜,有效治癒長期的

慢性疼痛 / Amanda Oswald 著 ; 王念

慈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健康力) .-

- ISBN 978-957-08-5561-6 (平裝)  

1.肌筋膜放鬆術 2.疼痛醫學  

418.9314  

照照大腦,根治病痛 : 用磁波消除疲

勞失眠,有效止痛,改善憂鬱、失智症 

/ 久賀谷亮作 ; 藍嘉楹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 10908 .-- 224 面; 21 公

分 .-- (生活健康 ; B482) .-- ISBN 978-

986-5408-27-5 (平裝)  

1.電療法 2.腦部  418.9324  

自體的療癒 : 後疫情時代的新健康

提案 / 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魯道夫.譚茲(Rudolph E. Tanzi)著 ; 許

晉福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 

10908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17-98-0 (平裝) NT$620  

1.自然療法 2.健康法  418.94  

藝術治療圖卡的一百種應用 / 江學

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37) .-

- ISBN 978-986-477-859-1 ( 平 裝 ) 

NT$450  

1.藝術治療  418.986  

巴赫花精新手指南 / 花精編輯小組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 

109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3-120-4 (平裝) NT$360  

1.自然療法 2.順勢療法  418.995  

芳香療法與美體護理 / 黃薰誼編著 .-

- 三 版  .-- 新 北 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 

10907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38-1 (平裝) NT$575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脈輪療癒指南 / 亞絲娜.裴拉吉斯作 ; 

黃春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

文化, 10909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1-5 (平裝) NT$520  

1.另類療法 2.心靈療法  418.995  

美國頂尖醫院永續成功發展之公式 / 

劉興寬, 劉姵儀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劉 興 寬  : 台 灣 敬 業 度 協 會 發 行 , 

10907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90-9 (平裝) NT$500  

1.醫院行政管理 2.美國  419.2  

圖解自費醫療經管學 3.0 升級版 / 

Dr.L 醫管教練作 .-- 臺北市 : 漢珍, 

10908 .-- 4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859-4-2 (平裝) NT$650  

1.健康服務行銷 2.醫療服務 3.行銷

管理  419.2  

實證護理概論 / 梁靜娟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3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41-1 (平裝)  

1.護理學 2.實證醫學  419.6  

不辭職也沒問題!兼顧照護與工作的

指南書 / 飯野三紀子著 ; 張瑜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30-

0 (平裝) NT$400  

1.長期照護 2.照顧者 3.生活指導  

419.71  

精神科護理學 / 黃瑞媛等編著 .-- 第

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6 .-

- 6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29-9 (平裝) NT$700  

1.精神科護理  419.85  

社區衛生護理學 / 何瓊芳等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6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39-8 (平裝) NT$630  

1.社區衛生護理  419.86  

家政 

無毒家事。輕手作 : 香藥草專家的

家政功略,常備香草|精油|小蘇打 清

理抗菌零門檻 / 郭姿均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活 ; 17) .-- ISBN 

978-986-398-570-9 (平裝) NT$380  

1.家政 2.手冊  420.26  

衣櫥加法 S.P.A : 想要的生活,從衣櫥

開始 / 陳麗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08 面; 23 公分 .-

- (LIFE ; 46) .-- ISBN 978-957-13-8246-

3 (平裝) NT$380  

1.家庭佈置 2.生活指導  422.5  

無限可能的家居配色事典 : 悅色 / 紅

糖美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2-0 (平裝)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色彩學  

422.5  

掌握省錢眉角!30 坪 150 萬,低預算老

屋裝潢全攻略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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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76 面; 

23 公分  .-- (Solution book ; 126) .-- 

ISBN 978-986-408-615-3 ( 平 裝 ) 

NT$399  

1.房屋 2.建築物維修 3.家庭佈置 4.

室內設計  422.9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

精華集. 108 學年度 = 2020 Shih Chien 

fashion design / 蔡詠竺, 謝佳恩文字編

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10907 .-- 379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629-390-0 (平裝)  

1.服裝設計 2.文集  423.207  

1+1+1 的 UNIQLO 時尚疊穿術 / 伊藤

真知作 ;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1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3-8249-4 ( 平 裝 ) 

NT$320  

1.女裝 2.衣飾 3.時尚  423.23  

365 天,每天都想穿喜歡的衣服 : MAI

的手繪時尚穿搭 Q&A / IWATA MAI

作 ; Demi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946-8 (平裝)  

1.女裝 2.衣飾 3.時尚  423.23  

設計自己的襯衫&上衣.基礎版型 x

細節設計的原創風格 / 野木陽子著 ; 

洪鈺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

文化 , 10906 .-- 96 面 ;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38) .-- ISBN 978-986-

302-546-7 (平裝) NT$420  

1.服裝設計 2.襯衫  423.44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9 級 = Cheng 

Shiu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2020 

graduation project /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

品與時尚彩妝系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正修科大, 10906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689-86-5 (平裝)  

1.美容 2.造型藝術  425  

減齡 15 歲!臉部排毒按摩術 : 除皺、

拉提、消水腫,1 分鐘打造逆齡美顏 / 

Micaco 著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399-5 (平裝)  

1.美容 2.按摩  425  

HIIT 後燃力量 : 鍛鍊 5 分鐘,24 小時

持續燒脂瘦身不中斷 / 門脇妃斗未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13-8276-0 (平裝) NT$320  

1.減重 2.塑身 3.健身運動  425.2  

最強縮陰瘦身 : 免節食、偷偷做,一

招動作打造超激瘦完美曲線 / 村田

友美子著 ; 汫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7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29-9 (平裝) NT$280  

1.塑身 2.減重 3.女性運動  425.2  

*適合各體質的 33 組徒手運動 : 1 天

只要 11 分鐘,成功瘦身 39 公斤 / 安

振必著 ; 魏汝安譯 .-- 桃園市 : 橙實

文化 , 10906 .-- 144 面; 22 公分 .-- 

(Orange life ; 12) .-- ISBN 978-986-

98947-3-9 (平裝) NT$350  

1.塑身 2.健身運動 3.減重  425.2  

打造完美素顏肌 : 每個人都該有一

本的理性護膚聖經  / 冰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417-

6 (平裝)  

1.皮膚美容學  425.3  

保養,從肌本做起 : 跟著皮膚科醫師

打造動人美肌 / 趙昭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200 面; 21 公

分 .-- (養生智慧) .-- ISBN 978-957-14-

6852-5 (平裝)  

1.皮膚美容學  425.3  

年輕 7 歲的優雅大人好感系彩妝 : 掌

握魅力色,怎麼化都自然,人生升級的

自在妝容 / 黃若宜(Joyi)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89-5-

9 (平裝) NT$380  

1.化粧術  425.4  

一本搞定!初學者的刺繡基礎教科書 

豐富收錄 100 款刺繡技法.小訣竅.繡

名由來,新手必備的最強刺繡指南! / 

アトリエ Fil 著 ; 黃盈琪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7 .-- 128

面; 26 公分 .-- (愛刺繡 ; 23) .-- ISBN 

978-986-302-545-0 (平裝) NT$48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生 活 日 常 法 式 刺 繡  = Days with 

embroidery / 朴香善(Alors)作 ; 林季妤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08 .-- 200 面; 26 公分 .-- (愛手作 ; 

31) .-- ISBN 978-986-99225-0-0 (平裝) 

NT$45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自然好氣質 : 麻&天然素材手織包 / 

日本 VOGUE 社編著 ; 林麗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 10907 .-- 

88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68) .-- ISBN 

978-986-302-548-1 (平裝) NT$380  

1.編織 2.手提袋 3.手工藝  426.4  

居家布置好吸睛!輕鬆作的鉤織花圈 

/ 愛線妞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 10906 .-- 96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67) .-- ISBN 978-986-302-

547-4 (平裝) NT$350  

1.編織 2.手工藝  426.4  

Cotton Life 玩布生活. No.34 : 多功能

兩用袋中袋 x 夏日休閒下著 x 小學

生通學布雜貨 / Cotton Life 編輯部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飛天手作 , 

10907 .-- 104 面; 28 公分 .-- (玩布生

活 ; 34) .-- ISBN 978-986-96654-9-0 (平

裝) NT$320  

1.手工藝  426.7  

肯尼布的生活手作包 / 楊雪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 10906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33-2-

9 (平裝) NT$45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世界傳統圖樣編織 : 迷你針織服飾

系列 / 株式會社日本文芸社作 ; 黃姿

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08 .-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

51-5 (平裝) NT$360  

1.洋娃娃 2.編織 3.手工藝  426.78  

16 位專業主廚 : 最新調理機器活用

技術教本 / 旭屋出版編輯部監修 ; 蔡

佳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7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01-431-6 (平裝) NT$700  

1.烹飪 2.食譜  427  

真空烹調 / 程玉潔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2-1 ( 平 裝 ) 

NT$400  

1.烹飪 2.食譜  427  

Plants cookbook 全食物料理哲學  : 

120+道植物性、無麩質食譜完整公

開 / 林莉(Lily Lin)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植宿餐飲, 10906 .-- 3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216-0-2 (精裝)  

1.食譜 2.烹飪  427.1  

SuperJunior 利特親手做!特哥的美味

料理祕訣 / 利特著 ; 張鈺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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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6 公分 .-- (Life ; 47) .-- ISBN 978-

957-13-8268-5 (平裝) NT$420  

1.食譜 2.烹飪  427.1  

日日減醣瘦身料理. 2 : 超市料理攻略: 

減醣食材這樣買!跟著圈媽做減醣料

理,吃著吃著就瘦了! / 張晴琳(圈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0908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系

列 ; 144) .-- ISBN 978-986-507-166-0 

(平裝) NT$360  

1.食譜 2.減重  427.1  

水波爐油切美味料理 100 / 水波爐同

樂會作 .-- 首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6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0-079-7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全宇宙第一本!「大師級」氣炸鍋功

夫菜 : 用少油、方便的氣炸鍋製作

「職人級澎湃宴會菜」 / 黃景龍, 楊

俊民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 

10907 .-- 160 面; 26 公分 .-- (大廚來我

家 ; 14) .-- ISBN 978-957-9065-50-4 (平

裝) NT$420  

1.食譜  427.1  

地獄廚神戈登的終極享瘦食譜 / 戈

登.拉姆齊著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25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10-9056-6 (平裝)  

1.食譜 2.減重  427.1  

肥胖大解密. 速瘦料理篇 : 減重名醫

的 100 道美味瘦身料理,打破胰島素

阻抗循環,扭轉致胖根源! / 傑森.方

(Jason Fung), 艾莉森 .麥克林 (Alison 

Maclean)著 ; 林世棻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0907 .-- 208 面; 23 公分 .-

- (健康與飲食 ; 135) .-- ISBN 978-986-

5529-29-1 (平裝) NT$490  

1.減重 2.食譜  427.1  

*紐約米其林餐廳不外傳的豐盛美味.

瘦身沙拉 : 簡單易學的 81 道健康沙

拉、低卡義大利麵及燉飯 / 張世姫

著 ; 劉小妮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

實文化, 10906 .-- 196 面; 26 公分 .-- 

(Orange Taste ; 18) .-- ISBN 978-986-

98947-2-2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料理神手吳秉承的 100 道極、簡、

速美味食譜 : 善用小家電,一鍵變好

菜;一味多變化,隨手出好菜;異國美

味菜,百變好上菜,一鍋煮到底,吃好

也吃飽! / 吳秉承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 聯合發行, 

10907 .-- 240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02) .-- ISBN 978-986-97411-

9-4 (平裝) NT$430  

1.食譜  427.1  

筋肉主廚 : 增強肌肉、精實身材、

維持健康的 120 道健身食譜 / 麥可.

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 韓書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

237-1 (平裝) NT$599  

1.食譜 2.減重 3.健身運動  427.1  

減脂力!21 天有感快瘦計劃 : 53 道懶

人也不怕的美味低卡料理 X 超實用

外食攻略 / 雀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1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10-078-0 ( 平 裝 ) 

NT$380  

1.食譜 2.健康飲食 3.減重  427.1  

詹姆士快手菜 / 鄭堅克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我的檔案夾 ; 48) .-- 

ISBN 978-986-98996-1-1 (平裝)  

1.食譜  427.1  

法式料理的基本加熱技法 / 上柿元

勝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 10908 .-- 163 面; 26 公分 .-

- (Master ; M19) .-- ISBN 978-986-

98142-5-6 (精裝) NT$480  

1.食譜 2.烹飪 3.法國  427.12  

基礎西餐烹調 : 烹調方法與原理 / 程

玉潔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908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089-1 (平裝) NT$400  

1.烹飪 2.食譜  427.12  

義大利肉料理的發想&精髓 / 高山

ISAMI 作 ; 黃筱涵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09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0-226-9 (平

裝) NT$480  

1.食譜 2.義大利  427.12  

*創新台灣料理 / 陳寬定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06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85-0-

3 (平裝) NT$300  

1.食譜 2.臺灣  427.133  

臺灣在地小吃 : 總鋪師祕笈大公開 / 

陳志昇, 許文賢, 廖書逸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07 .-- 216

面; 28 公分 .-- 典藏版 .-- ISBN 978-

986-99185-1-0 (平裝)  

1.食譜 2.小吃 3.臺灣  427.133  

泰菜熱 / 李明芢(阿明師)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281-4 (平

裝) NT$450  

1.食譜 2.泰國  427.1382  

職人漢堡 = The burger / 柴田書店編 ; 

邱婉婷譯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07 .-- 144 面; 26 公

分 .-- (遊廚房 ; 43) .-- ISBN 978-986-

5520-17-5 (平裝)  

1.速食食譜  427.14  

TOURBILLON : 楊.布里斯的陀飛輪

擠花甜點聖經 / 楊.布里斯(Yann Brys)

作 ;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92 面; 25X24 公分 .-- ISBN 

978-986-477-860-7 (精裝) NT$1200  

1.點心食譜  427.16  

人氣甜點師的新穎傳統甜點藝術  / 

賽堤克.葛雷(Cédric Grolet)作 ; Ying C.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 

10907 .-- 2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8652-4-1 (精裝) NT$950  

1.點心食譜  427.16  

小麵包 / 吳育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日 幸 福 事 業 出 版  : 聯 合 發 行 , 

10906 .-- 176 面; 26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01) .-- ISBN 978-986-98200-

9-7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令人著迷的夢幻馬林糖 / 金召佑著 ; 

賴毓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

書房, 10907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0-13-7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世界烘焙 / 胡涓涓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36-09-1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司康&比司吉 Scones & Biscuits : 日本

人氣名店 A.R.I 的獨家配方大公開!6

種基本材料輕鬆作,顛覆你的品嚐經

驗 / 森岡梨作 ; 許孟菡翻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出版菊文化,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Joy cooking) .-- ISBN 978-

986-6210-72-3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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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尼斯烘焙坊的秘密 : 吳克己的

超熱賣 40 款店內配方 / 吳克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 

10908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1-233-6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冰箱免揉常備麵包 / 吉永麻衣子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6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

081-0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清爽嶄新的低糖甜點 / 坂田阿希子

作 ; 李亞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

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06 .-

- 96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22) .-- 

ISBN 978-986-5520-11-3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甜蜜慢時光!款待日常の質感系甜點 : 

104 道日日幸福的微甜好滋味 / 靜心

蓮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黑貓廚

房 ; 73) .-- ISBN 978-957-2077-99-3 (平

裝) NT$350  

1.點心食譜  427.16  

感官的極致饗宴!甜點裝飾技法 / 岡

田禮子著 ; 安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7-5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跟著做要好吃!家用烤箱の吐司.麵包

完美配方全書 / 李秀晶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68-38-3 (平

裝) NT$36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熊的麵包. II / 熊俊傑著 .-- 一版 .-- [新

北市] : 上優文化, 10906 .-- 184 面; 26

公分 .-- (烘焙生活 ; 43) .-- ISBN 978-

957-9065-49-8 (平裝) NT$5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綿密香濃法式布蕾&酥鬆圓潤法式

芙朗塔 / 高石紀子作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

文化發行,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23) .-- ISBN 978-986-5520-

12-0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臺灣烘焙伴手禮 / 何國熙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06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85-2-

7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熟成的菓子 : 42 款家庭烤箱也能做

出來的人氣蛋糕捲、餅乾、乳酪點

心 / 張為凱, 張修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279-1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製作 / 葉連德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0-7 ( 平 裝 ) 

NT$4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麵團發酵食研室 / 村吉雅之作 ; 林美

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

圖書, 109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87-6-1 (平裝) NT$360  

1.點心食譜  427.16  

魔法彩繪蛋糕 : 簡約、造型、新時

尚 / 何國熙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 10906 .-- 19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99185-3-4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高蛋白雞肉料理 152 / 奧田和美著 ; 

許郁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

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0-

16-8 (平裝)  

1.肉類食譜 2.雞  427.221  

Stay Fit with Mi 全植物飲食食譜  / 

Michell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6 .-- 192 面; 21 公分 .-- 

(Learning) .-- ISBN 978-986-5543-01-3 

(平裝) NT$400  

1.蔬菜食譜  427.3  

健康蔬食 : 東方喜悅食譜 / 蔡精賢

作 .-- 臺北市 : 華人希望文化, 10907 .-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1535-2-2 (平裝) NT$350  

1.素食食譜  427.31  

金牌達人蔬果雕刻藝術 / 柯明宗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7-

1 (平裝) NT$380  

1.蔬果雕切  427.32  

在家乾拌麵 : 鹹、鮮、酸、甜、辣、

麻、香七種層次與醬汁比例的完美

結合 / 駱進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遠足文化, 10907 .-- 176 面; 

23 公分 .-- (飲食區 Food&wine ; 14) .-

- ISBN 978-986-5536-05-3 ( 平 裝 ) 

NT$420  

1.麵食食譜  427.38  

韓系 Home café : 跟著韓國 IG 網紅在

家做職人級咖啡,視覺系絕美飲品 IG

打卡必勝 / 全藝良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0908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086-0-3 (平裝) 

NT$380  

1.飲料  427.4  

日本茶食譜 : 47 種創新風味飲品與

料理 / 本間節子著 ; 李友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 九歌

發行, 10908 .-- 96 面; 21 公分 .-- (愛生

活 ; 53) .-- ISBN 978-986-99083-1-3 (平

裝) NT$300  

1.茶食譜  427.41  

愛上康普茶 : 醫學博士 step by step 親

授,從釀製到應用,打造健康好腸道 / 

黃玉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

化, 10907 .-- 112 面; 24 公分 .-- (Cook ; 

50199) .-- ISBN 978-986-99061-2-8 (平

裝) NT$399  

1.茶食譜 2.健康飲食  427.41  

咖啡烘豆的科學 : 掌握「三大烘焙

法則」,了解選豆、生豆處理、S 曲

線,精準管控熱能供給、豆溫模式和

第一次爆裂狀態,釋放原豆的天然風

味與多層次口感 / 史考特.拉奧(Scott 

Rao)著 ;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0907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9094-75-7 ( 平 裝 ) 

NT$420  

1.咖啡  427.42  

以科學解讀咖啡的祕密 : 探究美味

的原理!從一顆生豆到一杯咖啡,東大

博士為你解析 87 個關於咖啡的常見

疑問 / 石脇智廣作 ; 林謹瓊, 黃薇嬪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

236-4 (平裝) NT$360  

1.咖啡 2.問題集  427.42022  

刨冰 : 夢幻冰涼逸品開店教本 / 旭屋

出版編輯部編著 ; 龔亭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7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1-425-

5 (平裝) NT$480  

1.冰 2.點心食譜  427.46  

教會孩子照顧自己,是他一生最好的

禮物 : 把握 0-3 歲黃金期,爸媽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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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育兒就上手! / 尹亞楠, 吳永

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9-819-0 (平

裝) NT$400  

1.育兒 2.親職教育 3.蒙特梭利教學

法  428  

兒童基因革命 : 吃出聰明與健康 / 李

世敏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Health ; 

24) .-- ISBN 978-957-663-788-9 (平裝) 

NT$300  

1.育兒 2.小兒營養 3.健康飲食  

428.3  

用同理解鎖孩子的情緒 : 翩翩老師

帶你看見孩子的內在需求,讓教養不

再卡關 / 何翩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Happy Family ; 81) .-- ISBN 978-986-

136-555-8 (平裝)  

1.育兒 2.親職教育  428.8  

你的孩子不奇怪  / 李介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82-

1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育兒  428.8  

農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年報. 一 0 八年度 / 張惠真, 曾康綺

執行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縣大村

鄉 : 農委會臺中農改場, 10906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05-

6 (平裝) NT$50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2.農業推廣 3.臺灣  430.39  

行腳天下 / 劉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安徽同鄉會, 10906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42-0-7 (平裝) 

NT$700  

1.農業合作 2.國際交流  430.4  

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會長暨會務委

員 10 週年施政成果專輯 / 劉淑華總

編輯 .-- 彰化縣員林市 : 彰化農田水

利會, 10906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23-59-9 (精裝)  

1.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 2.農業水利  

431.53  

「符合農藥減量政策的新穎性植物

保護技術」研討會專刊 / 陳金枝等

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

所, 10907 .-- 1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11-7 (平裝)  

1.農作物 2.植物病蟲害 3.農藥  

433.4  

告別檳榔、擁抱荖葉 : 你所不知道

的荖葉 / 張育銓等著 .-- 初版 .-- 臺東

市 : 張育銓, 10907 .-- 12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814-2 (平裝)  

1.香料作物 2.藥用植物 3.文集  

434.194  

花木修剪實用全書 / 李碧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612-2 (平

裝) NT$600  

1.園藝學 2.觀賞植物  435.4  

空氣鳳梨圖鑑 : 魅力品種 x 玩賞栽培

x 佈置應用 / 梁群健, 顏俊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14-6 (平

裝) NT$420  

1.觀賞植物 2.栽培  435.433  

創造水森林 = Aquatic plants layout / 

Aqua Net 編著 ; Aqua Pets, 周旭明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展新文化出版 : 

翊鑫開發發行, 10906 .-- 144 面; 30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97167-3-4 (第 2 冊:精裝) NT$380  

1.水生植物 2.栽培 3.園藝學  435.49  

景觀. 2020-I = Landscape / 曾筱茹執行

編輯 .-- 臺北市 : 景觀學會, 10906 .-- 

148 面 ; 28 公 分  .-- ISBN 978-986-

95092-6-8 (平裝) NT$360  

1.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景觀工程設

計  435.7064  

*熱帶亞熱帶溫室設計的理論與應用 

/ 黃裕益等作 .-- 臺北市 : 中正農科基

金會, 10907 .-- 336 面; 29 公分 .-- (中

正基金會專題研究報告 ; 32) .-- ISBN 

978-986-96567-0-2 (精裝) NT$600  

1.溫室 2.設施栽培  435.81  

太陽照耀的肥沃土地 : 太麻里. 林業

篇 / 胡元瑋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試所, 10906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5-02-6 (平裝)  

1.林業管理  436.7  

動物靈氣療癒 / 伊莉莎白.富爾頓, 凱

瑟琳.普拉莎, 雀瑞兒.史瓦茲作 ; 王若

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9 .-- 3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01-84-2 (平裝) NT$350  

1.寵物飼養 2.另類療法  437.111  

唐拔博士的狗狗訓練完全指南 / 唐

拔(Ian Dunbar)著 ; 聞若婷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32-6 (平裝) 

NT$420  

1.犬訓練 2.寵物飼養  437.354  

唐拔博士的養狗必修九堂課 : 掌握

黃金發展期,教出守規矩、伶俐的好

狗兒! / 唐拔(Ian Dunbar)著 ; 黃薇菁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62-

431-9 (平裝) NT$420  

1.犬 2.寵物飼養 3.犬訓練  437.354  

有貓的風景 : 17 則與貓幸福相伴、

溫暖人心的故事 / 佐竹茉莉子著 ; 淺

田 Monica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0909 .-- 144 面; 23 公分 .-- (寵物

館 ; 98) .-- ISBN 978-986-5529-32-1 (平

裝) NT$350  

1.貓 2.文集  437.3607  

兔子的快樂飼養法 / 町田修監修 ; 賴

純如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0906 .-- 160 面; 21 公分 .-- (動物星

球 ; 17) .-- ISBN 978-957-686-796-5 (平

裝) NT$320  

1.兔 2.寵物飼養  437.374  

最想讓主人知道的兔兔祕密 / 寺尾

順子作 ; 黃筱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葉社文化, 10909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228-3 (平裝) 

NT$320  

1.兔 2.寵物飼養  437.374  

第一次養六角恐龍就上手 / 森文俊

文字撰寫 ; 李世彬, 魚雜誌社編輯群

譯 .-- [新北市] : 魚雜誌, 109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06-3-

0 (精裝)  

1.兩生類 2.寵物飼養  437.39  

水產試驗所年報. 2019 年 =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annual report. 2019 / 許

晉榮總編輯 .-- 基隆市 : 農委會水試

所, 10906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06-3 (平裝) NT$200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4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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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第一次品紅茶就上手 / 趙立忠

等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

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6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0-121-3 (平裝) 

NT$350  

1.茶葉 2.製茶 3.文化  439.452  

工程 

工程數學 / 張元翔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6-8 (平裝)  

1.工程數學  440.11  

研究所講重點(最佳力學武器-材料

力學) / 張皓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6 .-- 535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45-860-9 ( 平 裝 ) 

NT$600  

1.材料力學  440.21  

申子发法 / 申广军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 10908 .-- 64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67) .-- 正體題名:

申子發法 .-- ISBN 978-986-5541-01-9 

(平裝) NT$200  

1.發明 2.通俗作品  440.6  

建築智慧化系統規劃入門指引 / 洪

英彰等執行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06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0-06-9 (平

裝) NT$200  

1.智慧型建築  441.3  

從物件導向 BIM 邁入數位專案管理 

/ 林傳賢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專

案國際軟件開發, 109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356-2-0 (平裝) 

NT$300  

1.建築工程 2.電腦繪圖 3.電腦輔助

設計 4.專案管理  441.3029  

建築物理概論 / 陳啟中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詹氏, 10907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606-1 (平

裝) NT$520  

1.建築物理學  441.31  

新北市歷史建築丁惟汾墓修復及再

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 張震鐘計畫

主持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

化局, 10906 .-- 2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57-6 (平裝附光碟片)  

1.墓園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新北市新店區  441.4  

桃園市市定古蹟觀音白沙岬燈塔修

復及再利用工程(第 1 期)工作報告書 

/ 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執行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航港局, 10906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55-

1 (平裝) NT$1000  

1.燈塔 2.古蹟修護 3.桃園市  441.41  

既有住宅社區導入智慧化改善指引 

= Guidelines of importing intelligent 

improvement into the existing residential 

community / 徐春福等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07 .-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50-07-6 (平裝) NT$200  

1.智慧型建築 2.住宅區  441.5  

建築物室內裝修法規(附技能檢定歷

屆試題) / 陳泓文編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詹氏, 109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03-0 ( 平 裝 ) 

NT$450  

1.營建法規  441.51  

玻璃材質萬用事典 : 從種類挑選到

五金搭配、創意運用、工法解析,一

次搞懂玻璃設計與知識 / 漂亮家居

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6 .-- 208 面 ; 22 公 分  .-- 

(MATERIAL ; 12) .-- ISBN 978-986-

408-611-5 (平裝) NT$499  

1.室內設計 2.施工管理 3.玻璃  

441.52  

CSI 見築現場 : 營建工程施工 / 王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詹氏, 109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

605-4 (平裝) NT$760  

1.建築工程 2.施工管理  441.527  

鋼管結構接頭設計與施工手冊 / 中

華民國鋼結構協會編著 .-- 臺北市 : 

鋼結構協會, 10907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857-2-3 (平裝) 

NT$500  

1.鋼結構 2.結構工程  441.559  

帷幕牆系統結構耐風設計手冊 / 鄭

元良總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0906 .-- 159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04-5 (平裝) 

NT$200  

1.壁 2.防風 3.建築物  441.562  

雲華 : 宜居建築的先行者 = Sky green: 

pioneer of livable buildings / 磐鈺營建

機構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磐鈺建設, 

10907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260-0-3 (精裝)  

1.房屋建築 2.綠建築  441.577  

雲林縣歷史建築海口庄長官舍(含海

口庄派出所)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委託

工作報告書 / 李浚熒建築師事務所

編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

府, 10907 .-- 5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52-4 (平裝) NT$800  

1.宿舍 2.公共建築 3.歷史性建築 4.

古蹟修護 5.雲林縣臺西鄉  441.595  

靠近曙光,卻離家最遠的那九年 : 台 9

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紀錄

專輯 / 程一軒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

縣朴子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南

工處, 109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7-4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600  

1.公路工程 2.橋樑工程 3.隧道工程 

4.營建管理  442.1  

蘇花改 : 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

善計畫. 108 八部曲 / 黃琳婷等撰文 .-

- 宜蘭縣蘇澳鎮 : 交通部公路總局蘇

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109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1-153-7 (平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公路工程 2.臺灣  442.1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109

年年會暨會員大會第 22 屆水下技術

研討會暨科技部、文化部成果發表

會向海洋邁進-離岸風電新紀元 論文

集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學院編

輯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 10907 .-- 6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58-8-

6 (精裝) NT$1000  

1.水下工程 2.海洋工程 3.文集  

443.307  

水利統計.中華民國 108 年 = Statistic 

of water resource. 2019 / 經濟部水利署

主計室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0908 .-- 2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058-3 (平裝)  

1.水利工程 2.統計 3.臺灣  443.6  

遊艇駕駛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教本 / 

林銘智, 王中同, 黃道祥共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7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86-982-

1 (平裝) NT$500  

1.船舶駕駛 2.航運法規 3.休閒活動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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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計實務. 動力篇 / 宋德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 11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32-6 (平裝)  

1.機構學 2.機械設計  446.01  

實用環境控制與節能減碳 / 陳良銅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

914-0 (平裝) NT$250  

1.空調工程 2.能源節約  446.73  

*軌道車輛概要 / 邱家財編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邱家財, 10906 .-- 2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89-

3 (平裝) NT$500  

1.電聯車 2.鐵路車輛  447.22  

電工機械完全攻略 / 鄭祥瑞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6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0-043-5 (平裝)  

1.電機工程  448  

公職考試講重點(電子儀表概要) / 余

宏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6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67-8 (平裝) NT$500  

1.電儀器  448.12  

應用電子學 / 楊善國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0-5 (精

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448.6  

微電子技術發展與應用研討會論文

集 . 2020 第 十 八 屆  = 2020 18th 

Conference on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 Applications / 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編輯 .-- 高雄

市 : 高雄科大, 10906 .-- 37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358-9-3 (平裝附

光碟片) NT$600  

1.微電子學 2.文集  448.607  

電子材料產業年鑑. 2020 = Electronic 

materials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張崇

學等作 ; 陳靖函主編 .-- 初版 .-- 新竹

縣 竹 東 鎮  : 工 研 院 產 科 國 際 所 , 

10907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48-8 (平裝) NT$6500  

1.電子工程 2.工程材料 3.年鑑  

448.614058  

積體光機電科技與智慧財產權實務

會 議 論 文 集 . 2020 第 十 四 屆  =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conference on 

intergrated opto-mechatronic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中華民

國積體光機電科技協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體光機電科技協會, 

10906 .-- 150 面; 30 公分 .-- 部分內容

為英文 .-- ISBN 978-986-95023-3-7 (平

裝)  

1.光電科學 2.電機工程 3.文集  

448.6807  

物聯網產業發展與智慧化應用 / 朱

師右等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0906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795-4 (平裝) NT$14000  

1.物聯網 2.產業發展  448.7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 FX5U 中文使用

手冊. 伺服定位篇 / 双象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双

象貿易, 10907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91-0-2 ( 平 裝 ) 

NT$600  

1.自動控制  448.9  

公職考試講重點(自動控制) / 詹森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8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57-9 (平裝) NT$500  

1.自動控制  448.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百年眾望經典.明日田園城市 : 與飛

機並列 20 世紀初期兩大發明,超前時

代的城市規劃先聲 / Ebenezer Howard

著 ; 吳鄭重譯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現

代 名 著 譯 叢 ) .-- ISBN 978-957-08-

5566-1 (平裝)  

1.都市計畫 2.區域計畫 3.土地利用  

445.1  

<<工程前瞻 人本領航>> 106-109 年

桃園市前瞻道路建設成果專刊 / 劉

軍希等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養工處, 

10907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1-66-4 (平裝)  

1.市政工程 2.道路工程 3.桃園市  

445.133/109  

應用化學；化工 

化工裝置. 下 = Chemical engineering 

equipments. II / 顧永傑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10906 .-- 384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工

群 .-- ISBN 978-986-5531-09-6 (平裝)  

1.化工裝置  460.21  

圖解輸送現象 / 吳永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120-1 (平裝) 

NT$380  

1.化工程序 2.熱傳導  460.224  

綠色化學產業應用推廣年報. 2019 : 

綠色化學產業創新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編著 .-- 臺北

市  : 環 保 署 毒 物 及 化 學 物 質 局 , 

10905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8-08-1 (平裝) NT$320  

1.化學工業 2.環境教育 3.文集  

460.7  

你吃的食物是真的嗎? : 起司、油、

牛肉、海鮮、酒的真相現形記 / 賴

瑞.奧姆斯特(Larry Olmsted)著 ; 劉佳

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1-877-5 (平裝)  

1.食品工業 2.食品添加物  463  

食品產業年鑑. 2020 / 陳麗婷等作 ; 

簡相堂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食品

工業, 10907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10-35-1 (平裝) NT$4000  

1.食品工業 2.年鑑  463.058  

葡萄酒與料理百科辭典 : 享受美食

與好酒的關鍵 A to Z / 維多麗亞.摩爾

(Victoria Moore)著 ; 楊馥嘉, 魏嘉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9-

238-8 (精裝) NT$1500  

1.飲食 2.葡萄酒  463.814  

日本酒之基 : SSI 國際唎酒師官方教

材 / 日置晴之, 長田卓作 ; 林妤潔, 林

曉婷, 張惠婷譯 .-- 新北市 : 華藝學術

出版 : 佳釀發行, 10907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7-180-8 (平裝)  

1.酒 2.日本  463.8931  

天然系韓式質感手工皂 / 權卿美著 ; 

林育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生活

樹系列 ; 82) .-- ISBN 978-986-507-156-

1 (平裝) NT$380  

1.肥皂  466.4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0 = Yearbook 

of applied biotechnology industry. 2020 / 

許毓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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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術, 10908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23-59-7 ( 平 裝 ) 

NT$5500  

1.生物技術業 2.年鑑  469.5058  

製造 

Arduino 首次接觸就上手 / 深圳矽递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VEDU 教育團

隊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尼斯企

業, 10907 .-- 1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3299-7-2 (平裝) NT$126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用主題範例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 

使 用 Halocode 光 環 板 與

Scratch3.0(mBlock5)含 AIoT 應用專題 

/ 王麗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0907 .-- 20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523-035-7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設計  471.516  

深度學習 : 硬體設計 / 劉峻誠, 羅明

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448-1 (平裝)  

1.微處理機  471.516  

珠 寶 金 工 技 法 全 書  / 龔 豊 洋 (Leo 

Kung)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 10907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0-29-9 (平裝) NT$580  

1.珠寶工 2.珠寶設計  472.89  

印前製程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2020 版 : 適用 Photoshop.Illustrator / 技

能檢定研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3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02-537-3 (平裝)  

1.印刷術 2.問題集  477.022  

3D 列印 : 萬丈高樓「平面」起,21 世

紀必懂的黑科技 / 徐旺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7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09-2-

6 (平裝) NT$420  

1.印刷術  477.7  

新纖事 : 在地工藝新纖事 X 構樹與

檳榔的創新運用 / 林宜鄉, 呂宗翰撰

文 .-- 南投縣草屯鎮 : 臺灣工藝研發

中心, 109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086-7 (平裝) NT$450  

1.纖維工業 2.紡織品 3.技術發展  

478  

袖珍屋製作入門  昭和通商店街  / 

ASAMI(ミニ厨房庵)作 ; 楊家昌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0909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0-227-6 (平裝) NT$320  

1.玩具 2.房屋  479.8  

機動戰士終極檔案 MSZ-006 Z 鋼彈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孫豐澤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0909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9501-87-3 (平裝) NT$380  

1.玩具 2.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台 灣地 區大型 企業 排 名 TOP5000. 

2020 /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著 .-- 第 50 版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

所, 10906 .-- 90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351-5-5 (平裝) NT$7000  

1.工商企業 2.工商名錄 3.臺灣  

480.25  

府城米糧研究 / 邱睦容, 鄭安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272 面; 21 公

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 ; 2) .-

- ISBN 978-986-5504-10-6 ( 平 裝 ) 

NT$420  

1.糧食業 2.歷史 3.臺南市  481.1  

用速食征服全球 : 雷.克洛克的麥當

勞革命 / 劉幹才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66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269-6 (平裝) NT$320  

1.克洛克(Kroc, Ray, 1902-1984) 2.麥

當勞公司(McDonald's Corporation) 3.

餐飲業管理 4.傳記  483.8  

阿兜仔當家 : 花蓮就是我的家 / 花蓮

縣政府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縣府, 

10906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14-0 (平裝) NT$300  

1.餐飲業 2.民宿 3.旅遊 4.花蓮縣  

483.8  

彰化美食 123 系列報導. 第 3 集 / 賴

岸璋, 李寶銀合編 .-- 彰化市 : 賴岸璋, 

10908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13-8 (平裝)  

1.餐飲業 2.小吃 3.彰化市  483.8  

餐飲服務 : 理論實務與案例 / 郭德賓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91-4 (平裝) NT$400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餐 飲 採 購 與 供 應 管 理  = Food & 

beveage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 葉佳聖, 王翊和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7 .-- 

48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8227-6-3 (平裝)  

1.餐飲業管理 2.採購管理  483.8  

餐飲創業成本控制與管理 / 鄭凱文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93-8 (平裝) NT$400  

1.餐飲管理 2.成本控制 3.創業  

483.8  

豐蔬食 : 超過 200 道你不知道的人氣

蔬食料理推薦! / 田定豐, 廖宏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77-858-4 (平

裝) NT$450  

1.餐飲業 2.素食 3.蔬菜食譜  483.8  

機 械 產 業 年 鑑 . 2020 = Machinery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熊治民等作 .-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 10907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50-1 ( 平 裝 ) 

NT$6500  

1.機械業 2.年鑑  484.1058  

汽機車產業年鑑. 2020 =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蕭瑞聖等作 ; 沈怡如主編 .-- 初版 .-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45-7 (平裝) NT$6500  

1.汽車業 2.機車業 3.年鑑  484.3058  

日 本人工 智慧 產品與 應用 案例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富士 Chimera 總

研 , 日 經 XTREND, 日 經

ELECTRONICS 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

產研所, 10907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797-8 ( 平 裝 ) 

NT$10000  

1.電子業 2.人工智慧 3.產業分析 4.

日本  484.5  

電子零組件暨顯示器產業年鑑. 2020 

=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林研

詩等作 ; 林松耀主編 .-- 初版 .-- 新竹

縣 竹 東 鎮  : 工 研 院 產 科 國 際 所 , 

10907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49-5 (平裝) NT$8500  

1.電子業 2.顯示器 3.年鑑  484.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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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導 體 產 業 年 鑑 . 2020 = 

Semiconductor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江柏風等作 ; 黃慧修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0907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64-343-3 (平裝) NT$6500  

1.半導體工業 2.年鑑  484.51058  

5G 與人工智慧的商業運用 / 王寧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6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49-6 (平裝)  

1.無線電通訊業 2.技術發展 3.產業

發展  484.6  

電競選手 : 8 堂一點就通的基礎活用

課 / 榮欽科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0906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503-8 ( 平 裝 ) 

NT$320  

1.網路產業 2.電腦遊戲 3.線上遊戲  

484.6  

通 訊 產 業 年 鑑 . 2020 =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呂珮如等作 ; 楊玉奇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 10907 .-- 2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46-4 (平裝) NT$6500  

1.通訊產業 2.年鑑  484.6058  

石 化 暨 特 化 產 業 年 鑑 . 2020 = 

Petrochemical and specialty chemical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范振誠等作 ; 

張怡雯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

鎮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0907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44-

0 (平裝) NT$8500  

1.石油化學業 2.年鑑  486.5058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2020 =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yearbook. 2020 / 李爾

芳等作 ; 張慈映, 簡惠蓮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 10907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4-351-8 (平裝) NT$6500  

1.醫療器材業 2.年鑑  487.1058  

出版人瑣記 / 彭正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 10906 .-- 334 面; 21 公

分 .-- (圖書與資訊集成 ; 29) .-- ISBN 

978-986-314-510-3 (平裝) NT$450  

1.出版業 2.產業發展 3.兩岸交流  

487.7  

機杼傳情 : 築起和美織雅文化創意

產業 / 黃振中, 林宗德, 謝天霖撰稿 .-

- 初版 .-- 高雄市 : 科工館, 10905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4-

88-4 (平裝) NT$300  

1.紡織業 2.產業發展 3.歷史 4.彰化

縣和美鎮  488  

日本藥妝店精選必買藥美妝 / 鄭世

彬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晶 冠 , 

10907 .-- 228 面; 24 公分 .-- (好好玩 ; 

16) .-- ISBN 978-986-98716-6-2 (平裝) 

NT$320  

1.化粧品業 2.美容業 3.購物指南 4.

日本  489.12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試題指南 / 李奇

嶽等作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6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868-0 (平裝) NT$300  

1.民宿 2.旅館業管理 3.考試指南  

489.2  

殯葬設施 / 譚維信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空大, 10908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1-4-4 ( 平 裝 ) 

NT$340  

1.殯葬業 2.服務業管理  489.67  

商學 

大商業 : 寫給美國非典型英雄的情

書 / 泰勒.柯文(Tyler Cowen)著 ; 徐立

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經濟趨

勢 ; 70) .-- ISBN 978-986-99162-0-2 (平

裝) NT$380  

1.商業 2.企業經營 3.資本主義 4.美

國  490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 王志成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2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0-055-8 (平裝)  

1.商學  490  

商務談判 / 邱文政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華視, 10908 .-- 264 面; 26 公分 .-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11-9 

(平裝) NT$550  

1.商業談判  490.17  

貝佐斯經濟學 : 亞馬遜策略布局撼

動你對商業思維的想像 / 布萊恩.杜

曼(Brian Dumaine)著 ; 趙盛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7 .-- 352

面; 20 公分 .-- (touch ; 70) .-- ISBN 978-

986-5406-91-2 (平裝) NT$450  

1.貝佐斯(Bezos, Jeffrey) 2.亞馬遜網

路書店(Amazon.com) 3.電子商務 4.

企業經營  490.29  

區塊鏈技術與應用 / 華為區塊鏈技

術開發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27-0 (平裝) NT$420  

1.電子商務 2.電子貨幣  490.29  

智慧商務 : 電子商務新方向 / 劉文良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0907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44-1 (平裝)  

1.電子商務  490.29  

電子商務與社群商務 / Efraim Turban

等原著 ; 熊又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7 .-- 5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096-82-9 (平裝)  

1.商業 2.電子商務  490.29  

跨境電子商務 : 理論與實務 / 李麒麟

等 著  .-- 二 版  .-- 臺 中 市  : 滄 海 ,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3-106-4 (平裝)  

1.電子商務  490.29  

網拍女王帶路 : 誰都可以成為百萬

創業家 / 陳昭君著 .-- 臺北市 : 天空

樹文化, 10906 .-- 252 面; 23 公分 .-- 

(就有光 ; 2) .-- ISBN 978-986-90394-4-

4 (平裝) NT$399  

1.電子商務 2.拍賣 3.創業 4.網路行

銷  490.29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電商創業個

案研究. 108 學年度 = A case study of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2019 / 羅彥棻等

作 ; 易明秋總編輯 .-- 臺北市 : 實踐

大學企管系, 10907 .-- 77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629-388-7 ( 平 裝 ) 

NT$250  

1.電子商務 2.創業 3.個案研究  

490.29  

巷弄經濟學 / 牟鍾璘(모종린)著 ; 曾

晏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

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9-33-0 (平裝) NT$599  

1.商業地理 2.商業區 3.商業管理  

491  

商用日文 Email 範例 / 堀尾友紀, 藤

本紀子, 田中綾子著 .-- 二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7 .-- 288 面; 



37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25-1 

(25K 平裝)  

1.商業書信 2.商業應用文 3.電子郵

件 4.日語  493.6  

會審實務研究專題彙集 / 陳慧玲等

編著 ; 實踐大學會計學系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會計學系, 

10907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629-389-4 (平裝)  

1.會計 2.審計 3.文集  495.07  

當代中級會計學 / 張仲岳, 蔡彥卿, 劉

啟群著 .-- 2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06 .-- 9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22-11-7 (平裝)  

1.中級會計  495.1  

會計學 / 吳嘉勳著 .-- 十二版 .-- 臺北

市 : 華泰, 10907 .-- 6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977-2-3 (平裝)  

1.會計學  495.1  

會計學 / 林文晟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華視,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12-6 

(上冊:平裝) NT$400  

1.會計學  495.1  

會計審計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6 .-- 

384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

98696-4-5 (平裝) NT$360  

1.會計法規 2.審計法規  495.2  

大會計師教你從 7 大產業數字 X14

核心 QA 看懂「投資」本質 / 張明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8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519-13-1 (平裝) NT$38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超越平庸 : 100 個抓住眼球的市場行

銷 案 例  / 珍 妮 . 哈 雷 尼 (Jeannine 

Halene), 赫爾曼.謝勒(Hermann Scherer)

著 ; 郭秋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

富文化, 10908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50-0 ( 平 裝 ) 

NT$399  

1.行銷學 2.廣告 3.個案研究 4.成功

法  496  

遊戲化行銷 : 原理 x 工具 x 案例,善

用遊戲機制與心理誘因,讓顧客開心、

公司 獲利  / 丹尼爾 .葛利芬 (Daniel 

Griffin), 艾伯特.范德梅爾(Albert van 

der Meer) ; 柯文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75-1 (平裝) NT$400  

1.行銷策略 2.行銷心理學  496  

網路行銷 / 李麒麟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華視, 10908 .-- 448 面; 26 公分 .-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572-615-7 

(平裝) NT$550  

1.網路行銷  496  

網路行銷 : 理論、實務與證照 / 欒斌, 

陳苡任合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滄海

圖書資訊, 10907 .-- 4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597-8-3 (平裝)  

1.網路行銷  496  

行銷研究 : 市場調查與分析 / 胡政源, 

楊浩偉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新

文京開發, 10906 .-- 4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0-632-9 ( 平 裝 ) 

NT$450  

1.行銷管理 2.研究方法 3.統計分析  

496.031  

品牌 : 新時代成功方程式 / 周霞麗等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臺 經 院 , 

10906 .-- 264 面; 21 公分 .-- (迎向 21

世紀系列 ; 24) .-- ISBN 978-957-793-

101-6 (平裝) NT$320  

1.品牌 2.行銷管理  496.14  

大腦無法拒絕的癮 : 高效融合進化

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理論知識,深度

解密人類成癮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 

/ 孫惟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 , 10907 .-- 272 面; 23 公分 .-- 

(Biz) .-- ISBN 978-957-9164-12-2 (精裝) 

NT$360  

1.消費者行為 2.消費心理學  496.34  

金融行為通識課 : 從儲蓄、投資、

保險到養老,如何處理金融商品?怎

樣管控風險? / W.佛萊德.范.拉伊(W. 

Fred van Raaij)著 ; 吳明子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7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20-1 (平裝) NT$480  

1.消費者行為 2.消費心理學 3.個人

理財  496.34  

世界最偉大的推銷術 / 于珊主編 .-- 

初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 

10909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79-2-5 (平裝)  

1.銷售  496.5  

在金字塔頂端跳 Disco : 金氏世界紀

錄最強業務員喬.吉拉德 / 崔英勝, 金

躍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6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6-251-1 (平裝) NT$420  

1.銷售 2.職場成功法  496.5  

再貴也能賣到翻!提高客單價的黃金

法則 / 村松達夫著 ; 江裕真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9-816-9 ( 平 裝 ) 

NT$280  

1.顧客關係管理  496.5  

當我們都不會做。直銷 / 吳東翰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 10906 .-

- 2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6-

229-4 (平裝) NT$400  

1.直銷 2.職場成功法  496.5  

讓 95%的顧客主動推薦你 : 社群時代

銷售之神不敗的 21.5 則定律 = Jeffrey 

Gitomer’s 21.5 unbreakable law of 

selling / 傑 佛 瑞 . 基 特 瑪 (Jeffrey 

Gitomer)著 ; 莊安祺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14) .-- ISBN 

978-986-398-578-5 (平裝) NT$320  

1.銷售  496.5  

讓訂閱飆升、引爆商機的圈粉法則 : 

支撐行銷、廣告、業務、商品、口

碑、品牌,最重要也最不能忽視的粉

絲力  / 大衛 .梅爾曼 .史考特 (David 

Meerman Scott), 玲子 .史考 特 (Reiko 

Scott)著 ; 辛亞蓓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0908 .-- 304 面; 21 公

分 .-- (翻轉學系列 ; 38) .-- ISBN 978-

986-507-167-7 (平裝) NT$380  

1.顧客關係管理 2.行銷策略 3.網路

社群  496.7  

超速寫作 : 30 秒寫出攻心關鍵句,零

基礎也能成為文案行銷高手 / 呂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822-0 (平裝) NT$350  

1.廣告文案 2.寫作法  497.5  

企業管理 

企業概論  : 掌握本質創造優勢  = 

Business essence and advantages / 張緯

良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227-4-9 (平裝)  

1.企業管理  494  



38 

 

非雞湯管理學 : 效率人的企業 / 譚立

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259-7 ( 平 裝 ) 

NT$290  

1.企業管理  494  

高效遠距工作這樣做 : 第一本完整

介紹 WFH 的方法、管理與真相 / 鄭

伊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68-3 (平裝) NT$380  

1.企業管理 2.電子辦公室  494  

超簡單博弈論 : 賭雞排背後的賽局 / 

崔英勝, 才永發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70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270-2 (平裝) NT$350  

1.企業經營 2.談判策略 3.博奕論  

494  

跟老子學領導智慧 向孫子學經營策

略 / 張芳誠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張

芳誠, 10906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61-9 (平裝) NT$320  

1.企業領導 2.企業管理  494  

感性潛能思考法 : 從零開始的商業

創新 / 村田智明著 ; 李俐慧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中衛發展中心 , 

10906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602-9-4 (平裝)  

1.商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  

管理學魔法書 / 陳佳宏, 程宇編著 .-- 

二版 .-- 新竹市 : 偉文, 10907 .-- 6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79-0-

8 (平裝) NT$580  

1.管理科學  494  

關鍵影響力 : 金牌企業成功學 / 朱乙

真等撰文 ; 羅德禎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5-32-2 (平

裝) NT$450  

1.企業經營 2.企業再造  494  

OTPR 敏捷工作法 : 拿回績效主導權,

讓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更有價值 / 

游舒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7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274-6 (平裝) NT$380  

1.時間管理 2.目標管理 3.工作效率  

494.01  

下班後 1 小時的速效學習攻略 : 韓國

職場進修達人靠「偷時間」不被工

作定型, 邊上班邊學習,強化競爭力 / 

李亨載(이형재)著 ; 林侑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39) .-- 

ISBN 978-986-507-168-4 ( 平 裝 ) 

NT$360  

1.時間管理 2.學習方法 3.在職教育  

494.01  

*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 初版 .-- 屏東縣內埔

鄉 : 美和科大出版 : 美和科大經營管

理學院發行, 10906 .-- 23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486-30-2 (平裝附

光碟)  

1.商業管理 2.文集  494.07  

大人的周末創業 : 讓經驗、人脈、

興趣變現金的未來獲利術 / 藤井孝

一作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8 .-- 272 面; 21 公分 .-- 

(Unique 系列 ; 50) .-- ISBN 978-957-

9054-65-2 (平裝) NT$320  

1.創業 2.成功法  494.1  

不會做決定,就一輩子被決定 : 讓你

做出不後悔的選擇 / DaiGo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184) .-- ISBN 

978-986-175-562-5 (平裝) NT$300  

1.決策管理  494.1  

只有你可以的一人創業 : 發揮你的

不平等優勢,打造族群精準的產品和

微型公司 / 艾許.阿里(Ash Ali), 哈桑.

庫巴(Hasan Kubba)著 ; 張家瑞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認真職場 ; 7) .-- ISBN 978-986-98588-

5-4 (平裝) NT$38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高維度漫想 : 將直覺靈感,化為「有

價值」的未來思維 / 佐宗邦威作 ; 林

詠純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 288 面; 21 公分 .-- (Trend ; 61) .-- 

ISBN 978-957-658-374-2 ( 平 裝 ) 

NT$400  

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1  

最大的風險就是不冒風險!坐在川普

身邊的矽谷奇才 : 彼得.提爾的創業

故事 / 陳玉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6 .-- 2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209-1-9 ( 平 裝 ) 

NT$320  

1.提爾(Thiel, Peter) 2.傳記 3.企業經

營 4.創業  494.1  

創客未來 : 動手改變世界的自造者 / 

方志遠, 蒲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0908 .-- 35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209-3-3 ( 平 裝 ) 

NT$430  

1.創新 2.創業  494.1  

創業與夢想. 二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74-7 (平裝) NT$400  

1.創業  494.1  

微型創業 X 創意創新十大工具 / 顏

嘉宏編著 .-- 屏東縣內埔鄉 : 睿煜, 

10906 .-- 22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6159-47-3 (活頁裝) NT$18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睡不著時可以看的經營學 / 平野敦

士カール監修 ; 徐承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30-9 (平

裝) NT$380  

1.企業經營 2.企業管理  494.1  

邊工作邊創業! : 照著做就能成功的 6

個月斜槓創業法 / 新井一著 ; 楊毓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72-

0 (平裝) NT$350  

1.創業 2.職場成功法  494.1  

把夢想當目標的人為什麼會失敗  : 

目標達陣大師告訴你絕對能實踐的

目標管理術 / 三谷淳著 ; 黃瑋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

版基地發行, 10907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567-60-3 (平裝) 

NT$350  

1.目標管理 2.成功法  494.17  

研究所講重點(作業研究) / 徐明龍, 

李昊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06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64-7 (平裝) NT$650  

1.作業研究  494.19  

火箭模式 : 建立高效團隊實戰全書 / 

羅伯特霍根, 高登柯菲, 黛安尼爾森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

869-0 (平裝) NT$49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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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領導力 / 陳德中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5-8 (平裝) 

NT$350  

1.企業領導 2.職場成功法  494.2  

高能團隊的關鍵五法則 : 發揮團隊

五大效果、破解五大迷思,讓營收、

市值翻十倍的科學化法則 / 麻野耕

司作 ;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8 .-- 282 面; 21 公分 .-

- (輕商管 ; 38) .-- ISBN 978-957-658-

388-9 (平裝) NT$340  

1.組織管理 2.團隊精神  494.2  

組織再進化 : 優化公司體制和員工

效率的雙贏提案 / 亞倫.迪格南(Aaron 

Dignan)作 ; 林力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

分 .-- (Big ; 333) .-- ISBN 978-957-13-

8258-6 (平裝) NT$400  

1.企業管理 2.組織再造  494.2  

管理從教育開始  / 吳少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7-30-

5 (平裝) NT$260  

1.組織管理 2.教育  494.2  

精準思考 : 跨領域才是關鍵!跟著高

手洞悉問題,練出高效學習力 / 成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商戰系列 ; 204) .-

- ISBN 978-986-134-362-4 ( 平 裝 ) 

NT$320  

1.知識管理 2.成功法 3.思考  494.2  

還當慣老闆嗎? : 不要以為自己很威

風,員工只是把你當蠢蛋 / 蔡賢隆, 金

耀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7 .-- 23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72-6 (平裝) 

NT$299  

1.企業管理者 2.職場成功法 3.組織

管理  494.2  

臺灣 ICT 人才發展報告 / 王淳平總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資 策 會 , 

10906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794-7 (平裝) NT$10000  

1.人力資源發展 2.電腦資訊業 3.通

訊產業 4.產業發展  494.3  

一席之地 : 新女性如何晉升成為領

導階層的成功指南 / 派翠西亞.哈里

森著 ; 杜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84-4 ( 平 裝 )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職業婦女  494.35  

成功是你問出來的 : 勇敢開口問,全

世界都會幫你解決問題 / 韋恩.貝克

(Wayne Baker)著 ; 何筱宛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9-

14-8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3.溝通技

巧  494.35  

死 神 休 假 - 撈 金 魚  / 布 萊 恩 . 瑞 亞

(Brian Rea)著 ; 李建興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176 面; 20 公分 .-- (Graphic 

times ; 18) .-- ISBN 978-986-384-440-2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假期 3.生活指導  

494.35  

成就未來的你 : 35 堂精準職涯課,創

造非你不可的人生! / 何則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2-

7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每個人的商學院.個人基礎 : 強化自

我領導力,建構超群思維格局 / 劉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

識 ; 72) .-- ISBN 978-986-248-898-0 (平

裝)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商業管理  494.35  

每個人的商學院.個人進階 : 更新蓄

電量不衰減的內在系統 / 劉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識 ; 73) .-- 

ISBN 978-986-248-899-7 ( 平 裝 ) 

NT$380  

1.職場成功法 2.商業管理  494.35  

拖延有救 : 擊垮惰性,讓執行力瞬間

翻倍,準時完成工作與生活大小事 / 

羅伯.摩爾(Rob Moore)著 ; 張瓅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871-3 (平

裝) NT$320  

1.時間管理 2.職場成功法  494.35  

社畜的五十道陰影 : 慣老闆讓員工

爆氣的 50 句話 / 溫亞凡, 高海友, 龔

學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6 .-- 22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63-4 (平裝) 

NT$299  

1.職場成功法 2.企業管理者 3.組織

管理  494.35  

哈佛的 5 堂邏輯思維課思考定高度 : 

面對抉擇時你是「賭」一把,還是想

清楚再做? / 韋秀英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優渥叢書)(Business ; 67) .-- 

ISBN 978-957-8710-86-3 ( 平 裝 ) 

NT$28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活得更好沒有錯!小設計公司的生存

之道 / 陳鶴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10906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775-4-1 ( 平 裝 ) 

NT$399  

1.職場成功法 2.室內設計  494.35  

培養狼性 DNA : 成為職場與情場上

EQ 最高的那匹狼 / 韓立儀, 余金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6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6-256-6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軟體開發人員職涯發展成功手冊  / 

John Z. Sonmez 原著 ; 黃詩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7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50-

2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電腦設計程式  

494.35  

窮忙 ,是你不懂梳理人生  / 小川叔

作 .-- 新北市 : 蘋果屋,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心發現 ; 3) .-- ISBN 

978-986-98814-9-4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場神隊友 : 與其等貴人,不如自己

當貴人 / 蔡賢隆, 金躍軍, 高洪敏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0906 .-- 1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265-8 ( 平 裝 ) 

NT$2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讓工作來找你 : 建立職涯存摺經營 4

項投資,打造不畏時局變遷的本事 / 

喬恩.阿考夫(Jon Acuff)著 ; 董文琳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6 .-- 288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BCCF0410P) .-- ISBN 978-986-398-

568-6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生涯規劃  4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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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作業管理 / 黃河清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37-4 (平裝) NT$450  

1.生產管理 2.作業管理  494.5  

工作研究 / 簡德金, 鄭辰仰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1-

2 (平裝) NT$380  

1.工作研究  494.54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一次過關  / 

金善英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7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58-9 (平裝)  

1.風險管理  494.6  

金錢智能 : 讓你聰明用錢的 7 組關鍵

概念 / 野口真人著 ; 谷文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5-21-8 (平裝) NT$360  

1.財務管理 2.財務金融  494.7  

財務策略個案分析 / 李博志, 陳延宏

著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 109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241-9-

4 (平裝) NT$260  

1.財務策略 2.財務管理 3.個案研究  

494.7  

國際財務管理 : 跨國企業之價值創

造 / 謝劍平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謝

劍平, 10907 .-- 480 面; 26 公分 .-- (智

勝 管 理 系 列 ) .-- ISBN 978-957-43-

7756-5 (平裝) NT$650  

1.財務管理 2.國際企業  494.7  

運籌帷幄學財管  / 張翔, 廖崇智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7 .-- 7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63-0 (平裝) NT$800  

1.財務管理 2.財務金融  494.7  

壽司幹嘛轉來轉去?. 1 : 財報快易通

─夢想如何創造利潤,創業家、投資

人不可不知的財務知識 / 林總著 ; 武

井宏文繪 ; 江裕真譯 .-- 四版 .-- 新北

市  : 大 牌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07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1-27-2 (平裝) NT$380  

1.管理會計 2.漫畫  494.74  

社會科學類 

總論 

數字公民 : 看懂生活中的大數字,以

識數方式重新理解周遭世界 / 安德

魯.C.A.艾略特(Andrew C.A. Elliott)作 ; 

唐澄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368

面; 25 公分 .-- (Alpha ; 45) .-- ISBN 

978-986-5524-17-3 (平裝) NT$480  

1.社會科學 2.數字 3.量化研究  

501.2  

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 鈕文英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 

10908 .-- 8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096-86-7 (平裝)  

1.質性研究 2.研究方法 3.論文寫作

法  501.2  

統計 

行為科學統計學 / Robert R. Pagano 著 ; 

趙碧華, 潘中道, 郭俊賢譯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908 .-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9282-83-3 (平裝)  

1.統計學 2.心理統計學 3.行為科學  

510  

統計學 / 高菲菲, 陳皇宇, 蘇珣編著 .-

- 四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10906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548-31-1 (平裝)  

1.統計學  510  

基礎統計學 / David R. Anderson 等原

著 ; 黃聯海, 陳可杰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906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282-

82-6 (平裝)  

1.統計學  510  

教育 

教育理念與實務  / 周新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78-5 (平

裝) NT$440  

1.教育  520  

圖解教育社會學  / 蔡啟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75-4 (平

裝) NT$270  

1.教育社會學  520.16  

教育新範式  : 第三波改革  = New 

paradigm in education : the 3rd wave 

reforms / 鄭燕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7 .-- 324 面; 23 公分 .-- 高

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361-

2 (平裝) NT$400  

1.教育 2.文集  520.7  

教育新範式  : 第三波改革  = New 

paradigm in education : the 3rd wave 

reforms / 鄭燕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等教育, 10907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66-206-9 ( 平 裝 ) 

NT$450  

1.教育 2.文集  520.7  

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 : 澳門回歸

二十年教育的回顧和展望 / 白樺主

編 .-- 新北市 : 華藝數位, 10907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5431-1-

9 (平裝) NT$690  

1.教育 2.文集 3.澳門特別行政區  

520.9239  

帝國的學校.地域的學校 / 許佩賢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6 .-- 464 面; 23

公分 .-- (台灣史論叢) .-- ISBN 978-

986-350-403-0 (平裝) NT$650  

1.臺灣教育 2.教育史 3.日據時期  

520.933  

有效讀寫 : 用對方法縮小學習落差,

每個孩子都能讀得更好 / 曾世杰作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

育系列 ; 213) .-- ISBN 978-957-503-

642-3 (平裝) NT$360  

1.學習方法 2.讀書法  521.1  

情感教育 : 我們與愛的距離 / 陳碧月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08 .-- 2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24-6 (平裝) NT$340  

1.情意教育 2.文集  521.18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 2020 : 

新 世 代 的 教 學 實 踐 典 範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ities 

of Innovation Teaching Demonstration. 

2020 / 陳嘉凌等作 .-- 初版 .-- 雲林縣

斗六市 : 雲林科大教卓中心, 10907 .-

- 9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026-1-8 (平裝) NT$700  

1.教學法 2.文集  521.407  

兒童腦波探索  : AR 專注力開發 = 

Exploring children brainwave : AR 

attention training / 李瑞元(Ruey Yuan 

Maria Lee), 鄭綸(Lun Cheng), 嚴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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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Yu-Ju Yen)作 .-- 臺北市 : 墨客

會社, 109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67-0-6 (平裝) NT$300  

1.兒童教育 2.虛擬實境 3.注意力 4.

教材教學  523  

開啟 0-3 歲寶寶的溝通語言天賦 : 語

言治療師說給你聽 / 黃瑞珍等著 ; 張

簡郁珊, 廖國翔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0907 .-- 144 面; 23 公分 .-- 

(溝通魔法系列 ; 65901) .-- ISBN 978-

986-191-913-3 (平裝) NT$300  

1.幼兒語言發展  523.16  

嬰幼兒學習環境規劃 / 施淑娟等合

著 ; 黃麗錦主編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0907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670-1 (平裝) 

NT$375  

1.學前教育 2.學習環境 3.班級經營  

523.2  

幼兒科學遊戲設計 = Design of science 

activity for young children / 陳雅鈴, 黃

麗鳳主編 .-- 二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

學, 10907 .--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04-7-7 (平裝) NT$380  

1.科學教育 2.學前教育  523.23  

客語真好玩 : 手指謠&猜拳小遊戲 / 

陳麗萍總編輯 .-- 屏東市 : 屏縣府, 

10907 .-- 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39-2 (平裝) NT$200  

1.客語 2.教材 3.鄉土教學 4.學前教

育  523.23  

家長必讀 : 如何提升孩子的閱讀素

養. 學前篇 / 管家琪著 ; 劉婷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

品集.家長新天地 ; 1) .-- ISBN 978-

986-98447-5-8 (平裝) NT$350  

1.閱讀指導 2.教學法 3.學前教育  

523.23  

馬祖話真有味 / 吳健忠總編輯 .-- 連

江縣南竿鄉 : 連縣府,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連江縣幼兒園中班教

材) .-- 試行本 .-- ISBN 978-986-5428-

46-4 (平裝)  

1.閩語 2.幼兒教育  523.23  

迎風啟「城」 一起走「八」 : 新北

市土城國小資優班獨立研究作品集. 

第八屆 / 新北市土城國小資優班第

八屆全體學生撰寫 .-- 新北市 : 新北

市土城國小, 10906 .-- 586 面; 30 公

分 .-- (TUCHENG GIFTED 研究叢書 ; 

8) .-- ISBN 978-986-5413-58-3 (平裝)  

1.資優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  

動動文字 : 解鎖你的文字力 / 賴秋江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 

10907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8108-5-2 (平裝) NT$380  

1.語文教學 2.遊戲教學 3.小學教學  

523.31  

聽,鯨在唱歌 : 素養導向國語文教學

設計實務 / 許育健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7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55-6 ( 平 裝 ) 

NT$380  

1.漢語教學 2.教學設計 3.中小學教

育  523.31  

小學生寫作文從這裡開始 / 高詩佳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60-0 (平裝) NT$54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小學

教學  523.313  

新編大埔音.東勢客 : 新編漢文母語

教材. 第二輯 / 徐登志輯註 ; 劉玉蕉

整理 .-- 臺中市 : 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10906 .-- 120 面; 26 公分 .-- (大甲河原

音 系 列 ) .-- ISBN 978-986-97858-1-5 

(平裝)  

1.客語 2.教材 3.鄉土教學 4.小學教

學  523.317  

每天 5 分鐘,英文字母拼讀好好玩 / 

李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0907 .-- 2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07-5-7 (平裝) NT$300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學前教育 4.小

學教學  523.318  

情境故事學單字,親子的第一本圖畫

英語字典  / 書春(책봄)作 ; 金泰然

(김태연)繪 ; 周琡萍, 吳佳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英語館 ; E003) .-- ISBN 

978-986-98707-6-4 (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學前教育 4.小

學教學  523.318  

面積迷宮. Vol.2, 進階篇 / 村上綾一

作 ; 陳聖怡, 伍言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發行,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愛生活 ; 

98) .-- ISBN 978-986-5520-14-4 (平裝)  

1.數學教育 2.數學遊戲 3.小學教學  

523.32  

跨代的對話 : 請聽我說 / 林玫伶, 臺

北市立國語實小學生文 ; 鄭淑芬, 臺

北市立國語實小學生圖 .-- 一版 .-- 臺

北市  : 國語日報 , 10907 .-- 56 面 ; 

24X22 公分 .-- ISBN 978-957-751-852-

1 (精裝) NT$300  

1.生活教育 2.親子 3.教學活動設計 

4.小學教學  523.35  

課堂中的 STEM 教育 : 核心素養與教

學 實 踐  / 琳 達 . 弗 羅 紹 爾 (Linda 

Froschauer)編著 ; 蔣榮玉, 張瑛純, 林

瓊香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碩亞數碼

科技 , 中 華 資 訊與 科 技教 育學 會 , 

10906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189-3-3 (平裝) NT$600  

1.科學教育 2.中小學教育  523.36  

海洋與戶外教育素養導向教學與實

務學術研討會報告書暨論文集. 2020

年 / 陳玉枝總編輯 .-- 臺東縣臺東市 : 

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0906 .-- 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74-1-4 (平裝)  

1.海洋學 2.戶外教學 3.中小學教育 

4.文集  523.3607  

新課綱健康與體育領域學術研討會

報告書暨論文集. 2020 年 / 陳玉枝總

編輯 .-- 臺東市 : 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0906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174-2-1 (平裝)  

1.體育教學 2.衛生教育 3.中小學教

育 4.文集  523.3707  

援中.學習轉化 : 課文長作文 生活生

日記. 第二集 / 唐忠義總編 .-- 初版 .-

- 高雄市 : 高雄市援中國小, 109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

62-1 (平裝)  

1.教學設計 2.小學課程  523.4  

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芳名錄. 2020 / 

李明昭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

育部, 10907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44-92-1 (精裝) NT$150  

1.優良學生 2.臺灣  523.7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九十週

年校慶專刊 .-- 臺北市 : 北市大安國

小, 109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8-6 (平裝)  

1.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523.833/101  

紀念中壢國小 120 週年校慶回顧展 / 

曾繁藤等編輯 .-- 桃園市 : 中壢國小

校友聯誼會, 10906 .-- 7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208-0-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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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523.833/109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 40 週年

校慶特刊 / 吳建銘總編輯 .-- 南投縣

草屯鎮 : 投縣敦和國小, 10905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39-

4 (精裝)  

1.南投縣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  

523.833/119  

建教生 :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 109 / 黃

耀寬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4-98-3 (平

裝)  

1.教育法規 2.建教合作 3.論述分析  

524.023  

苦苓開課 ,原來國文超好玩! / 苦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苦苓作品

集 ; 11) .-- ISBN 978-957-13-8251-7 (平

裝) NT$320  

1.國文科 2.中等教育 3.通俗作品  

524.31  

無痛作文 : 菁英名校學生都在使用

的國寫應考技巧練習 / 黃玄, 蔡惠芬

合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8837-4 (平裝) NT$360  

1.漢語教學 2.寫作法 3.作文 4.中等

教育  524.313  

Makeblock AI 人工智慧與 STEAM 教

育編程入門 / 王振宇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1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3-2 (平

裝)  

1.資訊教育 2.人工智慧 3.中等教育  

524.375  

高中生活 AI 大智慧 = The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張云棻等作 .-

- 臺北市 : 臺北市永春高中出版 : 臺

北市 3A 教學基地中心發行, 10908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9-

05-5 (平裝)  

1.資訊教育 2.人工智慧 3.中等教育  

524.375  

學 AI 真簡單 . I, 初探機器學習  / 

AI4kids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07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7-5 (平裝)  

1.資訊教育 2.人工智慧 3.中等教育  

524.375  

學 AI 真簡單. II, 動手做深度學習 / 

AI4kids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0907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8-2 (平裝)  

1.資訊教育 2.人工智慧 3.中等教育  

524.375  

璀璨甲中 風華 80 : 臺中市立大甲高

級中學 80 週年校慶特刊 / 朱碧霞總

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大甲高中, 

10906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8-02-7 (精裝)  

1.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  

524.833/115  

開源教育於教學現場的經驗. 109 年 / 

朱庭宏, 陳湘湘, 欉振坤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朱庭宏, 10906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95-4 (平

裝) NT$100  

1.課程規劃設計 2.網頁設計 3.電腦

程式設計 4.高等教育  525.3  

自知者明 : 東方經典導讀 / 王立文等

作 ; 梁家祺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元智經典 ; 50) .-- ISBN 

978-986-6594-49-6 (平裝)  

1.通識教育 2.東方文學 3.文學鑑賞 

4.高等教育  525.33  

知人者智 : 西方經典導讀 / 王怡云等

作 ; 梁家祺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元智經典 ; 50) .-- ISBN 

978-986-6594-50-2 (平裝)  

1.通識教育 2.世界文學 3.文學鑑賞 

4.高等教育  525.33  

國防大學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第一屆 / 楊肅立總編輯 .-- 初版 .-

- 桃園市 : 國防大學, 10907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39-0 (精

裝) NT$300  

1.通識教育 2.全人教育 3.文集  

525.3307  

博雅與融通 :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 Chang 

Chien 等作 ; 楊志遠主編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

中心, 10907 .-- 2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931-36-0 (平裝) NT$250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3307  

傳播通識教育的教學創新與驗證 : 

課程 x 課群 x 社會實踐 / 林承宇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9 .-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9096-88-1 (平裝)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教學研究 

4.文集  525.3307  

EXPLORER 長榮大學探索者成果 . 

2020.Vol.4 / 孫惠民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 

10907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358-79-1 (平裝)  

1.高等教育 2.社會服務 3.志工 4.文

集  525.39  

臺灣校務研究之招生策略 / 廖慶榮, 

何希慧, 林靜慧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社會科學類) .-- BOD 版 .-

- ISBN 978-986-326-829-1 ( 平 裝 ) 

NT$330  

1.高等教育 2.學校行政 3.文集  

525.607  

臺灣校務研究之學生就業與發展  / 

廖慶榮, 何希慧, 陳錦華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7 .-

- 270 面; 21 公分 .-- (社會科學類 ; 

PF0281)(Viewpoint ; 5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28-4 ( 平 裝 ) 

NT$330  

1.學校行政 2.生涯規劃 3.就業輔導 

4.大學生  525.648  

歲月聯合 = Times of NUU / 戴滄禮主

編 .-- 苗栗市 : 聯合大學, 10907 .-- 1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531-7-

0 (精裝)  

1.國立聯合大學 2.歷史  

525.833/113  

國立中興大學百年校慶成果專刊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00th 

anniversary / 蕭美香執行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興大, 10907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14-3-7 (精

裝)  

1.國立中興大學  525.833/115  

白沙睿哲化育綿延 :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1971-2020 / 莊世滋總編纂 .-- 彰

化市 : 彰師大, 10906 .-- 4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90-2-9 (精裝)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歷史  

525.833/121  

中國變局與香港專上教育 / 周正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

版 : 政大發行, 10907 .-- 340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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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98821-8-7 (平裝) 

NT$460  

1.高等教育 2.教育史 3.香港  

525.9238  

新住民子女語文教育政策與實踐  / 

曾秀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08-9 (平裝) NT$400  

1.教育政策 2.母語教學 3.新住民 4.

子女教育  526.11  

涓滴成流 終為海大 : 一所令人感動

的大學 一位令人感動的校長 / 臺灣

海洋大學校友總會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119-5 (平裝) 

NT$500  

1.張清風 2.校長 3.學校管理 4.教育

行政  526.42  

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 : 校園法律實

務與理念 /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

治教育基金會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3-3 (平裝) NT$400  

1.訓導 2.教育輔導  527  

大人和小孩的一千零一夜 : 給父母

的床邊故事,讓大人了解孩子,以及自

己心中的孩子 / 林蔚昀文 ; Bianco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Education ; 

8) .-- ISBN 978-986-5505-30-1 (平裝) 

NT$360  

1.親職教育 2.閱讀指導  528.2  

化解孩子的「對立反抗」 / 王意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100) .-- ISBN 978-986-406-195-2 (平裝) 

NT$33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兒童心理

學  528.2  

他不是你的棋子 : 從小做孩子的知

心好友 / 洪春瑜, 才永發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24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267-2 (平裝) NT$299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528.2  

孩子知道你愛他嗎 / 汪培珽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0907 .-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8969-3-1 (平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3.親子關係  

528.2  

孩子精,媽媽驚! / 許元耕, 林玫伶著 ; 

水腦圖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報,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51-851-4 (平裝) NT$300  

1.親職教育 2.親子溝通 3.價值觀  

528.2  

家庭生活教育導論 / 周麗端等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908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566-9-

0 (平裝) NT$380  

1.家庭教育 2.生活教育  528.2  

愛的大小事. 2 : 親子教育的 5 章 41

道習題 / 吳健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北 市 任 兆 璋 林 美 智 教 育 基 金 會 ,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3114-6-5 (平裝) NT$28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小學生必讀的安全生活教育 / 徐志

源(서지원)作 ; 金素姬(김소희)繪 ; 黃

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7 .-- 168 面; 25 公分 .-- (校園心

情 ; 21) .-- ISBN 978-957-521-412-8 (平

裝) NT$280  

1.安全教育 2.小學生  528.38  

活出環保好風水 : 生命教育與環境

關懷 / 黃有志文字 ; 蔡明原攝影 .-- 初

版 .-- 高雄市 : 黃有志,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生命教育叢書 ; 7) .-- 

ISBN 978-957-43-7757-2 ( 平 裝 ) 

NT$300  

1.生命教育 2.環境保護  528.59  

餐旅教材教法與實習 / 陳紫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4-

5 (平裝) NT$400  

1.觀光旅遊職業教育 2.教材教學 3.

教育實習  528.828  

Nancy Clark 運動營養指南  / Nancy 

Clark 作 ; 李寧遠等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禾楓書局, 10906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068-1-4 (平裝) 

NT$450  

1.運動營養學 2.食譜  528.9013  

大專排球教練的團隊情緒領導行為

對團隊內衝突與團隊訓練滿意度之

相關研究 / 宋一夫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揚, 10906 .-- 8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52-0 ( 平 裝 ) 

NT$350  

1.運動心理 2.領導 3.團隊精神 4.排

球  528.9014  

健康體適能與促進 / 張耿介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6 .-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31-2 (平裝) NT$380  

1.體適能 2.健康法  528.9016  

素養導向體育教學設計 : 在身體活

動 中 建 立 自 信 和 能 力 的 遊 戲  / 

Heather Gardner 原作 ; 施登堯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10907 .-- 

28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068-2-1 (平裝) NT$450  

1.體育教學 2.課程規劃設計  528.92  

委託管理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

施活動中心服務案 / 蘇俊雄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蘇俊雄, 10906 .-- 1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74-

9 (平裝) NT$280  

1.運動場地 2.體育館 3.行政管理 4.

桃園市  528.924  

做個有智慧的跑者 : 科學化跑步訓

練與線上智慧型輔助系統 / 王順正, 

林玉瓊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旗標, 

10907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2-635-5 (平裝) NT$580  

1.賽跑 2.運動訓練  528.946  

梅西 : 百轉千變的足球王者 / 霍爾迪.

彭提(Jordi Puntí)著 ; 蔣義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入魂 ; 3) .-- ISBN 978-986-

98741-7-5 (平裝) NT$300  

1.梅西(Lionel, Messi, 1987-) 2.運動員 

3.足球 4.傳記  528.951  

歐洲國家盃歷史 1960-2016 / 剛田武, 

比爾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0908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6-56-6 (平裝) NT$350  

1.足球 2.運動競賽 3.歷史 4.歐洲  

528.951094  

*白鶴祖師拳譜 / 簡紘元, 高名憲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高名憲, 10906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93-0 (上冊:平裝)  

1.拳術  528.97  

劉晚蒼傳 : 內家功夫與手抄老譜 / 劉

晚蒼, 劉光鼎, 劉培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展, 10908 .-- 414 面; 21 公分 .-

- (武術特輯 ; 163) .-- ISBN 978-986-

346-307-8 (平裝) NT$450  

1.武術 2.中國  528.97  

你不知道的陳氏太極拳 / 孫保才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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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35-3-6 (平裝) NT$350  

1.太極拳  528.972  

鄭子太極拳功法概要 / 趙偉豪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

58-0 (平裝) NT$320  

1.太極拳  528.972  

灣灣日記 / 2017 級文產班 38 位同學

作者群 .-- 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出版

中心,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淡

江 書 系  ; TB023) .-- ISBN 978-957-

8736-56-6 (平裝) NT$420  

1.兩岸交流 2.高等教育 3.留學生 4.

臺灣  529.2733  

科學好好玩 : 用闖關活動引導國小

特殊教育學生探究科學 / 蔡明富等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特教

中心, 10907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97-0-7 (平裝)  

1.特殊教育 2.科學教育 3.小學教學 

4.教學活動設計  529.54  

禮俗；民族學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展演

專輯. 2017-2018 / 吳昌成, 賴郁晴執

行編輯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

委會客發中心, 10906 .-- 1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4-14-4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NT$30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藝文活動  

536.211  

客家話分布格局與形成年代 : 宏觀

與微觀的探討 / 吳中杰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0906 .-- 1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0-174-6 (平

裝) NT$280  

1.客家 2.客語 3.歷史  536.211  

臺南都市原住民  / 曹婷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

市文化局,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 ; 5) .-- 

ISBN 978-986-5504-13-7 ( 平 裝 ) 

NT$380  

1.臺灣原住民族 2.生活型態 3.宗教

與社會  536.33  

pokavole tatopodhaolaeni, okavole'i 

takasokolro'o vaha : cong tong ho kaocae 

lise takasokolro'o vaha'inivalrisale 

takasokolro'o vaha wei yan hui takatolro 

caili mani kaolropengenga dhidhape / 夷

將.拔路兒 (lcyang.Parod)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總統府, 10907 .-- 144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還原真相,實

現正義: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委員會三年成果專輯; 萬山

魯凱語 .-- ISBN 978-986-5454-20-3 (精

裝) NT$600  

1.臺灣原住民族 2.社會正義 3.政治

轉型 4.文集  536.33007  

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 108 年  = 

Employment status survey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19 /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06 .-- 6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5-21-9 (平裝) NT$1000  

1.臺灣原住民族 2.就業 3.調查統計  

536.33028  

卡那卡那富族民族植物 / 劉正元, 邱

碧華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

原住民專班, 10906 .-- 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517-9-4 ( 平 裝 ) 

NT$160  

1.卡那卡那富族 2.植物  536.3352  

北美原住民的日常書寫 : 以<<星之

拚織者>>、<<𨑨迌囝仔>>與<<無麂

之 徑 >> 為 例  = Daily life in north 

American indigenous plays : The Star 

Quilter, The Indolent Boys, and Path with 

No Moccasins / 羅宜柔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翠柏林, 10909 .-- 12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897-53-6 (平裝)  

1.印地安族 2.民族文化 3.文集 4.北

美洲  536.51  

刺青 ,有故事  / 大衛 .麥庫姆 (David 

McComb)著 ; 李佳霖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072-70-0 (平裝) NT$480  

1.紋身 2.次文化 3.歷史  538.161  

令人理解不能的婚俗 : 突破想像的

婚嫁趣事 / 趙惠玲, 金躍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7 .-- 31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268-9 (平裝) NT$399  

1.婚姻習俗  538.4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 從菜單看全球

飲食文化史 / 任韶堂(Dan Jurafsky)著 ; 

游卉庭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麥田叢

書 ; 83) .-- ISBN 978-986-344-800-6 (平

裝) NT$38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538.78  

不是庖丁,也可以解牛 : 中華飲食文

化筆記 : 美食 x 習俗 x 歷史 x 趣聞 / 

沈銓龍, 金躍軍, 才永發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6 .-- 33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261-0 (平裝) NT$42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中國  

538.782  

辦一桌大唐饗宴 : 唐朝廚房有什麼?

從西域胡食到帝王御膳,兼容天下的

美食文明初體驗  / 張金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9 .-- 242 面; 21

公分 .-- (歷史選書 ; 79) .-- ISBN 978-

986-344-801-3 (平裝) NT$300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唐代  

538.782  

川味兒 / 唐沙波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2-086-0 (平裝) NT$400  

1.飲食風俗 2.文集 3.四川省  

538.78207  

中餐烹調 : 竹籬笆裡的飯菜香: 充滿

幸福溫度的眷村菜 / 謝旭初, 林芳琦, 

掌慶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2-088-4 (平裝) NT$400  

1.飲食風俗 2.眷村 3.食譜 4.臺灣  

538.7833  

府城米食文化 / 邱睦容, 鄭安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272 面; 21 公

分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 ; 1) .-

- ISBN 978-986-5504-09-0 ( 平 裝 ) 

NT$420  

1.飲食風俗 2.歷史 3.臺南市  

538.7833  

府城米糕栫研究  / 張耘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

市文化局,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 ; 3) .-- 

ISBN 978-986-5504-11-3 ( 平 裝 ) 

NT$480  

1.飲食風俗 2.歷史 3.臺南市  

538.7833  

南瀛米食文化 / 謝玲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臺南市 : 南市文

化局,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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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 ; 4) .-- ISBN 

978-986-5504-12-0 (平裝) NT$450  

1.飲食風俗 2.歷史 3.臺南市  

538.7833  

義大利,不只有披薩 : 深入「慢半拍」

的義式生活哲學 / 松本浩明著 ; 蔡麗

蓉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世 潮 ,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閱讀世

界 ; 34) .-- ISBN 978-986-259-072-0 (平

裝) NT$340  

1.飲食風俗 2.文化 3.義大利  

538.7845  

奇幻龍族大圖鑑 / 健部伸明作 ; 趙鴻

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9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501-85-9 (平裝) NT$380  

1.龍 2.傳說  539.5942  

社會學 

社會統計學 : 理論與應用 / 劉弘煌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 

10908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096-87-4 (平裝)  

1.社會統計  540.14  

正義教室 / 飲茶作 ; 甘為治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iTHINK ; 6) .-- ISBN 978-957-

658-386-5 (平裝) NT$380  

1.社會正義 2.價值觀  540.21  

有品社會 / 阿維賽.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著 ; 黃勝強, 許銘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7 .-- 320

面; 20 公分 .-- (walk ; 22) .-- ISBN 978-

986-5406-90-5 (平裝) NT$360  

1.社會正義  540.21  

花蓮縣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成果

報告書. 107 年度 / 陸俊元, 黃偉誠編

輯 .-- 初版 .-- 花蓮市 : 花縣文化局, 

10906 .-- 9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17-1 (平裝附光碟片)  

1.文化資產 2.史蹟保存 3.花蓮縣  

541.27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 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全球 57 大無形文化遺產 / 馬西

莫.森蒂尼(Massimo Centini)撰文 ; 盧

郁心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國

際文化, 10907 .-- 27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8722-94-1 ( 精 裝 ) 

NT$580  

1.文化遺產 2.世界地理  541.27  

公職考試講重點(文化行政與政策分

析) / 洪澤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0907 .-- 4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0-8 ( 平 裝 ) 

NT$600  

1.文化行政 2.行政決策  541.29  

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 : 人類學

與心理學的對話 / 劉斐玟, 朱瑞玲主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民族所, 

10907 .-- 4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432-44-7 (平裝) NT$420  

1.文化人類學 2.心理學 3.文集  

541.307  

贏家全拿 : 史上最划算的交易,以慈

善 奪 取 世 界 的 假 面 菁 英  / Anand 

Giridharadas 著 ; 吳國卿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7 .-- 352 面; 21 公

分 .-- (創新觀點 ; 33) .-- ISBN 978-957-

08-5555-5 (平裝)  

1.社會變遷 2.領袖 3.美國  541.4  

抗命女聲 / 陸潔玲, 孫珏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7 .-- 196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08-1 ( 平 裝 ) 

NT$300  

1.社會運動 2.女性  541.45  

我們的最後進化 / 傘下的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人, 10907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7951-3-5 (平

裝) NT$350  

1.社會運動 2.政治運動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1.45  

如何在網路時代好好說再見 : 從直

播告別式到管理數位遺產 / 艾蓮.卡

斯凱特(Elaine Kasket)著 ; 黎湛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52 面; 

23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615) .-- ISBN 

978-986-262-433-3 (平裝) NT$540  

1.網路社群 2.遺產 3.未來社會  

541.49  

第二曲線 : 社會再造的新思維 / 查爾

斯 .韓第(Charles Handy)著  ; 齊若蘭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6 .-- 320 面; 21 公分 .-- (財經

企管 ; BCB704) .-- ISBN 978-986-5535-

23-0 (精裝) NT$450  

1.未來社會 2.經濟預測  541.49  

告別石器社會 : 網路世代人際關係

REST / 馬向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 10907 .-- 37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44-9-0 (平裝) 

NT$480  

1.人際關係 2.社會互動 3.網路傳播  

541.76  

我想好好理解你 : 發揮神經科學的

七個關鍵,你的同理也可以很走心 / 

海倫.萊斯(Helen Riess) ; 丁凡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41-

8 (平裝) NT$360  

1.同理心 2.生理心理學  541.76  

Super Output!黃金輸出術 : 將輸入的

資訊轉為「金錢」的輸出術! / 成毛

真著 ; 黃詩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10906 .-- 208 面; 21 公分 .-

- (How ; 87) .-- ISBN 978-986-381-219-

7 (平裝) NT$320  

1.資訊傳播  541.83  

數 位 時 代 社 會 傳 播  =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digital genesis / 黃葳

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07 .-- 304 面; 23 公分 .-- (新聞傳播

叢書) .-- ISBN 978-986-298-348-5 (平

裝) NT$350  

1.大眾傳播 2.數位媒體  541.83  

兩岸傳播媒體的交流與發展 : 本世

紀 初 的 歷 史 考 察  =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 in the early 21th century 

/ 郭良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雙

葉書廊, 10906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85-0 (平裝)  

1.大眾傳播 2.媒體 3.兩岸關係 4.文

集  541.8307  

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 : 吳濁流、李

萬居、雷震、曾虛白 / 邱家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

256-7 (平裝) NT$450  

1.媒體 2.傳播史 3.臺灣  541.839  

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 做出知名度、

認同感、溝通力,公關教母丁菱娟的

26 堂品牌課 / 丁菱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248 面; 

21 公分 .-- (Cheers 系列 ; 70) .-- ISBN 

978-986-398-575-4 (平裝) NT$350  

1.公共關係 2.品牌行銷 3.職場成功

法  541.84  

戰慄快感 / 彼得.羅斯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908 .-- 31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0-9055-9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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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問題  542  

小老百姓的戰場行動守則 / 川口拓

作 ;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0909 .-- 2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9501-86-6 ( 平 裝 ) 

NT$350  

1.戰爭 2.危機管理  542.2  

提升程式設計師的面試力 : 189 道面

試 題 目 與 解 答  / Gayle Laakmann 

McDowell 原著 ; 張靜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552-6 (平

裝)  

1.就業 2.面試 3.電腦程式設計  

542.77  

性別工作平等之理論與實踐 / 侯岳

宏著 .-- 臺北市 : 元照, 10906 .-- 272

面; 21x 公分 .-- ISBN 978-957-511-358-

2 (平裝) NT$400  

1.就業 2.性別平等 3.法規 4.判決  

542.77023  

性別工作平等法判決與解釋令彙編. 

二 / 侯岳宏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6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56-8 (平裝) NT$580  

1.就業 2.性別平等 3.法規 4.判決  

542.77023  

再找個籃子放雞蛋 : 上班族用副業

創造多重收入的方法,分散薪水風險,

邁向終生財務自由 / 王明聖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i 生

活 ; 13) .-- ISBN 978-986-98693-4-8 (平

裝) NT$350  

1.兼職 2.副業 3.成功法  542.78  

單親旅程 / 黎詩彥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62) .-- ISBN 

978-957-503-639-3 (平裝) NT$350  

1.單親家庭 2.親子關係 3.親職教育  

544.168  

家庭暴力防治 : 工具建構與服務模

式 / 劉淑瓊等作 ; 沈慶鴻, 王珮玲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 

10907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096-83-6 (平裝)  

1.家庭暴力 2.犯罪防制  544.18  

傳承 2.0 : 我們的故事 / 趙令娟等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 3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

5526-53-5 (平裝) NT$350  

1.家族史 2.傳記  544.2933  

做一個聰明的女人  / 李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玩藝 ; 96) .-- ISBN 978-

957-13-8244-9 (平裝) NT$390  

1.婚姻 2.兩性關係 3.家庭  544.3  

讓愛情長久的八場約會 : 美國婚姻

權威高特曼點出親密關係中,不能不

聊的八個話題  / 約翰 .高特曼(John 

Gottman)等著 ; 陳岡伯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6 .-- 300 面; 21 公分 .-

- (MindMap ; 224) .-- ISBN 978-957-

658-372-8 (平裝) NT$380  

1.婚姻 2.兩性關係 3.溝通  544.3  

渣男動物園 : 那些年,我們一起遇過

的禽獸 / 凱薩琳.孔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88 面; 23 公

分 .-- (View ; 82) .-- ISBN 978-957-13-

8277-7 (平裝) NT$380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014  

愛情,不只順其自然 : 主動、被動,不

如有技巧的互動 / AWE 情感工作室, 

亞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3-8286-9 (平裝) NT$320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014  

我愛,我強大 / 筋肉媽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8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58-390-2 (平

裝) NT$420  

1.婚姻 2.外遇 3.兩性關係  544.382  

妳受男人青睞嗎? / 蔡紹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70-

0 (平裝) NT$280  

1.女性 2.兩性關係 3.生活指導  

544.5  

不完美的他/她 : 缺憾是動人愛情的

調味料,因為缺陷才有美好 / 章含, 劉

燁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6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6-250-4 (平裝) NT$320  

1.兩性關係 2.成人心理學  544.7  

男性限定 : 女性內心世界的直白剖

析 / 桑蒂.菲德翰(Shaunti Feldhahn), 傑

夫.菲德翰(Jeff Feldhahn)著 ; 宋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10906 .-- 260 面; 21 公分 .-- (家庭系

列 ; T017) .-- ISBN 978-986-91504-9-1 

(平裝) NT$320  

1.兩性關係 2.婚姻  544.7  

橫濱瑪麗 : 日本最傳奇街娼的崛起

與沒落,獨自背負戰後代價的女性身

影,一段不為人知的橫濱滄桑史 / 中

村高寬作 ; 陳柏瑤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9 .-- 352 面; 21 公分 .-- (不

歸類 ; 173) .-- ISBN 978-986-344-796-2 

(平裝) NT$380  

1.娼妓 2.日本橫濱市  544.76931  

快樂幸福的老後 / 保坂隆著 ; 張玲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9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834-3 (平裝) NT$300  

1.老年 2.退休 3.生活指導  544.8  

高齡社會與法導論 / 林昭吟等合著 ;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資料中心

主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0907 .-- 280 面; 23 公分 .-- (臺北大學

法律學院比較法資料中心叢書. 比較

法學系列 ; 2) .-- ISBN 978-957-511-

352-0 (平裝) NT$350  

1.老人學 2.高齡化社會 3.文集  

544.807  

給 50+的 25 堂心靈課 / 盧俊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智慧書系列 ; 16) .-- ISBN 

978-986-99286-0-1 (平裝) NT$360  

1.退休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4.基

督徒  544.83  

創造「不照課表操課也樂活」銀髮

休閒娛樂之互動參與創新模式 : 電

子益智遊戲機台建置和遊戲專區設

置技術研發 / 林佳靜著 .-- 臺中市 : 華

格那企業, 10906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669-5 ( 平 裝 ) 

NT$525  

1.老人養護 2.休閒活動 3.益智遊戲  

544.85  

嘉義人藝嘉人 : 嘉義縣縣市層級社

區總體營造輔導計畫成果專輯. 108

年度 / 許有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

市 : 嘉縣府, 10907 .-- 153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24-38-1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嘉義縣  

545.0933/125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 

李家儂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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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06-5 (平裝) NT$350  

1.都市計畫 2.都市建築 3.環境規劃  

545.14  

話語權的世紀角力 : 從 TED、論壇

到智庫,公共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面

對「思想產業」的理念拉鋸與道德

考 驗  / 丹 尼 爾 . 德 雷 茲 納 (Daniel 

Drezner)著 ; 翁尚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432 面; 21

公分 .-- (麥田叢書 ; 102) .-- ISBN 978-

986-344-798-6 (平裝) NT$450  

1.知識分子 2.政治思想  546.1135  

社會工作會談與技巧 / 吳來信等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908 .-- 

295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81-0-6 (平裝) NT$320  

1.社會工作 2.溝通技巧  547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 王金永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27-

7 (平裝)  

1.醫療社會工作 2.精神醫學  547.17  

社會法案例評析. 一 / 林炫秋等合著 ; 

台灣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63-

6 (第 1 冊:平裝) NT$400  

1.社會福利法規 2.論述分析  547.7  

慈悲的心路. 四 : 啟動愛循環/菲律賓

凱莎娜風災 / 張晶玫等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06 .-- 5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88-9-

1 (精裝)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風災 

3.賑災 4.菲律賓  548.126  

消費者保護法 / 姜志俊編著 .-- 修訂

再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908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1-1-

3 (平裝) NT$320  

1.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 / 宮口幸治

著 ;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825-1 (平裝) NT$320  

1.矯正教育 2.青少年犯罪 3.青少年

問題  548.7114  

彩虹計畫 : 107-110 年度第 1-3 期成

果報告(3 年 5 期) / 法務部矯正署雲

林第二監獄編輯 .-- 雲林縣虎尾鎮 : 

法務部雲林第二監獄, 10907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2-0 (平

裝) NT$1200  

1.更生保護 2.戒毒 3.愛滋病防治  

548.78  

另眼看歷史 : 共產世界大歷史 / 呂正

理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0907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32-8819-0 (平裝) NT$500  

1.共產主義  549.309  

經濟 

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

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 : 我們可以從

史密斯、馬克斯和凱因斯學到什麼? 

/ 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作 ; 

賴雅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 10907 .-- 392 面; 21 公分 .-- (歷史.

跨域) .-- ISBN 978-986-508-067-9 (平

裝) NT$450  

1.經濟學 2.經濟理論 3.資本主義  

550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 安.魯尼(Anne 

Rooney)著 ; 林奕伶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28-9 (平

裝) NT$420  

1.經濟學  550  

刻不容緩 : 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

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 /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著 ; 洪世

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娜歐蜜.

克萊恩作品集 ; 5) .-- ISBN 978-957-

13-8266-1 (平裝) NT$400  

1.環境經濟學 2.環境保護 3.全球氣

候變遷 4.資本主義  550.16  

沙灘上的馬克思,生活中的資本論 / 

尚-紐曼.杜康吉(Jean-Numa Ducange)

著 ; 林承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Thales) .-- ISBN 978-957-05-3277-7 (平

裝) NT$360  

1.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2.馬

克斯經濟學 3.馬克斯主義  550.186  

賣窮 / 許書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端, 10907 .-- 4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620-4-5 ( 平 裝 ) 

NT$500  

1.資本主義 2.經濟社會學  550.187  

綠色金融 / 郝晉輝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印書館, 10906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26-6 (平裝) 

NT$580  

1.綠能經濟 2.融資管理 3.綠色企業 

4.產業發展  551.4  

當全球化失敗 / 詹姆斯.麥唐諾(James 

Macdonald)著 ; 洪慧芳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

行, 10907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59-7 (平裝) NT$480  

1.國際經濟關係 2.國際貿易 3.全球

化  552.1  

用想像翻轉明日的台灣 : 老總的兩

岸手札 = Change Taiwan's future with 

imagination / 黃齊元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智庫雲端,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20-6-9 (平裝) 

NT$360  

1.臺灣經濟 2.兩岸關係  552.33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五, 臺

灣治安史略 = Proceedings : the 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V / 陳添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華文創, 10907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76-0 ( 平 裝 ) 

NT$500  

1.臺灣經濟 2.政治經濟 3.經濟史  

552.339  

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 中華

民國 108 年 / 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906 .-- 11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08-2 (平裝) NT$200  

1.經濟行政  553.333  

智慧財產權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 1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69-

3 (平裝) NT$350  

1.智慧財產權 2.法規  553.4  

數位時代的智慧財產權指南 : 知識

經濟時代必修!保護你的智慧產權,讓

智慧產權成為企業競爭武器 / 史帝

芬.強森(Stephen Johnson)著 ; 張玉臻, 

高昌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遠足文化, 10906 .-- 424 面; 21 公分 .-

- (TOP ; 10) .-- ISBN 978-986-99060-0-

5 (平裝) NT$550  

1.智慧財產權  553.4  

公平交易法要義  / 何之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何之邁, 10908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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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15-

9 (平裝) NT$350  

1.公平交易法  553.433  

善用區塊鏈技術來突破保護營業秘

密的困難 / 范建得, 郭彥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8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78-

4 (平裝) NT$580  

1.經濟法規 2.智慧財產權 3.電子商

務  553.433  

巨頭的詛咒 : 就是他們!正在扼殺創

新、中小企業、你我的隱私資訊和

薪資、掀起更多民粹和不平等 / 吳

修銘著 ; 王怡棻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0907 .-- 200 面; 21 公

分  .-- (天下財經  ; BCCF0140P) .-- 

ISBN 978-986-398-573-0 ( 平 裝 ) 

NT$300  

1.反托拉斯 2.企業壟斷 3.美國  

553.74  

土地法 :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 鍾麗

娜編著 .-- 修訂 9 版 .-- 新北市 : 文笙, 

10906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97-194-9 (平裝) NT$560  

1.土地法規  554.13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統計年

報. 108 年度 =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9 statistics yearbook / 經濟部水利

署北區水資源局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9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057-6 (平裝) NT$600  

1.水資源管理 2.政府統計  554.61  

以少創多 : 我們如何用更少的資源

創 造 更 多 產 出 ? / 安 德 魯 . 麥 克 費

(Andrew McAfee)著 ; 李芳齡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0907 .-- 448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696) .-- ISBN 978-986-5535-

37-7 (精裝) NT$600  

1.能源節約 2.環境保護 3.技術發展 

4.市場經濟  554.68  

住房自由的人生 : 房地產專家張金

鶚教你活用七三法則、大數據,找回

居住自主權 / 張金鶚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ISBN 

978-986-5535-31-5 (平裝) NT$400  

1.不動產業 2.市場分析  554.89  

房仲勝經精要 / 張欣民, 范世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端, 10907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7620-5-2 (平裝) NT$320  

1.不動產業 2.仲介  554.89  

給下一個佛系房東的備忘錄 / 海藍

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0906 .-- 264 面; 20 公分 .-- (Magic ; 

25) .-- ISBN 978-986-387-346-4 (平裝) 

NT$300  

1.不動產業 2.租賃 3.投資  554.89  

智在法拍!. 2 : 法拍問題屋張老師這

樣救: 不點交、違建、假租約、共有

糾紛速解 / 張明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詹氏,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05-604-7 ( 平 裝 ) 

NT$440  

1.不動產業 2.拍賣 3.投資  554.89  

資產傳承秘笈 / 施亮州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大日, 10907 .-- 416 面; 

21 公分 .-- (房地致富 ; 3) .-- ISBN 978-

957-8418-81-3 (平裝) NT$590  

1.不動產業 2.資產管理  554.89  

翻轉吧!房仲菜鳥 / 李逸強, 李姿穎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26-59-7 (平裝) NT$220  

1.不動產業 2.仲介  554.89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20 / 政治大

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行義文化

出版 : 信義房屋仲介發行, 10906 .-- 

76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87396-9-7 (精裝) NT$3000  

1.不動產業 2.年鑑  554.89058  

小型鋼構外牆構築作業安全與工作

平台開發研究 / 張智奇, 劉玉文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 勞研所 , 

10906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1-74-6 (平裝) NT$300  

1.建築工程 2.職業災害 3.勞工安全  

555.56  

挑高樓層主要模板支撐型式性能評

估與作業安全研究 / 張智奇, 黃奕孝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2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1-73-9 (平裝) NT$450  

1.職業災害 2.勞工安全  555.56  

建國工程安全衛生漫畫手冊 / 賴柏

璂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建國

工程, 109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8-0-7 (平裝)  

1.職業災害 2.工業安全 3.營造業 4.

漫畫  555.56  

真空電鍍作業勞工危害暴露調查及

職業衛生法規探討 / 吳俊德等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

75-3 (平裝) NT$500  

1.職業災害 2.勞工衛生 3.職業衛生  

555.56  

產 業用智 慧型 安全帽 開發 研究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helmet / 曹常成, 范政揆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77-

7 (平裝) NT$300  

1.職業災害 2.勞工安全  555.56  

智 慧 型 產 業 用 安 全 帽 開 發 研 究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industrial helmets / 曹常成, 姜瑞哲著 .-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 

10906 .-- 1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1-78-4 (平裝) NT$150  

1.職業災害 2.工業安全  555.56  

職業災害統計指標研究 = A study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 林光邦, 吳威德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12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41-83-8 (平裝) 

NT$200  

1.職業災害 2.勞工安全  555.56  

2030 年就業趨勢與展望研究. 二 = 

Perspectives for the mega trend of the 

future employment Taiwan. 2030 / 吳慧

娜等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研所, 10906 .-- 26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1-81-4 (平裝) NT$400  

1.勞動市場 2.勞工就業  556  

「 中 華電 信」 與「 宏華公 司 」間

「假承攬、行派遣、避僱傭」之調

查報告書 : 兼論我國電信事業之未

來!!: 2020 年專書 / 鄧學良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中華勞資基金會 , 

10907 .-- 385 面; 24 公分 .-- (社科法政

論叢) .-- ISBN 978-986-97501-5-8 (平

裝) NT$1500  

1.勞資關係 2.勞動問題 3.電信事業  

556.2  

勞保實務教戰 100% / 鄭正一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 10906 .--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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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1 公分 .-- (勞資權益雙贏系列 ; 

12) .-- ISBN 978-957-485-485-1 (平裝) 

NT$630  

1.勞工保險  556.82  

運用虛擬實境技術於加強化學品危

害 通 識 教 育 訓 練 研 究  = Study on 

strengthening general education on 

chemical hazards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 劉立文著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1-82-1 (平

裝) NT$750  

1.勞工教育 2.勞工訓練 3.勞工衛生  

556.83  

勞退新制全攻略 : 25 招教你領好領

滿 / 江睿智, 陳素玲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經濟日報, 10907 .-- 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56-1-5 (平裝) 

NT$88  

1.退休金 2.勞工保險 3.勞工退休制

度 4.問題集  556.83022  

人資人員常用法典 / 李聰成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5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1-

9 (平裝) NT$400  

1.勞動法規  556.84  

專業人資,不做違法解僱 / 曾翔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台灣勞動智庫 , 

10907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52-0-4 (平裝) NT$380  

1.勞動法規 2.人力資源管理  556.84  

勞工法規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 30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3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6-

4 (平裝) NT$350  

1.勞動法規  556.84  

勞動契約法理之研究 / 侯岳宏著 .-- 

臺北市 : 元照, 10906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357-5 (平裝) 

NT$38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3.論述分

析  556.84  

過勞預防政策與對策之比較及推動

措施研究 / 陳成裕, 陳秋蓉, 許繼峰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研所, 

10906 .-- 1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1-76-0 (平裝) NT$300  

1.勞動政策 2.工時  556.84  

不當勞動行為法理之研究 / 侯岳宏

著 .-- 臺北市 : 元照,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62-9 (平

裝) NT$400  

1.勞動法規 2.勞資關係 3.文集  

556.8407  

多元公共運輸數據分析與科技應用

之研究 / 張恩輔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7 .-- 4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0-5 (平

裝) NT$550  

1.交通管理 2.運輸系統 3.資料探勘  

557  

交通空污排放量推估與空污熱點分

析 / 蘇源昌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7 .-- 34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65-0 (平裝) 

NT$500  

1.交通管理 2.空氣汙染  557  

交通事件資訊整合服務與精進計畫. 

(2/2) / 蘇昭銘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7 .-- 21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58-2 (平裝) 

NT$250  

1.都市交通 2.交通管理  557  

我國公共運輸車聯網實驗場域探討 / 

胡鈞祥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

部運研所, 10907 .-- 4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1-159-9 ( 平 裝 ) 

NT$560  

1.運輸系統 2.運輸管理  557  

科技計畫研發成果管理推廣與知識

分享 / 黃鳳梅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7 .-- 5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64-3 (平裝) 

NT$700  

1.運輸系統 2.交通管理 3.智慧財產

權  557  

路口無人機交通攝影及衝突分析技

術開發 / 溫基信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7 .-- 3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57-5 (平

裝) NT$500  

1.交通管理 2.交通流量 3.交通事故 

4.遙控飛機  557  

輕軌系統容量分析暨應用研究. (1/2) : 

A、B 型路權容量模式構建 / 黃笙玹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

所, 10907 .-- 3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3-6 (平裝) NT$370  

1.鐵路管理 2.運輸系統  557  

從新聞案例輕鬆瞭解車禍責任與理

賠 / 劉安桓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

照,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67-4 (平裝) NT$350  

1.交通法規 2.交通事故 3.論述分析  

557.13  

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第 37

期 / 徐台生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6 .-- 2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1-156-8 (平裝) 

NT$300  

1.交通管理 2.交通事故  557.16  

大數據分析技術進行鐵路供需診斷

與策略分析. (1/2) : 診斷模式軟體雛

型之建置 / 李宇欣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研所, 10907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2-9 (平

裝) NT$160  

1.鐵路管理 2.運輸規劃 3.運輸系統  

557.23  

鐵道文化常設展導覽手冊 = Taiwan's 

Railway Culture Exhibition guidebook / 

古庭維主編.執筆 .-- 臺北市 : 臺灣博

物館, 10907 .-- 56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087-4 ( 平 裝 ) 

NT$120  

1.鐵路 2.文化史 3.臺灣  557.26339  

青澀的中橫 / 李瑞宗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工

處, 10907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154-4 (精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350  

1.公路史 2.臺灣  557.38339  

越山臨海記 : 台 2 甲陽金公路 =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ocean : 

Yangmingshan-Jinshan Highway(2A 

Line), Taiwan / 李瑞宗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工

處, 10907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1-2 (精裝) NT$400  

1.公路史 2.臺灣  557.38339  

臺中市集郵協會慶祝成立滿 26 週年

紀 念 郵 展 特 刊  = Taichung City 

Philatelic Association celebrating the 

26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 

呂朝成編著 .-- 臺中市 : 中市集郵協

會,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327-2-2 (平裝)  

1.集郵  557.645  

航空心理學 / 程千芳, 游一龍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7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1-

7 (平裝) NT$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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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 2.心理學  557.9014  

國際貿易實務 / 楊維娟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312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書 .-- ISBN 978-957-

572-614-0 (平裝) NT$550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解析國際貿易實務 / 劉正松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 10907 .-- 460

面; 23 公分 .-- (圖像學習系列) .-- 

ISBN 978-986-98227-5-6 (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財政；金融；投資 

貨幣銀行學 / 李顯儀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6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435-1 (平

裝) NT$500  

1.貨幣銀行學  561  

貨幣銀行學 : 在地觀點,國際視野 / 徐

千婷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10907 .-- 6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096-81-2 (平裝)  

1.貨幣銀行學  561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重點整理+模

擬試題) / 李宗翰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46-6 (平

裝)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金融自動化 

4.考試指南  561.029  

金融科技知識 / 李宗翰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044-2 (平裝)  

1.金融自動化 2.數位科技 3.金融管

理  561.029  

創新科技 / 李宗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47-

3 (平裝)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數位科技 4.

金融自動化  561.029  

數位轉型,做就對了 : 來自全球五大

金 融科技銀 行的實戰 案例  / Chris 

Skinner 作 ; 方慧媛, 周依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金融研訓院 , 

10909 .-- 400 面; 21 公分 .-- (科技應用

系列 ; 8) .-- ISBN 978-986-399-193-9 

(精裝)  

1.金融自動化 2.數位科技 3.金融管

理  561.029  

Python 再進化 : 系統化金融分析與風

險管理 / 斯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 10908 .-- 57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01-42-6 ( 平 裝 ) 

NT$780  

1.金融分析 2.風險管理 3.Python(電

腦程式語言)  561.7  

別讓樂齡變成「樂零」!如何照顧失

智者的荷包,金融人員的必修照護課 

/ 成本迅編著 ; 鄭嘉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8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51-193-8 (平裝) 

NT$300  

1.金融管理 2.顧客服務 3.失智症  

561.7  

這次不一樣  / 萊茵哈特(Carmen M. 

Reinhart), 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

著 ; 劉道捷, 陳旭華譯 .-- 四版 .-- 新

北市 : 大牌, 遠足文化, 10908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1-26-

5 (平裝) NT$550  

1.金融危機 2.景氣循環 3.財政政策  

561.78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 焦

點速成+歷屆試題 / 薛常湧編著 .-- 第

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906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032-9 (平裝)  

1.銀行法規 2.內部控制 3.內部稽核  

562.12  

買下未來 : 看準改變生活的「巨大

趨勢」,低價買下將來十年最具成長

力 的 黑 馬 產 業  / 希 拉 蕊 . 柯 藍 默

(Hilary Kramer)著 ; 劉道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

文化發行,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878-9-2 ( 平 裝 ) 

NT$360  

1.投資 2.個人理財  563  

硬核財商 = The hard core FQ / 陳祁愈, 

蔡宜霖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陳祁

愈, 10907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69-5 (平裝) NT$179  

1.個人理財 2.投資分析  563  

金錢的靈魂 : 找回你的內在財富,擁

抱財務自由的人生  / 琳恩 .崔斯特

(Lynne Twist)著 ; 蔡孟璇譯 .-- 三版 .-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 (Inspirit ; 19) .-- ISBN 978-986-98945-

4-8 (平裝)  

1.金錢心理學 2.生活指導  563.014  

投資學 : 基本原理與實務 / 謝劍平

著  .-- 八 版  .-- 臺 北 市  : 謝 劍 平 , 

10907 .-- 600 面; 26 公分 .-- (智勝管理

系列) .-- ISBN 978-957-43-7755-8 (平

裝) NT$680  

1.投資學  563.5  

飆股女王林恩如,超簡單投資法 / 林

恩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2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36-08-4 (平

裝) NT$380  

1.投資 2.理財  563.5  

證券交易法導論 / 廖大穎著 .-- 修訂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6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6-

2 (平裝)  

1.證券法規  563.51  

臺商外銷轉中國大陸內銷市場注意

事項手冊 / 袁明仁, 石賜亮作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陸委會, 10906 .-- 9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06-8 (平

裝) NT$250  

1.國外投資 2.市場政策 3.中國  

563.528  

史上最強股市操盤手回憶錄 / 愛德

溫.勒菲佛作 ; 榮千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

分 .-- (富能量 ; 4) .-- ISBN 978-986-

392-317-6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股人阿勳教你價值投資 : 圖解基本

面,用「價值河流圖」穩穩賺自己的

20%! / 股人阿勳著 .-- 新北市 : 大樂

文化 ,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Money ; 35) .-- ISBN 978-957-8710-84-

9 (平裝) NT$30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股市新手贏的秘密  / 月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2-26-

0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華倫老師存股系列 : 養對股票存千

萬 / 周文偉(華倫)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Smart 智 富 文 化 , 城 邦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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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97-5-0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華爾街神級素人教你翻倍操作原理 : 

3%獲利線:為何他能一年只花 60 分

鐘做交易,其他 365 天上班、旅遊? / 

傑森 .凱利 (Jason Kelly)著  ; 周詩婷

譯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Money ; 27) .-- ISBN 

978-957-8710-82-5 (平裝) NT$300  

1.證券投資 2.投資技術  563.53  

會長教你用 : 100 張圖稿學會 K 線當

沖 / Johnny 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money ; 

35) .-- ISBN 978-957-8710-85-6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重點整理+試題

演練) / 蘇育群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6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34-3 (平

裝)  

1.證券投資 2.證券市場 3.證券法規  

563.53  

杜金龍半世紀選股聖經 / 杜金龍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0906 .-- 

448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 ; 40) .-- 

ISBN 978-957-9054-64-5 ( 平 裝 ) 

NT$480  

1.證券市場 2.股票投資  563.633  

子彈銷售法 / 陳聖儀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全國印前資訊出版 : 麥子家族

財富管理顧問發行,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80-5-4 (平

裝) NT$528  

1.保險行銷 2.保險規劃 3.個案研究  

563.7  

人身保險 : 人壽保險、年金與健康

保險 / 陳彩稚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10908 .-- 4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597-9-0 (平裝)  

1.人身保險  563.74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重點整理

+試題演練 / 陳宣仲編著 .-- 第二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045-9 (平裝)  

1.人身保險  563.74  

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 重點整

理+試題演練 / 楊昊軒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6 .-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033-6 (平裝)  

1.財產保險  563.75  

金控評比 / 沈中華, 李建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陸, 10908 .-- 2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888-4-

4NT$399  

1.金融控股公司 2.績效管理 3.臺灣  

563.9133  

稅務法規 / 陳志愷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7 .-- 59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

359-9 (平裝) NT$620  

1.稅法  567.023  

臺商運用中國大陸減稅降費政策實

務手冊 / 高長等作 .-- 第 1 版 .-- 臺北

市 : 陸委會, 10906 .-- 11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57-05-1 ( 平 裝 ) 

NT$250  

1.租稅減免 2.稅務政策 3.中國  

567.92  

金門縣稅捐統計年報. 第 2 期中華民

國 108 年 = Yearbook of municipal tax 

statistics of Kinmen County / 金門縣稅

務局會計室編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

門縣稅務局, 10907 .-- 1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8-49-5 (平裝)  

1.租稅統計 2.福建省金門縣  

567.933/205  

政治 

圖解地緣政治 / 高橋洋一著 ; 吳秋瑩

翻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0-9 (平裝) NT$320  

1.地緣政治  571.15  

*數位科技發展下的民主鞏固與衝擊 

/ 賴振昌, 徐浤馨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 10906 .-- 18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675-8-0 (平裝)  

1.民主政治 2.文集  571.607  

集會遊行法逐條釋義 / 李震山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62-

4 (平裝) NT$520  

1.集會遊行自由 2.論述分析  571.97  

徹底圖解世界各國政治制度 : 一次

搞懂 5 大洲 23 個國家,一手掌握全球

動向 / Condex 情報研究所編集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068-

6 (平裝)  

1.政治制度 2.國際關係  572  

公共事務管理概論 / 汪明生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6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061-7 (平

裝) NT$580  

1.公共行政 2.行政管理  572.9  

政府數位轉型 : 一本必讀的入門書 / 

陳敦源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109-6 (平裝) NT$400  

1.資訊化政府 2.資訊管理  572.9029  

中華民國之命運 / 勞政武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6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4-515-

8 (平裝) NT$22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2020 / 王高

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時英 ; [新

北市] : 淡大國際研究學院, 10906 .-- 

28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822-2-4 (平裝) NT$350  

1.兩岸關係 2.國際關係 3.文集  

573.09  

協商總在晚餐後 : 賴幸媛與王毅的

秘密管道 / 施威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獨立作家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發

行, 10907 .-- 360 面; 21 公分 .-- (Do 觀

點 ; 62) .-- BOD 版 .-- ISBN 978-986-

97800-7-0 (平裝) NT$440  

1.兩岸關係 2.政治協商  573.09  

意外的國父 : 蔣介石、蔣經國、李

登輝與現代臺灣 / 汪浩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16-6 (平裝) NT$460  

1.兩岸關係 2.臺灣政治  573.09  

常用文官制度法規彙編. 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 / 考試院法規委員會編輯 .-

- 臺北市 : 考試院, 10908 .-- 291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21-0 (精

裝) NT$600  

1.文官制度 2.公務人員法規 3.中華

民國  573.4023  

考試院施政成果. 第 12 屆 / 考試院

編 .-- 臺北市 : 考試院, 10908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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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22-

7 (精裝附光碟片) NT$650  

1.考試院 2.施政報告  573.442  

考試院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 108 年 / 

闕惠瑜, 陳玉婉編輯 .-- 臺北市 : 考試

院, 10906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12-8 (平裝)  

1.考試院 2.政府統計  573.442028  

考試院施政編年錄. 中華民國一 0 八

年 / 考試院編纂室編 .-- 臺北市 : 考

試院, 10907 .-- 17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54-11-1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00  

1.考試院 2.年表  573.44211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新北市選務實錄 / 新北市

選舉委員會編 .-- 新北市 : 新北市選

委會, 10906 .-- 5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04-4 (精裝附光碟片)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新北市  

573.5521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宜蘭縣選務實錄 / 宜蘭縣

選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宜蘭市 : 

宜縣選委會, 10906 .-- 47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18-22-9 (精裝附

光碟片) NT$860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宜蘭縣  

573.5521  

耕耘國際 繼往開來 : 監察院第 5 屆

國際事務成果與展望 / 監察院綜合

業務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

院, 10906 .-- 2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19-7 (平裝) NT$300  

1.監察院 2.監察制度 3.國際關係  

573.82  

監察院彈劾案彙編. 中華民國 108 年 

/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8 .-- 28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4-27-2 (平裝) 

NT$320  

1.監察權  573.831  

監察院糾正案彙編. 中華民國 108 年 

/ 監察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54-23-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670 .-- ISBN 978-986-5454-24-1 (第

2 冊:平裝) NT$670 .-- ISBN 978-986-

5454-25-8 (第 3 冊:平裝) NT$670 .-- 

ISBN 978-986-5454-26-5 (第 4 冊:平裝) 

NT$650  

1.監察權  573.833  

中共重要人事專輯. 2020 年 / 中共研

究雜誌社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中

共研究雜誌, 10906 .-- 45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3920-7-5 (平裝) 

NT$850  

1.中國大陸研究  574.1  

北京標準時間中午十二點 : 從經濟、

外交、軍事、文化到日常生活,不容

忽視的中國影響力,將顛覆你的世界

觀。 / 艾利克.寇爾(Éric Chol), 吉勒.

峰丹(Gilles Fontaine)著 ; 黃明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0908 .-- 

340 面; 23 公分 .-- (Tell ; 031) .-- ISBN 

978-957-9654-97-5 (平裝) NT$360  

1.中國外交  574.18  

從亡國感到防疫大國 = How Taiwan 

navigates through perils of sovereignty to 

emerging as a nation of exemplary 

epidemiology / 陳昭南作 .-- 臺北市 : 

六都春秋, 10906 .-- 55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5470-1-7 ( 平 裝 ) 

NT$450  

1.臺灣政治 2.時事評論 3.文集  

574.3307  

法國政府與政治  / 張台麟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4-0 (平

裝) NT$500  

1.政府 2.政治制度 3.法國  574.42  

國際島嶼  海上明珠 . III : 2019.12-

2020.06 / 賴峰偉作 .-- 初版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縣府, 10908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7-25-2 (平裝) 

NT$200  

1.公共行政 2.施政報告 3.澎湖縣  

575.33/141  

保安監督人初訓教材 / 吳武泰編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07 .-

- 4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45-

866-1 (平裝) NT$460  

1.公共安全 2.消防安全  575.864  

我們不想當英雄 : 消防員生死前線

的心碎告白 / 吳永煥著 ; 梁如幸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 208 面; 21 公分 .-- (Issue ; 5) .-- ISBN 

978-957-13-8285-2 (平裝) NT$250  

1.消防警察 2.消防教育 3.通俗作品  

575.872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六, 貪官紅瘡.世

相紅淚 / 裴毅然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0908 .-- 392 面; 21 公分 .-

- (Do 歷史 ; 88) .-- BOD 版 .-- ISBN 

978-986-97800-8-7 (平裝) NT$480  

1.中國共產黨 2.歷史  576.25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2 : 非洲電影

巨頭「奈萊塢」?加州會脫離美國嗎?

耶路撒冷考古學變武器?昆蟲將是人

類救星? = Mapping the world. 2 / 亞歷

克西斯.鮑茨曼(Alexis Bautzmann)作 ; 

林佑軒, 雪克, 陳郁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192 面; 34 公分 .-- (地球觀 ; 

59) .-- ISBN 978-986-384-438-9 (平裝)  

1.國際政治 2.地緣政治 3.國際關係 

4.主題地圖  578  

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 / 林宗达着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国际关系研究丛

书) .-- 正體題名:現實主義學派的理

論 .-- ISBN 978-986-92540-9-0 (平裝) 

NT$360  

1.國際關係理論  578.01  

外交與國際談判的藝術 / 徐慧怡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

104-1 (平裝) NT$350  

1.國際關係 2.外交政策 3.談判 4.文

集  578.07  

英國脫歐與歐洲轉型  = Brexi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 李貴英等作 ; 

李貴英, 吳志成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8 .-- 656 面; 21 公分 .-- (臺灣歐洲

聯盟研究叢書 ; 13)(兩岸歐洲研究系

列 ; 2) .-- ISBN 978-986-350-405-4 (精

裝) NT$970  

1.歐洲聯盟 2.國家發展 3.文集  

578.164207  

兩韓競合與強權政治 / 李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066-2 (平

裝) NT$360  

1.南北韓關係 2.國際關係  578.1932  

赤心之戀 : 從兄弟之邦到個人戀情

的 家 國 故 事  / 伊 麗 莎 白 . 麥 瑰 爾

(Elizabeth McGuire)著 ; 李志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8818-

3 (平裝) NT$450  

1.中俄關係 2.歷史  57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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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人權工作實錄. 2018 年 / 監察

院人權保障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454-13-5 ( 上 冊 : 平 裝 ) 

NT$410 .-- ISBN 978-986-5454-14-2 (下

冊:平裝) NT$470  

1.人權  579.27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 : 雨季不再來 / 

林靖豪, 馬翊航, 孫世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8-1-6 (平

裝) NT$240  

1.人權 2.影評 3.文集  579.2707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 : 借問阿嬤 / 陳

冠瑋等作 ; 陳俊宏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907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8-0-9 (平

裝) NT$280  

1.人權 2.影評 3.文集  579.2707  

法律 

自鳴集 : 法袍下的獨白 / 張升星作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5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

28-4 (平裝) NT$650  

1.公法 2.文集  580.18707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成被告? : 國中小

學生最需要的 24 堂法律自保課 / 吉

靜如文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58-389-6 (平裝) NT$380  

1.法律教育 2.教育輔導  580.3  

如沐法之春風 : 陳春生教授榮退論

文集 / 陳春生教授榮退論文集編輯

委員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8 .-- 9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366-7 (精裝) NT$1200  

1.法學 2.文集  580.7  

施茂林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 

唐淑美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22-

125-6 (上冊 :精裝 ) NT$980 .-- ISBN 

978-986-522-126-3 ( 下 冊 : 精 裝 ) 

NT$980  

1.法學 2.文集  580.7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 : 帝王心術、

官場規則、制度弊端、人情羅網,從

疑案的煉成看清代從盛世走向末路 / 

鄭小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14) .-- ISBN 978-986-344-795-5 (平裝) 

NT$320  

1.中國法制史 2.清代  580.927  

圖解憲法 / 楊智傑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272 面; 23 公分 .-- 

(圖解法律系列 ; 5) .-- ISBN 978-986-

522-064-8 (平裝) NT$350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十輯 / 蘇

彥圖主編 .-- 臺北市 : 中研院法研所, 

10907 .-- 700 面; 23 公分 .-- (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所法學叢書系列 ; 5) .-

- ISBN 978-986-5432-45-4 ( 精 裝 ) 

NT$750  

1.中華民國憲法 2.憲法解釋 3.文集  

581.2407  

異見的自由 : 美國憲法增補條文第

一條與言論自由的保障 / 安東尼.路

易斯(Anthony Lewis)著 ; 林凱雄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發行, 10908 .-- 272 面; 21 公

分 .-- (美國學 ; 7) .-- ISBN 978-986-

5524-18-0 (平裝) NT$420  

1.憲法 2.言論自由 3.美國  581.52  

必備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 28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16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5-

7 (平裝) NT$30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財稅法典 / 一品法學苑主編 .-- 十四

版 .-- 臺北市 : 一品, 10907 .-- 8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8696-5-2 (平

裝) NT$480  

1.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基本六法 /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224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1-

7 (平裝)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 / 施茂林, 陳維鈞

主編 .-- 修訂六十四版 .-- 臺南市 : 世

一, 10909 .-- 2912 面; 22 公分 .-- (大偉

法律叢書系列 ) .-- 修訂大字版  .-- 

ISBN 978-986-429-548-7 (精裝)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最新簡明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

編輯  .-- 5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0908 .-- 17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22-5 (平裝) NT$40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檢察官的 72 堂課 = 72 Lessons taught 

by prosecutors / 羅瑞昌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大孚, 10908 .-- 23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765-421-2 (平裝) 

NT$300  

1.中華民國法律 2.問題集  

582.18022  

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靈 / 金毓瑋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碧岳學社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碧岳學社

法典叢書 ; 3) .-- ISBN 978-986-92086-

1-1 (平裝) NT$350  

1.教會法規 2.婚姻法 3.天主教  

583.2  

民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2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53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22-121-8 (平

裝) NT$200  

1.民法  584  

民法概要 / 陳聰富著 .-- 十四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0906 .-- 51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511-355-1 ( 平 裝 ) 

NT$580  

1.民法  584  

社會生活與民法 / 歐陽正, 王惠光, 楊

德庸合著 .-- 修訂四版 .-- 新北市 : 空

大, 10908 .-- 3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1-3-7 (平裝) NT$370  

1.民法 2.社會生活  584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與刑

法總則(含親屬與繼承編、親屬與繼

承編概要)). 2020(106-108 年試題)(申

論題型) / 筱喻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06 .-- 10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865-4 (平裝) 

NT$300  

1.民法總則 2.刑法總則  584.1  

民法物權 = Sachenrecht / 鄭冠宇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25-

3 (精裝) NT$800  

1.物權法  584.2  

民法.親屬繼承 / 黃碧芬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書泉, 10908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192-1 (平裝) 

NT$400  

1.親屬法 2.繼承  584.4  

親屬法 : 理論與實務 / 高鳳仙著 .-- 第

二十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67-

9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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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屬法  584.4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 : 兩岸四

地民法論壇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二 0

一 八 年 第 十 六 屆  = Essays 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legal 

systems / 鄭冠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吳, 10906 .-- 3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568-90-9 ( 精 裝 ) 

NT$1200  

1.比較民法 2.文集 3.中華民國 4.中

國  584.9207  

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 / 蔡聖偉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7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365-

0 (平裝) NT$500  

1.刑法 2.個案研究  585  

刑法分則. 下, 人格與公共法益篇 =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2 / 許澤天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0907 .-- 6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29-1 (平裝) NT$700  

1.刑法分則  585.2  

刑法分則. 上, 財產法益篇 =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1 / 許澤天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21-5 (平裝) 

NT$500  

1.刑法分則  585.2  

少 年 刑 事 程 序 的 基 本 原 則  = Die 

Grundsätze des Jugendstrafverfahrens / 

吳俊毅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32-22-2 (平裝) NT$300  

1.少年事件處理法  585.78  

家庭暴力法規之理論與實務 / 高鳳

仙著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68-6 (平裝) NT$450  

1.家庭暴力防制法 2.家庭暴力  

585.79  

台灣冤案實錄 : 洗冤 / 江元慶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7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64-193-2 (平裝) NT$450  

1.刑事案件 2.刑事審判 3.個案研究  

585.8  

刑事訴訟法論 / 朱石炎著 .-- 修訂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81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4-8 (平

裝)  

1.刑事訴訟法  586.2  

法醫鑑定業務統計年報. 107 年度 /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編 .-- 臺北市 : 法

務部, 10908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1-3 (平裝) NT$300  

1.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2.法醫學 3.鑑

識 4.政府統計  586.66028  

商事法 : 案例分析 / 劉瀚宇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643-5 (平裝) NT$420  

1.商事法 2.個案研究  587  

實用公司法 / 賴源河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4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059-4 ( 平 裝 ) 

NT$500  

1.公司法  587.2  

行政法 : 基礎理論與實務 / 蕭文生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95-2 (平裝) NT$880  

1.行政法  588  

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 / 行政院法

規會編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行政

院, 10907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7-11-2 (平裝)  

1.行政法  588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至 12 月 / 最高行政法院編

輯 .-- 臺北市 : 最高行政法院, 10906 .-

- 71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54-15-9 (精裝)  

1.行政裁判 2.行政訴訟 3.判例彙編  

588.17  

著作權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6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58-7 (平

裝) NT$350  

1.著作權法 2.判例解釋例  588.34  

AI 創作與著作權法研討會論文集 / 

李傑清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科大智財所, 10907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713-1-0 (平裝)  

1.著作權法 2.人工智慧 3.文集  

588.3407  

陽光總在風雨後 : 修復式司法案例

彙編 / 法務部保護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 10906 .-- 1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43-30-6 (平裝) 

NT$196  

1.司法制度 2.個案研究  589  

法院組織法 / 呂秉翰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空大, 10908 .-- 283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281-2-0 (平裝) 

NT$310  

1.法院  589.2  

軍事 

24 小時解放臺灣 : 中共攻臺的Ｎ種

可能與想定 / 黃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284) .-- ISBN 978-

957-13-8275-3 (平裝) NT$280  

1.軍事戰略 2.兩岸關係  592.4  

武器小百科 /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8 .-- 112

面; 18X17 公分 .-- (我是知識王 ; 24) .-

- ISBN 978-986-429-546-3 (精裝)  

1.武器 2.通俗作品  595.9  

潛艦基本戰術戰法和科技新知 / 王

志鵬著 .-- 初版 .-- 高雄市 : 王志鵬, 

10907 .-- 1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85-5 (平裝) NT$280  

1.艦隊 2.潛水艇 3.戰略  597.77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任 務  = Mission 

impossible / 李珍治, 葛惠敏作 .-- 新北

市 : 中華戰史文獻學會, 10907 .-- 200

面; 21 公分 .-- (叢書 ; 5) .-- ISBN 978-

986-91789-5-2 (精裝) NT$350  

1.戰鬥機 2.空軍 3.軍事訓練  598.61  

國境管理與國土安全 / 許義寶等著 ; 

柯雨瑞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6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107-2 (平裝) NT$680  

1.國家安全 2.入出境管理 3.文集  

599.707  

*美國總統軍事統帥權的傳統與變

革 : 兼論從雷根總統至歐巴馬總統

(1981-2013)的軍事領導 / 廖天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 10906 .-- 

32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675-7-3 (平裝) NT$480  

1.國家安全 2.軍事政策 3.總統 4.文

集 5.美國  599.7952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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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柑仔店 / 歷史學柑仔店編輯

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56-6-1 (第

1 冊:平裝) NT$450  

1.史學 2.文集  601  

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 : 范文瀾

前傳 / 葉毅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葉毅均, 10906 .-- 5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20-6 (平裝)  

1.范文瀾 2.史學家 3.傳記 4.中國  

601.99  

中國史 

用地理看歷史 : 得中原者,為何得天

下? / 李不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51) .-- ISBN 978-957-13-

8269-2 (平裝) NT$440  

1.中國地理 2.中國史  610  

史記的人物世界  / 林聰舜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847-1 (平

裝)  

1.史記 2.研究考訂  610.11  

十大歷史謎團 / 郭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6 .-- 232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32) .-- ISBN 

978-986-387-344-0 (平裝) NT$28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歷史長河 : 中國歷史十六講 / 樊樹志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聯經,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5569-2 (平裝) NT$350 .-- ISBN 978-

957-08-5570-8 (精裝)  

1.中國史 2.文集  617  

中國斷代史 

聖域麟經 : 世界漢學與春秋學論集 / 

葉翰, 李紀祥編著 .-- 臺北市 : 唐山出

版 : 正港資訊文化發行, 10908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190-

7 (平裝) NT$420  

1.春秋(經書) 2.漢學 3.研究考訂  

621.7  

鄭和下西洋的祕密 / 李如青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 10906 .-- 

56 面; 3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99149-1-8 (精裝) NT$450  

1.航海 2.明代 3.通俗作品  626.24  

圖解大清時代 / 詹施雅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Knowledge 

BASE 系列) .-- ISBN 978-986-480-124-

4 (平裝) NT$350  

1.清代  627  

世紀中國 : 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 / 史

景遷(Jonathan D. Spence), 金安平作 ; 

廖彥博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6-7-

8 (精裝) NT$1200  

1.近代史 2.中國史 3.照片集  627.6  

湯姆生鏡頭下的晚清中國 : 十九世

紀末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 / 約翰.湯

姆生(John Thomson)著 ; 葉伶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出版 : 大

塊文化發行, 10908 .-- 500 面; 23 公

分  .-- (Spot ; 25) .-- ISBN 978-986-

98990-2-4 (平裝) NT$900  

1.晚清史 2.照片集  627.6  

慈禧 : 最強王者生存指南 / 高淑蘭

著 .-- 修訂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45-5-1 (平裝) 

NT$380  

1.(清)慈禧太后 2.傳記  627.81  

翁同龢與戊戌維新 / 蕭公權著 ; 楊肅

獻 譯  .-- 二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0906 .-- 158 面; 21 公分 .-- (蕭公權先

生全集 ; 5) .-- ISBN 978-957-08-5558-6 

(精裝) NT$380  

1.翁同龢 2.戊戌政變 3.傳記  627.87  

西北東南風 / 簡又文原著 ; 蔡登山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0907 .-- 248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98)(新銳文創 ; PC0912) .-- ISBN 978-

986-5540-06-7 (平裝) NT$350  

1.民國史  628  

薪傳 : 劉維開教授榮退論文集 / <<薪

傳>>編輯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喆閎

人文工作室, 10907 .-- 350 面; 23 公

分 .-- (時代人物 ; 2) .-- ISBN 978-986-

99268-0-5 (精裝) NT$450  

1.民國史 2.戰史 3.文集  628.07  

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歷史證據和社

會動員 / 楊海英主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0908 .-- 冊 .-- (內蒙古

文革檔案 ; 6-7)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09-8 ( 上 冊 : 平 裝 ) 

NT$480 .-- ISBN 978-986-5540-10-4 (下

冊 :平裝 ) NT$400 .-- ISBN 978-986-

5540-11-1 (全套:平裝)  

1.文化大革命 2.內蒙古 3.種族滅絕 

4.歷史檔案 5.內蒙古自治區  628.75  

中國文化史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19 / 陳益源主編 .-- 初版 .-- 金門縣

金城鎮 : 金縣文化局 ; 臺南市 : 成大

中文系, 10906 .-- 5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8-48-8 (精裝附光碟

片) NT$600  

1.中國文化 2.臺灣文化 3.文集  

630.7  

中國外交史 

近代中日關係史料彙編 : 日本投降

與中蘇交涉 =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oder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the 

surrender of imperial Japan and Sino-

Soviet negotiations / 陳新林, 呂芳上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

化學社, 10907 .-- 286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ISBN 978-986-99288-0-

9 (平裝) NT$350  

1.中日關係 2.中俄關係 3.外交史 4.

文集  643.107  

中國史料 

<<明熹宗實錄>>點校. 5(廿五-卅卷) / 

林燊祿點校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624-6-2 (平裝) NT$600  

1.明熹宗 2.實錄  654.68  

中國地方志 

北疆傳說 : 那年以來馬祖的美麗與

哀愁 / 張麗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16-0912-6 ( 平 裝 ) 

NT$360  

1.旅遊文學 2.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69  

夢迴馬祖 / 王柏鐺著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神農廣播雜誌, 10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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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面; 30 公分 .-- (神農廣播文學叢

書 ; 56) .-- ISBN 978-986-95119-5-7 (平

裝)  

1.旅遊文學 2.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69  

被隱藏的西藏 : 獨立古老王國與被

佔領的歷史軌跡 / 庫日茗(S.L.Kuzmin)

著 ; 賴育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雪

域, 10907 .-- 728 面; 23 公分 .-- (雪域

叢書 ; 38) .-- ISBN 978-986-98341-4-8 

(精裝) NT$450  

1.歷史 2.西藏自治區  676.62  

世界史地 

文明的驛站 : 從底比斯到紐約,跟隨

重量級文史學者的深度導覽,造訪歷

史 上 70 座偉 大城市  / John Julius 

Norwich 著 ; 張毅瑄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907 .-- 432 面; 21 公分 .-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

5557-9 (平裝)  

1.都市發展 2.文明 3.世界史  710  

世界新史 / 艾華德.弗利(Ewald Frie)

著 ; 莊仲黎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8 .-- 488 面; 23 公分 .-

- (臉譜書房 ; FS0119) .-- ISBN 978-

986-235-854-2 (平裝) NT$650  

1.世界史  710  

人類很有事 : 草包佯裝英雄,犯蠢牽

拖水逆,跨越萬年的暗黑愚行史 / 湯

姆.菲利浦斯(Tom Philips)著 ; 崔宏立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5560-9 (平裝)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世界歷史 / 沙永玲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衛文化,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90-504-1 (平裝) 

NT$300  

1.世界史  711  

超世界史 : 走進歷史現場,記住每一

個 轉 變 關 鍵 ! / 祝 田 秀 全 監 修  ; 

Freehand 繪製 ; 李惠芬翻譯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0-123-7 (平裝) NT$450  

1.世界史 2.漫畫  711  

歷史傳奇裡,那些意想不到的細節 / 

張佳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新觀點系

列 ; 15) .-- ISBN 978-986-98716-5-5 (平

裝) NT$320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帝國之翳 : 十六至十九世紀的中國

與世界 / 蔡東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907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196-0-9 (平裝) 

NT$380  

1.世界史 2.中國史  712.4  

歐亞帝國的邊境 : 衝突、融合與崩

潰,16-20 世紀大國興亡的關鍵 / 里博

(Alfred J. Rieber)著 ; 李易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冊 .-- 

ISBN 978-986-262-428-9 (下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262-429-6 (全

套:平裝)  

1.世界史 2.近代史 3.帝國主義  

712.4  

帝國的年代 : 1875-1914 / 艾瑞克.霍

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 賈士蘅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490 面; 21 公分 .-- (歷史選

書 ; 14) .-- ISBN 978-986-344-789-4 (平

裝) NT$400  

1.世界史  712.7  

極端的年代 : 1914-1991 / 艾瑞克.霍

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 鄭明萱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冊 .-- (歷史選書 ; 14-15) .-- 

ISBN 978-986-344-791-7 (上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344-792-4 (下

冊 :平裝 ) NT$400 .-- ISBN 978-986-

344-793-1 (全套:平裝)  

1.世界史  712.8  

艾菲爾鐵塔到底能縮多小 : 一部讓

人捧腹讀完、莫名療癒的人類微縮

文化史 X 模型博物誌 / 賽門.加菲爾

(Simon Garfield)著 ; 吳芠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木

馬 人 文 ) .-- ISBN 978-986-359-813-8 

(平裝) NT$360  

1.微縮資料 2.模型 3.文化 4.世界史  

713  

三個傻瓜開倫敦老爺計程車環遊世

界 / 保羅.艾契(Paul Archer), 強諾.艾

里森(Johno Ellison)合著 ; 季晶晶譯 .-

- 1 版 .-- 宜蘭縣宜蘭市 : 向日葵傳媒, 

10907 .-- 3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5587-8-5 (平裝) NT$380  

1.遊記 2.世界地理 3.汽車旅行  719  

走過世界村 / 荊棘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荊棘, 109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51-0 (平裝)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東亞史  / 查爾斯 .霍爾科姆(Charles 

Holcombe)著 ; 王啟安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100-3 (平裝) 

NT$520  

1.歷史 2.東亞  730.1  

「日本人」的界線 : 沖繩.愛努.台灣.

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 / 小

熊英二著 ; 黃耀進, 鄭天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7 .-- 656 面; 

23 公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

957-08-5556-2 (平裝)  

1.日本史 2.現代史 3.殖民地  731.27  

知識人的時代使命 : 從福澤諭吉到

矢內原忠雄,啟迪民智,引導社會走向

文明開化之進程  / 林呈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歷史.世界史) .-- ISBN 

978-957-05-3275-3 (平裝) NT$360  

1.日本史 2.現代史 3.文集  731.27  

日和見閒話 / 李長聲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082-2 ( 平 裝 ) 

NT$400  

1.文化 2.通俗作品 3.日本  731.3  

日本東北,就從仙台出發! : 宮城、山

形、福島的自然絕景與經典城鎮  / 

邱文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9 .-- 176 面; 23 公分 .-- (世界主題

之旅 ; 141) .-- ISBN 978-986-336-399-6 

(平裝)  

1.旅遊 2.日本  731.7109  

東京流行情報 / MAPPLE 昭文社編輯

部作 ; 李詩涵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人人, 10908 .-- 128 面; 26 公分 .-- 

(MM 哈日情報誌系列 ; 40) .-- ISBN 

978-986-461-220-8 (平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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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遊 2.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東 京 食 器 . 料 理 . 好 店 手 帖  / 塔 西

(Tarcy)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世界主題

之旅 ; 138) .-- ISBN 978-986-336-401-6 

(平裝) NT$380  

1.旅遊 2.餐飲業 3.日本東京都  

731.72609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20-2021 / 墨

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7 .-- 512 面 ; 21 公 分  .-- 

(wagamama ; 55) .-- ISBN 978-986-289-

527-6 (平裝) NT$450  

1.旅遊 2.日本關西  731.7509  

北九州深度之旅 : 福岡、大分、佐

賀、長崎、熊本 / 王彥涵作.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9 .-- 256

面; 22 公分 .-- (世界主題之旅 ; 139) .-

- ISBN 978-986-336-400-9 ( 平 裝 ) 

NT$420  

1.旅遊 2.日本九州  731.7809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2020-2021 / 墨

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7 .-- 368 面 ; 21 公 分  .-- 

(wagamama ; 54) .-- ISBN 978-986-289-

526-9 (平裝) NT$450  

1.旅遊 2.日本北海道  731.7909  

宇宙密碼 : 地球編年史. 第六部 / 撒

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作 ; 徐

冬妲, 宋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星球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7 .-- 

288 面; 22 公分 .-- (The other ; 20) .-- 

ISBN 978-986-96857-6-4 ( 平 裝 ) 

NT$480  

1.古代史 2.文明史 3.神話  735.521  

葉門 : 字典國度的奇幻之旅 / 提姆.麥

金塔-史密斯(Tim Macintosh-Smith)作 ; 

鄭明華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當

代名家旅行文學 ; 114) .-- ISBN 978-

986-5509-30-9 (平裝) NT$480  

1.旅遊文學 2.葉門  735.979  

臺灣史地 

臺灣高雄臺南地區寫真照片 / 闞正

宗導讀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揚文化, 10907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27-79-2 (精裝) 

NT$2500  

1.臺灣史 2.照片集 3.高雄市 4.臺南

市  733.2  

文化的先行者 : 嘉義文協青年的運

動與實踐 / 李昭容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0907 .-- 232 面; 21

公分 .-- (臺文館叢刊 ; 62) .-- ISBN 

978-986-532-076-8 (平裝) NT$250  

1.臺灣史 2.文學運動 3.嘉義縣  

733.21  

臺灣古道大冒險. 3, 苗栗鳴鳳古道 / 

方秋雅文 ; 蝗蟲哥哥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0909 .-- 112 面; 23

公分 .-- (漫畫知識酷)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02-99-3 ( 平 裝 ) 

NT$260  

1.臺灣史 2.漫畫  733.21  

臺灣古道大冒險. 4, 玉山八通關古道 

/ 方秋雅文 ; 蝗蟲哥哥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09 .-- 112 面; 

23 公分 .-- (漫畫知識酷)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5546-00-7 ( 平 裝 ) 

NT$260  

1.臺灣史 2.漫畫  733.21  

台灣史 = Taiwan / 李筱峰, 林呈蓉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 

10908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784-870-3 (平裝)  

1.臺灣史  733.2108  

博揚古籍選. 歷史篇 : 臺灣視察報告

書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0906 .-- 242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78-5 

(平裝) NT$50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  

<<天猶未光>>評述 / 潘明著 .-- 新北

市 : 潘明, 10907 .-- 15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759-6 (平裝)  

1.二二八事件  733.2913  

西瀛勝境 : 那群在二二八事件抗爭

的澎湖青年 / 鳴鏑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6 .-- 300 面; 

21 公分 .-- (人文史地類)(讀歷史 ; 

120)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24-6 (平裝) NT$360  

1.二二八事件  733.2913  

借殼上市 : 蔣介石與中華民國臺灣

的形塑 / 汪浩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八 旗 文 化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24-15-9 (平裝) NT$460  

1.臺灣史 2.國際關係  733.292  

白色記憶 : 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訪談

紀錄 / 陳儀深, 曹欽榮主編 .--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

物館, 10907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2-41-6 (精裝) NT$70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臺灣傳記 

4.訪談  733.2931  

走過白色幽曖 : 1960、1970 年代政治

案件訪問紀錄 / 薛化元主編 .-- 臺北

市 : 中研院臺史所 ; 新北市 : 國家人

權博物館, 10907 .-- 2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32-43-0 ( 精 裝 ) 

NT$30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臺灣傳記 

4.訪談  733.2931  

承擔家變 : 白色恐怖下的朴子張家 / 

許雪姬, 楊麗祝主編 .-- 臺北市 : 中研

院臺史所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07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32-39-3 (精裝) NT$40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臺灣傳記 

4.訪談  733.2931  

保密局臺灣站 : 白色恐怖史料彙編. 

一 / 許雪姬, 林正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10906 .-- 38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2-34-

8 (精裝) NT$500  

1.白色恐怖 2.史料  733.2931  

穿過白色濃霧 : 1950 年代政治案件

訪問紀錄 / 薛化元主編 .-- 臺北市 : 中

研院臺史所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

館, 10907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2-42-3 (精裝) NT$40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臺灣傳記 

4.訪談  733.2931  

話當年父兄蒙難 : 受難者家屬記憶

中的白色恐怖 / 許雪姬, 楊麗祝主

編 .-- 臺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 新北

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07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2-40-9 (精

裝) NT$500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3.臺灣傳記 

4.訪談  733.2931  

館 藏 19-20 世 紀 臺 灣 歷史 地 圖  = 

Historical maps of Taiwan of the 19th to 

20th century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 吳佰祿作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博 物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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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 .-- 2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080-5 (平裝) NT$500  

1.歷史地圖 2.古地圖 3.臺灣史  

733.35  

週休遊台灣 : 52+1 條懶人包玩樂路

線任你選 / 樂遊台灣小組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8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10-30-5 (平裝) NT$350  

1.臺灣遊記  733.69  

艋舺的故事 : 挖掘艋舺製造 = Monga 

history /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08

年度文創產業專題課程學生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東吳企管系,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68-

91-6 (平裝) NT$750  

1.人文地理 2.商店 3.臺北市萬華區  

733.9/101.4  

大 埔 社 童 話 故 事  = Fairy tales in 

Borisha / 呂志宏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呂志宏, 10906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82-4 ( 平 裝 ) 

NT$150  

1.歷史 2.通俗作品 3.南投縣埔里鎮  

733.9/119.9/115.2  

走讀老屋生命史 : 梅山大坪導覽手

冊 / 蔡金鼎, 蘇綠蘋作 .-- 初版 .-- 嘉

義縣梅山鄉 : 嘉義縣梅仔坑藝文推

廣促進會, 10907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99-0-5 (平裝)  

1.人文地理 2.房屋建築 3.老街 4.嘉

義縣梅山鄉  733.9/125.9/125.4  

凱南帶路遊高雄. II : 挖掘鳳山、苓

雅、前鎮、美濃、六龜新路線,輕鬆

打造港都風潮小旅行! / 凱南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6 .-- 174

面; 21 公分 .-- (釀旅人 ; 4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395-5 (平裝) 

NT$380  

1.旅遊 2.高雄市  733.9/133.6  

山海無雙 : 國家公園替代役的山野

紀行 / 楊政峰作 .-- 初版 .-- 屏東縣恆

春鎮 : 墾丁國家公園, 10906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03-8 (平

裝) NT$300  

1.旅遊文學 2.替代役 3.墾丁國家公

園  733.9/135.9/133.6  

讀鹿踏野 : 神社 修行 紅烏龍 / 王鴻

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 , 

109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763-9-1 (平裝) NT$35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臺東縣鹿野鄉  

733.9/139.9/123.2  

澎湖筆記 : 歷史、風俗與傳奇 / 許玉

河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文化局,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澎湖縣政

府文化叢書 ; 300) .-- ISBN 978-986-

5427-24-5 (平裝) NT$300  

1.社會生活 2.風俗 3.澎湖縣  

733.9/141.4  

尋訪澎湖四大戰役史蹟 / 蔡淇賢總

編輯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縣府 , 

109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7-26-9 (平裝)  

1.戰役 2.史蹟 3.旅遊 4.澎湖縣  

733.9/141.6  

歐洲史地 

一本就通 : 歐洲史 / 馬世力, 陳光裕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

5554-8 (平裝)  

1.西洋史 2.文化史 3.歐洲  740.1  

*羅馬尋寶記 / Podoal Friend 文 ; 姜境

孝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160 面; 26 公分 .-

- (世界歷史探險 ; 50) .-- ISBN 978-

957-658-377-3 (平裝) NT$320  

1.歷史 2.漫畫 3.羅馬帝國  740.222  

西洋現代史 / 劉增泉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077-8 ( 平 裝 ) 

NT$400  

1.西洋史 2.現代史  740.27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 一片充滿

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 

基斯 .羅威 (Keith Lowe)著  ; 鄭煥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10908 .-- 608 面; 21 公分 .-- (Historia

歷史學堂 ; MU0036) .-- ISBN 978-986-

5509-34-7 (平裝) NT$680  

1.西洋史 2.第二次世界大戰 3.歐洲  

740.275  

西洋文化史 / 劉增泉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056-3 ( 平 裝 ) 

NT$400  

1.文化史 2.歐洲  740.3  

東歐諸國史. 上 / 李邁先著 .-- 五版 .-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57-0 (平裝)  

1.東歐史  740.73  

倫敦雜記 / 朱自清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1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2-084-6 ( 平 裝 ) 

NT$120  

1.遊記 2.英國倫敦  741.719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 國族、極權、

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

的國家? / 瑪莎.葛森(Masha Gessen)著 ; 

蔡耀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 10908 .-- 512 面; 21 公分 .-- 

(Visum ; MV0009) .-- ISBN 978-986-

5509-32-3 (平裝) NT$580  

1.政治制度 2.俄國史  748.28  

美洲史地 

加拿大 = Canada /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

室作 ;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572 面; 21

公分 .-- (地球の歩き方 ; 63) .-- ISBN 

978-986-289-529-0 (平裝) NT$699  

1.旅遊 2.加拿大  753.9  

非洲史地 

古埃及 24 小時歷史現場 : 穿越時空,

目睹由木乃伊師傅、失眠法老王、

酒醉女祭司、專業孝女和菜鳥盜墓

者主演的一日實境秀 / Donald P. Ryan

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0907 .-- 296 面; 21 公分 .-- (歷史

大 講 堂 ) .-- ISBN 978-957-08-5559-3 

(平裝)  

1.古埃及 2.文明史 3.埃及文化  

761.3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阿堂遊南極 / 黃益堂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黃益堂, 10906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28-2 (平裝) 

NT$350  

1.旅遊 2.南極  779.9  

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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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的太太 : 百年來女性所遭

遇的挫敗與建樹 / 安茱兒.蓋博著 ; 蕭

寶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7 .-- 4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393-83-7 (平裝) NT$480  

1.婦女 2.傳記  781.052  

將軍令 : 中國歷代名將及軍事領袖 / 

黃正一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07 .-

- 4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863-7-6 (平裝) NT$490  

1.軍人 2.傳記 3.中國  782.21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 / 張戎著.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NEW 不

歸類 ; 8038) .-- ISBN 978-986-344-784-

9 (平裝) NT$450  

1.女性傳記 2.中國  782.228  

金門人 : 旅外風雲 / 陳永富作 .-- 金

門縣金寧鄉 : 陳永富, 10906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73-2 (平

裝) NT$400  

1.人物志 2.福建省金門縣  

782.631/205  

*蘇轍行蹤考 / 李常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城鄉風貌工作室, 10906 .-- 

冊 .-- ISBN 978-986-98135-1-8 (全套:

平裝) NT$4000  

1.(宋)蘇轍 2.傳記  782.8516  

公門好修行 : 知縣了凡行誼錄 / 梁德

合著 .-- 初版 .-- 彰化縣秀水鄉 : 彰縣

了凡學會, 10907 .-- 512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84081-9-7 (精裝)  

1.(明)袁黃 2.傳記  782.867  

一頂蚊帳、一床棉被和新台幣十塊

錢。 = A personal memoirs of veteran 

soldier / 汪燕傑著 .-- 初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 10907 .-- 184 面; 21 公分 .-

- (小說系列  ; 1) .-- ISBN 978-986-

97784-2-8 (平裝) NT$300  

1.汪燕傑 2.自傳 3.中國  782.887  

一鑑江湖 : 何鑑江自傳 / 何鑑江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0907 .-

- 234 面; 21 公分 .-- (Do 人物 ; 78)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07-4 (平

裝) NT$400  

1.何鑑江 2.自傳  782.887  

人生就實現兩個字 : 改變 / 黃毓麟口

述 ; 張綺恩, 葉仝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客思, 10906 .-- 424 面; 21 公

分 .-- (企業家傳記 ; 4) .-- ISBN 978-

957-9267-66-3 (精裝) NT$380  

1.黃毓麟 2.企業家 3.傳記 4.中國  

782.887  

在我遇到老公之前 / 七崎良輔著 ; 游

韻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00-6 (平裝) NT$380  

1.七崎良輔 2.同性戀 3.自傳 4.日本  

783.18  

逆權女子 : 我是金子文子 / 金子文子

著 ; 陳柏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mark ; 160) .-- ISBN 978-986-5406-94-

3 (平裝) NT$350  

1.金子文子 2.自傳 3.日本  783.18  

單體女優 : 獻給 AV 的 16 年 / 吉澤明

步作 ; 蘇聖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0907 .-- 27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401-432-3 ( 平 裝 ) 

NT$380  

1.吉澤明步 2.演員 3.自傳 4.日本  

783.18  

寶島暖實力 : 在台灣真切活著的 36

顆心 / 陳德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0907 .-- 41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04-16-8 ( 平 裝 ) 

NT$420  

1.人物志 2.臺灣傳記  783.31  

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 : 紅包歌星的

故事 / 澤庵丁作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 10906 .-- 228 面; 21 公分 .-- (繽紛 ; 

229) .-- ISBN 978-986-323-347-3 (平裝) 

NT$350  

1.歌星 2.臺灣傳記  783.32  

成功の行 / 林書容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1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55-9 (平裝) 

NT$200  

1.林書容 2.自傳  783.3886  

吾家.吳家 / 吳雪霞作 .-- 臺中市 : 立

夏文化, 10906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02-0-9 (平裝)  

1.吳子獅 2.臺灣傳記  783.3886  

李登輝訪日秘聞  / 王輝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0908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17-1 (平

裝) NT$350  

1.李登輝 2.臺灣傳記 3.臺灣政治  

783.3886  

逆風揚帆 賴源欽 / 賴源欽著 ; 荷光採

訪撰述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賴

源欽,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31-9 (平裝) NT$300  

1.賴源欽 2.自傳  783.3886  

曾仕強教授永懷集 : 緣起,生生不息 / 

中道 文化 股份 有限 公司 編輯 部編

著 .-- 新北市 : 中道文化, 10906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38-0-

4 (平裝) NT$500  

1.曾仕強 2.學術思想 3.傳記  

783.3886  

掌鏡人生 : 金馬獎攝影師林文錦自

傳,見證 1950-1980 年代台灣電影發展

史 / 林文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0906 .-- 352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47) .-- ISBN 978-957-13-

8250-0 (平裝) NT$400  

1.林文錦 2.臺灣傳記 3.電影攝影  

783.3886  

颶風從北而來 : 賀斌老師口述歷史 / 

楊淑芬, 吳懷寧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台南女中校友會, 10907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761-1-6 (平裝) 

NT$400  

1.賀斌 2.傳記 3.口述歷史  783.3886  

你拿什麼定義自己? : 英國管理大師

韓 第 的 生 命 故 事  / 查 爾 斯 . 韓 第

(Charles Handy)著 ; 唐勤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6 .-

- 368 面 ;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02) .-- ISBN 978-986-5535-22-3 

(精裝) NT$450  

1.韓第(Handy, Charles B.) 2.自傳 3.組

織管理 4.生涯規劃  784.18  

黎明的守望人 : 殖民帝國、人口流

動、技術革新,見證海洋串起的全球

化 世 界  / 瑪 雅 . 加 薩 諾 夫 (Maya 

Jasanoff)著 ; 張毅瑄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貓頭鷹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7 .-- 480 面; 21 公分 .-

- (貓頭鷹書房 ; 458) .-- ISBN 978-986-

262-430-2 (平裝) NT$630  

1.康拉德(Conrad, Joseph, 1857-1924) 

2.作家 3.傳記 4.全球化  784.18  

柯札克猶太區日記 : 波蘭兒童人權

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 / 雅努十.

柯札克(Janusz Korczak) ; 林蔚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0907 .-- 

360 面; 20 公分 .-- (黃金之葉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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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98990-1-7 ( 平 裝 ) 

NT$380  

1.柯札克 Korczak, anusz, 1878-1942) 

2.傳記 3.波蘭  784.448  

頂尖避險基金經理人的形成 : 瑞.達

利歐與比爾.艾克曼等 11 位 Alpha 大

師 的 崛 起 之 路  / 馬 妮 特 . 阿 胡 賈

(Maneet Ahuja)作 ; 黃嘉斌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寰宇, 10906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985-8-7 (平裝) 

NT$450  

1.傳記 2.基金管理 3.投資技術 4.美

國  785.21  

全球公認的壟斷債主 : 約翰.摩根 / 郭

豔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06 .-- 24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64-1 (平裝) 

NT$299  

1.摩根(Morgan, J. Pierpont, 1837-1913) 

2.企業家 3.傳記  785.28  

阿瑟人生奇遇記  / 柯約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67-

8 (平裝) NT$300  

1.柯約瑟 2.企業家 3.自傳  785.28  

籃板 : 邁可.喬丹如史詩般的征戰人

生 / 鮑伯.格林著 ; 杜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393-85-1 (平

裝) NT$420  

1.喬丹(Jordan, Michael, 1963- ) 2.職業

籃球 3.運動員 4.傳記  785.28  

文物考古 

李濟考古學論文集  / 李濟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8 .-- 冊 .-- 

ISBN 978-957-08-5568-5 (全套:精裝)  

1.考古學 2.文集  790.7  

太陽神鳥國女王.妙雨 = The queen / 

黃毓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 

10907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137-3-7 (精裝) NT$1000  

1.玉器 2.新石器時代 3.良渚文化  

794.4  

相物 . 貳 , 東周玉選  = Xiangwu. II, 

selected works of jade : Eastern Zhou 

dynasty / 吳正龍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言堂有限公司, 10907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96-1-7 (平

裝) NT$1600  

1.古玉 2.玉器 3.東周  794.4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2020 年 / 陳亦蘭主編 .-- 臺

北市 : 銘傳大學, 10907 .-- 1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584-17-4 (平裝)  

1.漢語教學 2.語文教學 3.文集  

802.03  

成語動物學. 鳥獸篇 / 朱耀沂著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76 面; 21

公分 .-- (綠指環生活書 ; 6) .-- ISBN 

978-986-477-865-2 (平裝) NT$450  

1.漢語 2.成語 3.動物 4.通俗作品  

802.1839  

成語動物學. 蟲魚傳說動物篇 / 朱耀

沂著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綠指環生活書 ; 

7) .-- ISBN 978-986-477-864-5 (平裝) 

NT$350  

1.漢語 2.成語 3.動物 4.通俗作品  

802.1839  

泥鰍講古. 三 / 劉福秋作 .-- 初版 .-- 

苗栗縣後龍鎮 :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苗縣觀護協會, 10906 .-- 14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2285-5-8 (平裝)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臺灣漢字通史跡 / 陳文豊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

發所, 10906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17-2-3 (平裝) NT$1520  

1.漢字 2.歷史 3.臺灣  802.2  

國考狀元滿分作文 / 蘇廷羽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考用, 10906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07-

1 (平裝) NT$300  

1.漢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2.7  

國家考試作文 :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

領 / 李智平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79-2 (平裝) NT$400  

1.漢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2.7  

免死記!過目不忘三字經 : 你與古文

的距離,只差一塊美味的翻譯年糕 / 

歐陽翰, 楊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06 .-- 370 面; 23 公分 .-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262-7 

(平裝) NT$480  

1.三字經 2.蒙求書 3.讀本  802.81  

學華語向前走課本(注音符號版). 入

門冊 = Let's learn Chinese textbook / 孫

懿芬等執行編輯 .-- 三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907 .-- 冊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57-10-5 (全套:平裝) 

NT$200  

1.漢語 2.讀本  802.85  

學華語向前走課本(漢語拼音版). 入

門冊 = Let's learn Chinese textbook / 孫

懿芬等執行編輯 .-- 三版 .-- 臺北市 : 

僑委會, 10907 .-- 冊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57-09-9 (全套:平裝) 

NT$200  

1.漢語 2.讀本  802.8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日語

小食堂 : 美食特選單字.TOP 人氣料

理 從和風到洋食 帶您走進美食日語

的遊樂園! / 賴巧凌編著 ; 林家蓁(小

林肉包子)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笛

藤,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789-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1.日語 2.詞彙  803.12  

日文實境慣用語 / 吉原早季子著 ; 林

農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48-903-1 (平裝) NT$350  

1.日語 2.慣用語  803.135  

在日本暢行無阻的日文單字+文法 / 

陳殿邦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

版, 10907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09-6-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99  

1.日語 2.讀本  803.18  

觀光日語會話 / 黃招憲, 沈鴻南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6-

981-4 (平裝) NT$350  

1.日語 2.旅遊 3.讀本  803.18  

Shadowing 跟讀法 : 神奇打造日語表

現力 / 今泉江利子著 ; 王秋陽, 林宜

薰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45-9 (平裝)  

1.日語 2.會話 3.學習方法  803.188  

生活與商用日本語 / 翁頂升, 林明煌, 

榮雄生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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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10907 .-- 2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69-7 (平裝)  

1.日語 2.會話  803.188  

速攻日檢 N5 聽解 : 考題解析+模擬

試題 / 張澤崇,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

流基金,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

協會著 ; 黃怡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6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18-923-7 (16K 平裝附

光碟片)  

1.日語 2.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攻略!新日檢 6 回全真模擬

N4 寶藏題庫+通關解題(讀解、聽力、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 吉

松由美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

社, 10908 .-- 304 面; 26 公分 .-- (全攻

略 ; 8) .-- ISBN 978-986-246-585-1 (平

裝附光碟片) NT$39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 日 檢 必 考 單 字 速 成

N1,N2,N3,N4,N5 / 渡邊由里, 田中紀

子合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考用系

列 ; 83) .-- ISBN 978-957-9579-99-5 (平

裝附光碟片) NT$379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制日檢 !絕對合格圖解比較文法

N1 / 吉松由美等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田社,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 (比較日語 ; 5) .-- ISBN 978-986-246-

584-4 (平裝附光碟片) NT$330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追星追劇跟著說 不退流行的實用韓

語 / 李珍瓊(이진경)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48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393-5 (平

裝)  

1.韓語 2.讀本  803.28  

帶韓國人玩台灣! : 33 篇台灣美食.景

點韓語會話,提升韓文口說力 / 李炫

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224 面; 23 公分 .-- (EZ Korea ; 

31) .-- ISBN 978-986-248-900-0 (平裝) 

NT$380  

1.韓語 2.旅遊 3.讀本  803.28  

我的第一本台灣話 / 許明芳著 .-- 新

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自學系列 ; 38) .-- ISBN 

978-986-5544-00-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29  

1.臺語  803.3  

李式台語拼音 : 台語正音 / 李清木

作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李 清 木 , 

10908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91-6 (平裝) NT$150  

1.臺語 2.語音 3.拼音  803.34  

卡那卡那富族族語發音練習 / 王本

瑛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師大原

住民專班, 10906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20-0-5 ( 平 裝 ) 

NT$160  

1.卡那卡那富語 2.語音 3.發音 4.教

學法  803.994  

西拉雅語. 第二階 = Su Ka Maka Siraya. 

2 / 李淑芬著  .-- 臺南市  : 南市府 , 

10906 .-- 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30-22-1 (平裝)  

1.西拉雅語 2.讀本  803.99998  

初學者開口說法語 / 王圓圓, DT 企劃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6 .-- 

328 面; 15 公分 .-- 攜帶版 .-- ISBN 

978-957-710-788-6 (平裝) NT$320  

1.法語 2.讀本  804.58  

AMIGO 西班牙語. A1 / José Gerardo Li 

Chan, Esteban Huang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9 .-- 352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87) .-- ISBN 

978-957-9138-86-4 (平裝) NT$48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8  

大學英文測驗,小學生就能合格! : 三

千人見證的無痛家庭學習法,每天五

分鐘,輕鬆教出哈佛生 / 廣津留真理

作 ; 張秀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9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

818-3 (平裝) NT$340  

1.英語 2.學習方法  805.1  

牛津英語大師教孩子看圖學 ABC / 

路易思, 楊淑如著 ; Amber Sung 繪

圖 .-- 初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版 , 

10907 .-- 16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98709-7-9 (平裝) NT$299  

1.英語 2.學習方法  805.1  

饒舌學英語 : 從單字到故事情境 = 

Rap to learn english : from vocabulary to 

context / 何培妤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線上家教促進協會, 10908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17-

0-1 (平裝) NT$200  

1.英語 2.學習方法  805.1  

打造屬於你的大考 7000 單字計劃 : 

中高級 4501-7000 字 / 錢玲欣責任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7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41-391-1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詞彙 3.中等教育  805.12  

破解英文單字 : 字根 X 字首 X 字尾

這樣用 / 許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272 面; 23 公分 .-

- (英語學習 ; 16) .-- ISBN 978-986-

5507-31-2 (平裝) NT$35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請問,這個怎麼念?超強英語單字記

憶字典 / 金珠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親子學研文化, 10908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109-5-1 (精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躺著背英語單字 1600 / 蘇盈盈, Lily 

Thomas 合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907 .-- 272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

列 ; 63) .-- ISBN 978-986-99161-1-0 (平

裝附光碟片) NT$329  

1.英語 2.詞彙  805.12  

最 新 英 漢 字 典  =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莊雅芸總編輯 .-- 修訂二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8 .-- 9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50-0 (精

裝)  

1.英語 2.字典  805.132  

遠東袖珍英漢辭典 = Far East conci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遠東圖書

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 四版 .-- 臺北

市 : 遠東, 10908 .-- 7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10-94-0 ( 精 裝 ) 

NT$350  

1.英語 2.字典  805.132  

和英文系學生一起上英語聽說課  / 

黃玟君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

書,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32-544-2 (平裝)  

1.英語 2.語音  805.14  

一次學會 KK 音標 : 融合字母拼讀雙

效學習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7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18-927-5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音標  805.141  

一本掌握易混淆英文文法 : 快速提

升閱讀、口說、寫作實力 / 俞亨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企, 10907 .-- 

40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8556-9-3 (平裝) NT$399  

1.英語 2.語法  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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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神奇記憶初級英文文法 / Alex 

Rath 作 ; 謝右, 丁宥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7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26-8 (平

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精準破解!英文文法 7 天速成班 : 一

次搞懂英文的邏輯! / 澤井康佑著 ; 

關谷由香理漫畫 ;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8-

2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我的第一本完勝英文句型攻略 / 許

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 

10908 .-- 300 面; 23 公分 .-- (原來如

此 ; E230) .-- ISBN 978-986-5507-32-9 

(平裝) NT$32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跟老外聊天有這本就夠了 / 何維綺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全民學英

文 ; 57) .-- ISBN 978-986-98710-7-5 (平

裝附光碟片) NT$28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英文日記寫作句典 / 石原真弓著 ; 林

曉盈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 

10907 .-- 7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790-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80  

1.英語 2.寫作法 3.句法  805.17  

海外 CASE 輕鬆接!專為文創工作者

打造的英文 MAIL 寫作指南 / 東販編

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29-9 (平裝)  

1.英語 2.電子郵件 3.應用文  

805.179  

升科大四技 : 英文完全攻略 / 劉似蓉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7 .-- 5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1-0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 / 郭筱晴, 李幸瑾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208 面; 26 公

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

613-3 (第 1 冊:平裝)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 劉似蓉編

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07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7-2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 / 劉似蓉

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41-1 (平裝)  

1.英語 2.讀本 3.寫作法  805.18  

英師路 : 殭屍上班族生活實用英語,

省力、快學又好用 ! / KAWASEMI 

Co., Ltd., 交學社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Happy languages ; 163) .-- 

ISBN 978-986-136-554-1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語閱讀的重要性 = Importance of 

English reading / 林麗容作 .-- 臺北市 : 

上承文化, 10906 .-- 15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5566-4-4 (精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海蒂 : 阿爾卑斯山的小女孩 / Johanna 

Spyri 原著 ; Andrew Chien 改寫 .-- 二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Grade 4 經典文學

讀本) .-- ISBN 978-986-318-924-4 (25K

平裝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和全球做生意 必備會議英語 / 陳豫

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392-8 (平裝) NT$350  

1.英語 2.會議 3.會話  805.188  

玩遍世界輕鬆說英語 : 用簡單英語,

出國去旅遊 / 蘇盈盈, Lily Thomas 合

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0906 .-- 240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列 ; 62) .-- ISBN 

978-986-99161-0-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1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英語口語訓練. 一 / 許惠芬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視, 10908 .-- 208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書 .-- ISBN 978-957-

572-610-2 (平裝) NT$45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英語模擬城市 生活必學英語會話 /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8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

394-2 (平裝) NT$299  

1.英語 2.會話  805.188  

實用護理師英語 / 王令璿等著 ; 楊秀

麗總編輯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2-071-6 (平裝) NT$300  

1.英語 2.會話 3.護理師  805.188  

英國名師教你 : IELTS 高分攻略 / 

Jane Short 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0907 .-- 60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41-390-4 (平裝)  

1.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考試指

南  805.189  

一本搞定 初類拔萃! GEPT 新制全民

英檢初級 5 回必勝模擬試題+詳解(初

試+複試) :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全民英檢

系列 ; GNH02) .-- ISBN 978-986-5676-

90-2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一本搞定 初類拔萃!GEPT 新制全民

英檢初級 5 回滿分模擬試題+詳解(初

試+複試) : 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全民英檢

系列 ; GNI02) .-- ISBN 978-986-5676-

91-9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GEPT 全民英

檢初級複試 10 回模擬試題+解析 / 吳

宜錚, 黃文俞, 劉婕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不求人文化,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74-2-2 (平裝

附光碟片) NT$399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TOEFL iBT 新制托福閱讀高分指南

(附 QR Code 線上音檔) / YBM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368 面; 26 公分 .-- (EZ 叢書館) .-- 

ISBN 978-986-248-895-9 ( 平 裝 ) 

NT$480  

1.托福考試 2.考試指南  805.1894  

新制多益精選 1120 單字 / Sean Kenny

等作 ; 蔡宏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7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10-1 (平裝)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新制多益閱讀滿分 : 神準 5 回全真試

題+解題策略 / 韋爾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倍斯特, 10907 .-- 544 面; 23 公

分 .-- (考用英語系列 ; 25)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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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8079-5-1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20  

1.多益測驗  805.1895  

戰勝新制多益高分演練 : 聽力/閱讀

模擬試題 1200 題+中譯解析 / Kim, 

Lang, Park, JaEun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 10906 .-- 5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8-922-0 (平裝附

光碟片)  

1.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文學概論 / 徐志平, 黃錦珠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 10908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89-2-

4 (平裝) NT$330  

1.文學  810  

徐復觀教授談文學與寫作 / 徐元純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學生 , 

10906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5-1830-5 (平裝) NT$250  

1.文學 2.寫作法  810  

批判思考 : 當代文學理論十二講 / 賴

俊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0907 .-- 560 面; 21 公分 .-- (聯經評

論) .-- ISBN 978-957-08-5567-8 (平裝)  

1.文學理論  810.1  

擺渡人語  : 當代十一家訪談錄  = 

Speaking with the ferryman :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writers / 

單德興著 .-- 臺北市 : 書林, 10907 .-- 

456 面; 21 公分 .-- (文學觀點 ; 35) .-- 

ISBN 978-957-445-888-2 ( 平 裝 ) 

NT$420  

1.文學 2.學術思想 3.訪談 4.文集  

810.7  

美國讀寫教育 : 六個現場,六場震撼 / 

曾多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6 .-- 232

面; 21 公分 .-- (Education ; 7) .-- ISBN 

978-986-5505-24-0 (平裝) NT$380  

1.寫作法 2.教育 3.美國  811.1  

後巴別塔時代的翻譯 : 全球英語與

理論轉向 / 陳德鴻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書林,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887-5 ( 平 裝 ) 

NT$280  

1.翻譯 2.文集  811.707  

*實用講演術要略 / 李炳南著述 .-- 臺

中市 : 中市佛教蓮社, 10906 .-- 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53-1-6 (平

裝)  

1.演說術  811.9  

金主才不要好萊塢的冷飯 / 卡爾.伊

格萊西亞斯(Karl Iglesias)著 ; 伍啟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 

10907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1-428-6 (平裝) NT$650  

1.電影劇本 2.寫作法  812.31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自白 : 艾可的寫

作講堂 /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著 ; 顏慧儀譯 .-- 2 版 .-- 臺北市 : 商

周,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77-870-6 ( 平 裝 ) 

NT$320  

1.艾可(Eco, Umberto) 2.小說 3.文學評

論  812.7  

神奇之書 : 超越想像的圖解創作指

南 / 傑夫.凡德米爾(Jeff VanderMeer)

著 ; 吳品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0908 .-- 400 面; 25 公分 .-- 

(catch ; 258) .-- ISBN 978-986-5406-93-

6 (平裝) NT$850  

1.小說 2.寫作法  812.71  

愛情的 52 種面貌 : 讓心融化、低泣

與觸動的英文情詩名作 / 陳湘陽翻

譯.賞析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8 .-- 360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賞析版 .-- 

ISBN 978-986-489-395-9 ( 平 裝 ) 

NT$420  

 813.1  

中國文學 

文學美綜論 / 柯慶明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10907 .-- 360 面; 21 公分 .-- (學術研究

叢刊) .-- ISBN 978-986-350-404-7 (平

裝) NT$520  

1.中國文學 2.文學美學 3.文學評論  

820.7  

慢讀六朝文學見風骨 / 戴建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7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93-118-7 (平裝) 

NT$380  

1.六朝文學 2.文學評論 3.魏晉南北

朝  820.903  

建康內外 : 南朝作家的都城書寫與

空間想像 / 祁立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政大發行 , 

10907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821-7-0 (平裝) NT$380  

1.南朝文學 2.文學評論  820.9035  

印加最後的獨白 : 蟾蜍山萬盛草齋

詩稿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6 .-- 218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23) .-- ISBN 978-986-314-

514-1 (平裝) NT$400  

1.新詩 2.詩評  820.9108  

人間詞話 校注 / 王國維著 ; 徐調孚, 

周振甫注 ; 王仲聞校訂 .-- 1 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 (大家講堂 ) .-- ISBN 978-986-522-

099-0 (平裝) NT$250  

1.詞論  823.886  

發跡變泰 : 宋人小說學論稿 / 康來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63-1 (平裝) NT$500  

1.中國小說 2.文學評論 3.宋代  

827.85  

中國文學總集 

詩經裡的愛情 / 林金進, 林欐曜, 林衡

廷文 .-- 初版 .-- 嘉義縣朴子市 : 菜脯

根文教基金會, 10906 .-- 182 面; 21 公

分 .-- (菜脯根人間有愛系列 ; 3) .-- 

ISBN 978-957-30313-3-8 (平裝)  

1.詩經 2.研究考訂  831.18  

唐詩宋詞 90 首 / 吳秉真編著 .-- 新北

市 : 大智文化, 10908 .-- 128 面; 25 公

分 .-- (經典世界名著 ; 22-) .-- ISBN 

978-986-99075-1-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20  

 831.4  

全彩圖解古文觀止 / (清)吳楚材, 吳

調侯編著 ; 思履注解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威國際, 10908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075-49-7 (平裝)  

 835  

唐駢體文鈔 / (清)陳均編 .-- 二版 .-- 

臺北市 : 世界, 10907 .-- 732 面; 21 公

分 .--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 

ISBN 978-957-06-0585-3 ( 平 裝 ) 

NT$920  

 835.94  



64 

 

大學國文選 / 江亞玉等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6848-8 (平

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 普義南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7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65-5 (平

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國文 /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23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14-6865-5 (第

2 冊:平裝)  

1.國文科 2.讀本  836  

暨情.享讀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076-1 (平裝) NT$400  

1.國文科 2.讀本  836  

人生的加味 : 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文

集 / 石文珊, 李秀臻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7 .-- 306

面 ; 21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學 類  ; 

PG2425)(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 3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23-9 (平

裝) NT$400  

 839.9  

中國文學別集 

一路惶恐 : 我的疫城紀事 / 張翎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 256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 ; 302) .-- 

ISBN 978-957-13-8259-3 ( 平 裝 ) 

NT$320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砂華文學的價值  / 李瑞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112-6 (平

裝) NT$400  

1.海外華文文學 2.文學評論  850.92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論 : 多變的身分、

多重的認同 / 梁楠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7 .-- 25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BOD 版 .-

- ISBN 978-986-326-826-0 ( 平 裝 ) 

NT$320  

1.海外華文文學 2.文學評論  850.92  

阿尼瑪卿,阿尼瑪卿 / 茨仁唯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雪域, 10907 .-- 246

面; 23 公分 .-- (雪域叢書 ; 37) .-- ISBN 

978-986-98341-1-7 (平裝) NT$300  

 851.486  

禪魔共舞 : 洛夫禪詩.超現實詩精品

選 / 洛夫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0907 .-- 336 面; 23 公分 .-- (閱讀

大詩 ; 46)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405-1 (平裝) NT$520  

 851.486  

手機不會告訴你的事 / 宋成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周大觀基金會 , 

10904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168-2-3 (平裝) NT$350  

 851.487  

位置的國度 / 張何之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7 .-- 160 面; 

19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464)(秀

詩人 ; 73) .-- BOD 版 .-- ISBN 978-986-

326-830-7 (平裝) NT$260  

 851.487  

黑雪事件簿 / 杜斐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人, 10907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7951-2-8 ( 平 裝 ) 

NT$350  

 851.487  

文本與影像 : 西廂記版畫插圖研究 / 

徐文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史博館, 

10908 .-- 256 面; 28 公分 .-- (史博叢

刊 ; 74) .-- ISBN 978-986-532-077-5 (平

裝) NT$600  

1.西廂記 2.版畫 3.研究考訂  853.55  

平屋雜文 / 夏丏尊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2-085-3 ( 平 裝 ) 

NT$400  

 855  

自己的園地 / 周作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周作人作品精選 ; 6) .-- ISBN 

978-986-352-865-4 (平裝) NT$280  

 855  

我可以很喜歡你,也可以沒有你 / 七

樓的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0907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70-8 (平裝) NT$330  

 855  

歐遊雜記 / 朱自清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083-9 ( 平 裝 ) 

NT$400  

 855  

懷遠小婦人 / 萬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印書館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

發行, 10906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4-25-9 (平裝) NT$310  

 855  

山海經 : 看見遠古的神話世界 / (東

晉)郭璞著 ; 富強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旗出版  : 大都會文化發行 ,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45-4-4 (平裝) NT$450  

1.山海經 2.研究考訂  857.21  

賴布衣傳奇 / 蕭玉寒原著 .-- 四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9 .-- 864 面; 23 公

分 .-- (中國文學) .-- ISBN 978-986-

429-549-4 (精裝)  

 857.44  

漫畫三國演義 / One Production 文.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57-658-

384-1 (第 4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57-658-385-8 ( 第 5 冊 : 平 裝 ) 

NT$320  

1.三國演義 2.漫畫  857.4523  

西遊記之修行義趣白話註解. 第一冊, 

第 1 至 30 回 / 紫雲居士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侯劉昆蘭, 10905 .-- 320 面; 

30 公分 .-- (藥師山佛學叢書 ; 23) .-- 

ISBN 978-957-43-7712-1 ( 平 裝 ) 

NT$580  

1.西遊記 2.研究考訂  857.47  

新說紅樓夢 / 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後全球化思潮 ; 4) .-- ISBN 

978-986-99130-3-4 (平裝)  

1.紅學 2.研究考訂  857.49  

百鬼夜行誌. 校靈卷 / 阿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FUN 系列 ; 72) .-- ISBN 

978-957-13-8248-7 (平裝) NT$280  

 857.63  

小宋大人的春天  / 葉雲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列 ; E89901-E89903) .-- 

ISBN 978-957-788-941-6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942-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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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

943-0 (卷 3:平裝) NT$260  

 857.7  

小笨蛋 / 柳滿坡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田文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

986-97328-6-4 (全套:平裝)  

 857.7  

小黃豆大發家 / 雲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 10907 .-- 冊 .-- (文創風) .-

- ISBN 978-986-509-118-7 (第 1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86-509-119-

4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86-509-120-0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夫人食藝不凡 / 寒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

系列 ; E90101-E90103) .-- ISBN 978-

957-788-946-1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47-8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48-5 (卷

3:平裝) NT$270  

 857.7  

公主出閨閣 / 心月瀾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

系列 ; E91001-E91002) .-- ISBN 978-

957-788-963-8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964-5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甘小姐的半枝桃花  / 慕之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國度,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心書系 ; 

H057-) .-- ISBN 978-957-9668-27-9 (第

6 冊:平裝) NT$340  

 857.7  

古劍奇譚. III, 夢付千秋 / 上海燭龍 

某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2-481-

6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

482-3 (下冊:平裝)  

 857.7  

巧膳娘子 / 星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6 .-- 冊 .-- (藍海系列 ; 

E88901-E88902) .-- ISBN 978-957-788-

923-2 (上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57-788-924-9 ( 下 冊 : 平 裝 ) 

NT$260  

 857.7  

光之祭司 / 香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 豆 文 化 出 版  : 蓋 亞 文 化 發 行 , 

10907 .-- 208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8-) .-- ISBN 978-986-98651-3-5 (第

1 冊:平裝) NT$180  

 857.7  

再世权臣. 第一卷 / 天谢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7 .-- 

冊 .-- 正體題名:再世權臣 .-- ISBN 

978-986-99271-2-3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99271-3-0 (下冊:平裝) .-

- ISBN 978-986-99271-4-7 (全套:平裝)  

 857.7  

再世權臣. 第一卷 / 天謝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9063-9-5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99271-0-9 (下

冊:平裝) .-- ISBN 978-986-99271-1-6 

(全套:平裝)  

 857.7  

自食惡果 / 止談風月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20) .-- 

ISBN 978-986-505-130-3 ( 平 裝 ) 

NT$250  

 857.7  

西南邊 / 馮良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發行, 

10907 .-- 428 面; 23 公分 .-- (昌明文

叢 ; A9900005) .-- ISBN 978-986-496-

576-2 (平裝) NT$600  

 857.7  

西遊八十一案. 四, 大唐敦煌變 / 陳漸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61-885-

0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61-

886-7 (下冊:平裝) .-- ISBN 978-986-

361-887-4 (全套:平裝)  

 857.7  

好運綿綿 / 采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 10907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24-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509-125-5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509-126-2 (第 3 冊:平裝) NT$250  

 857.7  

有種你別死 / YY 的劣跡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83-6 (第

1 冊:平裝)  

 857.7  

百福閨秀 / 藍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列 ; 

E89501-E89503) .-- ISBN 978-957-788-

932-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

957-788-933-1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34-8 (卷 3:平裝) 

NT$270  

 857.7  

良姻 / 不認路的扛尸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7 .-- 320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26-6 ( 平 裝 ) 

NT$380  

 857.7  

君諾二世 / 玲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列 ; 

E89701-E89703) .-- ISBN 978-957-788-

937-9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788-938-6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8-939-3 (卷 3:平裝) 

NT$280  

 857.7  

兩世逢君 / 藍蓮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

列 ; E90501-E90503) .-- ISBN 978-957-

788-955-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56-0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57-788-957-7 (卷

3:平裝) NT$270  

 857.7  

金屋裡の白月光 / 狐狸不歸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魚乾工作室, 10908 .-

- 冊 .-- ISBN 978-986-98563-6-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98563-7-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8563-

8-6 (全套:平裝)  

 857.7  

姑娘福孕到 / 落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6 .-- 冊 .-- (藍海系

列 ; E89201-E89203) .-- ISBN 978-957-

788-928-7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8-929-4 ( 卷 2: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8-930-0 (卷

3:平裝) NT$280  

 857.7  

孟婆傳奇 : 沅宸篇 / 李莎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5-85-4 (精裝) 

NT$469  

 857.7  

孟婆傳奇 : 桑黛篇 / 李莎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320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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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405-81-6 (平裝) 

NT$399  

 857.7  

妻寵兩世 / 雀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列 ; 

E90901-E90905) .-- ISBN 978-957-788-

958-4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788-959-1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960-7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961-4 (卷

4: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788-

962-1 (卷 5:平裝) NT$260  

 857.7  

怨女 / 張愛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皇

冠叢書 ; 第 4863 種)(張愛玲典藏 ; 7) .-

- ISBN 978-957-33-3554-2 (平裝)  

 857.7  

查無此人 / 于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當

代 名 家 ) .-- ISBN 978-957-08-5562-3 

(平裝)  

 857.7  

星際首席檢察官. 3 / YY 的劣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

871-3 (平裝)  

 857.7  

約翰.下雨 / 蘇那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發行, 

10906 .-- 250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77)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

49-0 (平裝) NT$320  

 857.7  

海上繁花 / 匪我思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光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02-0 ( 平 裝 ) 

NT$360  

 857.7  

逃出情欲學院 / 流雲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61-882-9 (平裝)  

 857.7  

疼痛吧指頭 : 給我的孤獨症孩子 / 普

玄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出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發行, 10907 .-- 

222 面 ; 21 公 分  .-- ( 昌 明 文 叢  ; 

A9900004) .-- ISBN 978-986-496-577-9 

(平裝) NT$320  

 857.7  

狼圖騰 / 姜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7 .-- 640 面; 21 公分 .-

- 全球紀念版 .-- ISBN 978-986-352-

860-9 (平裝) NT$440  

 857.7  

眾神之誰與爭鋒 / 典玄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76-2 (第 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377-9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378-6 (第 3 冊:平裝) NT$190  

 857.7  

淺淺笑時雙靨媚  / 漁歌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6 .-- 

冊 .-- (藍海系列 ; E88801-E88803) .-- 

ISBN 978-957-788-919-5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20-1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

921-8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

957-788-922-5 (全套:平裝)  

 857.7  

富貴桃花妻 / 凌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 10907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121-7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22-4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09-123-1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替嫁福妻 / 花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6 .-- 冊 .-- (藍海系列 ; 

E89001-E89003) .-- ISBN 978-957-788-

925-6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

957-788-926-3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27-0 (卷 3:平裝) 

NT$270  

 857.7  

無關風月 / 曲清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

列 ; E90001-E90002) .-- ISBN 978-957-

788-944-7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57-788-945-4 (下冊:平裝) 

NT$270  

 857.7  

暖君心 / 玉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列 ; 

E90301-E90304) .-- ISBN 978-957-788-

951-5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

957-788-952-2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53-9 (卷 3: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788-954-6 (卷

4:平裝) NT$270  

 857.7  

裝乖 / 奶黃菠蘿包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 橫) .-- ISBN 

978-986-505-125-9 (平裝) NT$380  

 857.7  

萬道戰皇 / 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71-7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372-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373-1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隔壁那個飯桶 / 酒小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61-878-2 (上冊:平裝) .-

- ISBN 978-986-361-879-9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61-880-5 (全套:

平裝)  

 857.7  

蒼青之劍 / 幽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

986-515-411-0 (第 1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986-515-412-7 (第 2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13-

4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綠葉皇妃 / 漁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冊 .-- (藍海系列 ; 

E89601-E89602) .-- ISBN 978-957-788-

935-5 (上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8-936-2 ( 下 冊 : 平 裝 ) 

NT$280  

 857.7  

餘生想見你 / 琥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花園文化, 10907 .-- 272 面; 21 公

分 .-- (花園系列 ; G3401) .-- ISBN 978-

986-98030-5-2 (平裝)  

 857.7  

潘神的寶藏 / 大風颳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7 .-- 冊 .-- (大

風颳 過作 品 ) .-- ISBN 978-986-319-

497-2 (上冊 :平裝 ) NT$280 .-- ISBN 

978-986-319-498-9 ( 下 冊 : 平 裝 ) 

NT$260  

 857.7  

慶餘年. 第三部 / 貓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冊 .-- ISBN 

978-957-10-9041-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042-9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043-6 (第 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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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裝) .-- ISBN 978-957-10-9044-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045-0 

(第 5 冊:平裝)  

 857.7  

憶故人 / 李豐果著 .-- 臺北市 : 獵海

人, 10906 .-- 4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41-5-0 (平裝) NT$450  

 857.7  

燕歌行 / 酒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0909 .-- 冊 .-- ISBN 978-

986-352-861-6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62-3 (第

1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352-863-0 (第 1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864-7 (第 14 冊:平

裝) NT$270  

 857.7  

橄欖 / Ashitak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架

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

986-505-124-2 (平裝) NT$380  

 857.7  

轉世 = [R]Evolution / 王力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雪域, 10907 .-- 504 面; 

23 公分 .-- (雪域叢書 ; 39) .-- ISBN 

978-986-98341-3-1 (平裝) NT$450  

 857.7  

醫統江山. 第二輯 / 石章魚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52-866-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867-8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352-868-5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869-2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870-8 (第

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352-871-5 (第 6 冊:平裝) NT$270  

 857.7  

驚 !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 晏白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 

10907 .-- 冊 .-- (i 小說 ; 23-) .-- ISBN 

978-986-98493-8-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98493-9-5 (第

3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

99224-0-1 (第 4 冊:平裝) NT$360  

 857.7  

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 謝曉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0) .-- 

ISBN 978-986-406-193-8 ( 平 裝 ) 

NT$320  

 857.7  

陳墨情愛金庸 / 陳墨著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 10908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872-2 ( 平 裝 ) 

NT$380  

1.金庸 2.武俠小說 3.文學評論  

857.9  

兒童文學 

小學生寓言故事 : 小象想出名. 生活

經驗篇 / 錢欣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906 .-- 84 面; 21 公分 .-- 

(兒童寓言 ; 10) .-- BOD 版;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148-5-0 ( 平 裝 ) 

NT$260  

 859.6  

小學生寓言故事 : 刺蝟的祕密. 友伴

關係篇 / 錢欣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906 .-- 82 面; 21 公分 .-- 

(兒童寓言 ; 11) .-- BOD 版;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148-6-7 ( 平 裝 ) 

NT$260  

 859.6  

小學生寓言故事 : 啄木鳥兄弟. 心理

成長篇 / 錢欣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906 .-- 86 面; 21 公分 .-- 

(兒童寓言 ; 9) .-- BOD 版;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148-4-3 ( 平 裝 ) 

NT$260  

 859.6  

漫畫上的漁翁 / 劉健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發

行, 10908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9-098-6 (平裝) NT$500  

 859.6  

東方文學 

流轉的亞洲細語 : 當代日本列島作

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 笹沼

俊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 

109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627-9-3 (平裝) NT$480  

1.日本文學 2.國際文化關係 3.文學

評論  861.2  

(新譯)梶井基次郎的憂鬱炸彈 : 收錄

<檸檬>、<櫻花樹下>等,靈魂在無底

的黑闇中爆裂 / 梶井基次郎著 ; 陳冠

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通通文化

出版 : 暖暖書屋文化發行, 10907 .-- 

272 面; 19 公分 .-- (掌上小劇場 ; 20) .-

- ISBN 978-986-97822-4-1 ( 平 裝 ) 

NT$320  

 861.57  

1Q84 / 村上春樹著 ; 賴明珠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57-13-8252-4 (第 1 冊: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57-13-

8253-1 (第 2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13-8254-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400 .-- ISBN 978-957-13-8255-5 (全

套:平裝) NT$1200  

 861.57  

LV999 的村民 / 星月子猫作 ; 李漢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冊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27-7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928-4 

(第 8 冊:平裝)  

 861.57  

WORLD TEACHER 異世界式教育特

務 / ネコ光一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10-9060-3 (第 10 冊:平裝)  

 861.57  

人 / 小野寺史宜著 ; 李彥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7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4-

1 (平裝) NT$360  

 861.57  

人蟻之家 / 望月諒子著 ; 王華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

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E-Fiction ; 

38) .-- ISBN 978-957-9447-76-8 (平裝) 

NT$360  

 861.57  

公爵千金的本領. 公爵夫人的本領 / 

澪亞作 ; 楊雅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324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23-9 (平裝)  

 861.57  

本田小狼與我 / トネ.コーケン作 ; 

uncle w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 10908 .-- 27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32-1 (第 3 冊:平裝)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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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能力創造開外掛的老婆們  : 

概念交差的構造體 / 千月さかき作 ; 

呂郁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 10908 .-- 30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26-0 (第 7 冊:平裝)  

 861.57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 即死魔法與

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 月夜淚作 ;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 10908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29-1 (第 5 冊:平裝)  

 861.57  

地獄幽暗亦無花. 4, 百鬼繚亂夜行列

車 / 路生よる作 ; HANA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40 面; 

21 公 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輕.文學) .-- ISBN 978-

957-743-950-5 (平裝)  

 861.57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3, 綾瀨 if. 

上 / 伏見つかさ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3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22-2 (平

裝)  

 861.57  

里亞德錄大地 / Ceez 作 ; 林于楟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 37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40-6 (第

2 冊:平裝)  

 861.57  

夜行 / 橫溝正史著 ; 高詹燦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

大師經典 ; 32) .-- ISBN 978-957-9447-

78-2 (平裝) NT$320  

 861.57  

彼岸過迄 / 夏目漱石著 ; 劉子倩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

化發行, 10907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29-6 ( 平 裝 ) 

NT$350  

 861.57  

兩個夏天 / 佐野洋子, 谷川俊太郎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8 .-- 152

面; 19 公分 .-- (木曜文庫 ; 5) .-- ISBN 

978-986-359-811-4 (精裝) NT$360  

 861.57  

前世的記憶 / 高橋克彦作 ; 王華懋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柳橋出版 , 

10908 .-- 296 面; 19 公分 .-- (花鳥風

月 ; 6) .-- ISBN 978-986-98604-2-0 (平

裝) NT$380  

 861.57  

為何我的世界被遺忘了?. 3, 眾神之

道 / 細音啟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32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30-7 (平

裝)  

 861.5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EXTRA : 讓

笨蛋登上舞台吧!. 5, 與白龍締結盟

約 / 暁なつめ原作 ; 昼熊作 ; 林孟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931-4 (平裝)  

 861.57  

叛亂機械. 2, 「白檀式」文月的嫉妒

心 / ミサキナギ作 ; 邱鍾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32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41-3 (平

裝)  

 861.57  

弱角友崎同學 / 屋久悠樹作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8 .-- 27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59-7 (第 7 冊:

平裝)  

 861.57  

逆風寫手 : 改寫公司的每一天 / 朱野

歸子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24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1-425-1 (平裝)  

 861.57  

魚舟.獸舟 / 上田早夕里作 ; UI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53-

5 (平裝)  

 861.57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32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35-2 (第

5 冊:平裝)  

 861.57  

這個勇者明明超 TUEEE 卻過度謹慎 

/ 土日月原作 ; 謝如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8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34-5 (第

6 冊:平裝)  

 861.57  

接棒家族 / 瀨尾麻衣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3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40-5 (平裝)  

 861.57  

專業輕小說作家!. 2, 首週實銷 1100

本的腰斬作家 / 望公太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30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939-0 (平裝)  

 861.57  

黑妖犬. 1, 罪犯側寫師.犬飼秀樹 / 青

木杏樹作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72 面; 21 公

分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角川

輕 .文學) .-- ISBN 978-957-743-952-9 

(平裝)  

 861.57  

最終亞瑟王之戰. 3, 雪之少女與弒殺

亞瑟之王  / 羊太郎原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3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938-3 (平裝)  

 861.57  

湖邊兇殺案 / 東野圭吾著 ; 張秋明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232 面; 21 公分 .-- (東

野圭吾作品集 ; 3) .-- ISBN 978-957-

9447-77-5 (平裝) NT$280  

 861.57  

聖女的毒杯 那種可能性我早就想到

了 / 井上真偽作 ; HANA 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52-8 (平裝)  

 861.57  

嫌疑犯 X 的獻身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

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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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東野圭吾作品集  ; 35) .-- ISBN 

978-957-33-3555-9 (平裝) NT$420  

 861.57  

解憂雜貨店 / 東野圭吾作 ; 王蘊潔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65

種)(東野圭吾作品集  ; 17) .-- ISBN 

978-957-33-3553-5 (精裝) NT$420  

 861.57  

緋紅的記憶 / 高橋克彦作 ; 緋華璃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柳橋出版 , 

10907 .-- 326 面; 19 公分 .-- (花鳥風

月 ; 5) .-- ISBN 978-986-98604-1-3 (平

裝) NT$380  

 861.57  

蒼藍的記憶 / 高橋克彦作 ; 詹慕如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柳橋出版 , 

10908 .-- 304 面; 19 公分 .-- (花鳥風

月 ; 7) .-- ISBN 978-986-98604-3-7 (平

裝) NT$380  

 861.57  

賢者之孫. 10, 不屈不撓的魔王陛下 / 

吉岡剛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32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25-3 (平裝)  

 861.57  

靠神獸們成為世界最強吧 / 福山陽

士作 ;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60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36-9 (第 5 冊:平裝)  

 861.57  

戰鬥員派遣中! / 暁なつめ作 ; 林孟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933-8 (第 4 冊:平裝)  

 861.57  

學園百合 STORIES 3 朵戀之花 / 上田

なが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

化設計, 10908 .-- 25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7754-9-6 ( 平 裝 ) 

NT$280  

 861.57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 馬場翁作 ;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33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924-6 (第 11 冊:平裝)  

 861.57  

轉學生的惡作劇 : 穿越時空找回勇

氣的成長冒險旅程 / 喜多川泰著 ; 劉

姿君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252 面; 

19 公分 .-- (故事盒子 ; 60) .-- ISBN 

978-986-384-439-6 (平裝)  

 861.57  

鎌鼬 / 宮部美幸著 ; 吳季倫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280 面; 21 公分 .-- (宮部美幸

作品集 ; 69) .-- ISBN 978-957-9447-79-

9 (平裝) NT$340  

 861.57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1, 過去

的戀情不肯結束 / 紙城境介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30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

942-0 (平裝)  

 861.57  

續.橫道世之介 / 吉田修一著 ;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文學

森 林  ; YY0231) .-- ISBN 978-986-

99179-1-9 (平裝) NT$450  

 861.57  

鐵之骨 / 池井戶潤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9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67-2 (平裝)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 ,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 

4(上)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42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57-743-937-6 (平裝)  

 861.57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系列. 1, 科學偵探

VS.學校的七大不可思議 / 佐東綠等

著 ; 木木(KIKI)繪 ; 黃薇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動

小說) .-- ISBN 978-986-5503-62-8 (平

裝) NT$350  

 861.596  

神奇柑仔店. 7, 糟糕!我吃了款待梨 / 

廣嶋玲子文 ; jyajya 圖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 244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64)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643-0 (平

裝) NT$300  

 861.596  

神奇柑仔店. 8, SOS!救急媽媽面具 / 

廣嶋玲子文 ; jyajya 圖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 260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65)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645-4 (平

裝) NT$300  

 861.596  

深夜的打呼大賽 / 中村翔子作 ; 荒井

良二繪 ; 蘇懿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8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338-3 ( 平 裝 ) 

NT$230  

 861.596  

小情書 / Higuchi Yuko(ヒグチユウコ)

著 ; 丁世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6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57-8544-42-0 (精裝) NT$399  

 861.599  

屁屁偵探讀本 : 被怪盜盯上的新娘 / 

Troll 文.圖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07 .-- 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8820-6 ( 精 裝 ) 

NT$280  

 861.599  

角落小夥伴 : 天空藍的每一天 / 橫溝

由里原作 ; 高雅溎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8 .-- 144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5405-84-7 (平裝) 

NT$280  

 861.599  

未來眼鏡 : 換個視角看見新世界 / 荻

上 chiki 著 ; 吉竹伸介繪 ; 崔立潔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592-7-1 (平裝) NT$280  

 861.6  

影裏 / 沼田真佑作 ; 劉姿君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發行,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 (木曜文庫 ; 3) .-- ISBN 978-986-359-

808-4 (平裝) NT$300  

 861.6  

無聊歐洲日記 / 伊丹十三著 ; 張秋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日文系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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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179-600-0 ( 平 裝 ) 

NT$350  

 861.67  

靜子 / 佐野洋子作 ; 陳系美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 遠足文化

發行, 10908 .-- 304 面; 19 公分 .-- (木

曜文庫 ; 6) .-- ISBN 978-986-359-814-5 

(平裝) NT$320  

 861.67  

薩哈公寓 / 趙南柱作 ; 張雅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出版 : 大

雁文化發行, 10907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394-2 (平裝) 

NT$310  

 862.57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5, 羅馬 / 宋

道樹文 ; 徐正銀圖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 , 10907 .-- 160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379-7 (平裝) NT$300  

 862.59  

以前巴冷刀.現在廢鐵爛 : 馬來班頓 / 

馬尼尼為策劃 .圖 ; 張錦忠選詩 .審

訂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斑 馬 線 , 

10906 .-- 64 面; 37 公分 .-- ISBN 978-

986-99210-0-8 (平裝) NT$350  

 868.751  

臺灣文學 

藝采台文 :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年

刊. 第四輯 / 蔡昀展, 陳俐穎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理大學臺文系, 

10907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758-73-7 (平裝) NT$220  

1.臺灣文學 2.期刊  863.05  

點燃台灣文學的火種 : 彭瑞金教授

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王

國安等作 ; 温宗翰主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豐饒文化, 10906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22-5-5 (平裝) 

NT$380  

1.彭瑞金 2.臺灣文學 3.文學評論 4.

文集  863.07  

山上國中發酵集 : 山仔頂囡仔說故

事 / 臺南市立山上國民中學 107 學年

度暑期閱讀寫作營全體同學作 .-- 臺

南市 : 臺南市山上國中, 10906 .-- 1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

18-4 (精裝)  

 863.3  

泊岸文字島 : 臺北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 第二十二屆 / 余迪麟等作 .-- 臺北

市 : 北市文化局, 10906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3-1 (平裝) 

NT$280  

 863.3  

*鳶尾花 IRIS 文學獎作品集. 108 / 張

采寧, 陳舒芳, 陳鳳麗執行編輯 .-- 臺

中市 : 中市葳格高中, 10906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16-7-6 (精

裝)  

 863.3  

不要溫馴地踱入,那夜憂傷 : 許悔之

詩文選 / 許悔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 文 化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10-7 (平裝) NT$350  

 863.4  

思無邪 / 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天

空數位圖書, 10906 .-- 148 面; 23 公

分 .-- (餘韻文學. 詩詞系列 ; 314) .-- 

ISBN 978-957-9119-80-1 ( 平 裝 ) 

NT$290  

 863.4  

短歌行 / 秋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906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679-9-3 (精裝) 

NT$300  

 863.4  

縱谷.初心 / 林興華作 .-- 初版 .-- 花蓮

市 : 花縣文化局 , 10906 .-- 255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9-15-7 

(平裝) NT$300  

 863.4  

中國詩經到鳳還吟孤獨九卷 / 荒島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0908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26-62-7 (平裝) NT$600  

 863.51  

台江大海翁 / 黃徙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 

10908 .-- 296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

作品集. 第 9 輯 ; 60) .-- ISBN 978-986-

5430-14-6 (平裝) NT$280  

 863.51  

四季的聲音 / 黃雅惠, 江自得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春暉, 10908 .-- 2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39-2 (平

裝) NT$320  

 863.51  

走過這一世的證據 : 影像回顧現代

詩集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10906 .-- 462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20) .-- ISBN 978-986-314-

511-0 (平裝) NT$580  

 863.51  

芷若情闕 : 郭漢辰情詩選 / 翁禎霞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 晴

光文化發行, 10907 .-- 1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39-1110-4 (精裝) 

NT$300  

 863.51  

星系明體 / 宇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906 .-- 160 面; 21 公

分 .-- (小文藝 ; 10) .-- ISBN 978-986-

99158-4-7 (平裝) NT$280  

 863.51  

南國囡仔 / 林益彰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 

10908 .-- 275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

作品集. 第 9 輯 ; 61) .-- ISBN 978-986-

5430-15-3 (平裝) NT$260  

 863.51  

素涅集 / 吳東晟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442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九輯 ; 58)(臺南文學叢書 ; L128) .-- 

ISBN 978-986-5430-12-2 ( 平 裝 ) 

NT$350  

 863.51  

這一世我們同路的證據 : 影像回顧

現代詩題集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 10906 .-- 436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21) .-- ISBN 978-

986-314-512-7 (平裝) NT$540  

 863.51  

貂山吟集. 第七輯 / 簡華祥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貂山吟社 , 

10906 .-- 4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877-1-3 (平裝)  

 863.51  

愛在花蓮 : 花蓮文旅的眼睛 / 陳穎信

編著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10906 .-- 

2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19-

57-1 (平裝) NT$1200  

 863.51  

感動世界 : 感動三界故事詩集 / 陳福

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 

10906 .-- 24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刊 ; 422) .-- ISBN 978-986-314-513-4 

(平裝) NT$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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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1  

鍋巴鸚鵡在哭泣 / 葉雨南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藝文誌 ; 35) .-- 

ISBN 978-986-99110-0-9 ( 平 裝 ) 

NT$450  

 863.51  

黛穎 / 周悼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6-54-2 ( 平 裝 ) 

NT$180  

 863.51  

變調的顏色 : 林鷺詩集 / 林鷺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8 .-- 134

面; 21 公分 .-- (含笑詩叢 ; 1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08-2 (平裝) 

NT$220  

 863.51  

艷骨 / 林思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10906 .-- 20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565-7-7 (平

裝) NT$360  

 863.51  

一起把那些堪稱地獄的日子撐下去,

好嗎? / 知日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7 .-- 160 面; 21 公分 .-- (不歸

類 ; 42) .-- ISBN 978-986-5543-03-7 (平

裝) NT$350  

 863.55  

小頑童 / 謝翔安作 ; 吳紫郡繪圖 .-- 臺

北市  : 阿甘夫子創意語文工作室 , 

10906 .-- 2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6564-1-2 (精裝)  

 863.55  

天涯海角 : 福爾摩沙抒情誌 / 簡媜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8 .-- 26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

書) .-- ISBN 978-986-387-347-1 (平裝)  

 863.55  

火燎金剛 : 何地夢別掩卷事 / 簡文志

作 .-- 新北市 : 我己文創, 109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76-6-

9 (平裝)  

 863.55  

生心 : 致生生不息的心 / 孫小雅作 .-

- 臺南市 : 和裕, 10908 .-- 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42-4-1 (平裝)  

 863.55  

自畫像 / 劉耿一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9 輯 ; 57) .-- ISBN 978-986-5430-11-

5 (平裝) NT$280  

 863.55  

回憶的敘事 : 一個編輯人的微記事 / 

康文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

化, 10907 .-- 310 面; 21 公分 .-- (生活

美學 ; 4) .-- ISBN 978-986-98686-5-5 

(平裝) NT$350  

 863.55  

在轉角遇見你 / 張光斗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63-0 (平

裝) NT$300  

 863.55  

我咧唱歌 = Guá leh tshiùnn kua / 王秀

容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01-916-4 (平裝) NT$350  

 863.55  

李富城的浪漫時代 : 我的老派情懷 / 

李富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誌成文

化,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經典

系列 ; 3) .-- ISBN 978-986-96187-9-3 

(平裝) NT$280  

 863.55  

芳華路上 = Miles of blessings / 龔則韞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432)(北美華文作家系列  ; 

35)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25-3 (平裝) NT$380  

 863.55  

知道你總想著做誰的暖陽,所以祝福

你記得留些身上的光 / 默雨清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09 .-- 240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79) .-- 

ISBN 978-986-133-726-5 ( 平 裝 ) 

NT$300  

 863.55  

看不見的台前幕後 / 王奕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47-

0 (平裝) NT$350  

 863.55  

看我,久久久久 / 石德華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7 .-- 256 面; 21 公

分 .-- (晨星文學館 ; 57) .-- ISBN 978-

986-5529-28-4 (平裝) NT$380  

 863.55  

勇氣阿嬤的美好熟齡時代 : 38 個跨

出人生新旅程的第一步 / 潘世芬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617-7 (平

裝) NT$320  

 863.55  

飛越的雲朵 / 陳雙令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陳雙令, 10906 .-- 13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18-3 (平裝) 

NT$250  

 863.55  

浮世短歌 : 這次,多談點自己 / 王溢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 ,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

方法 ; 174) .-- ISBN 978-986-98871-5-1 

(平裝) NT$350  

 863.55  

修身與我 ,有時還有小牛  / 梁正群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3-8287-6 (平裝) NT$350  

 863.55  

追尋府城 / 蕭文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228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9 輯 ; 59) .-- ISBN 978-986-5430-13-

9 (平裝) NT$250  

 863.55  

湖水綠娘娘腔愛世浮生錄 / 汪飛帆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汪 飛 帆 , 

10909 .-- 2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804-3 (平裝) NT$699  

 863.55  

無共鳴年代 / 隱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爾雅, 10907 .-- 248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74) .-- ISBN 978-957-639-

645-8 (平裝) NT$330  

 863.55  

*葳格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一輯 / 張采寧, 陳舒芳, 陳鳳麗執

行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葳格高中, 

10906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616-9-0 (精裝)  

 863.55  

*葳格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輯 / 張采寧, 陳舒芳, 陳鳳麗執行

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葳格高中 , 

10906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616-8-3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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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5  

貓咪寫週記 / 朱國珍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7 .-- 232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33) .-- ISBN 

978-986-387-345-7 (平裝) NT$280  

 863.55  

笑到閃到腰 / 蘇迪勒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達人館 ; 17) .-- ISBN 978-

986-453-124-0 (平裝) NT$250  

 863.56  

AI 登陸 : 決戰魔羯星 / 邱傑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年, 10908 .-- 172

面; 21 公分 .-- (少年文學 ; 55) .-- BOD

版 .-- ISBN 978-986-98148-7-4 (平裝) 

NT$240  

 863.57  

A 子不會預言自己死亡 / 午夜藍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 冊 .-- ISBN 978-986-361-876-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361-884-3 

(第 3 冊:平裝)  

 863.57  

K.I.N.G.天災對策室 / 薛西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447-80-5 (平裝) NT$499  

 863.57  

SKimmy 的台北戀愛圖鑑 / SKimmy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平 裝 本 , 

10907 .-- 208 面; 21 公分 .-- (平裝本叢

書 ; 第 508 種)(iCON ; 55) .-- ISBN 978-

986-98906-4-9 (平裝) NT$320  

 863.57  

一蓮托生 / 柳孝真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32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60-3 (平裝) 

NT$280  

 863.57  

三生三世小桃源  / 雷恩那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6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89101) .-- 

ISBN 978-957-788-912-6 ( 平 裝 ) 

NT$300  

 863.57  

大武山下 / 龍應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432 面; 21 公

分 .-- (新人間 ; AKR0304) .-- ISBN 

978-957-13-8264-7 (平裝 ) NT$460 .-- 

ISBN 978-957-13-8265-4 ( 精 裝 ) 

NT$580  

 863.57  

山徑躊躇 / 阮慶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0907 .-- 304 面; 21 公

分 .-- (聯合文叢 ; 749) .-- ISBN 978-

986-323-349-7 (平裝) NT$340  

 863.57  

上課不要生小孩  / 九把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8 .-- 272

面; 20 公分 .-- (九把刀小說 ; GS019) .-

- ISBN 978-986-319-496-5 ( 平 裝 ) 

NT$280  

 863.57  

公子,別來無恙 / 宋語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89401) .-- 

ISBN 978-957-788-940-9 ( 平 裝 ) 

NT$300  

 863.57  

太平妖姬. 貳, 無渡河 / 樂馬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7 .-- 216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4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04-4 (平裝) 

NT$270  

 863.57  

天母聊齋館 / 賀逸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272-2 (平裝) 

NT$330  

 863.57  

今志異之莫逆於心. 二 / 蒔舞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PS ; P272) .-- ISBN 

978-986-494-209-1 (平裝) NT$330  

 863.57  

反派 NPC 求攻略 / 雷雷夥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07-5-5 (上

冊:平裝) NT$260  

 863.57  

天啊!這女高中生裙子底下有槍啊 / 

小鹿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0-9061-0 (第 2 冊:平裝)  

 863.57  

天啟. III : 創始之體 / 江宗凡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釀冒 ; 41) .-- BOD 版 .-

- ISBN 978-986-445-407-5 ( 平 裝 ) 

NT$450  

 863.57  

反轉千數 / 莊惟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528-3 (平裝) NT$380  

 863.57  

巧媳榮門 / 春野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288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89801) .-- ISBN 

978-957-788-949-2 (平裝) NT$260  

 863.57  

打噴嚏 / 九把刀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6 .-- 304 面; 21 公

分 .-- (愛九把刀 ; 6) .-- ISBN 978-957-

741-281-2 (平裝) NT$260  

 863.57  

百百怪軼與金魚 / 拆野拆替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國度,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青文學書

系 ; MR013-) .-- ISBN 978-957-9668-

26-2 (第 4 冊:平裝) NT$260  

 863.57  

如果,和妳戀愛的話 / 刃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POPO 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冊 .-- (PO

小說 ; 46-47) .-- ISBN 978-986-98103-

9-5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99230-0-2 (下冊:平裝) NT$280  

 863.57  

老闆的人馬 / 賴維仁著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63-9-0 (平裝) NT$360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出版 : 蓋亞文化

發行 , 10907 .-- 272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79-) .-- ISBN 978-986-

98651-2-8 (第 3 冊:平裝) NT$240  

 863.57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外篇, 跨世界打工

旅行 / 水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使出版國際文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水泉作品) .-- ISBN 978-986-

98052-2-3 (上冊:平裝) NT$229  

 863.57  

你在左邊放了一句再見 / 肆一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240 面; 

20 公分 .-- (iREAD ; 130) .-- ISBN 978-

957-658-373-5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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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佤托邦 拉瑞 / 越超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廣毅文化創意出版 : 貞德發行, 

10909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354-3-6 (平裝) NT$280  

 863.57  

我的 PS 姐姐 / 管家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小說館 ; 

1) .-- ISBN 978-986-98447-3-4 (平裝) 

NT$320  

 863.57  

我的命定伴侶不發情 / 撿寒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

系 ; B0019) .-- ISBN 978-986-505-129-7 

(平裝) NT$240  

 863.57  

你敢不敢一起來? : 路邊攤詭誌錄 / 

路邊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33-724-1 (平裝) NT$310  

 863.57  

所有的繩結 / 謝文賢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248 面; 21

公分 .-- (說，故事 ; 91) .-- ISBN 978-

986-5526-50-4 (平裝) NT$280  

 863.57  

所有相遇,都是靈魂的思念 / 黃淑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0908 .-- 

304 面; 21 公分 .-- (自信人生 ; 164) .-

- ISBN 978-986-175-561-8 ( 平 裝 ) 

NT$350  

 863.57  

青雨之絆 / 微混吃等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74-4 (平

裝)  

 863.57  

花雨飛舞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垂 ; 172) .-- ISBN 

978-986-98305-5-3 (平裝) NT$300  

 863.57  

府城的奇幻旅程 : 走揣小封神的傳

奇 / 許丙丁原著 ; 陳建成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160 面; 23 公分 .-- (臺南文學叢書 ; 

L124) .-- 臺 語 版  .-- ISBN 978-986-

5430-19-1 (平裝) NT$250  

 863.57  

花樣女醫白袍叢林生存記 : 一起哭,

一起笑,一起 LOVE / 劉宗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Story ; 35) .-- ISBN 978-

957-13-8243-2 (平裝) NT$300  

 863.57  

夜鴉事典 / 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881-2 (第 9

冊:平裝)  

 863.57  

星官 / 明星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7 .-- 35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743-896-6 (平裝)  

 863.57  

若非看你長得帥 / 金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珍愛晶鑽 ; 266) .-- ISBN 

978-986-335-621-9 (平裝) NT$340  

 863.57  

南國之冬 / 張大春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0909 .-- 352 面; 

23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

986-387-348-8 (平裝)  

 863.57  

逆 : 叛之三部曲二部曲 / 林剪雲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8 .-- 384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34) .-- 

ISBN 978-986-450-304-9 ( 平 裝 ) 

NT$380  

 863.57  

娘子,離婚無效 / 簡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 10907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0201) .-- ISBN 

978-957-788-950-8 (平裝) NT$260  

 863.57  

徐秘書把總裁離了  / 金晶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36-4 (平裝) NT$190  

 863.57  

浪浪跡尋宗未了 : 輔仁大學宗教學

系小說創作合輯. 第二十六屆 / 鄭印

君主編 .-- 新北市 : 輔大宗教文化創

意產學中心, 10906 .-- 4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8843-52-3 (平裝)  

 863.57  

動物之鬪柴犬的祕密 / 雷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22) .-- ISBN 978-986-505-128-0 (平

裝) NT$260  

 863.57  

執念與心魔 : 不放棄的冤案辯護 / 鍾

傑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玄古學庫發

展, 10907 .-- 330 面; 21 公分 .-- (人與

神之間的世界 ; 4) .-- ISBN 978-986-

98061-4-5 (平裝) NT$399  

 863.57  

陳 長 慶 短 篇 小 說 集  = Tuyển tập 

truyện ngắn Trần Trường Khánh / 陳

長慶, 黎光長作 ; 黎光長等譯 .-- 初

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行政院金馬聯

合服務中心, 10907 .-- 43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8-50-1 (平裝) 

NT$360  

 863.57  

從漫畫裡跳出來的男孩 / 管家琪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

品集. 小說館 ; 2) .-- ISBN 978-986-

98447-4-1 (平裝) NT$320  

 863.57  

被 遺 忘 的 埃 及 . Ⅳ : 圖 坦 卡 門  / 

Ruowen Huang 著.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49-8 (平裝) 

NT$450  

 863.57  

童女之舞 / 曹麗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

分 .-- (新人間叢書 ; 301) .-- ISBN 978-

957-13-8239-5 (平裝) NT$320  

 863.57  

欺妳上了癮 / 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51) .-- ISBN 978-

986-335-622-6 (平裝) NT$220  

 863.57  

絕命深潭 / 藍色水銀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10906 .-- 1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44-3 (平

裝) NT$250  

 863.57  

就是喜歡這樣的妳 / 兔子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出版 : 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07-6-2 (平

裝) NT$280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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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無聊窮神 / 林明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319-493-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319-494-1 (第

2 冊:平裝) NT$250  

 863.57  

黑暗理論 / 蔡長霖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13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61-0 (平裝)  

 863.57  

黃靈芝小說選 / 黃靈芝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冊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9

輯 ; 55-56) .-- ISBN 978-986-5430-09-2 

(上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

5430-10-8 (下冊:平裝) NT$300  

 863.57  

意外的緣 / 明士心, 六色羽, 宛若花開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 10906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19-79-5 (平裝) NT$240  

 863.57  

惹個獨一無二的嬌媚 / 可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52) .-- ISBN 

978-986-335-623-3 (平裝) NT$210  

 863.57  

愛情酒店 / 陳雪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麥田

文學 ; 121) .-- ISBN 978-986-344-797-9 

(平裝) NT$320  

 863.57  

碟仙碟仙請出壇  / 水曼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 10906 .-- 296

面 ; 20 公 分  .-- ( 霓 幻 鑰 系 列  ; 

K5602)(惡靈怪談系列) .-- ISBN 978-

957-8696-28-0 (平裝) NT$250  

 863.57  

與老婆的生子契約  / 宛姝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37-1 (平裝) NT$190  

 863.57  

摸金小娘子 / 梨雅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 10906 .-- 288 面; 21 公

分 .-- (藍海系列 ; E89301) .-- ISBN 

978-957-788-931-7 (平裝) NT$260  

 863.57  

綺譚花物語 / 楊双子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4-4 (平裝)  

 863.57  

橙黃橘綠時,才說愛 / 劉昱萱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69)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50-6 (平裝) 

NT$320  

 863.57  

瀕臨絕種團 ResCute / 啞鳴作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62-7 (上冊:

平裝)  

 863.57  

霸總的床伴契約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09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35-7 (平裝) NT$190  

 863.57  

歡迎光臨科爾諾瓦. 第三集, 雖然會

害怕,但我還是想要說實話! / 伽伊安, 

新月夏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鍾

宛衡, 10908 .-- 3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7788-6 (平裝)  

 863.57  

歡迎來我家 / 沈信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3) .-- ISBN 978-986-

406-196-9 (平裝) NT$300  

 863.57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異世界

冒險篇 / 黑暗之光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系 ; B0013-) .-- 

ISBN 978-986-505-127-3 (第 2 冊:平裝) 

NT$260  

 863.57  

驚夢 49 天 / 韓肅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 10906 .-- 288 面; 21

公分 .-- (UStory ; 12) .-- ISBN 978-986-

323-348-0 (平裝) NT$280  

 863.57  

讓人頭皮發麻的鬼故事 / 鬼古人編

著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鬼物語 ; 25) .-- ISBN 

978-986-453-125-7 (平裝) NT$250  

 863.57  

火種 / 吳嘉芬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臺南作家作品集. 

第 9 輯 ; 62) .-- ISBN 978-986-5430-16-

0 (平裝) NT$220  

 863.58  

彰化縣臺灣母語繪本製作比賽得獎

專輯. 108 學年度 / 彰化縣政府編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府, 10906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62-

9 (平裝附光碟片)  

 863.59  

我們疫起走過 / 107-108 學年度二年

戊班全體師生文.圖 .-- 第一版 .-- 高

雄市 : 高市油廠國小, 10907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4-5 (平

裝)  

 863.593  

小兒子. 2, 土匪窩裡的老大 / 駱以軍

原著 ; 王文華改寫 ; 李小逸插畫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9 .-- 

14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646-1 (平裝) NT$300  

 863.596  

今天晚上,誰當鬼? / 管家琪文 ; 王平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0908 .-- 80 面; 21 公分 .-- (我自己讀

的童話書  ; 16N) .-- ISBN 978-986-

5513-52-8 (平裝)  

 863.596  

再見了!紅毛猩猩 : 一個關於「守信」

的童話 / 林滿秋文 ; 楊宛靜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8 .-- 80

面; 21 公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19N) .-- ISBN 978-986-5513-46-7 (平裝) 

NT$290  

 863.596  

來自天堂的暑假作業 / 曾詠蓁著 ; 蘇

力卡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 ,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

書房 ; 279) .-- ISBN 978-986-450-303-2 

(平裝) NT$260  

 863.596  

放學後的奇遇 / 金春作 ; 吳子平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06 .-- 

96 面; 21 公分 .-- (閱讀展翅飛) .-- 

ISBN 978-957-9047-67-8 ( 平 裝 ) 

NT$260  

 863.596  

骨頭博士找骨頭 / 管家琪文 ; 陳永勝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 

10907 .-- 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61-614-8 (平裝) NT$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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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6  

鹿港少女. 1 : 一年櫻班開學了 / 嶺月

作 ; 曹俊彥繪 .-- 二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6 .-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05-26-4 (平裝) NT$360  

 863.596  

鹿港少女. 2 : 再見了老三甲 / 嶺月作 ; 

曹俊彥繪 .-- 二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6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5-27-

1 (平裝) NT$360  

 863.596  

跆拳少女 / 張英珉著 ; 劉彤渲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8 .-- 208 面; 

21 公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76) .-- 

ISBN 978-986-450-302-5 ( 平 裝 ) 

NT$260  

 863.596  

新.口水龍 / 管家琪著 ; 賴馬, 吳嘉鴻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

業, 10907 .-- 208 面; 22 公分 .-- (管家

琪作品集. 童書館 ; 1) .-- ISBN 978-

986-98447-6-5 (平裝) NT$350  

 863.596  

新.怒氣收集袋 / 管家琪著 ; 賴馬, 吳

嘉鴻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

化企業, 10907 .-- 208 面; 22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童書館 ; 2) .-- ISBN 

978-986-98447-7-2 (平裝) NT$350  

 863.596  

龍族英雄(螭吻) : 惡魔的屠龍任務 / 

陳沛慈作 ; 楊雅嵐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 熊 出 版  : 遠 足 文 化 發 行 , 

10907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3-64-2 (平裝) NT$280  

 863.596  

巴巴森林大危機 / 余雅惠作 ; 陳亭亭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地, 10907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87-

5-3 (平裝) NT$200  

 863.599  

吉比與平平 / 趙映雪文 ; 林傳宗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7 .-

- 8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161-615-5 (平裝) NT$220  

 863.599  

媽祖不見了 / 李儀婷文 ; 吉娜兒圖 .-

- 三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 10906 .-

- 108 面; 21 公分 .-- (童話搜神記 ; 3) .-

- ISBN 978-986-99149-0-1 ( 平 裝 ) 

NT$250  

 863.599  

臺灣地方文學獎考察 : 以南瀛文學

獎為主要觀察對象 / 葉姿吟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 新北市 : 

遠景,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臺

南作家作品集. 第九輯 ; 63)(臺南文

學叢書 ; L133) .-- ISBN 978-986-5430-

17-7 (平裝) NT$220  

1.臺灣文學史 2.地方文學 3.臺南市  

863.9/129  

西洋文學 

淺談 / 安.卡森(Anne Carson)著 ; 陳育

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2) .-- ISBN 978-986-406-197-6 (平裝) 

NT$280  

 873.51  

我的 A 級秘密 / 蘇菲.金索拉作 ; 牛

世竣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 10907 .-- 464 面; 21 公分 .-- 

(Lámour love more ; 11) .-- ISBN 978-

957-741-286-7 (平裝) NT$390  

 873.57  

看不見的圖書館. 5 : 凡人之言 / 珍娜

薇.考格曼(Genevieve Cogman)著 ; 聞

若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7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9-495-8 (平裝) NT$399  

 873.57  

哈利波特. 1, 神秘的魔法石 / J.K.羅琳

(J. K. Rowling)著 ; 彭倩文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皇冠, 10908 .-- 352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68 種)(Choice ; 

331) .-- ISBN 978-957-33-3556-6 (平裝) 

NT$420  

 873.57  

美麗新世界 /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 ; 唐澄暐譯 .-- 初版 .-- 桃園

市 : 逗點文創結社, 10908 .-- 32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170-8-0 (平

裝) NT$380  

 873.57  

海上牧羊人 / C.S.福里斯特作 ; 牛世

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0906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282-9 (平裝) NT$390  

 873.57  

浮 世 畸 零 人  / 多 麗 絲 . 萊 辛 (Doris 

Lessing)著 ; 余國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0906 .-- 240 面; 21 公

分 .-- (Island ; 300) .-- ISBN 978-986-

406-194-5 (平裝) NT$300  

 873.57  

SOS!公主出任務. 1, 搶救森林鹿群 / 

寶拉.哈里森(Paula Harrison)作 ; 陳子

萱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7 .-- 144 面; 21 公分 .-- (Much 讀

本 ; 69) .-- ISBN 978-957-521-409-8 (平

裝) NT$200  

 873.596  

少年特種部隊. 1, 荒島巨蜥的極限生

存 / 克里斯.萊恩(Chris Ryan)著 ; 馬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0907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58-391-9 (平裝) NT$350  

 873.596  

少年特種部隊. 2, 雪山絕壁的捕鼠行

動 / 克里斯.萊恩(Chris Ryan)著 ; 馬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0909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58-392-6 (平裝) NT$350  

 873.596  

好小偷 / 凱瑟琳.郎德爾作 ; 陳修遠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3-48-1 (平裝) NT$320  

 873.596  

昔日巫師 / 克瑞希達.科威爾作 ; 朱崇

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00 面; 21 公分 .-- (昔日巫師系列 ; 

一) .-- ISBN 978-957-10-9058-0 (平裝)  

 873.596  

咆 哮 山 莊  / 艾 蜜 莉 . 勃 朗 特 (Emily 

Bronte) 原 著  ; 晴 天 金 桔 編 著  ; 

Niksharon 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

樂 文 化 館 出 版  : 悅 智 文 化 發 行 ,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珍愛名著

選 ; 7) .-- ISBN 978-986-98796-0-6 (平

裝) NT$280  

 873.596  

怒海餘生 /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

化,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大師

名著 ; 6) .-- ISBN 978-986-99212-1-3 

(平裝) NT$320  

 87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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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夢遊仙境 / 路易斯.卡洛爾著 ; 

顧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38) .-- ISBN 978-957-13-8256-2 (精裝) 

NT$360  

 873.596  

愛麗絲漫遊奇境 / 路易斯.卡洛(Lewis 

Carroll) 作  ; 茱 莉 葉 . 史 丹 利 (Juliet 

Stanley)縮寫 ;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

繪 ; 周惠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出版, 10907 .-- 13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05-29-5 (精裝) 

NT$420  

 873.596  

貓戰士外傳. XV : 鴉羽的試煉 / 艾琳.

杭特(Erin Hunter)著 ; 謝雅文,鐘岸真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368 面; 21 公分 .-- (Warriors) .-- ISBN 

978-986-5529-25-3 (平裝) NT$399  

 873.596  

賽斯謎團  : 最後良機旅店  / Nicki 

Thornton 著 ; 黃彥霖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0907 .-- 296 面; 21 公分 .-

- ( 小 說 精 選 ) .-- ISBN 978-957-08-

5553-1 (平裝)  

 873.596  

鏡中奇緣 / 路易斯.卡洛爾著 ; 顧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0907 .-- 144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39) .-- ISBN 978-957-13-8257-9 (精裝) 

NT$320  

 873.596  

太陽與她的花 / 露琵.考爾(Rupi Kaur)

著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15) .-- ISBN 978-986-

507-163-9 (平裝) NT$350  

 874.51  

冰與火之歌前傳 : 血火同源 / 喬治.馬

汀(George R. R. Martin)作 ; 道格.惠特

利(Doug Wheatley)繪 ; 傅雅楨, 吳品儒, 

蕭季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出版 : 希代多媒體發行, 10907 .-- 

冊 .-- ISBN 978-986-361-872-0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361-873-7 (下

冊:平裝)  

 874.57  

青銅騎士. II / 寶琳娜.西蒙斯作 ; 陳

佳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 10906 .-- 464 面; 21 公分 .-- 

(Lamour love more ; 13) .-- ISBN 978-

957-741-284-3 (平裝) NT$390  

 874.57  

沼 澤 女 孩  / 迪 莉 婭 . 歐 文 斯 (Delia 

Owens)著 ; 葉佳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384 面; 21 公

分 .-- (Echo ; MO0067) .-- ISBN 978-

986-5509-31-6 (平裝) NT$380  

 874.57  

芙蘭納莉.歐康納短篇小說選集 / 芙

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著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 

10908 .-- 320 面; 21 公分 .-- (典藏經

典 ; 130) .-- ISBN 978-986-178-524-0 

(平裝) NT$350  

 874.57  

雪影迷蹤 / 泰絲.格里森作 ; 宋瑛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7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00) .-- ISBN 978-957-741-280-5 (平裝) 

NT$390  

 874.57  

黑色魔咒. 2, 美女與野獸:獸心之王 / 

瑟琳娜.瓦倫蒂諾(Serena Valentino)作 ; 

黃懷慶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夢

想 系 列 ) .-- ISBN 978-957-658-380-3 

(平裝) NT$360  

 874.57  

善惡魔法學院. 3 : 最後的封印 / 蘇曼.

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 潘美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0908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094-73-3 (平裝) NT$480  

 874.57  

錄事巴托比/老人與海 / 赫曼.梅爾維

爾(Herman Melville), 歐內斯特.海明

威(Ernest Hemingway)著 ; 余光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余光中作品集 ; 29) .-- 

ISBN 978-986-450-305-6 ( 平 裝 ) 

NT$200  

 874.57  

天神公主學園. 3, 美麗女神變身計畫 

/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 蘇珊娜.威

廉斯(Suzanne Williams)作 ; 舒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71) .-- 

ISBN 978-957-521-413-5 ( 平 裝 ) 

NT$200  

 874.59  

艾諾拉.福爾摩斯. 1, 消失的侯爵 / 南

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 金瑄桓, 

吳珊如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58-371-1 (平裝) NT$280  

 874.596  

我是榮利. 2, 榮利的棒呆大冒險 / 傑

夫.肯尼(Jeff Kinney)著 ; 陳信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535-26-1 (平裝) NT$380  

 874.596  

梅西換檔上路  / 梅格 .梅迪納 (Meg 

Medina)著 ; 方淑惠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25-4 (精

裝) NT$380  

 874.596  

縮小頭驚魂 / R.L.史坦恩(R.L.Stine) ; 

陳圓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家 庭 傳 媒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雞皮疙瘩

系列 ; 42) .-- ISBN 978-986-477-863-8 

(平裝) NT$220  

 874.596  

櫃檯沒大人 / 楊諹(Kelly Yang)著 ; 朱

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

書,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617-6-2 (平裝) NT$350  

 874.596  

蘋果山丘上的貝絲 / 桃樂絲.肯非爾

德 .費雪(Dorothy Canfield Fisher)著 ; 

艾達.克蘭戴寧.威廉森(Ada Clendenin 

Williamson)繪 ;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

行, 10908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0487-36-7 (平裝)  

 874.596  

驚 嚇 街 的 恐 怖 生 物  / R.L. 史 坦 恩

(R.L.Stine)著 ; 連婉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雞皮疙瘩系列 ; 41) .-- ISBN 978-986-

477-862-1 (平裝) NT$220  

 874.596  

四川好女人 / Bertolt Brecht 著 ; 劉森

堯 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書 林 , 

10907 .-- 270 面; 21 公分 .-- (愛看戲 ; 

8) .-- ISBN 978-957-445-890-5 (平裝) 

NT$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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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55  

勇氣媽媽 / Bertolt Brecht 著 ; 劉森堯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書林, 10907 .-- 

202 面; 21 公分 .-- (愛看戲 ; 9) .-- ISBN 

978-957-445-889-9 (平裝) NT$220  

 875.55  

蘋果樹小女巫 : 磨坊裡的新鄰居 / 薩

比娜.斯塔丁(Sabine Städing)文 ; 薩賓

娜.比希納(Sabine Büchner)圖 ; 莊亦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62-670-7 ( 平 裝 ) 

NT$260  

 875.596  

三 股 髮 辮  / 萊 蒂 西 亞 . 寇 隆 巴 尼

(Laetitia Colombani)著 ; 蘇瑩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Soul 系列 ; 38) .-- ISBN 

978-986-97522-9-9 (平裝) NT$300  

 876.57  

紅 與 黑 ( 法 文 全 譯 本 ) / 斯 湯 達 爾

(Stendhal)著 ; 李毓真, 翁尚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家庭傳媒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640 面; 21

公分 .-- (商周經典名著 ; 67) .-- ISBN 

978-986-477-866-9 (平裝) NT$630  

 876.57  

情感教育 / 古斯塔夫.福樓拜著 ; 梁永

安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576 面; 

21 公分 .-- (Golden age ; 8) .-- ISBN 

978-986-384-441-9 (平裝)  

 876.57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原著 ; 杜子西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9 .-- 

168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

讀經典 ; 60)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338-340-6 (平裝) NT$180  

 876.59  

吸墨鬼來了 / 艾力克.尚瓦桑文 ; 馬丁.

馬傑, 奧利維.拉迪圖 ; 孫智綺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0907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35-28-5 (平裝) NT$350  

 876.596  

吸墨鬼來了. 2, 錯字飲料店 / 艾力克.

尚瓦桑文 ; 馬丁.馬傑, 奧利維.拉迪

圖 ; 孫智綺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7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5-29-2 (平裝) 

NT$350  

 876.596  

吸墨鬼來了. 3, 千萬不要吸詞典 / 艾

力克.尚瓦桑文 ; 奧利維.拉迪圖 ; 孫

智綺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0908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5-33-9 ( 平 裝 ) 

NT$350  

 876.596  

海龍號. 6, 巨龍島 / 茱麗葉.巴哈希尼.

登妮(Juliette Parachini-Deny), 歐麗芙

耶.杜邦(Olivier Dupin)作 ; 傑侯姆.貝

利希耶(Jérôme Pélissier)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8 .-- 72 面; 20

公分 .-- (優讀本 ; 178) .-- ISBN 978-

957-521-410-4 (精裝) NT$240  

 876.596  

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著 ; 袁筱一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自由之丘文創, 遠足文

化, 10907 .-- 20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8945-3-1 (平裝)  

 876.6  

神曲. 一, 地獄篇 / 但丁.阿利格耶里

(Dante Alighieri)著 ; 黃國彬譯註 .-- 增

訂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7 .-- 500

面; 21 公分 .-- (九歌譯叢) .-- ISBN 

978-986-450-298-1 (平裝) NT$600  

 877.51  

神曲. 二, 煉獄篇 / 但丁.阿利格耶里

(Dante Alighieri)著 ; 黃國彬譯註 .-- 增

訂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九歌譯叢) .-- ISBN 

978-986-450-299-8 (平裝) NT$500  

 877.51  

神曲. 三, 天堂篇 / 但丁.阿利格耶里

(Dante Alighieri)著 ; 黃國彬譯註 .-- 增

訂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九歌譯叢) .-- ISBN 

978-986-450-300-1 (平裝) NT$500  

 877.51  

迷宮男 / 多那托.卡瑞西作 ; 吳宗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0907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clla ; 

100) .-- ISBN 978-957-741-283-6 (平裝) 

NT$390  

 877.57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上 鎖 的 房 間  / 麥 伊 . 荷 瓦 兒 (Maj 

Sjöwall), 培爾.法勒(Per Wahlöö)合著 ; 

羅若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10907 .-- 400

面; 21 公分 .-- (馬丁.貝克刑事檔案 ; 

8) .-- ISBN 978-986-359-812-1 (平裝) 

NT$400  

 881.357  

主教的情人 / 喬斯坦.賈德著 ; 杜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 , 

10907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393-86-8 (平裝) NT$300  

 881.457  

75 億人的祕密 : 尋找 0 到 75 億個故

事 ! / 克莉絲汀 .羅斯基夫特(Kristin 

Roskifte)作 ; 陳敬倫, 洪安娜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0907 .-- 

64 面; 35 公分 .-- ISBN 978-986-223-

552-2 (精裝)  

 881.4599  

歡迎來到黑泉鎮 / 湯瑪斯.歐德.赫維

特(Thomas Olde Heuvelt)著 ; 鄭煥昇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464

面 ; 21 公 分  .-- ( 臉 譜 小 說 選  ; 

FR6564) .-- ISBN 978-986-235-853-5 

(平裝) NT$450  

 881.657  

使 女 的 故 事  / 瑪 格 麗 特 . 愛 特 伍

(Margaret Atwood)原作  ; 芮妮 .諾特

(Renée Nault)改編.繪圖 ; 李之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

歌發行, 10908 .-- 240 面; 24 公分 .-- 

(愛特伍作品集 ; 10) .-- ISBN 978-986-

98214-6-9 (平裝) NT$560  

 885.357  

使女的故事(圖像小說版) / 瑪格麗特.

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原作 ; 芮妮.

諾特(Renee Nault)改編.繪圖 ; 李之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出版 : 

九歌發行, 10908 .-- 冊 .-- (愛特伍作

品集 ; 11) .-- ISBN 978-986-98214-7-6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98214-8-3 ( 下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98214-9-0 (全套:平裝)  

 885.357  

親愛的小小憂愁  / 米麗安 .泰維茲

(Miriam Toews)著 ; 陳佳琳譯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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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6 .-- 320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294) .-- ISBN 

978-957-13-8240-1 (平裝) NT$360  

 885.357  

波可是個小鼓手 / 馬修.佛賽(Matthew 

Forsythe)文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64 面; 28 公

分  .-- (iREAD) .-- ISBN 978-957-14-

6856-3 (精裝)  

 885.3596  

小猴西游记 / 叶家珠着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8 .-- 218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 :小猴西遊記  .-- 

ISBN 978-986-5526-57-3 ( 平 裝 ) 

NT$280  

 885.36  

枯枝敗葉  / 加布列 .賈西亞.馬奎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 葉淑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61

種)(Classic ; 107) .-- ISBN 978-957-33-

3552-8 (平裝) NT$320  

 885.7357  

藝術類 

總論 

植物大戰殭屍 : 藝術未解之謎 / 笑江

南編繪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狗狗圖

書, 10907 .-- 176 面; 25 公分 .-- (狗狗

漫畫屋 ; ZB07) .-- ISBN 978-957-8891-

80-7 (平裝) NT$300  

1.藝術 2.漫畫  900  

史蒂夫.休斯頓的人體素描教學指南 

/ 史蒂夫.休斯頓作 ; 賴柏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8 .-- 

1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77-

613-0 (平裝) NT$420  

1.藝術解剖學 2.素描 3.人體畫  

901.3  

骨骼之書 : 藝用解剖學入門,step by 

step 人體結構描繪全解析 / 鍾全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6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

613-9 (平裝) NT$620  

1.藝術解剖學 2.素描 3.人體畫  

901.3  

藝術日常進行中 / 段存真, 蔡明君執

行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美術

系所, 10906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8-053-0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  

双十藝 : 宜蘭縣成功國小美術班作

品集. 第二十屆 / 蕭維霆等編輯 .-- 宜

蘭縣羅東鎮 : 宜縣成功國小, 10906 .-

- 84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418-20-5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Datung Art : 苗栗大同國小美術班畢

業專輯. 29 / 吳婉舒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縣大同國小美術班出版 : 苗縣大

同國小第 29 屆美術班班親會發行, 

10906 .-- 12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0-35-2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人生五十 相遇三十 : 東海大學美術

系第 8 屆(79 級)系友聯展 / 林彥良等

[創作] .-- 臺中市 : 東海美術系所 , 

10906 .-- 6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548-054-7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片羽 : 選擇的記憶: 薩璨如 / 胡朝聖

總編輯 .-- 臺北市 : 双方藝廊, 10906 .-

- 160 面; 23X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4830-5-6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文藝饗宴切磋琢磨 : 臺中市文藝作

家協會會員專輯. 2020 / 江美君總編

輯 .-- 臺中市 : 中市文藝作家協會, 

10906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28971-2-6 (平裝) NT$3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全國美術展. 一 0 九年 = 2020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ROC / 梁晉誌總編輯 .-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6 .-- 31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083-

6 (平裝) NT$6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初 :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美術班畢業

畫冊. 第十七屆 / 王則涵總編輯 .-- 彰

化縣員林市 : 員林高中, 10908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16-

5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金門縣美術家聯展. 2020 / 盛崧俊總

編輯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縣

美術學會, 10907 .-- 144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140-3-3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青藍藝術季 / 陳玉書總編輯 .-- 初

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台灣藝術大學

校友會, 10906 .-- 60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195-0-0 ( 平 裝 )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都可以 :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美術班

畢業畫冊. 第二十一屆 / 國立苗栗高

級中學編  .-- 苗栗市  : 苗栗高中 , 

10906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13-4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最後藝年 :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藝術才能班畢業作品集. 第

36 屆 / 吳信慧執行編輯 .-- 新竹市 : 

清大附小, 10906 .-- 84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424-5-7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20 / 紀肇聲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青

溪文藝學會, 10908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0079-5-5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南市傑出藝術家巡迴展. 2020 : 紅

瓦厝傳奇 : 臺南當代藝術三傑陳錦

芳、林智信、林榮德聯合巡迴展 = 

Tainan Excellent Artists Tour Exhibition : 

the legend of hongwacuo : three excellent 

artists of Tainan : Chen Tsing-Fang, Lin 

Chih-Hsin, Lin Jung-Te's joint tour 

exhibition / 周雅菁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1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08-5 (精裝) 

NT$10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南新藝獎專刊. 2020 / 葉澤山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7 .-- 20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430-07-8 (精裝) NT$6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 灣 美 術 展 . 2020 = 2020 Fine art 

exhibition of Taiwan art society / 潘蓬彬

總編輯 .-- 初版 .-- 宜蘭縣壯圍鄉 : 臺

灣美術協會, 10906 .-- 1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8156-8-1 (精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嬌嬌怪 :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美術班

畢業畫冊. 第二十八屆 / 嘉義高級中

學第二十八屆美術班作 .-- 嘉義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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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高中, 10906 .-- 144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451-14-1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藝游蔚境 :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

學美術班成果展作品集 = Roaming art 

/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作 .-- 臺

中市 : 中市大同國小, 10906 .-- 14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03-

4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纖纖藝手 : 臺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

能美術班作品集. 2020 第九屆 / 王怡

月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大元國小

美術班班親會, 10906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727-5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MOCA studio+MOCA cube. 2019 / 駱

麗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當代藝術館 : 北市文化基金會發行, 

10906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966-1-0 (平裝)  

1.藝術展覽 2.裝置藝術 3.作品集  

906.6  

博物館雜學 : 哪間博物館鬧鬼?館藏

品竟受到詛咒?世界博物館祕辛一籮

筐 / Claire Cock-Starkey 作 ; 游卉庭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

03-5 (平裝) NT$350  

1.美術館 2.博物館  906.8  

當代藝術關鍵詞 100 / 暮澤剛巳著 ; 

蔡青雯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麥田人文 ; 136) .-- ISBN 978-986-344-

799-3 (平裝) NT$300  

1.美術史 2.現代藝術 3.二十世紀  

909.1  

鐵雪告白 : 遷台初期文藝政策下的

美術創作(1949-1984) / 沈孝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10907 .-- 

2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6-

0911-9 (平裝) NT$450  

1.美術史 2.臺灣  909.33  

當代藝術大白話 : 獻給你我的藝術

指南 / 格里森.佩里(Grayson Perry)作 ; 

金振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橋

社文化, 10908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7113-4-0 ( 平 裝 ) 

NT$380  

1.現代藝術 2.藝術評論 3.藝術欣賞  

909.408  

音樂 

浪漫時期音樂風格 / 林慧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揚, 10906 .-- 1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9-951-3 (平

裝) NT$500  

1.音樂史 2.浪漫主義 3.音樂欣賞  

910.903  

前面有什麼?7300 miles Fire Road : 記

住你不妥協的樣子,滅火器樂團成軍

20 年勇敢造夢! / 張仲嫣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

分公司發行, 10906 .-- 432 面; 21 公

分 .-- (藝饗 ‧ 時光 ; 4) .-- ISBN 978-

986-344-788-7 (平裝) NT$450  

1.流行音樂 2.文集 3.臺灣  910.933  

臺 灣 音 樂 年 鑑  = Taiwan music 

yearbook. 2019 / 張儷瓊主編 .-- 初版 .-

- 宜蘭縣五結鄉 : 傳藝中心,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32-082-9 (全套:

平裝)  

1.音樂 2.年鑑 3.臺灣  910.933  

約翰.凱吉 : 一位酷兒的禪機藝語 = 

John Cage : the zenness and queerness in 

his arts / 彭宇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10907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3-1 ( 平 裝 ) 

NT$520  

1.凱吉(Cage, John) 2.音樂家 3.傳記  

910.9952  

誰殺了哥白尼? : 音樂會曲目分析與

詮釋 / 林晉名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林晉名, 10909 .-- 2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94-7 ( 平 裝 ) 

NT$600  

1.樂曲分析 2.文集  911.607  

爵士吉他直球對決 = Straightforward 

jazz guitar / 林煒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7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098-3 (平裝附光碟

片) NT$380  

1.吉他 2.演奏 3.爵士樂  916.6504  

*流行豆芽譜精選 / 姚逸軒, 謝宛玲編

輯 .-- 高雄市 : 卓著, 10906 .-- 17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1498-7-7 (第

18 冊:平裝) NT$360  

1.鋼琴 2.樂譜 3.流行歌曲 4.音樂教

學法  917.105  

建築 

建築草莓 = Archiberry : 中原大學建

築學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2020 / 中原

大學建築學系 56 屆著 .-- 桃園市 : 中

原大學建築系, 10906 .-- 3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796-71-6 (精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104 級畢業

設 計 作 品 集 . 2020 = 2020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Dept. of Architecture 

graduation project collection / 2020 國立

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104 級畢籌會作 .-

- 苗栗市 : 聯合大學建築系, 10907 .-- 

19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531-6-3 (精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建築的誕生 : 從漫畫看建築史 / 金弘

澈文字.繪圖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田, 10909 .-- 440 面; 22 公分 .-

- (討論區 ; 40) .-- ISBN 978-986-179-

601-7 (平裝) NT$499  

1.建築史 2.建築師 3.傳記  920.9  

傳統建築畫稿構圖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906 .-- 5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6-

7 (精裝) NT$6000  

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傳統建築裝飾題材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906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5-

0 (精裝) NT$6000  

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傳統建築雕刻技藝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906 .-- 2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9-

8 (精裝) NT$4000  

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傳統建築螭龍造樣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906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7-

4 (精裝) NT$4000  

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傳統建築螭龍窗櫺 / 王慶臺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王慶臺, 10906 .-- 2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8-

1 (精裝) NT$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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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藝術 2.裝飾藝術 3.中國  

921.7  

台灣老屋百年故事 : 20 個見證時代

變遷的特色古建築巡禮 / 橫山透作 ; 

張書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0-9063-4 (平裝)  

1.建築藝術 2.建築史 3.臺灣  923.33  

雕塑 

雕塑的力量 : 台灣雕塑今昔滙展 = 

The power of sculptured : an interchange 

exhibition of Taiwanese sculpture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 台灣創價學

會文化總局編輯 .-- 臺北市 : 創價文

教基金會, 10908 .-- 71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9566-53-7 (平裝)  

1.雕塑 2.作品集  930.8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 第十九屆 

= International Biennial Print Exhibit 

2020 R.O.C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07 .-- 20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84-3 (平裝) 

NT$600  

1.版畫 2.畫冊  937  

半線 .鐵道情 : 謝嘉亨陶藝創作展 . 

2020 = Ceramics art, Hsieh Chia-Heng. 

2020 / 謝嘉亨作 .-- 彰化縣彰化市 : 彰

化生活美學館, 10907 .-- 76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079-9 (平裝)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台灣陶藝展. 2020 = The 2020 Ceramics 

Exhibition Taiwan / 李幸龍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陶藝學會, 10907 .-- 192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

84941-3-8 (精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我的家 : 許明香陶藝創作展  = My 

Home : Hsu Ming Hsaing Ceramic 

Portfolio / 許明香作 .-- 臺中市 : 中市

文化局, 10908 .-- 72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58-06-5 ( 平 裝 ) 

NT$3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秋水陶源 : 徐水源陶壺創作展 / 徐水

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陸羽茶藝, 

10907 .-- 185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57-9690-10-2 (精裝)  

1.陶瓷工藝 2.壺 3.作品集  938  

風城陶韻 : 中華民國陶藝協會會員

聯展 . 2019-2020 = Chinese Ceramics 

Association Taiwan 2019-2020 

Exhibition / 余崑茂 , 鄭淵哲執行編

輯 .-- 臺北市 : 陶藝協會, 10906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7897-9-

0 (平裝) NT$10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書畫 

你不可不知道的 101 位中國畫家及

其作品 / 黃可萱著 .-- 2 版 .-- 新北市 : 

高談文化, 10907 .-- 416 面; 22 公分 .-

- (What's art) .-- ISBN 978-986-98297-7-

9 (平裝) NT$680  

1.畫家 2.傳記 3.中國  940.98  

*李奇茂教授藝術與教育成就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 / 陳重亨等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906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19-3-2 (平

裝)  

1.李奇茂 2.書畫 3.學術思想 4.藝術

評論 5.文集  940.9933  

如何畫好四君子  / 彭明德作 .-- 初

版 .-- 花蓮市 : 彭明德, 109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16-9 (平

裝) NT$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筆鑿 : 散仙.杜三鑫 書.畫.印 / 杜三鑫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 

10907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9298-0-6 (精裝) NT$700  

1.書畫 2.印譜 3.作品集  941.5  

泠泠飛瀑聲千里 : 傅狷夫書畫學會

第二屆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3 = The 

2nd Fu Chuan Fu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ociety member exhibition / 

林錦濤總編輯 .-- 臺北市 : 傅狷夫書

畫學會, 109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192-2-6 ( 平 裝 ) 

NT$6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中國書法研究論集 / 李郁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 10906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13-3-

7 (平裝) NT$600  

1.書法 2.碑帖 3.文集 4.中國  942.07  

臺灣書法研究論集 / 李郁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 10906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13-2-

0 (平裝) NT$800  

1.書法 2.碑帖 3.文集 4.臺灣  942.07  

印象甲骨張浮明書藝集. 二 0 二 0 年 

/ 大郡建研有限公司執行編輯 .-- 臺

中市 : 中華甲骨文藝術協會, 10906 .-

- 62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141-2-6 (平裝) NT$320  

1.書法 2.甲骨文 3.作品集  942.11  

行書連筆解碼 / 施春茂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8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14-7 (平

裝) NT$600  

1.書法 2.行書  942.15  

于右任先生書法傳承展 : 紀念于右

任先生誕辰 141 周年暨標準草書藝

術薪傳 / 溫文琍等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國標準草書學會, 10907 .-- 

20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57-

29041-7-6 (平裝) NT$1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千錘百鍊 : 紀乃石書法篆刻 / 紀乃石

作 .-- 花蓮市 : 紀乃石出版 : 南華蓮

園美術館發行, 10909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03-6 (平裝) 

NT$500  

1.書法 2.印譜 3.作品集  943.5  

草聖遺風 釋草傳世 : 任漢平世紀書

法特輯 / 蔡振祿, 陳彩雲編著 .-- 臺中

市 : 任漢平美術館, 10907 .-- 232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91110-5-8 (精

裝) NT$30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素履直往 : 姚吉聰書法首展 = Yao Ji-

Cong's first Chines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 Austerity / 姚吉聰作 .-- 臺

中市 : 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10907 .-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第 10 屆) .-- 

ISBN 978-986-5458-07-2 ( 平 裝 ) 

NT$35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翰逸神飛 : 汪中教授書藝紀念展 = 

Brilliant Talent: Professor Wang Zhong's 

Calligraphy Art Commemorative 

Exhibition / 汪中作 .-- 臺北市 : 國父

紀念館, 10908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085-0 ( 精 裝 ) 

NT$1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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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好樂書 : 方嚴師生書法展專集. 第

一屆 / 方嚴等[作] .-- 臺南市 : 方嚴, 

109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79-4 (平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國際藝術交流展. 2020 : 台湾と日本

の書道芸術の交流展 / 彰化縣埔鹽

鄉公所編 .-- 初版 .-- 彰化縣埔鹽鄉 : 

彰縣埔鹽鄉公所,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3-61-2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墨妙古逸 : 臺中市書法學會庚子年

會員書法展 / 陳彥甫等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書法學會, 109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889-6-

5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寫一手好字 : 硬筆書法字帖. 成語篇. 

2(楷書) / 侯信永編著 .-- 嘉義縣六腳

鄉 : 藝峰書法學苑, 10907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190-6-5 (平裝) 

NT$120  

1.習字範本 2.楷書  943.9  

超簡單彩繪水墨畫 : 毛筆也能畫水

彩 / 酒井幸子作 ; 郭寶雯譯 .-- 四版 .-

- 臺北市 : 太雅, 10908 .-- 96 面; 22 公

分 .-- (So easy ; 203) .-- ISBN 978-986-

336-398-9 (平裝) NT$230  

1.水墨畫 2.繪畫技法  944.38  

牡丹畫藝  : 田金生牡丹畫藝專輯 . 

2020 = Painting techniques of ink 

peony .-- 初版 .-- 高雄市 : 雲樓書畫工

作室, 10906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079-6-6 (平裝) NT$700  

1.花卉畫 2.水墨畫 3.繪畫技法 4.畫

冊  944.6  

宋畫全集. 第四卷第五冊 .-- 初版 .-- 

臺中市 : 秦鼎文流, 10908 .-- 272 面; 

44 公分 .-- ISBN 978-986-96354-1-7 (精

裝)  

1.中國畫 2.畫冊  945.5  

攬勝 : 近現代實景山水畫 / 劉宇珍, 

陳蓓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故

宮, 10907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62-832-1 (平裝)  

1.山水畫 2.風景畫 3.寫生 4.畫冊  

945.5  

人生底色,微微生香 : 許悔之手墨集 

= A fragrant life : Hsu Hui-Chih's ink art 

/ 許悔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觀

藝術空間, 10908 .-- 1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4621-9-8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花研.夢境 : 林淑女彩墨世界 = The 

Beautiful Dreamland of Flowers : the 

colorful world of Lin Shu-Nu / 台灣創

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 臺北市 : 創

價文教基金會, 10908 .-- 72 面; 25X26

公分 .-- (文化尋根建構台灣美術百年

史)(創價文化藝術系列. 2020 年) .-- 

ISBN 978-957-9566-54-4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淵默雷聲 : 杜簦吟九五回顧展 / 楊同

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國父紀念館, 

10906 .-- 204 面; 38 公分 .-- ISBN 978-

986-532-078-2 (精裝) NT$2500  

1.水墨畫 2.花鳥畫 3.畫冊  945.6  

透視圖,拿起筆就會畫 : 一步驟一圖

解,60 秒學會設計、繪畫基本功 / 中

山繁信作 ; 李其馨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7 .-- 208 面; 22 公分 .-- 

(圖解完全通 ; 24) .-- ISBN 978-986-

408-619-1 (平裝) NT$360  

1.透視學 2.繪畫技法  947.13  

最速上手!用漫畫說明透視解析術 / 

犬丸著 ; 黃嫣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12-1 (平裝)  

1.透視學 2.繪畫技法 3.漫畫  947.13  

*下一頁,數位漫畫 / CCC 創作集編輯

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策院出版 : 

蓋亞文化發行, 10906 .-- 224 面; 26 公

分 .-- (CCC 創作集 ; 47) .-- ISBN 978-

986-532-074-4 (平裝) NT$260  

1.漫畫  947.41  

地球的鬥士 : 世界聯軍.冒險家.外星

人 /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

灣角川發行, 10908 .-- 168 面; 23 公

分 .-- (X尋寶探險隊 ; 12) .-- ISBN 978-

986-99136-1-4 (平裝)  

1.漫畫  947.41  

守墓群狼 : 法老王.詛咒.守墓者 / 李

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發

行, 10908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

寶 探 險 隊  ; 13) .-- ISBN 978-986-

99136-2-1 (平裝)  

1.漫畫  947.41  

敖幼祥漫畫四十週年大全集 / 敖幼

祥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6 .-- 224 面; 23 公分 .-- (敖幼祥作

品集 ; FTL0888) .-- ISBN 978-957-13-

8245-6 (精裝) NT$500  

1.漫畫  947.41  

超 Q 版動漫簡單畫 : 可愛角色與軟

萌小物快速入門技法 / 噠噠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120 面; 21X19 公分 .-- ISBN 978-986-

502-551-9 (平裝)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新手快看!零基礎古風漫畫入門 / 噠

噠貓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 10909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22-2 (平裝) NT$320  

1.漫畫 2.繪畫技法 3.女性 4.古代  

947.41  

漫畫家構圖設計 : 男子肌肉姿勢集 / 

Scarlet Beriko 監修 ; 曹茹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8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1-

3 (平裝)  

1.漫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1  

漫畫與連環畫藝術  / 威爾 .艾斯納

(Will Eisner) ; 陳冠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07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

122-0 (平裝) NT$80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Megalophilia 巨大生物的異想世界 : 

もの久保作品集. I / もの久保作 ; 陳

凱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48-2 (平裝)  

1.插畫 2.畫冊  947.45  

Megasia 巨大生物異界譚 : もの久保

作品集. II / もの久保作 ; 陳凱筠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 160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57-

743-949-9 (平裝)  

1.插畫 2.畫冊  947.45  

小朋友的第一本圖畫日記表達字典 / 

金旻經原著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2-555-7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自己的塗鴉自己畫 : 超萌 5000 例,就

是簡單可愛到爆炸! / 飛樂鳥工作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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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2-554-0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在車上畫畫  : 火車、高鐵、捷運

上,10 分鐘就能畫!:練就精準迅速的

動速寫全技法 / 老綿羊, 阿智, Golde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 10909 .-- 

160 面; 23 公分 .-- (Taiwan creations ; 

3) .-- ISBN 978-986-336-402-3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神技動畫師 : 關鍵紅筆剖析 / toshi 著 ; 

王幼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 109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29-3 (平裝) NT$40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神奇畫畫 15 掌  / 瑪伊帖 .巴拉特

(Maïté Balart)作 ; 蔡雅琪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 10909 .-- 6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371-

232-9 (精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網紅的超人氣 IG 風簡單塗鴉入門 / 

飛樂鳥工作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6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02-530-4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Uvaaz 彩繪藝思 : 全國原住民族兒童

繪畫創作比賽專輯. 第 13 屆 = 13th 

National aboriginal children's painting 

contest / 邱連春主編 .-- 新北市 : 原住

民族委員會, 10906 .-- 1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5-22-6 (平裝)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大院子開幕特展 : 藝術家鄭麗雲 / 財

團法人郭木生文教基金會著作 .-- 臺

北市 : 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10906 .-- 

16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0663-4-1 (精裝)  

1.複合媒材繪畫 2.油畫 3.畫冊  

947.5  

用視覺心理學看懂名畫的祕密 : 操

控了你的感官?從光源、輪廓、意圖

到構造,22 堂透視「視覺魅力」的鑑

賞認知課 / 三浦佳世著 ; 林詠純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遠足文化,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一起來

樂 ; 25) .-- ISBN 978-986-99115-1-1 (平

裝) NT$400  

1.繪畫 2.藝術欣賞 3.視覺 4.官能心

理學  947.5  

我思 .故我在聯展精選輯  / 張庭瑜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藝術文化

新創協會, 10906 .-- 1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207-0-4 ( 精 裝 ) 

NT$1980  

1.繪畫 2.畫冊  947.5  

我眼中的世界 / 寶總監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 109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27-5 (精

裝) NT$300  

1.繪畫 2.畫冊  947.5  

金哲夫畫集 : 油畫.水彩.鉛筆速寫 / 

趙明強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藝

術家, 10907 .-- 1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82-252-4 ( 平 裝 ) 

NT$800  

1.繪畫 2.畫冊  947.5  

緣墨一生 : 李國聰七十回顧展 / 李國

聰作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0906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24-36-7 (平裝) NT$500  

1.繪畫 2.畫冊  947.5  

藝覽芳華 : 民富繪畫班師生作品集 / 

陳信偉等創作 .-- 新竹市 : 新竹市東

區樂齡學習中心 , 10906 .-- 71 面 ;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1-36-

6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從著色繪本學習 : 配色的基礎知識

享受著色的樂趣提升色彩感知力 / 

櫻井輝子, 堀井理繪作 ; 黃姿頤翻

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 10908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59-52-

2 (平裝) NT$350  

1.鉛筆畫 2.繪畫技法 3.色彩學  

948.2  

璀儷微光 色鉛筆彩繪班 /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眷屬聯誼會作 .-- 臺北市 : 

致出版, 10906 .-- 80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410-9-2 (平裝)  

1.鉛筆畫 2.繪畫 3.畫冊  948.2  

15 分鐘水彩畫 / 安娜.柯里亞迪奇

(Anna Koliadych)著 ; 李亞男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6 .-- 208 面; 

26 公分 .-- (Guide book ; 265) .-- ISBN 

978-986-5529-27-7 (平裝) NT$38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客家本色山海戀 : 曾興平 劉昱漢 余

碧玉 張壽桂 黃錦蘭五人聯展 / 曾興

平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

青溪新文藝學會,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53-0-3 (平裝) 

NT$500  

1.水彩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8.4  

高雄水彩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三十

屆 2020 年 / 陳甲上等[作] .-- 高雄市 : 

高雄水彩畫會, 10906 .-- 5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5365-4-8 (平裝)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畫家陳明善生命軌跡紀念展. 2020 : 

心似琉璃.一切唯心 = 2020 Artist Chen 

Ming-Shan Life Journey Mernorial 

Exhibition: All Inspired by a Pure Heart 

/ 陳明善作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10907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04-1 (平裝) NT$300  

1.水彩畫 2.油畫 3.畫冊  948.4  

最清新水彩入門全圖解練習集 / 飛

樂鳥工作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0906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2-532-8 (平裝)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心象-無界 : 廖清雲創作展. 2020 / 廖

清雲編輯 .-- 花蓮縣壽豐鄉 : 廖清雲, 

10906 .-- 7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7721-3 (平裝) NT$1000  

1.油畫 2.抽象藝術 3.畫冊  948.5  

台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 21 屆

2020 = 21st Taichung Art Salon Society 

Exhibition / 何栢滄主編 .-- 臺中市 : 中

市美術沙龍學會 , 10907 .-- 60 面 ;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87469-9-

2 (平裝) NT$300  

1.油畫 2.畫冊  948.5  

風情台灣 : 聯合畫展畫刊. 二 0 二 0 / 

王娟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基督藝術協會, 109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91-3-5 (平裝) 

NT$360  

1.油畫 2.畫冊  948.5  

隨心所藝 : 吳金原作品集 / 吳金原

作 .-- 臺南市 : 南市文化局, 10909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

23-8 (精裝) NT$500  

1.油畫 2.水彩畫 3.畫冊  948.5  

靈動.與大自然的邂逅 : 蠟彩畫研究

與創作 = Spiritual motivation of nature: 

creation and reserch of encaustic painting 

/ 陳燕如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

大學, 10906 .-- 112 面; 25X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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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99104-6-0 ( 精 裝 ) 

NT$2000  

1.蠟畫 2.畫冊  948.93  

遇見 .靈光 : 陳慧如抽象創作個展 . 

2020 / 陳慧如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天堂雨林室內裝修設計, 10907 .-- 72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41-0-8 (平裝) NT$600  

1.抽象藝術 2.畫冊  949.6  

攝影；電腦藝術 

影視攝影理論與實務 : 導演與攝影

師必讀 / Blain Brown 著 ; 廖澺蒼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 臺北市 : 

五南, 10909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19-5-6 (平裝) NT$700  

1.視覺理論 2.攝影美學 3.錄影製作  

950.1  

一竿走天下 : Gopro 動閃特效 / 王以

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10908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00-483-5 (平裝) NT$490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3.錄影製作  

952  

拍出動人影像的 13 堂「圖解」攝影

課 : PHOTO LESSON BOOK / 野寺治

孝作 ; 周明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064-1 (平裝)  

1.攝影技術 2.數位攝影  952  

大林生態之美 : 鳴鳥@南華大學: 謝

鎮財總務長攝影集. 二 / 謝鎮財攝影 ; 

陳煒舜文字 .-- 第一版 .-- 嘉義縣大林

鎮 : 南華大學, 10906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109-74-4 (平裝) 

NT$400  

1.攝影集 2.動物攝影 3.鳥類  957.4  

野生動物之美. 2020 : 柯肇逐專題個

展 = The beauty of wild animal in 2020: 

the Solo Exhibition by Mr. Ke, Jhaojhu / 

柯肇逐作 .-- 初版 .-- 彰化市 : 柯肇逐, 

10908 .-- 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786-2 (精裝) NT$700  

1.動物攝影 2.攝影集  957.4  

疼惜 : 大地保母圖文作品 / 黃筱哲攝

影.文字 ; 蔡瑜璇文字 .-- 初版 .-- 臺北

市  : 慈 濟 傳 播 人 文 志 業 基 金 會 , 

10907 .-- 272 面; 27 公分 .-- (水月系

列 ; 12) .-- ISBN 978-986-5726-93-5 (平

裝) NT$800  

1.攝影集 2.環境保護  957.9  

天空交響曲 : 不同角度之下的肯亞

及坦桑尼亞 = Aerial symphony : Kenya 

and Tanzania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李秀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石

國際文化, 10907 .-- 300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57-8722-93-4 (精裝) 

NT$800  

1.攝影集  958.2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20 = 2020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of China / 郭奇男

主編  .-- 高雄市  : 中國攝影學會 , 

10907 .-- 24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1832-9-2 (精裝) NT$2000  

1.攝影集  958.33  

再見,狐狸 : 鄧博仁影像小說 / 鄧博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08 .-- 2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9064-0-1 (平裝) NT$800  

1.攝影集  958.33  

歷史的輝煌與滄桑  / 楊塵著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楊塵文創工作

室, 10908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73-1-4 (平裝) NT$400  

1.攝影集  958.33  

歷史的凝視與回眸  / 楊塵著 .-- 初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楊塵文創工作

室, 10908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73-0-7 (平裝) NT$400  

1.攝影集  958.33  

解 讀 攝 影 大 師  / 伊 恩 . 傑 佛 瑞 (Ian 

Jeffrey)著 ; 吳莉君, 李佳霖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發行, 10908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72-4 (平裝) NT$680  

1.攝影師 2.傳記 3.攝影作品  959  

工藝美術 

花森安治的設計書 : 自<<生活手帖

>>創刊,長達 30 年的手作工藝之美 / 

生活手帖社著 ;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10906 .-- 18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0-080-3 (平

裝) NT$580  

1.花森安治 2.工藝 3.生活美學  960  

設計戰國策 : 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

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 2020 = 

IDC 2020: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 林磐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出版 : 教育部高教司

發行, 10908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4-91-4 (精裝) NT$450  

1.設計 2.數位藝術 3.作品集  960  

轉身之藝 : 從駐村看當代工藝 = The 

Art of Transformation : residency as a 

way to engage with craft / 孫愛華等執

行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臺

灣工藝研發中心, 10907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088-1 (平裝) 

NT$400  

1.工藝 2.作品集  960  

擺放的方式 : 安排物件的修辭 / 李歐

納.科仁(Leonard Koren)作 ; 娜妲莉.杜

巴斯吉耶(Nathalie Du Pasquier)繪圖 ; 

藍曉鹿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行人

文化實驗室, 10907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592-6-4 (平裝) 

NT$380  

1.設計 2.美學  960.1  

臺灣傳統瓷磚圖鑑  : Traditional tile 

patterns in Taiwan / 黎世堯 , 湯晴雯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爿爿花出版 : 

畸零地創造發行 , 10907 .-- 312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233-0-

9 (精裝) NT$1500  

1.圖案 2.圖錄 3.陶瓷工藝 4.臺灣  

961  

史上最神歐文字體入門 / 蘆谷國一

著 ; 賴庭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出版 : 大雁文化發行, 109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72-71-

7 (平裝) NT$360  

1.平面設計 2.字體  962  

最強配色選色速查圖典 / 紅糖美學

著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

文化發行, 10908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20-15-1 (平裝)  

1.色彩學 2.設計  963  

跟一線色彩設計師學色彩&配色 / 柴

田亞紀子作 ; 黃琳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9 .-- 1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7-616-1 (平

裝) NT$420  

1.色彩學  963  

*設計概念之實現方法 / 邱龍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邱龍昌, 10907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33-

6 (平裝)  

1.產品設計 2.設計管理  964.8  

空間透視繪圖教室 / 金銅鎬作 ; 林芳

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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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7-617-8 (平裝) NT$48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3.透視學  

967  

設藝之間 / 譚精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10908 .-- 240 面; 25X25 公分 .-

- (Designer ; 40) .-- ISBN 978-986-408-

616-0 (平裝) NT$800  

1.室內設計 2.空間設計  967  

彰工化藝 : 典藏工藝特展 / 張雀芬總

編輯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10907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3-63-6 (平裝) NT$350  

1.民間工藝美術 2.作品集  969  

技藝 

花職人的花藝基本功 : 基礎花型的

花束&盆花的表現手法 / 蛭田謙一郎

著 ; 陳建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噴

泉 文 化 館 出 版  : 悅 智 文 化 發 行 , 

10907 .-- 128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70) .-- ISBN 978-986-98112-9-3 (平裝) 

NT$480  

1.花藝  971  

婚禮花藝設計全書 : 英倫花藝大師

經典婚禮花藝課程 Step-by-Step 全收

錄  / 朱 蒂 思 . 布 萊 克 洛 克 (Judith 

Blacklock)著 ; 謝靜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浩斯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07 .-- 320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408-620-7 ( 精 裝 ) 

NT$899  

1.花藝  971  

為孩子設計的創意摺紙大全集 : 10

大可愛主題 x175 種趣味摺法,一張紙

玩出創造力 x 邏輯力 x 專注力! / 四

方形大叔著 ; 劉小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美藝學苑, 10908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220-36-4 (平裝) 

NT$380  

1.摺紙  972.1  

動動手指就 OK! : 三秒鐘.愛上 62 枚

可愛の摺紙小物 / BOUTIQUE-SHA

授權 ; Alicia Tung 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 

10907 .-- 80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34) .-- ISBN 978-957-9623-52-0 (平裝) 

NT$280  

1.摺紙  972.1  

擴展創造力的摺紙遊戲書 / 寺西恵

里子著 ; 吳冠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手作, 10907 .-- 128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02) .-- ISBN 978-957-

9623-53-7 (平裝) NT$380  

1.摺紙  972.1  

錦砂燕賞 : 錦燕堂藏紫砂器. 卷一 / 

何錦榮主編  .-- 臺南市  : 何錦榮 , 

10906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34-3 (精裝)  

1.茶具 2.壺  974.3  

文化舞蹈 VS 台灣傳統舞蹈學術研討

會. 2018 / 蘇安莉總編輯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0906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365-1 (平

裝) NT$450  

1.舞蹈 2.舞蹈教育 3.文集  976.07  

戲劇 

一生千面 : 唐文華與國光劇藝新美

學 / 陳淑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0907 .-- 

208 面; 24 公分 .-- (Origin ; 18) .-- ISBN 

978-957-13-8261-6 (平裝) NT$500  

1.京劇  982.1  

藝展雙十、偶藝相傳 : 隆宛然二十

週年紀念專刊 / 陳麗秋等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北市興隆國小, 10906 .-

- 80 面; 24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59-01-7 (精裝)  

1.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隆宛

然布袋戲團 2.布袋戲 3.掌中戲  

983.371  

駕馭觀眾的作者策略 : 研習電影符

號學的策略遊戲. III, 導演篇 : 楚浮 vs.

希區考克 / 閻嘯平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養正堂文化, 10905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90-43-5 (平裝) 

NT$200  

1.電影理論 2.結構主義 3.符號學  

987.01  

39 個步驟教你拍出自己的電影  / 

Little White Lies, Matt Thrift 作 ; 林郁

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10908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

04-2 (平裝) NT$420  

1.電影製作 2.電影攝影  987.4  

鏡頭的語言 : 情緒、象徵、潛文本,

電影影像的 56 種敘事能力 / 古斯塔

夫.莫卡杜(Gustavo Mercado)作 ; 黃政

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遠足

文化, 10907 .-- 208 面; 23X23 公分 .-- 

(better ; 72) .-- ISBN 978-957-9542-97-5 

(平裝) NT$480  

1.電影攝影 2.電影製作 3.電影美學  

987.4  

紀錄片 : 歷史、美學、製作、倫理 / 

李道明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7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6850-1 (平裝)  

1.紀錄片  987.81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特刊. 2020 : 

創造真存在 = 2020 Chiayi international 

art doc film festival: create your own 

being / 嘉義市立美術館編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0907 .-- 

80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24-37-4 (平裝) NT$250  

1.紀錄片 2.影展 3.文集  987.8107  

他與她的飛行 : 宮崎駿與日本動畫

美少女的戰鬥情結 / 李世暉, 鄭聞文

著 .-- 初版 .-- 新竹市 : 交大出版社, 

10906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614-43-7 (平裝) NT$350  

1.宮崎駿 2.動畫 3.女性 4.日本  

987.85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遊憩、觀光、餐旅全國學生

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六屆 .-- 

彰化縣大村鄉  : 大葉大學休管系 , 

10906 .-- 2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257-0-9 (精裝)  

1.休閒活動 2.旅遊 3.文集  990.7  

智慧旅遊 : 旅遊多媒體應用 / 石岳峻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087-7 (平裝) NT$400  

1.旅遊 2.旅遊業管理 3.數位媒體  

992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

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 

邱燁, 陳書翊編著 .-- 第十七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0-3 (平

裝)  

1.旅遊 2.世界地理 3.世界史 4.導遊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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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資源概要(包括台灣史地、觀光

資源維護)(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 

邱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 第十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6 .-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036-7 (平裝)  

1.旅遊 2.臺灣史 3.導遊  992  

觀光資源概要 : 領隊導覽必讀之經

典 / 黃榮鵬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10907 .-- 433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784-867-3 (平裝)  

1.旅遊 2.世界地理 3.世界史 4.導遊  

992  

林投隘門黃金海岸觀光遊憩整體規

劃 / 劉育菁總編輯 .-- 初版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湖風景管理處, 10906 .-- 

4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170-4 (平裝) NT$400  

1.觀光行政 2.環境規劃 3.澎湖縣  

992.2  

觀光行銷學 : 觀光休閒與餐旅及資

訊 科 技 整 合 觀 點 與 實 務 導 向  = 

Tourism marketing : integrated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ourism, leisure, hospitali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陳德富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 10908 .-

- 480 面; 23 公分 .-- (觀光旅運系列) .-

- ISBN 978-986-298-347-8 ( 平 裝 ) 

NT$550  

1.旅遊業管理 2.行銷學  992.2  

絕對上榜!領隊證照輕鬆考(含領隊

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 / 吳瑞

峰, 林俐, 陳祥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8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42-8 (平

裝)  

1.領隊  992.5  

導遊領隊實務. 二, 華語、外語導遊

人員 / 林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6 .-- 6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31-2 (平裝)  

1.導遊 2.領隊  992.5  

騎出去! : 歐洲長途限時挑戰全紀錄 / 

胡山河作 .-- 臺北市 : 台灣文化產業

發展協會, 10906 .-- 351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237-0-5 (平裝)  

1.腳踏車運動 2.自我實現  993.955  

FIGURE SKATING ART COSTUMES : 

伊藤聰美作品集 / 伊藤聰美作 ; 莊雅

琇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47-5 (平裝)  

1.溜冰 2.服裝設計 3.作品集  994.45  

人生賽局 : 學習專注、掌握先機、

贏得勝利的心理學家撲克之旅 / 瑪

莉亞.柯妮可娃(Maria Konnikova)著 ; 

魯宓譯 .-- 臺北市 : 究竟, 10909 .-- 384

面; 21 公分 .-- (心理 ; 57) .-- ISBN 978-

986-137-302-7 (平裝) NT$380  

1.柯妮可娃(Konnikova, Maria.) 2.賽戴

爾(Seidel, Erik, 1959- ) 3.撲克牌 4.自

我實現 5.成功法  995.5  

推理王大挑戰 : 180 則越猜越聰明的

動腦探案題 / 狄人傑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0908 .-- 240 面; 21 公

分 .-- (Easy 系列 ; 48) .-- ISBN 978-986-

98804-7-3 (平裝) NT$300  

1.益智遊戲  997  

福爾摩斯偵探遊戲 : 莫里亞蒂的陰

謀 / 桑德拉.勒雲(Sandra Lebrun)作 ; 

傑哈.格列(Gérald Guerlais)繪 ; 蔡穎芃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

化, 10907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30-5 (精裝)  

1.益智遊戲 2.邏輯 3.推理  997  

將棋入門指南 / 張家瑋著 .-- 臺北市 : 

山角行, 10909 .-- 2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85-0-2 ( 平 裝 ) 

NT$320  

1.象棋  997.12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蕭雲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6-8 (第 5 冊: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21-5 (第 24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竿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8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20-8 (第 24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8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23-9 (第 24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標準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0908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22-2 (第 24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底 Under :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數位遊

戲與動畫設計系畢業暨教學成果展

集. 109 級 / 蔡慧貞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揚, 10906 .-- 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599-954-4 ( 平 裝 ) 

NT$350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997.82  

超任終極聖經 / 前田尋之監修 ; 林克

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原力, 

10906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3312-4-1 (精裝) NT$1280  

1.電腦遊戲 2.歷史  997.82  

麻將究極攻略 : 雀界不傳之密,雀技

最終系統的揭露與總結 / 張善敏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 10908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1-

886-5 (平裝) NT$380  

1.麻將  998.4  

台灣燈會. 2020 : 全國花燈競賽得獎

作品專輯 / 楊振昇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府, 10906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01-0 (精裝)  

1.燈籠 2.作品集  999  

情 景 模 型 製 作 指 南  / Armour 

modelling 編輯部作 ; 蔡婷朱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0909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

618-5 (平裝) NT$380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微縮模型藝術家「鄭鴻展」的典藏

作品集. Vol.01 / 鄭鴻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46-7 (精裝)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超輕黏土的不思議森林 : 大人系動

物擺飾製作圖解  / 米亞妲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6-47-

4 (平裝) NT$480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銀飾輕手作 : 純銀黏土 so easy! / 林

文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林文化, 

10907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83-121-1 (平裝) NT$480  

1.泥工遊玩 2.黏土 3.裝飾品 4.手工

藝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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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椬梧大漢: <<民主先聲>>李萬居/梁

叔爰作 .-- 初版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906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5-51-7 (精裝)  

Cases and materials on Fair Trad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 15 (2015-

2017)/Fair Trade Commission[編] .-- 1st 

ed. .-- 臺北市  : 公平交易委員會 , 

10906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07-5 (精裝) NT$650  

CRPD 結論性意見易讀版手冊. 2017

年/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著 .-- 

臺北市 : 社家署, 10907 .-- 4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44-6 (平裝)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ocean: 

Yangmingshan-Jinshan Highway (2A 

Line), Taiwan/author Lee Jui-Tsung .-- 

新北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

工處, 10907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9-8 (精裝) NT$400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edited by Vincent F. Yu .-- 臺

北市 : 臺灣科大工業管理系, 10906 .-

- 44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8537-2-9 (平裝)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guidebook/chief editor Yung-Tai Huang, 

Pei-Chin Yu .-- 臺北市 : 故宮, 10906 .-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62-

833-8 (平裝)  

山を越え 海を抱き: 国道 2A 号線陽

金 街道=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ocean: Yangmingshan-Jinshan Highway 

(2A Line), Taiwan/李瑞宗著 .-- 新北

市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工處, 

10907 .-- 3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31-168-1 (精裝) NT$400  

大出青 YOUNG OUT 啟程轉動: 教育

部青年發展署年報. 108 年/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作 .-- 臺北市 : 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 10907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96-9 (平裝)  

*中小學教科書化學名詞釋義 /國家

教育研究院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教

育研究院,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4-90-7 (PDF)  

文化與休閒學術研討會 文化與休閒

的跨領域整合新思維 論文集. 2020/

許立群總編輯 .-- 臺東縣 : 臺東大學

文休系, 10906 .-- 冊 .-- ISBN 978-986-

99174-3-8 (全套:平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年報. 中華民

國 108 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委員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退

撫基金監委會, 109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4-10-4 (平裝)  

仁滿輝煌 愛揚六十: 60 週年校慶特

刊/劉旭智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仁愛國小, 10907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6-2 (精裝

附光碟片)  

北美館年報. 2019/許亞琦執行編輯 .-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7-9 (PDF)  

成功一甲子 幸福一輩子: 雲林縣林

內鄉成功國民小學六十週年校慶特

刊/雲林縣林內鄉成功國民小學作 .-- 

初版 .-- 雲林縣 : 雲林縣成功國小, 

10906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5-50-0 (平裝)  

西螺鎮社區手路菜喉塞擂繪本食譜/

雲林縣西螺鎮公所總編輯 .-- 第一

版  .-- 雲林縣  : 雲縣西螺鎮公所 , 

10906 .-- 32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49-4 (平裝)  

*那一年,我們奔放的青春. III/劉柏宏, 

陳俞君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勤益科

大, 10906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56-1-9 (平裝) NT$635  

我可以不一樣: 教練與選手必須面對

的課題/蕭嘉惠, 郭玲惠總編輯 .-- 臺

北市 : 體育署, 10907 .-- 21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4-94-5 (平裝)  

亞太藝術與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20=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 Humanities/黃永

成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 : 東華大

學藝術學院, 10906 .-- 17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991-0-9 (平裝)  

宜蘭古道: 自然發現史三部曲/吳永

華作 .-- 初版 .-- 宜蘭縣 : 農委會林務

局羅東管處, 10906 .-- 冊 .-- ISBN 978-

986-5449-07-0 (全套:精裝) NT$1700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9 日,中華航空公司 CI122

班機,波音 B-747-400 型機,國籍標誌

及登記號碼 B-18211,於桃園機場落

地前發生油量遇險情況/國家運輸安

全調查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國 家 運 輸 安 全 調 查 委 員 會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54-16-6 (PDF)  

南智校務經營週記自 2016-2020/林宏

澤著  .-- 臺南市  : 臺南啟智學校 , 

10907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15-8 (平裝)  

高雄港第一港口 /海軍大氣海洋局

編 .-- 第十二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

海洋局, 10906 .--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986-5446-38-3 (全開單張 ) 

NT$450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新竹縣選舉實錄/新竹縣選

舉委員會編 .-- 初版 .-- 新竹縣 : 竹縣

選委會, 10905 .-- 5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03-7 ( 平 裝 ) 

NT$650  

專任運動教練訓練輔導及性平意識

Q&A/蕭嘉惠, 郭玲惠總編輯 .-- 臺北

市 : 體育署, 10907 .-- 61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86-5444-93-8 (平裝)  

創作素描 : 李國坤作品集= Creative 

sketch/李國坤作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0906 .-- 1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19-4-9 (精裝)  

視覺藝術展覽年鑑. 2019/彰化縣文化

局編著; 張雀芬總編輯 .-- 初版 .-- 彰

化縣 : 彰縣文化局,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23-60-5 (HTML5)  

試妻!弒妻!= Test the wife! murder the 

wife!/彭宏志總編輯 .-- 初版 .-- 宜蘭

縣 : 傳藝中心, 10907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089-8 (平裝) 

NT$100  

電信故事= Telecommunication story/

財團法人中華技術服務社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信, 10906 .-- 3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1-166-

7 (平裝) NT$420  

資通安全技術年報. 108 年/行政院國

家資 通安 全會 報技 術服 務中 心主



87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資安會報技服

中心, 109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13-6 (平裝)  

農業科技研究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

告. 108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 .-- 

臺北市 : 農委會, 10907 .-- 710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12-4 (光碟片) 

NT$500  

臺北市南港區第三期市地重劃報告

書/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編著 .-- 臺北市 : 北市府, 10905 .-- 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2-

4 (平裝) NT$250  

領航生醫創業趨勢 不可不知創新攻

略: 教戰守則/陳順源等作 .-- 臺南市 : 

成大醫技系, 10906 .-- 248 面; 45 公

分 .-- ISBN 978-986-99148-2-6 (平裝)  

鳳凰花開 蝴蝶飛= Blooming Summer/

潘襎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南市 : 南

美館, 10906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20-7 (平裝)  

管理創新與行銷專案研討會論文集. 

2020 第十二屆/楊敏里編輯 .-- 高雄

市 : 高雄科大企管系,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8358-7-9 (全套:平裝)  

監察院國際事務工作紀要暨出國報

告. 2017-2019/監察院國際事務小組

編譯 .-- 臺北市 : 監察院, 10907 .-- 5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4-17-

3 (光碟片) NT$600  

臺灣鯨讚= Bravo Taiwan cetaceans/楊

婉怡作; 范涵蘊(ㄈㄈ)繪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海保署 , 10908 .-- 36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12-

9 (精裝) NT$25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我國農業保險

體系建構與政策推動情形 /審計部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審 計 部 , 

10907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4-18-0 (平裝) NT$100  

藝術跨域 123, 國小表演藝術篇/邱鈺

鈞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905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3-20-6 (平裝)  

藝術跨域 123, 國小視覺藝術篇/鍾璧

如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905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3-21-3 (平裝)  

藝術跨域 123, 國中表演藝術篇/林美

宏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905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3-19-0 (平裝)  

纏繞 Lemikalik/王昱心, 黃靜瑩撰文 .-

- 屏東縣 :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10906 .-- 4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35-20-2 (平裝) NT$220  

體育迷因, 性別篇= Physical education 

memes/蕭嘉惠, 郭玲惠總編輯 .-- 臺

北市 : 體育署, 10907 .-- 5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44-95-2 (平裝)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月考王)公民與社會: 經濟生活(普通

型高級中學)/陳正益, 廖翠雰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6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

058-3 (平裝) NT$150  

(月考王)英文. 3(普通型高級中學)/廖

柏州, 蘇文賢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6 .-- 2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19-059-0 ( 平 裝 ) 

NT$200  

(月考王)歷史. 3(普通型高級中學)/林

大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06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57-6 (平裝) NT$125  

(領航)地理. 3/章魚哥編寫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7 .-- 2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19-062-0 ( 平 裝 ) 

NT$300  

(領航)英文. 3/匡德勳, 馬巧珊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9-063-7 (全套:

平裝) NT$400  

(領航)國文. 3(普通型高級中學)/陳婉

玲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0906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60-6 (平裝) NT$300  

(領航)歷史. 3/邊遠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6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55-2 (平

裝) NT$275  

108 課綱經濟學私房筆記/國立民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 

10908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605-63-5 (下冊:平裝) NT$300  

Achieving goals/許雪芬, 王健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8 .-- 冊 .-- 

ISBN 978-986-147-911-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147-912-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147-913-2 (第 3

冊:平裝)  

CFP 認證理財規劃顧問實戰案例集. 

模組 6: 全方位理財規劃/CFP 作者群

編著 .-- 2[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6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75-602-7 (平裝) NT$680  

Devon's world. student book/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 1st ed. .-- 新北市  : 偉格 , 

10906 .-- 冊 .-- ISBN 978-986-6469-22-

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6469-

23-7 (第 2 冊:平裝)  

Devon's world. teacher's book/author 

Shao-Yu Li, Pei-Kuan Lin, Kuan-Jung 

Cheng .-- 新北市 : 偉格, 10906 .-- 冊 .-

- ISBN 978-986-6469-24-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6469-25-1 (第 2 冊:

平裝)  

English link/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

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0907 .-- 冊 .-- ISBN 978-986-441-395-

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441-

396-6 (第 2 冊:平裝)  

Englist academic writing. Level 1/written 

by Adam Hatch .-- 1st ed. .-- 臺北市 : 菁

英美語, 10906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277-0-3 (平裝)  

Everyday listening & speaking. 2/author 

Andrew Crosthwaite, David Vickers, 

Anita Wong .-- 1st ed.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0906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961-9-1 (平裝)  

e 通國中資優數學. 第三冊/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 二版 .-- 高雄市 : 林廷

數學, 10906 .-- 3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3-1-7 (平裝) NT$280  

Krause and Mahan's food & the nutrition 

care process/Janice L. Raymond , Kelly 

Morrow[作] .-- 15th ed. .-- 臺北市 : 臺

灣愛思唯爾, 10906 .-- 122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9067-3-9 (精裝)  

Language is life: the girls get creative. 

level eight reader/Imran Durrani 主編 .-- 

第一版 .-- 高雄市 : 童話國際, 10906 .-

- 58 面 ;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8197-4-9 (平裝附光碟片)  

Learn KK with phonics. book 2/Peter 

Lai[作] .-- 1st ed. .-- 新北市 : 賴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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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網文教,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05-35-3 (平裝)  

My 123: student book/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 臺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0908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889-68-5 (第 2 冊:平裝)  

My abc: student book/writer Edward 

Hsieh et al. .-- 臺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0908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889-67-8 (第 2 冊:平裝)  

Wonder kids. 2/李思娉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0906 .-- 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9027-5-5 (平裝)  

Wonder kids. 2, alphabet fun/李思聘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

科技, 10906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27-6-2 (平裝)  

Writing in action. 4/ .-- 1st ed. .-- 臺北

市 : 雙向文化, 10906 .-- 12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750-23-7 (平裝)  

Writing in action. 5/ .-- 1st ed. .-- 臺北

市 : 雙向文化, 10906 .-- 12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750-24-4 (平裝)  

Writing in action. 6/ .-- 1st ed. .-- 臺北

市 : 雙向文化, 10906 .-- 12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750-25-1 (平裝)  

乙級中餐烹調(葷食)術科必勝秘笈

含學科與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同

學科試題/凱瑜工作室編著 .-- 七版 .-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6-

3 (平裝)  

大專美術/張銘湄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幼獅, 10907 .-- 1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49-198-8 (平裝)  

大數據考點直擊: 經濟學/林仲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704-7 (平裝) NT$550  

大學入試高效英文演練: 文意選填.

篇章結構/陳浚德編著 .-- 新北市 : 建

興文化, 10906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88-6 ( 平 裝 ) 

NT$280  

大學學測文法總複習: 分詞/張維總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374-54-8 (平裝) NT$120  

化工裝置. 下/陳慎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24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44-9 (平

裝)  

中小學教育行政法規分析:法規與現

象之間/丁志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908 .-- 587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96-842-8 ( 平 裝 ) 

NT$750  

公共管理. 110 版/陳翎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51-0 (平

裝) NT$550  

水利會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10 版/

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69-5 (平裝) NT$450  

水利會法學緒論. 110 版/陳治宇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14-362-6 (平裝) NT$680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 十五版 .-- 新北市 : 科

友, 10906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86-1 (平裝)  

升科大四技: 飲料與調酒/劉貞秀, 王

彬如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0907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3-6 (平裝)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含

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

錄互動式教學 MP3/許雅惠編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3-039-5 (上冊: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 ISBN 978-

986-523-040-1 (下冊: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含

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

錄互動式教學 MP3/許雅惠編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41-8 (平裝)  

升科大四技英文模擬與歷屆試題題

卜書(Tips)含解析/許雅惠編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38-8 (平裝)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專一家政概論、

家庭教育)、專二(幼保類:幼兒教保

概論與實務;生活應用類:色彩概論、

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統測試題

與解析. 109 年/林佳蓉, 王婕芸編著 .-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9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28-9 (平裝)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色彩原理、

造形原理、設計概論): 統測試題與

解析. 109 年/耿立虎, 胡秝羚, 詹弼勝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22-7 (平裝)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科(基

本設計與繪畫基礎)考前秘笈/蘇文雄

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 10906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023-4 (平裝)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 一, 全

方位攻略 /黃芳謙 , 陳郁惠 , 鍾佩容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6 .-- 188 面; 38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34-3 (平裝) NT$28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專一電子

學、基本電學)、專二(電機類:電工

機械、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

資電類: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

電子學實習、計算機概論): 統測試

題與解析. 109 年/航太, 陳致中編著 .-

- 二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0906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37-1 (平裝)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

典含解析附單字口袋書及單字實錄

MP3: 適 用 至 2021 年 統 測 : 附 贈

MOSME 行動學習一點通/蕭如妙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8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30-2 (平裝附光碟片)  

*文科生也能懂的 Python 程式設計: 

用 Python 寫出高中數學解題程式/谷

尻かおり(Medic Engineering)著; 游子

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540-3 (PDF) NT$480  

不動產經紀人考前速成秘技大公開/

林育智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8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14-359-6 (平裝) 

NT$800  

中華民國憲法/郭羿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656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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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481-703-0 (平裝) 

NT$580  

日殖時期現代文藝的共時與差異論

壇專輯/黃可萱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 10906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32-081-2 (PDF)  

中華郵政招考 金融科技知識/高朝樑

編著 .-- 臺中市 : 東展文化, 10906 .-- 

3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35-

79-2 (平裝) NT$400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及洗錢防制

法大意(內勤)/胡劭安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0907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825-4-5 (平裝)  

中華電信招考: 通信系統/蔡昌裕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7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25-5-

2 (平裝)  

日語聽解入門練習. 上冊(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游郁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豪風, 10908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134-95-1 (平

裝) NT$400  

升學導航: 個申二階段上榜攻略. 110/

黃偉哲總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技教育, 10908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31-6-5 ( 平 裝 ) 

NT$699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10/黃偉哲總編

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技教育 , 

10908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3831-5-8 (平裝) NT$699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含民法

概要、民法物權編概要)). 2020(106-

108 年試題)(申論題型)/鄭瑋, 魏合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6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68-5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含民法

概要、民法物權編概要)). 2020(106-

108 年試題)(測驗題型)/鄭瑋, 魏合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6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69-2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現行考銓制度

(含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 2020(106-

108 年試題)(申論題型)/和眾, 官昊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0906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45-856-2 (平裝) NT$280  

史上最強!螺旋情境式 4500 英文單字

書. A/摘星教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

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

育, 109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1-6-7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螺旋情境式 4500 英文單字

書. B/摘星教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

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

育, 10906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1-7-4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中級閱讀英閱匯 . A 冊= 

Intermediate reading vocabulary 4500/李

歐英文團隊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6 .-- 2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251-0-5 ( 平 裝 ) 

NT$450  

史上最強中級閱讀英閱匯 . B 冊= 

Intermediate reading vocabulary 4500/李

歐英文團隊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6 .-- 2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251-1-2 ( 平 裝 ) 

NT$450  

史上最強情境式片不倒我片語書 . 

A= Situated learning phrases A/摘星教

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6 .-- 

19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51-2-9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情境式片不倒我片語書 . 

B= Situated learning phrases B/摘星教

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隊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教育, 10906 .-- 

19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51-3-6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螺旋情境式 2000 英文單字

書. A 冊/摘星教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

隊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

教育, 10906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1-4-3 (平裝) NT$450  

史上最強螺旋情境式 2000 英文單字

書. B 冊/摘星教育集團, 李歐英文團

隊策劃編著 .-- 初版 .-- 金門縣 : 摘星

教育, 10906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1-5-0 (平裝) NT$450  

正好的民法選擇題. 基礎篇/林政豪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907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92-5 (平裝) NT$450  

司法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10 版/郭

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68-8 (平裝) NT$450  

司法行政法. 110 版/陳治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64-

0 (平裝) NT$680  

司法特考: 新縱橫英文. 110 版/郭立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06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33-6 (平裝) NT$600  

司法特考: 讀好憲法. 110 版/韋伯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53-4 (平裝) NT$550  

世界文化史(含臺灣史)/黃雋編著 .-- 

第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27-5 (平裝) NT$600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

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玲, 郭雪

萍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0906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288-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30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圖項學術科

通關寶典/張淑芬, 翁美秋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4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31-9 (平裝)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六版 .-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4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7-4 (平

裝) NT$490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

題練習本/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

輯  .-- 第 七 版  .-- 臺 北 市  : 啟 芳 , 

109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114-2-9 (平裝) NT$250  

主題式法學緒論讀本題庫二合一/陳

晟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6 .-- 7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26-8 ( 平 裝 ) 

NT$620  

主題式跨科探究與實作. I(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吳隆枝等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0906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130-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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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概要)/陳介中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1-710-8 (平裝) 

NT$500  

刑事訴訟法解題書/唯勳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0906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29-5-3 (平裝) 

NT$680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

林清編著 .-- 第二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55-8 (平裝) 

NT$690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

(司法特考用)/林清編著 .-- 第二十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14-356-5 (平裝) NT$690  

老師開講: 中華民國憲法/郭羿編著 .-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702-3 (平裝) NT$580  

老師開講 : 民法概要 /池錚 , 韓吉編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07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1-708-5 (平裝) NT$750  

老師開講 : 刑法/陳介中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4-

6 (平裝) NT$500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李允呈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38-

5 (平裝) NT$700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陳介中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5-

3 (平裝) NT$500  

老師開講 : 行政法 /郭羿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7-

7 (平裝) NT$500  

地理. 3, 教師手冊(普通型高級中學)= 

Geography. 3/張峻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7 .-- 冊 .-- ISBN 

978-957-443-678-1 (全套:平裝)  

地理: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 教師手冊(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張峻嘉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一, 10907 .-- 128 面; 43 公分 .-- 

ISBN 978-957-443-674-3 (平裝)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App Inventor 2/李

春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0907 .-- 3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034-0 (平裝)  

企業概論+法學緒論: 二合一速成總

整理/楊鈞, 伍迪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906 .-- 7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604-1 (平裝) 

NT$650  

好齊 x 好多!總複習. I. 2020/讀享編輯

團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0907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64-194-9 ( 平 裝 ) 

NT$450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最新

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 第 4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05-8 ( 平 裝 ) 

NT$450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柳威廷編著 .-- 第

29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7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610-2 (平裝) NT$350  

我想唸刑法總則實務/周易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7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195-6 (平裝) NT$450  

周易的刑法文章解密/周易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0907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191-8 (平裝) NT$450  

法研所試題全解 . 109/保成名師聯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新 保 成 , 

10907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1-716-0 (平裝) NT$600  

股票投資與操作實務/鄭廳宜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58-9 (平裝) NT$480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 年/

王姵云, 黃郁庭, 郭家瑜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7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55-1 (平

裝)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8 年/

王姵云, 李建慈, 林昱瑄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56-8 (平

裝)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 年/

廖芃慈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0907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68-357-5 (平裝)  

物理學 (第 11 版 )= College physics 

eleventh edition/Raymond A. Serway, 

Chris Vuille 著; 翟大鈞, 呂正中, 謝明

君, 莫定山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新

加坡商聖智學習, 10906 .-- 冊 .-- ISBN 

978-957-9282-84-0 (全套:平裝)  

金融科技力知識: 速成總整理/柳威

廷編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06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03-4 (平裝) NT$400  

金融科技知識/陳金平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07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825-3-8 (平裝)  

法學緒論/鄭中基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6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60-

2 (平裝) NT$600  

知識圖解: 公共管理. 110 版/郭雋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48-0 (平裝) NT$620  

知識圖解: 最新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郭雋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06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41-1 ( 平 裝 ) 

NT$580  

知識圖解: 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 110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6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49-7 (平裝) NT$620  

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6 .-- 3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35-0 (平裝)  

活用數學會考通. 三(H 版)/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06 .-- 

10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45-1-2 (平裝)  

活用數學會考通. 三(K 版)/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06 .-- 

10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45-2-9 (平裝)  

活用數學會考通. 三(N 版)/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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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45-3-6 (平裝)  

研 究 所 試 題 大 補 帖 ( 線 性 代 數 ). 

2021(107-109 年試題)/大碩研究所師

資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0909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871-5 (平裝) NT$500  

南投客家文化產業: 再移民與多元共

構下的圖像與軌跡/俞龍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0908 .-- 3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41-

1 (平裝) NT$460  

音樂(乙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吳

舜文, 呂岱衛編著 .-- 初版 .-- 臺中巿 : 

育達文化, 10906 .-- 2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818-66-1 (平裝)  

重點整理: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

總複習. B. 2021 版(105-109 統測試題

及解析)/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 八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4-

3 (平裝)  

美顏. II/林明惠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09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87-8 (平裝)  

高二文法俱樂部: 假設語氣/張維總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374-52-4 (平裝) NT$120  

高二翻譯與寫作句型訓練手冊/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6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374-53-1 (第 1 冊:平裝) NT$150  

高中異數學(108 課綱、針對新課綱、

涵括各版本)/賴昱賢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0907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48-074-6 (第 1 冊:

平裝) NT$320  

高中數學. 三, A+課堂講義/吳汀菱, 

林淑娥, 洪瑞英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0907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66-7 ( 平 裝 ) 

NT$238  

高考: 中級會計學. 110 版/郝強, 蔡家

龍編著 .-- 第二十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6 .-- 752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14-329-9 ( 平 裝 ) 

NT$620  

消防戰術/陳崇岳編著 .-- 修訂二版 .-

- 臺北市 : 警專, 10909 .-- 55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05-2 (平裝)  

格林法則暨實踐/張文忠著 .-- 三版 .-

- 臺中市 : 及第, 10906 .-- 5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08-4-9 (平裝) 

NT$500  

家政色彩概論/耿立虎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021-

0 (平裝)  

家政美容實務/蘇蕎鈴, 陳珮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27-2 (平裝)  

財產法爭點即時通/朱熙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0906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329-4-6 (平裝) 

NT$550  

高普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10 版/郭

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65-7 (平裝) NT$450  

高普用: 憲法通試 /陳晟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37-4 (平裝) NT$580  

高普考考試稅務法規. 110 版/張建昭, 

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46-6 (平裝) NT$630  

高普考考試憲法關鍵讀本. 110 版/鄭

中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42-8 (平裝) NT$550  

高普行政法. 110 版/陳治宇編著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63-

3 (平裝) NT$680  

高普考財政學新論. 110 版/鄭漢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45-9 (平裝) NT$630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0 版/鄭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44-

2 (平裝) NT$620  

高普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0

版/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6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30-5 (平裝) NT$620  

高普法學緒論. 110 版/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61-

9 (平裝) NT$680  

高普政治學新論. 110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7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70-

1 (平裝) NT$580  

烘焙實務. 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餐旅群)/何國熙, 江裕春, 李淑卿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7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33-3 (平裝)  

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前程編

輯部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前程 , 

10907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704-527-0 (第 4 集:平裝) NT$250  

國文(公文)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2-

2 (平裝) NT$500  

國文(作文)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1-

5 (平裝) NT$500  

國文(測驗)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13-

9 (平裝) NT$500  

國文. 第三冊, 教師手冊(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王怡芬等編撰; 何寄澎總

諮詢 .-- 臺南市 : 南一, 10908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3-675-

0 (平裝)  

國中專業國文通論/李楓編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39-8 (平裝) NT$520  

國考英文一級棒/英銘編著 .-- 六版 .-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6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59-0 (平裝) 

NT$530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王維資, 郭美

芬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0908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33-131-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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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招考 司機/站務員專用 速成重

點 4 合 1/得勝等編著; Maggie Y.Y.主

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7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07-

2 (平裝) NT$600  

捷運招考 司機/站務員專用 歷屆題

庫 4 合 1/得勝等編著; Maggie Y.Y.主

編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07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06-

5 (平裝) NT$600  

貨幣銀行學精修/黃文炫編授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東海國際書局 , 

10906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478-9-6 (平裝) NT$500  

教 甄 複 試 : 口 試 技 巧 與 心 理 調 適

/Sophia Wang 悅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4-357-2 (平

裝) NT$480  

教甄複試一本通/王勝忠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2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40-4 (平裝) NT$480  

排灣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六年級上學期. 第七冊課本/伍麗華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9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45-3 (平裝)  

排灣族本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 

六年級下學期. 第八冊課本/伍麗華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907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46-0 (平裝)  

排 灣 族 本 位 英 語 教 科 書 . 9= Our 

stories: indigenous journey. 9/伍麗華總

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 

10907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41-5 (平裝)  

排 灣 族 本 位 英 語 教 科 書 .10= Our 

stories: indigenous journey. 10/伍麗華

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907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42-2 (平裝)  

排灣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六年級上

學期 . 第十一冊(課本)/伍麗華總編

輯  .-- 初 版  .-- 屏 東 縣  : 屏 縣 府 , 

10907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47-7 (平裝)  

排灣族本位國語文教科書: 六年級下

學期 . 第十二冊(課本)/伍麗華總編

輯  .-- 初 版  .-- 屏 東 縣  : 屏 縣 府 , 

10907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48-4 (平裝)  

排灣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六年級上學

期. 第 11 冊/伍麗華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907 .-- 1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43-9 (平裝)  

排灣族本位數學教科書: 六年級下學

期. 第 12 冊/伍麗華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府, 10907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44-6 (平裝)  

就是這本行政學體系+解題書/許多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0907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190-1 (平裝) NT$450  

飲料與調酒(歷年試題+模擬考)/畢瑩

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0907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49-7 (平裝)  

普通生物學題庫/沈浩著 .-- 十一版 .-

- 臺中市 : 及第, 10906 .-- 6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708-5-6 (平裝) 

NT$720  

稅務法規精修/呂紹堃編授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東海國際書局, 10906 .-- 

冊 .-- ISBN 978-986-98478-7-2 (上冊:

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98478-

8-9 (下冊:平裝) NT$55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國文. 3/楊翠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907 .-

- 2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99158-2-3 (平裝) NT$380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齊軒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7 .-- 4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20-

8 (平裝) NT$410  

電工電子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動力機械群)/曾順, 曾斌凱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2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25-8 (平裝)  

電子學實習 . 下/葉志韋 , 周玉崑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7 .-- 24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045-6 (平裝)  

電系實習(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

機械群)/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24-1 (平裝)  

會計師: 中級會計學. 110 版/郝強, 蔡

家龍編著 .-- 第二十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0906 .-- 75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328-2 (平裝) 

NT$620  

會計師考試稅務法規. 110 版/張建昭, 

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47-3 (平裝) NT$630  

會計師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0

版/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6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31-2 (平裝) NT$620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110

版/張旭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0906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36-7 (平裝) NT$620  

會計學. 三, 新攻略/盧立博(盧奕)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芳, 10907 .-- 

25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14-7-4 (平裝) NT$310  

運動與健康/陳孟娟, 羅雅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07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9-197-

1 (平裝)  

會資乙檢術科速攻特輯/謝勇助, 盧

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 第六版 .-

- 臺北市 : 啟芳, 10907 .-- 4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14-3-6 (平裝) 

NT$600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謝勇助, 盧

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 第八版 .-

- 臺北市 : 啟芳, 10907 .-- 4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114-4-3 (平裝附

光碟片) NT$600  

會資丙檢術科超易通/喬傑翔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啟芳, 10907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14-6-

7 (平裝附光碟片) NT$400  

會資丙檢術科超易通(報表大全)/喬

傑翔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啟芳, 

10907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114-5-0 (平裝) NT$150  

經濟部聯招 (資訊類組)考試專用 歷

屆題庫 6 合 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7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09-6 ( 平 裝 )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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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聯招 (機械類組)考試專用 歷

屆題庫 6 合 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7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08-9 ( 平 裝 ) 

NT$500  

經濟部聯招(政風類組)考試專用 歷

屆題庫 6 合 1/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

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09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11-9 ( 平 裝 ) 

NT$450  

聚焦英文文法講義/林欣穎等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8 .-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36-4 (平裝)  

輕鬆學 KSB039 物聯網應用/劉正吉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凱斯電子科

技, 10906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13-2-0 (平裝) NT$350  

論文高分題庫/高朋, 尚榜編著 .-- 第

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906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048-0 (平裝)  

寫出素養力: 六大單元教你迎戰國寫

測驗/林雅鈴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騰文化, 10906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19-061-3 (平裝) 

NT$238  

標竿國中英語: 文法寶典. 3/賴素如, 

Ian Crews, Tim Heebner 執行主編 .-- 臺

中市 : 標竿出版社, 10906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28-9-4 (平

裝) NT$250  

數學. B. 三, A+課堂講義/謝立人, 張

克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906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935-3-4 (平裝)  

數學. B. 第四冊(技術型高級中學數

學領域)/廖志偉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騰文化, 10907 .-- 21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19-064-4 (平裝)  

數學. C. 三, A+課堂講義/賴映伶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0907 .-- 

22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8935-4-1 (平裝) NT$250  

閱讀的起點: 混合題型全面掌握(英

文)/孫至娟等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0908 .-- 2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7952-80-6 (平裝) 

NT$350  

歷史. 3(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

域)/劉景輝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0908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32-2 (平裝)  

歷史. 3, 教師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楊維真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7 .-- 冊 .-- ISBN 978-957-

443-677-4 (全套:平裝)  

歷史. 第三冊(普通型高級中學)/陳惠

珠等編著; 陳正國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騰文化, 10905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056-9 (平裝)  

歷史: 探究與實作: 給年輕史家的漫

遊指南: 在語言與詞彙的世界跨境, 

教師操作手冊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陳建守等編輯; 楊維真主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7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3-676-7 (平

裝)  

機件原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

機械群)/柯雲龍, 潘建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06 .-- 

2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026-5 (平裝)  

機件原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

機械群)/李平雄, 黃郁婷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12-5-

3 (平裝)  

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擬考)/黃蓉, 

陳家洛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0907 .-- 3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0-039-8 (平裝)  

選我正解!國際私法選擇題/林毅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06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2-

23-9 (平裝) NT$40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薪

橋編輯部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薪

橋, 10907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66-6 (平裝) NT$32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薪

橋編輯部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薪

橋, 10906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391-65-9 (平裝) NT$34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自然考科. 

109 學年度/謝政達等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906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

4-5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社會考科. 

109 學年度/謝政達等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906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

3-8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9 學年度/謝政達, 林秀慧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0906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266-1-4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9 學年度/謝政達, 潘莉瑩, 曾佩芬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

金會, 109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0-7 (平裝) NT$50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考科. 

109 學年度/謝政達, 朱惠文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 

10906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266-2-1 (平裝) NT$50  

選修化學. I, 物質與能量, 教師手冊

(普通型高級中學)/劉如熹等編撰; 葉

名倉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6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43-679-8 (平裝)  

選修生物. I, 細胞與遺傳, 教師手冊

(普通型高級中學)/鍾楊聰等編撰; 胡

哲明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0906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43-680-4 (平裝)  

機械力學(歷年試題+模擬考)/湯齊, 

杜主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0906 .-- 3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0-037-4 (平裝)  

機械力學. 下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機械群)/陳崇彥, 陳偉民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興文化, 10907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012-4-

6 (平裝)  

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歷年試題

+模擬考)/何曜辰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07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54-

1 (平裝)  

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擬考)/張千易

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38-1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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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領隊實務. 一, 分類題庫/吳瑞峰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07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040-4 (平裝)  

學霸國考讀書會. IV, 實戰演練(律師、

司法官、台大法研所歷屆試題)/禕郢

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 

10906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329-6-0 (平裝) NT$480  

縱橫天下系列: 國中資優數學/陳惠

民編著 .-- 臺北市 : 博志企業, 10906 .-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0106-8-9 (第 1 冊:平裝) NT$400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9 年/

李家誠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

記, 10907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58-2 (平裝)  

證券交易法解題書 (1、2 試 )/曉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波 斯 納 , 

10906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329-3-9 (平裝) NT$350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1, 小犀牛衝

衝衝.冰雪娃娃/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

故事; 布魯托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0906 .-- 40 面; 24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2055-4-2 (平裝)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3, 猴子奇奇

探險記.小貓頭鷹的祕密/音樂童年教

學研發部故事; 龐雅文繪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0906 .-- 4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055-5-

9 (平裝)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5, 阿羅的面

具.貓奶奶過新年/音樂童年教學研發

部故事; 南君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0906 .-- 40 面; 24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2055-6-6 (平裝)  

藝童玩樂 .音樂素養花園 .故事繪本

(上學期)/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故事; 

布魯托, 龐雅文, 南君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0906 .-- 48 面; 44

公分 .-- ISBN 978-986-92055-7-3 (平裝)  

警特用: 憲法通試 /陳晟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38-1 (平裝) NT$580  

警專入學考試: 1000 個常用英文單字

/李安安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906 .-- 2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1-700-9 (平裝) NT$300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

公式/張力升, 陳中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新保成, 10906 .-- 50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81-697-2 (平裝) 

NT$500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李安

安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6 .-- 25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481-699-6 (平裝) NT$300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聯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907 .-- 8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1-503-6 (平裝) NT$680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保成名師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

保成, 10907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1-701-6 (平裝) NT$650  

警專歷史/劉傑編著 .-- 第五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332-9 (平

裝) NT$500  

警察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10 版/郭

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66-4 (平裝) NT$450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 4.0. II/程譯編著 .-

- 十二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

705-4 (平裝) NT$790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必讀聖

經/伊藤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

成, 10908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09-2 (平裝) NT$500  

警察法規概要必讀聖經/程譯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06-

1 (平裝) NT$680  

警察英文一級棒/英銘編著 .-- 六版 .-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6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698-9 (平裝) 

NT$530  

警察特考: 新縱橫英文. 110 版/郭立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06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35-0 (平裝) NT$600  

警察特考: 讀好憲法. 110 版/韋伯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

354-1 (平裝) NT$550  

警察特考三、四等憲法關鍵讀本 . 

110 版/鄭中基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0906 .-- 6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14-343-5 ( 平 裝 ) 

NT$550  

警察專業英文/英銘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0907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07-8 (平裝) 

NT$450  

鐵路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10 版/郭

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67-1 (平裝) NT$450  

鐵路特考: 新縱橫英文. 110 版/郭立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06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34-3 (平裝) NT$600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林敏玄編

著 .-- 5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6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71-8 (平裝) NT$600  

讀好憲法. 110 版/韋伯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352-7 (平

裝) NT$550  

羈押法逐條釋義. 110 版/何漢, 黃如

璿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07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350-3 (平裝) NT$550  

兒童讀物 

3D 驚奇翻翻書: 火山大解密/Patricia 

Geis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8 .-- 

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

12-6 (精裝)  

3D 驚奇翻翻書: 星球大解密/Patricia 

Geis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8 .-- 

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28-

11-9 (精裝)  

Aesops fables/author Aísôpos; illustrator 

Arthur Rackham .-- 1st ed.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27-378-2 (PDF)  

Happy kids la la la/chief editor Julie Li .-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252-607-1 (全套: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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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kids la la la. 1, I love you/chief 

editor Julie Li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01-9 (平裝)  

Happy kids la la la. 2, let's explore!/chief 

editor Julie Li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02-6 (平裝)  

Happy kids la la la. 3, I can count!/chief 

editor Julie Li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03-3 (平裝)  

Happy kids la la la. 4, happy farm/chief 

editor Julie Li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04-0 (平裝)  

Happy kids la la la. 5, dance, move and 

shout!/chief editor Julie Li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48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252-605-7 (平裝)  

Happy kids la la la. 6, hello, world!/chief 

editor Julie Li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4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52-606-4 (平裝)  

I can say/鄧立平作 .-- 新北市 : 元將文

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252-

608-8 (全套:平裝)  

Queen Corona tells the secret of new 

coronavirus!/author Ingrid Y Liu; 

illustrator Red Chen .-- 臺北市 : 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726-90-4 (精裝) 

NT$450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author Phillis Yeh, Angel Lin, Kellen 

Che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547-33-2 (全套: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gets a cold/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24-0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got lost/author Kellen Che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30-1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has a toothache/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26-4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is not afraid of the dark/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27-

1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likes her new pet dog/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25-7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s Chinese New Year/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23-3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s Christmas/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32-5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family life, 

Vicky, hurry up/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28-8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

創意, 10906 .-- 冊 .-- ISBN 978-986-

5547-11-0 (全套: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enjoys daydreaming/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10-3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has a bad temper/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9-7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has a messy room/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02-8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has a problem/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3-5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is arrogant/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7-3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is clever/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6-6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is greedy/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5-9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is stingy/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8-0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is unreasonable/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04-2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personality, 

Vicky makes an apology/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7-01-1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author Angel Lin,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547-22-6 (全套: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courteous Vicky/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21-9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danger! Vicky/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3-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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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playful Vicky/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8-9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sporty Vicky/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20-2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Vicky goes to school/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2-7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Vicky is charitable/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6-5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Vicky is impulsive!/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9-6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Vicky's friends/author Angel Lin;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4-1 (平裝)  

Something about Vicky. school life, 

Vicky, the litterbug/author Phillis Yeh; 

illustrator Y. H. Hsu & S. L. Lin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7-17-2 (平裝)  

Start reading/text by LUT TEAM; 

illustration by Emily Klemm .-- 2nd ed. .-

- 新北市 : 洛特國際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1407-6-8 (全套:

精裝)  

Step into English: reading book: initial 

sound/王川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士雅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

986-93680-4-9 (全套:平裝) NT$1000  

Step into English: short vowel/王川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士雅文化 ,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3680-3-

2 (全套:平裝) NT$600  

The jungle book/author Rudyard Kipling; 

illustrator John Lockwood Kipling, 

Edward Julius Detmold .-- 1st ed.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27-381-2 (PDF)  

The little prince/author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 1st ed. .-- 新北市 : 韋伯文

化國際,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27-377-5 (PDF)  

The wind in the willows/author Kenneth 

Grahame; illustrator Arthur Rackham .-- 

1st ed.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27-379-9 (PD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author 

Lyman Frank Baum; illustrator William 

Wallace Denslow .-- 1st ed.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27-375-1 (PDF)  

Wonder kids. 2, tales/李思娉 (Patricia 

Lee)總編輯; 邱千容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0906 .-- 冊 .-

- ISBN 978-986-99027-7-9 (全套:平裝)  

一家三口/賈斯汀.理查森, 彼得.帕內

爾文; 亨利.柯爾圖; 陳培瑜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58-

0 (精裝) NT$320  

一起郊遊找找趣/林靈作; 久久工作

室 繪  .-- 初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0909 .-- 1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429-552-4 (精裝)  

一起開動囉!/和田琴美文; 市原淳圖; 

施至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07 .-- 12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986-5513-49-8 ( 平 裝 ) 

NT$320  

十萬個為什麼/童彩編著 .-- 新北市 : 

人類, 10906 .-- 冊 .-- ISBN 978-986-

5523-20-6 (全套:平裝) NT$1680  

人體工廠/丹.格林(Dan Green)文; 艾

德蒙.戴維斯(Edmond Davis)圖; 譚詠

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7 .--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3-51-1 (精裝) NT$490  

丸山小勇士/吳立萍, 宜蘭縣立蘭陽

博物館文; 羅鈺樺圖 .-- 第 1 版 .-- 宜

蘭縣 : 宜縣蘭陽博物館, 10908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8-21-

2 (精裝) NT$300  

小小特務出任務: 特務大冒險套組

/Claire Simon 作;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8 .-

- 冊 .-- ISBN 978-986-5528-15-7 (全套:

精裝) NT$2400  

小小提琴兒/黃馨蒂, 邱芷瑩, 林貞汝

編著 .-- 臺中市 : 韻勝樂器, 109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51-

1-5 (第 2 冊:平裝) NT$250  

小不點卡卡伊自己去上學= Zékéyé à 

l'école/ 娜 塔 莉 . 迪 耶 戴 雷 (Nathalie 

Dieterlé)著; 王卉文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 10907 .-- 4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37-4 (精裝)  

小不點去聚會(中英對照)/避雨文; 那

羊圖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 , 

10907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8850-2-7 (精裝)  

小松鼠過馬路/陳美玲文; 孫慧榆繪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 

10907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89-7 (精裝) NT$250  

小星的大月餅/林珮思文.圖; 黃筱茵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0908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35-19-3 (精裝) NT$350  

小紅帽= あかずきん/格林童話原著; 

小和瀨玉三(こわせたまみ)改編; 植

田真圖; 林家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9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9125-90-1 ( 精 裝 ) 

NT$300  

上帝廟好所在/吳思嫻等繪畫創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下營國小, 10906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

21-4 (精裝)  

大象公寓/中山美智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中山美智, 10906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96-

1 (精裝) NT$45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不是第一沒

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 再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1-0 (精

裝) NT$20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失敗一次沒

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 再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0-3 (精

裝) NT$20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向人道歉沒

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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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9-7 (精

裝) NT$20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有點愛哭沒

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 再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8-0 (精

裝) NT$200  

小豬呼嚕情緒管理繪本: 被人誤會沒

什麼大不了/沈媛作; 楊燾寧繪 .-- 再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2-292-7 (精

裝) NT$200  

小貓頭鷹的上床時間/黛比.格里奧里

(Debi Gliori)作 ; 艾莉森 .布朗(Alison 

Brown)繪; 張耘榕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0908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2-102-7 ( 精 裝 ) 

NT$400  

小瓢蟲聽到大祕密: 保衛母牛大作

戰!/朱莉亞.唐納森作; 莉迪亞.蒙克斯

繪; 曾宇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09 .-- 32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507-164-6 ( 精 裝 ) 

NT$320  

小瓢蟲聽到大祕密: 誰偷走了雞蛋?/

朱莉亞.唐納森作; 莉迪亞.蒙克斯繪; 

曾宇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09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07-165-3 ( 精 裝 ) 

NT$320  

不可思議的科學魔法書: 玩具實驗/

七色王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08 .-- 1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09-6 (精裝) NT$650  

不可思議的科學魔法書: 美味實驗/

七色王國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

文創, 10908 .-- 1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10-2 (精裝) NT$650  

太自私了吧?/克萊兒 .海倫 .威爾許

(Clare Helen Welsh)文; 奧立維.塔列克

(Olivier Tallec)圖; 李紫雲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9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

332-5 (精裝)  

五百羅漢交通平安/劉旭恭文.圖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8 .-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03-

633-1 (精裝) NT$300  

公車/南潤葉文圖; 尹嘉玄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8 .-- 42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5-

2 (平裝)  

水果海水浴!/石津千尋文; 山村浩二

圖; 林真美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8 .-- 32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440-329-5 (精裝)  

不來梅樂隊/邱憶群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目川文化, 10908 .-- 2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98815-9-3 (精裝) 

NT$250  

不會倒的城堡/Mirror 圖.文 .-- 初版 .-

- 新北市  : Mirror, 10906 .-- 24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828-

9 (精裝) NT$360  

不管怎樣 ,還是最喜歡爸爸!/G.V.傑

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繪; 郭騰

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8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07-161-5 (精裝) NT$320  

奶奶的記憶森林/崔永嬿文.圖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8 .-- 

3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57-

503-632-4 (精裝) NT$300  

奶奶的暑假/安寧達作; 馮燕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09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59-

809-1 (精裝) NT$380  

幼幼數學圖畫書/潘人木等文; 陳永

勝等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7 .-- 冊 .-- ISBN 978-986-161-620-

9 (全套:精裝) NT$800  

幼幼數學圖畫書: 5 隻小鴨/李南衡文; 

洪義男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 109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17-9 (精裝) NT$200  

幼幼數學圖畫書: 大家來畫月亮/曹

俊彥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 109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18-6 (精裝) NT$200  

幼幼數學圖畫書: 綠豆村的綠豆/李

紫蓉文; 張振松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19-3 ( 精 裝 ) 

NT$200  

幼幼數學圖畫書: 數數兒/潘人木文; 

陳永勝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 10907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16-2 (精裝) NT$200  

石角十大不思議(第一部曲)/蘇原奭

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石

角國小, 10906 .-- 20 面; 19X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58-05-8 (平裝)  

瓜弟與蜜寶的薯山古道奇遇記= The 

story of old path in mountain yam/林毓

晨等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

大坪國小, 10906 .-- 43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13-60-6 (精裝)  

世界動物找找趣/林靈作; 李涵硯繪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0909 .-- 1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429-551-

7 (精裝)  

外婆阿貝拉的禮物/西西莉雅.瑞茲文.

圖; 張淑瓊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8 .-- 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503-641-6 ( 精 裝 ) 

NT$320  

出發!尋找最棒的位子/明.勒(Minh Lê)

作; 蓋斯.戈登(Gus Gordon)繪; 吳愉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0908 .-- 3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507-162-2 (精裝) NT$320  

充滿愛與勇氣的可麗餅/林文芸, 林

彥宇文; 江品萱圖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26-51-1 ( 平 裝 ) 

NT$199  

甘蔗王國/蕭若昀, 楊瑞言文; 寒珮怡, 

楊瑞言, 楊易騰圖 .-- 初版 .-- 苗栗縣 : 

GuliGuli 繪本工作室, 10906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83-0-

4 (精裝) NT$550  

如果冬天來了,告訴它我不在喔/西蒙

娜.希洛羅文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8 .-- 3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55-6 (精裝)  

伊索寓言/伊索文; 塔塔羅帝圖; 林海

音譯寫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08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189-984-8 (精裝)  

全 國 兒 童 美 語 : 我 的 家 = Go for 

English: my house/全國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 

10907 .-- 39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1219-2-7 (平裝附光碟片)  

全國兒童美語: 數數= Go for English: 

numbers/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

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0908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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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

91219-3-4 (平裝附光碟片)  

收集 千萬個笑聲/張子同著; 陳嬑璇, 

陳亭妤繪 .-- 新北市 : 停雲, 10906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906-

7-6 (精裝) NT$220  

有趣的中國歷史: 100 歷史大人物(兒

童版)/陳麗華編; 冷忠河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52-277-4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三國.兩晉.南北朝

(兒童版)/陳麗華編; 蒙陽繪 .-- 初版 .-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1-1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元(兒童版)/陳麗華

編; 朱相東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

火蟲, 10907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5-9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五代十國(兒童版)/

陳麗華編; 趙一霏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螢火蟲, 10907 .-- 3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452-283-5 ( 精 裝 )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宋(兒童版)/陳麗華

編; 顏苗苗, 陳羽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452-284-2 ( 精 裝 )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明(兒童版)/陳麗華

編; 蒙陽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

蟲,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6-6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 春秋 .戰國 (兒童

版)/陳麗華編; 張曜晟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52-279-8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 夏 .商 .西周(兒童

版)/陳麗華編; 冷忠河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52-278-1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秦.漢(兒童版)/陳

麗華編; 蒙陽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0-4 ( 精 裝 )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清(兒童版)/陳麗華

編; 倪明泉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

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7-3 (精裝) NT$200  

有趣的中國歷史: 隋.唐(兒童版)/陳

麗華編; 蒙陽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2-282-8 ( 精 裝 ) 

NT$200  

企鵝郵輪/野花遙作.繪; 陳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8-

336-9 (精裝) NT$320  

百變探索樂園 : 世界之樹= STEAM 

park: world tree(中英對照)/玩樂高手

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樂

疊創意機器人, 10906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124-4-3 (平裝)  

我才跟牠不一樣!相似動物比一比/何

怡君, 鄭雅淳文字; 蘇于寬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貓在吃草,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9218-0-0 (全套:

精裝)  

我有一些小煩惱/瑞秋.魯尼文; 澤赫

拉.希克斯圖; 艾可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水滴文化 , 10907 .-- 32 面 ; 

26X25 公分 .-- ISBN 978-957-9529-60-

0 (精裝) NT$360  

我再也不敢搞破壞了/高大永作; 金

永鎮繪;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0908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57-8 ( 精 裝 ) 

NT$320  

作伙來辦桌/黃一正等作 .-- 初版 .-- 

屏東縣 : 睿煜, 10906 .-- 41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6159-46-6 (平裝) 

NT$250  

芋見甲仙我的家/高雄市甲仙國民小

學文.圖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甲

仙國小, 10907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3-8 ( 精 裝 ) 

NT$350  

屁屁超人與孔小子和加油女孩/林哲

璋作; BO2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35-5 (EPUB) NT$260  

我的身體是大的儲水袋 /李恩熙文; 

宋善範圖; 邱敏瑤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上人文化, 10907 .-- 4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212-386-7 (精裝)  

我的第一個 200 字= Meine ersten 200 

Wörter/周盈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周盈萱, 10907 .-- 26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762-6 ( 精 裝 ) 

NT$2060  

我 的 新 奶 奶 / 伊 莉 莎 白 . 史 坦 肯 納

(Elisabeth Steinkellner)文; 米歇爾.羅爾

(Michael Roher)圖; 李紫蓉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5-

20-9 (精裝) NT$300  

妖怪新聞社/王宇清文; 六十九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0908 .-- 

冊 .-- ISBN 978-986-98803-2-9 (全套:

平裝) NT$799  

我的願望: 天天不挨罵/楠茂宣文; 石

井聖岳圖; 張桂娥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13-57-3 (精裝) 

NT$320  

防疫小尖兵/浩楨, 潔生文; 吳楚璿, 余

韋德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

際文化, 10906 .-- 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59-3-9 (精裝)  

*我要站著大便/Dr.M 文; 米可奈圖 .-

- 屏東縣 : 上醫囝囡診所, 10906 .-- 24

面 ; 16X16 公 分  .-- ISBN 978-986-

88140-5-9 (平裝) NT$60  

我是第一/王元容文; 卓昆峰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7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00-90-3 (精裝) NT$250  

我很棒= I've been great/Jen Porter 著; 

Katie Saunders 圖; 元將文化編輯小組

譯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252-609-5 (全套:

精裝)  

我是貓熊/宮西達也文.圖; 曉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8 .-- 

4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5513-55-9 (精裝)  

秀峰小市集快來買/109 年秀峰附幼

天鵝班全體師生圖文創作 .-- 新北市 : 

新北市秀峰國小, 10907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3-61-3 (精裝)  

更高更高的貓= 더 높은 곳의 고양이/

李朱蕙(이주헤)文.圖; 陳怡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0909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823-4-

7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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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孩子就是我= That child is me/王

漪作; 翁雅德繪 .-- 新北市 : 新北市聖

心小學, 10907 .-- 56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287-0-0 (平裝)  

我們救了一頭大翅鯨/潘美慧文; 林

韋達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0908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57-9502-98-6 (精裝) NT$350  

我從媽媽身上學到的事......= 북극곰 

코다 두 번째 이야기 호/ 李 綠 林

(이루리)文; 埃馬努埃萊.柏托薩米爾

(Emanuele Bertossi)圖; 陳怡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9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125-89-

5 (精裝)  

貝絲回學校= Back to school/郭秋陽, 

鄭臻貞文; 郭秋陽圖 .-- 臺北市 : 城邦

印書館, 109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4-27-3 ( 精 裝 ) 

NT$280  

我會永遠在你身邊 /李綠林(이루리)

文 ; 埃 馬 努 埃 萊 . 柏 托 薩 米 爾

(Emanuele Bertossi)圖; 陳怡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8 .--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125-87-

1 (精裝)  

我 想 為 你 摘 月 亮 / 琵 琶 . 古 德 哈 特

(Pippa Goodhart)文; 奧嘉絲塔.柯克伍

德(Augusta Kirwood)圖; 海狗房東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907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380-

62-1 (精裝) NT$320  

我會騎腳踏車了/高大永作; 金永鎮

繪;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08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58-5 ( 精 裝 ) 

NT$320  

沒關係,沒關係/伊東寬文.圖; 黃雅妮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8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503-631-7 (精裝) NT$300  

刷牙公主與蛀牙王子/李珠慧作.繪;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08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7-160-8 (精裝) NT$320  

泥水師父/劉伯樂文.圖 .-- 二版 .-- 新

竹縣 : 和英文化, 10907 .-- 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831-2-2 (精裝) 

NT$380  

來汐止聽我們的故事/109 年秀峰附

幼浣熊班全體師生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秀峰國小, 10906 .-- 

2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3-59-0 (精裝)  

爸爸,我會保護你/高貞順作; 林謹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0907 .-- 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07-155-4 (精裝) NT$320  

來放屁 ,ㄅㄨˊ/謝明芳文 ; 何雲姿

圖 .-- 初版二刷 .-- 高雄市  : 愛智 , 

10907 .-- 32 面; 38 公分 .-- ISBN 978-

957-608-553-6 (平裝) NT$195  

爸爸的車最棒/市原淳文.圖; 郭孚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8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3-

65-9 (精裝) NT$320  

*爸爸的奇幻歷險記/金永鎮作; 楊念

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廣智文化, 

10906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7999-9-7 (精裝) NT$320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張東君文; 

陳維霖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3-56-6 (精裝) NT$320  

爸爸是詩人: 羅伯特.佛洛斯特的故

事/娜塔莉.波柏(Natalie S. Bober)文; 

茹貝卡.吉本(Rebecca Gibbon)圖; 朱恩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40-328-8 (精裝)  

阿奇最愛說: 為什麼?/翠絲.寇德羅伊

(Tracey Corderoy) 文 ; 提 姆 . 沃 恩 斯

(TimWarnes)繪; 孫昭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48-902-4 (精裝) 

NT$300  

阿奇最愛說: 現在!/翠絲 .寇德羅伊

(Tracey Corderoy)文; 提姆.沃恩斯(Tim 

Warnes)繪; 孫昭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 10908 .-- 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248-901-7 (精裝) 

NT$300  

泡泡精靈. 1, 尋找魔力星星果/嚴淑

女文; 蜜可魯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34-8 (EPUB) NT$280  

拉洛山下的小泰雅: 新竹縣尖石鄉錦

屏國民小學寫作成果冊. 108 年度/張

世傑總編輯 .-- 新竹縣 : 竹縣錦屏國

小, 10906 .-- 6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21-34-2 (平裝)  

阿 威 與 阿 文 / 波 特 萊 . 博 根 (Paulette 

Bogan)作.繪;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0907 .-- 3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522-101-0 ( 精 裝 ) 

NT$220  

*到家了= I an home./陳明利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陳明利, 10906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70-1 (精裝) NT$380  

拔菜頭/稻香國小附設幼兒園 108 級

全體師生文.圖 .-- 初版 .-- 花蓮縣 : 花

縣稻香國小, 10906 .-- 28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9-16-4 (精裝)  

阿 龍 歷 險 記 = The adventures of A 

Long/陳玟文, 楊凱婕, 姜奕丞圖文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大文創

系, 10906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11-8 (平裝)  

咕嚕咕嚕 好吃好吃/ .-- 臺中市 : 華碩

文化科技, 10909 .-- 20 面; 13X1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2-00-9 (精裝) 

NT$780  

知識公益的少女天使: 沈芯菱/林文

芸, 林彥宇文; 黃卉欣圖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0907 .-- 2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526-52-8 (平裝) 

NT$199  

咱ㄟ故鄉: 漚汪: 一種懷念的好滋味/

王瑰嬪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

市漚汪國小, 10909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30-24-5 (平裝)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王宏哲作; 侯小

妍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大腦, 

10907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6315-1-8 (精裝) NT$360  

亮光仙子/陳美玲文; 林純純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7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00-85-9 (精裝) NT$250  

食育天團: 甜秘密/妙蒜小農故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0907 .-- 

36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015-1-2 (精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林秋雲, 陳慧靜, 

葉曉潔文字;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547-00-4 (全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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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自私的亮亮/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8-7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怕黑的亮亮/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4-9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亮亮去拔牙/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3-2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亮亮迷路了/陳

慧靜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7-0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亮亮感冒了/林

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1-8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亮亮過新年/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0-1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亮亮過聖誕/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9-4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亮亮養寵物/林

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2-5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偏食的亮亮/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6-3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家庭篇, 賴床的亮亮/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95-6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林秋雲, 葉曉潔

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

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冊 .-- ISBN 

978-986-7749-89-5 (全套: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危險!亮亮/林秋

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7749-80-2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有禮貌的亮亮/

林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8-

8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亮亮上學去/林

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79-6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亮亮日行一善/

林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3-

3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亮亮的朋友/林

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1-9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亮亮亂丟垃圾/

林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4-

0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貪玩的亮亮/葉

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5-7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教室裡的亮亮/

林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2-

6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愛打棒球的亮

亮/葉曉潔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7-

1 (平裝)  

亮亮的成長. 學校篇, 愛闖紅燈的亮

亮/林秋雲文; 許永和, 林秀玲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0906 .-- 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749-86-

4 (平裝)  

英倫玫瑰/瑪丹娜文; 傑佛瑞圖; 蔡依

林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06 .-- 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189-986-2 (精裝) NT$250  

胖國王/張蓬潔文.圖 .-- 二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0907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21-6 (精裝附

光碟片) NT$280  

保衛家園大作戰 /茱莉亞 .派頓(Julia 

Patton)文圖; 劉清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10908 .-- 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6-9 (精裝)  

科學驚奇探索漫畫/小林快次等監修; 

桃田さとみ等漫畫; 謝晴等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529-24-6 (全套:平裝) 

NT$1680  

宮西達也獨角仙武士. 2: 獨角仙三十

郎飛向明天/宮西達也文.圖; 米雅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7 .-- 

4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03-

63-5 (精裝) NT$350  

宮西達也獨角仙武士. 3: 獨角仙四十

郎找回初衷/宮西達也文.圖; 米雅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7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03-

66-6 (精裝) NT$350  

宮西達也獨角仙武士. 4: 獨角仙四十

郎從心出發/宮西達也文.圖; 米雅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0908 .-- 

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03-

68-0 (精裝) NT$350  

神奇雨/王元容文; 林傳宗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7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

86-6 (精裝) NT$250  

原來數字可以這樣玩啊 != My first 

math picture book/手塚明美, 村田弘子

文; 手塚明美圖; 周佩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8 .-- 5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3-53-5 (精裝) 

NT$350  

粉紅樹/陳進隆文; 劉芳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丰光國際, 10906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444-3-0 (精裝) 

NT$280  

浪浪小花貓上班去/坤益開發顧問有

限公司 .-- 初版 .-- 新竹市 : 坤益開發

顧問, 10908 .-- 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84-2-0 (精裝)  

氣球,飄走了?= Lies/王璽涵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王璽涵, 10906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71-8 (精裝) NT$300  

海漂多仔 /陳美琪 , 陳德豪作 .-- 初

版 .-- 屏東縣 : 海生館, 10906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4-89-1 (精

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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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夢網/吳國振等文.圖 .-- 屏東縣 : 屏

東縣塭子國小, 10906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6-40-8 (精裝)  

恐龍家庭教養繪本/蘿瑞.克拉斯尼.

布朗(Laurene Krasny Brown), 馬可.布

朗(Marc Brown) 文.圖; 王心瑩, 蔡青

恩, 遠流小小科學館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0907 .-- 冊 .-- ISBN 978-

957-32-8821-3 (全套:精裝) NT$1500  

狸貓哥與動物們/石黑亞矢子著; 盧

慧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13-8283-8 (精裝) NT$380  

恐龍救地球: 寶貝地球的最佳指南/

蘿瑞.克拉斯尼.布朗(Laurene Krasny 

Brown), 馬可.布朗(Marc Brown) 文.圖; 

遠流小小科學館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0907 .-- 36 面; 22X23 公

分 .-- ISBN 978-957-32-8817-6 (精裝) 

NT$300  

蛋/黃一正等作 .-- 初版 .-- 屏東縣 : 睿

煜, 10906 .-- 4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6159-45-9 (平裝) NT$250  

第一天上學好緊張/喬里約翰文; 麗

池克萊姆圖; 彭卉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 , 10908 .-- 40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189-989-

3 (精裝) NT$300  

第一次去海邊/蒙塔娜文.圖; 楊雲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 

10908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89-985-5 (平裝) NT$320  

國王的金手指/蔡純如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 10907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12-0-6 (精裝) 

NT$280  

國王的長壽麵/馬景賢文; 林傳宗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7 .-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13-

47-4 (精裝) NT$320  

動 手 玩 童話 : 阿拉 丁= Aladin/Sofie 

Kenens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8 .-

- 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8-

13-3 (精裝) NT$380  

動 手 玩 童 話 : 美 女 與 野 獸 = 

Bellebete/Paku 作.插畫; 禾流編輯團隊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0908 .-- 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28-14-0 (精裝) NT$380  

畢 奶 奶 和 她 的 大 象 / 雷 札 . 達 凡 德

(Reza Dalvand)文.圖; 汪仁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7 .-- 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14-6851-8 (平

裝)  

畢卡索是我的老師/克萊爾菲文.圖; 

楊采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 10908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89-987-9 (平裝) NT$180  

畢老師的蘋果 /瑪丹娜(Madonna)文; 

羅倫(Loren Long)圖; 蔡依林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0908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189-988-

6 (精裝)  

梅芋竹遊甲仙: 看見多元農業的人文

風情/游永福等文; 馬若珊等圖畫繪

製; 陳姚如等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甲仙國小, 10906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6-61-4 (精裝) 

NT$350  

這是你最愛的東西,記得帶走!: 葛瑪

蘭生死儀式= zasu ay Raybang naRin 

kalingunan mazas.: zana kebalan ay 

patuRqan seRay muyduq/王力之, 林玉

妃文字; Qaidun(江秋英)等繪 .-- 初

版 .-- 花蓮縣 : 農委會林務局花蓮管

處, 10906 .-- 38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5449-09-4 (精裝) NT$450  

彩虹童年. 1/蕭宇珊圖; 張雅婷文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07 .-- 冊 .-- ISBN 

978-957-477-872-0 (全套:精裝)  

彩虹童年. 1: 小飛的奇幻氣球傘/蕭

宇珊圖; 張雅婷文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70-6 (精裝)  

彩虹童年. 1: 小飛的神奇顏料/蕭宇

珊圖; 張雅婷文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69-0 (精裝)  

彩虹童年. 1: 小飛的廚姨奶奶/蕭宇

珊圖; 張雅婷文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71-3 (精裝)  

彩虹童年. 1: 小飛的魔法星星/蕭宇

珊圖; 張雅婷文 .-- 臺北市 : 何嘉仁, 

10907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68-3 (精裝)  

探索/黃亞萍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黃亞萍, 10906 .-- 24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775-6 ( 精 裝 ) 

NT$280  

救 狼 喔 !/ 提 利 . 羅 伯 埃 克 特 (Thierry 

Robberecht)作; 露凡(Loufane)繪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09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411-

1 (精裝) NT$300  

健康研究室. 1, 營養篇/石倉裕幸作;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3-8 (精裝)  

健康研究室. 2, 睡眠篇/石倉裕幸作; 

陳朕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 10908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504-5 (精裝)  

殺麻雀/孫婉玲文; 劉伯樂繪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7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0-

87-3 (精裝) NT$250  

這 樣 公 平 嗎 ?/ 皮 帕 . 古 哈 特 (Pippa 

Goodhart) 文 ; 安 娜 . 多 博 蒂 (Anna 

Doherty)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0909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057-69-1 (精裝) 

NT$300  

帶 暴 龍 去 玩 具 分 享 日 !/ 琳賽 . 華 德

(Lindsay Ward)文.圖; 葛容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0907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13-8273-

9 (精裝)  

晨讀 10 分鐘: 成語故事集. 生活篇. 上

/李宗蓓著; 蘇力卡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36-2 (EPUB)  

晨讀 10 分鐘: 成語故事集. 生活篇. 下

/李宗蓓著; 蘇力卡繪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37-9 (EPUB)  

猴子撈月/張俊杰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信誼基金, 10908 .-- 3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13-1 (精裝) 

NT$320  

黑白村莊/劉伯樂文.圖 .-- 初版二刷 .-

- 高雄市 : 愛智, 10907 .-- 32 面; 38 公

分 .-- ISBN 978-957-608-554-3 (平裝) 

NT$195  

黑色金奇之旅: 我的石油小百科/吳

立萍作; Angela Huang 圖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0908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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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35-27-

8 (精裝) NT$380  

無所不在的空氣/林璇華文; 趙賢淑

圖; 邱敏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上

人文化, 10907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12-387-4 (精裝)  

給孩子的中國神話故事 /王文華著 ; 

九子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344-787-

0 (全套:平裝) NT$700  

掰掰小熊/湯姆.艾里恩(Tom Elyan)作; 

珍.麥西(Jane Massey)繪; 王晶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光點, 10908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17-

34-2 (精裝)  

喳喀碰!/海茲.雅尼許文; 賀格.邦許圖; 

邱璧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0909 .-- 3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13-54-2 (精裝) NT$320  

絲綢之路歷險記/曾桂香文; 紙上魔

方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冊 .-- ISBN 978-986-491-480-

7 (全套:平裝) NT$2240  

絲綢之路歷險記. 1, 從文明中心出發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2-2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2, 漫遊三省走河西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3-9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3, 身歷佛都出兩關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4-6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4, 感受吐魯番遙想

古樓蘭/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5-

3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5, 大唐安西四鎮/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6-0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6, 塔拉斯的「冰箱」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7-7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7, 巴米揚的哭泣/

曾桂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478-4 (平裝) 

NT$280  

絲綢之路歷險記. 8, 地下迷宮/曾桂

香文; 紙上魔方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07 .-- 13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491-479-1 ( 平 裝 ) 

NT$280  

喜蔥/吳亭葶等故事編寫.繪圖 .-- 屏

東縣 : 屏縣歸來國小, 10906 .-- 3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38-

5 (精裝) NT$250  

焦點音樂盒: 黑與白視覺訓練= Baby 

focus: black and white/ .-- 臺中市 : 華

碩文化科技, 10909 .-- 20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42-01-6 (精裝) 

NT$780  

禁止黑暗的國王/愛蜜莉.哈沃斯-布

斯(Emily Haworth-Booth)文.圖; 吳其

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0909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40-331-8 (精裝)  

極地穿越= Mission I'm possible/蘇慶

元劇本; 簡惠碧改寫; 駱思竹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上好社會企業, 10908 .-

- 50 面 ; 27 公分  .-- ISBN 978-986-

99276-0-4 (精裝) NT$300  

愛的高音直笛曲集(樂譜版)/曾婷芝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恩有文化工作

室, 10907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9-0-4 (平裝) NT$250  

搶救恐龍大作戰/丘豐令編劇; 魔窟

工作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

文化, 10907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602-96-0 (平裝) NT$280  

愛乾淨的小野狼: 有人看不到了啦!/

連語柔, 戴佩蓁, 李鎔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歐巴尼基金會, 10906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9353-9-

2 (平裝)  

搭捷運去外婆家/高大永作; 金永鎮

繪;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0908 .-- 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7-159-2 ( 精 裝 ) 

NT$320  

媽媽上班的時候忙什麼?/高貞順作;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0907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7-154-7 (精裝) NT$320  

圓圓國王/谷川俊太郎文; 粟津潔圖; 

唐亞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0907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380-63-8 (精裝) NT$300  

萬 獸 師 王 偶 爾 也 會 難 過 = 사자도 

가끔은.../許雅聖(허아성)文.圖; 陳思

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0909 .-- 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9125-88-8 (精裝)  

臺北市五常國民小學「五常心橋-家

長會會訊暨學生作品集」. 108 學年

度/莊訪祺等合著 .-- 臺北市 : 北市五

常國小, 10906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9-04-8 (平裝)  

滴答滴,學時間: STEAM 數學繪本/大

衛․阿德勒文; 愛德華.米勒圖; 劉淑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0909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13-50-4 (精裝) NT$360  

認識自己(中英對照)/Caroline Huang, 

Katrina Krive 文; Ellen Zhu, Tony Deng

圖; 張淑瓊編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906 .-- 冊 .-- ISBN 

978-957-550-517-2 (全套:精裝)  

認識自己 . 1, 我從哪裡來?(中英對

照)/Caroline Huang, Katrina Krive 文; 

Ellen Zhu, Tony Deng 圖; 張淑瓊編

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906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57-550-512-7 (精裝)  

認識自己. 2, 我的十隻手指頭(中英

對照)/Caroline Huang, Katrina Krive 文; 

Ellen Zhu, Tony Deng 圖; 張淑瓊編

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906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57-550-513-4 (精裝)  

認 識 自 己 . 3, 我 是 寶 貝 ( 中 英 對

照)/Caroline Huang, Katrina Krive 文; 

Ellen Zhu, Tony Deng 圖; 張淑瓊編

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0906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57-550-514-1 (精裝)  

認識自己. 4, 男孩、女孩都寶貝(中

英對照)/Caroline Huang, Katrina Krive

文; Ellen Zhu, Tony Deng 圖; 張淑瓊編

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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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 .-- 2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57-550-515-8 (精裝)  

認識 自己 . 5, 我的身 體 ,我自 己做

主!(中英對照)/Caroline Huang, Katrina 

Krive 文; Ellen Zhu, Tony Deng 圖; 張

淑瓊編審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

國主日, 10906 .-- 20 面; 16X16 公分 .-

- ISBN 978-957-550-516-5 (精裝)  

誰吃了我的蘋果?/李在民文; 金賢圖; 

張琪惠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 10908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0-330-1 (精裝)  

瘦皇后/張蓬潔文.圖 .-- 二版 .-- 臺北

市 : 信誼基金, 10907 .-- 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22-3 (精裝) 

NT$280  

誰 記 得 我 生 日 ?/ 李 明 足 文 ; Lynn 

Meijer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0908 .-- 4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449-199-5 (精裝) NT$320  

寫給進入 AI 時代的小學生: AI 人工

智慧的祕密/香山瑞惠監修; 李彥樺

翻譯; 鄭如瑤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熊, 10907 .-- 冊 .-- ISBN 978-

986-5503-67-3 (全套:精裝) NT$1140  

輝煌旅程: 偉大的法國探險家及航海

家/埃迪.羅格朗圖文; 趙珮晴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10907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376-8 (精

裝) NT$320  

燒杯君與放學後的實驗教室/上谷夫

婦文.圖; 葛增娜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40-9 (EPUB) 

NT$300  

戰鬥科學/姜永鐵等文字; 姜信榮等

圖畫; 蔡佳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22-081-5 (全套:平裝) NT$1140  

親愛的恐龍: 雷克斯暴龍去旅行/切.

史卓希作; 妮可拉.歐白恩繪; 吳其鴻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0908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338-337-6 (精裝) NT$320  

醫普童書系列: 兒童常見疾病+新冠

病毒大解密!/凃心怡等作; Bob 等繪 .-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726-91-

1 (全套:精裝) NT$2320  

鼴鼠的家/松屋真由子文.圖; 蘇懿禎

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小 熊 , 

10908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3-69-7 (精裝) NT$320  

鷸蚌相爭拒學記/孟瑛如文; 梁雯媛

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心理, 10907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91-914-0 ( 精 裝 ) 

NT$300  

鹽巴國王/王元容文; 崔麗君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 10907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00-88-0 (精裝) NT$250  

漫畫書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加藤

元浩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76-7 (第 44 冊:平裝) NT$100  

Code H/PIG3rd, Noki 漫畫; Noki 編劇 .-

- 初版 .-- 臺北市 : 上品生活科技, 

10907 .-- 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707-4-3 (第 4 冊:平裝) NT$250  

Demon inside. 虛空的回音/Jeff Wong

漫畫主筆; Jeff Wong, C. T. Yen 漫畫

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上品生活科

技, 10907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707-3-6 ( 上 冊 : 平 裝 ) 

NT$250  

Dr.STONE 新石紀外傳: reboot:百夜/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59-0 (平

裝) NT$100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81-

1 (第 10 冊:平裝) NT$100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真

島浩原作 ; 上田敦夫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71-2 (第

6 冊:平裝) NT$100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特異點. II, 傳承地底世界雅戈泰 

雅戈泰之女/TYPE-MOON 原作; 武中

英雄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21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743-913-0 (第 1 冊:平

裝)  

FEVER 熱病/李崇萍[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9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60-3 (第 5 冊:平裝)  

HENTAI 變態少女/うめ丸漫畫;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15-2 (第 1 冊:平裝)  

MAO 摩緒 /高橋留美子著 ; 王敏媜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050-4 (第 2 冊:平裝)  

ORIGIN 原型機/Boichi 作; 林子傑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

416-9 (第 8 冊:平裝)  

SCRATCH BLUE/三ツ矢凡人作 ; H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039-9 (平裝)  

S 宿二丁目愛愛時間/露久ふみ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15-

6 (平裝) NT$130  

The red string/水晶孔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辣, 10908 .-- 128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98557-6-1 (精裝) 

NT$480  

あいだいろ畫集 地縛少年花子君/あ

いだいろ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0908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5495-8 (平裝) NT$420  

一起去玩吧/佐藤宏海作; 林武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

405-3 (第 1 冊:平裝)  

小希望和大夢想/浜弓場双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20-7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521-4 (第

2 冊:平裝) NT$130  

大叔與貓/桜井海作; 李芸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86-6 (第 5 冊:平裝) 

NT$140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

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沒有書,我就自

己做!. VI/香月美夜原作; 鈴華作; 許

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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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33-3551-1 (平裝) NT$130  

千劍魔術劍士/高光晶原作; 黒須恵

麻漫畫;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47-

7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5448-4 (第 2 冊:平裝) NT$140  

午夜融化專業糕點師傅/いけがみ小

5 作; 謝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0907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400-8 (平裝)  

不起眼女孩的戀曲/田村茜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52-1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5453-8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

26-5454-5 (第 3 冊:平裝) NT$140  

五等分的新娘角色設定資料書: 三玖

/春場葱, 週刊少年マガジン編集部

監修;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7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02-6 (平裝) NT$130  

不想只當朋友/倉橋トモ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03-0 (平

裝) NT$130  

心跳在今夜 江藤蘭世的寶箱/池野戀

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25-8 (平裝)  

火鳳燎原(珍藏版)/陳某編.繪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7 .-- 3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23-8 (第 21 冊:平

裝)  

火影忍者(愛藏版)/岸本斉史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29-3 (第 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0-9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

26-5431-6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2-3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3-0 (第

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

26-5434-7 (第 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5-4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6-1 (第

8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

26-5437-8 (第 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8-5 (第 10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39-

2 (第 1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57-26-5440-8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57-26-5441-5 (第

1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

26-5442-2 (第 1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57-26-5443-9 (第 15 冊:平

裝) NT$270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轉職後被誤認成

魔王/筧千里原作; 堂島ノリオ作畫;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11-5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5512-2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513-9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

族/月夜涙原作; 皇ハマオ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16-1 (第 1 冊:平裝)  

出租女友/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79-8 (第 15

冊:平裝) NT$100  

北歐女孩日本文化好吃驚/歐莎.葉克

斯托姆(Åsa Ekström)作; 一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3-943-

7 (平裝)  

成人玩具使用法/山田パン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15-

3 (平裝) NT$130  

共犯者花園系列短篇漫畫集. 一/ .-- 

初版 .-- 嘉義縣 : 黑書人, 109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776-

3 (平裝) NT$180  

再次見面,請多指教:)/蝦米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24-1 (平

裝)  

同步快感/本名和幸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50-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551-1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

26-5552-8 (第 3 冊:平裝) NT$130  

共享可愛的他/今井ゆうみ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58-

0 (平裝) NT$130  

如虎添翼/いけかみ小 5 作; USAG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036-8 (平裝)  

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

隊伍,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原作

ざっぽん原作; 池野雅博漫畫;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12-3 (第 2 冊:平裝)  

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Vol.3, 床邊的歌/

賴惟智, 尼太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06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114-6-4 (平裝)  

血界戰線 Back 2 Back/内藤泰弘作; 豬

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26-5 (第 4 冊:平裝)  

老師,截稿了!!/浜岡賢次作; 豬排飯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530-2 (平裝)  

全部找出來就是天才!!和小玩笑小

水 獺 一 起 玩 超 --- 難 的 大家 來 找 碴

/Lommy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8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44-4 (平裝)  

宇崎學妹想要玩!/丈作; 徐劭曦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497-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498-9 (第

4 冊:平裝) NT$130  

百與卍/紗久楽さわ原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07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08-4 (第 3 冊:平裝)  

地獄樂/賀来ゆうじ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72-9 (第 10

冊:平裝) NT$105  

地縛少年花子君 0/あいだいろ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96-

5 (平裝) NT$130  

我才不管你的初戀!!/不破慎理作; 流

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178 面; 18.公分 .-- ISBN 978-

986-511-401-5 (平裝)  

吸血鬼男子宿舍/遠山繪麻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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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26-5421-7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5422-4 (第

2 冊:平裝) NT$100  

吸血鬼騎士(愛藏版)/樋野茉理(樋野

まつり)作; 蔡宛真, 孟孟譯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04-541-8 (全套:平裝)  

吸血鬼騎士 memories/樋野茉理作 ;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27-2 (第 5 冊:平裝)  

沒有錢!: NO MONEY!/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35-7 (第 15 冊:平裝)  

求求你愛我/柞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18-4 (平裝) NT$130  

我的完美戀人/雨隠ギド作; 曾怡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04-7 (平

裝) NT$130  

我的朋友♂♀可愛到讓人困擾!/太田

顕喜原作;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 Y.S.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8 .--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15-4 (第 1 冊:平裝)  

我妹的時尚宅男改造計畫/縞野やえ

漫畫;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

957-743-920-8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921-5 (第 8 冊:平裝)  

我的幸運☆星/柴作; 小路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44-6 ( 平 裝 ) 

NT$130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67-5 (第

27 冊:平裝) NT$100  

我的英雄學院 組隊任務/あきやま陽

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05-

4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5506-1 (第 2 冊:平裝) NT$100  

妖怪連絡簿/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87-3 (第 25

冊:平裝) NT$100  

你是我的 Ω/アサナエアラタ作; 黛

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18-5 (平裝)  

身為暗殺者的我明顯比勇者還強/赤

井祭原作; 合鴨博由希漫畫;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60-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461-3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

26-5462-0 (第 3 冊:平裝) NT$130  

我們真的學不來!/筒井大志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69-

9 (第 17 冊:平裝) NT$100  

貝莉塔的魔法手札/雅雅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04-528-9 (平裝)  

狂愛公寓/未来来夏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538-

8 (平裝)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14-7 (第

2 冊:平裝)  

災禍之神無所祈求/尾羊英作; 王薇

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16-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517-7 (第

2 冊:平裝) NT$130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桜

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93-4 (第 7 冊:平裝) NT$130  

岳/石塚真一作; 御門幻流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49-8 (第 17

冊:平裝)  

東大特訓班. 2/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04-6 (第 2 冊:平裝)  

金田一 37 歳之事件簿/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83-5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30  

委身犬神大人/安南友香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16-3 (平

裝) NT$130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兔女郎學姊/

鴉志田一原作; 七宮つぐ実漫畫; 哈

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01-7 (第 2 冊:平裝)  

兩個人的時間/おにお作; 吊木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 13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

406-0 (第 1 冊:平裝)  

咒術迴戰/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64-4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性愛生活.控管中/団栗ころこ作; 魏

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08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32-6 (平裝)  

姊嫁物語/森薰作; 多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00-0 (第

12 冊:平裝)  

夜與朝之歌  Ec/はらだ作 ; 黃盈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0907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02-2 (平裝)  

阿爾蒂/大久保圭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38-2 (第

6 冊:平裝)  

放學後的秘密實驗 /東藤ながる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46-

0 (平裝) NT$130  

怪癖戀人/ぴい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57-6 (平裝) NT$130  

夜櫻家大作戰/権平ひつじ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54-2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5555-9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

26-5556-6 (第 3 冊:平裝) NT$100  

泡戀 /水波風南作; 蔡雨璇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21-0 (第

4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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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之國/スケラッコ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47-

4 (平裝)  

春心萌動的老屋緣廊/鶴谷香央理作; 

丁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45-1 (第 4 冊:平裝)  

赴死如歸的吸血鬼 /桃尻ひばり作; 

熊次郎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035-1 (平裝)  

政治工具操作說明書/陳芷萱作 .-- 初

版 .-- 新竹縣 : 陳芷萱, 10906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30-5 (平

裝) NT$500  

流浪神差/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77-4 (第 22

冊:平裝) NT$100  

哈密瓜汽水/遠藤巻緒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45-3 (平裝) 

NT$130  

帝都初戀心中/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

520-3 (第 6 冊:平裝)  

星期五的秘密/野萩あき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07-1 (平

裝) NT$130  

飛翔的魔女/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7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75-0 (第 9 冊:

平裝) NT$100  

春夢誘發的戀情/小東さと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09-

2 (平裝) NT$130  

前輩,這不叫戀愛!/晴川シンタ作; 竹

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743-919-2 (平裝)  

思慕雪的熱帶魚 /萩埜まこと漫畫;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957-743-906-

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

907-9 (第 5 冊:平裝)  

紅髮惡魔纏上我/春之作; 王薇婷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8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19-1 (平裝) 

NT$130  

貞操 x 問答/カシオ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0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53-5 (平裝) 

NT$140  

原子小金剛(新裝版)/手塚治虫作; 林

思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1-413-

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

414-5 (第 6 冊:平裝)  

消失吧,群青/河野裕原作; 兎月あい

漫畫;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08-

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5409-5 (第 2 冊:平裝) NT$130 .-

- ISBN 978-957-26-5410-1 (第 3 冊:平

裝) NT$130  

夏目的結婚對象/乃木坂太郎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48-1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

5549-8 (第 2 冊:平裝) NT$140  

狼的花嫁/りゆま加奈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55-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456-9 (第

2 冊:平裝) NT$130  

秘密香氣/芥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59-7 (平裝) NT$130  

時渦/黃俊璋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奇果文創工業, 10907 .-- 2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2463-5-4 (第 2 冊:

平裝) NT$220  

送魂少女踏上葬禮之旅/路那作; 風

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11-8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5412-5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413-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高嶺之花、寄語飄零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04-536-

4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

537-1 (下冊:平裝)  

第一神拳/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78-1 (第 128

冊:平裝) NT$100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7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743-908-6 (第 5 冊:

平裝)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殆ど死んでいる

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09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09-3 (第 3 冊:平裝)  

情色漫畫家與助手/博士作; Niva 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58-3 (平裝) 

NT$130  

被吊銷冒險者執照的大叔,與愛女一

起歌頌悠閒人生/斧名田 マニマニ原

作; 唯浦史漫畫;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

5423-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5424-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5425-5 (第

3 冊:平裝) NT$130  

被消失的香港/柳廣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06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9-492-7 (平

裝) NT$480  

排球少年社團活動!!/宮島京平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07-8 (第 1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

5508-5 (第 2 冊:平裝) NT$100  

這種感情才不是戀愛/志々藤からり

作 ; 王 薇 婷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7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06-4 (平裝) NT$130  

棄貓的飼養法: 歡迎來到動物莊/街

こまち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14-6 (平裝) NT$130  

通靈童子 THE SUPER STAR/武井宏

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82-8 (第 4 冊:平裝) NT$140  

善良大叔轉生走上 SSS 級人生/三木 

なずな原作; ゆづま しろ作; 王薇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501-6 (第 1 冊:平裝) 



107 

 

NT$130 .-- ISBN 978-957-26-5502-3 (第

2 冊:平裝) NT$130  

黃昏流星群/弘兼憲史著; 洪子喬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51-

1 (第 59 冊:平裝)  

黑夜遊行/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8 .-- 22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5470-5 (第 5 冊:平

裝) NT$130  

進食♥性騷擾/縞ほっけ原作; 黃盈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09-1 (平裝)  

筆記人生整理術/米奇鰻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 10906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8-3-

0 (平裝) NT$250  

發笑吸血鬼/丸尾末廣著; 黃鴻硯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0906 .-- 冊 .-

- ISBN 978-986-235-849-8 (第 1 冊:平

裝) NT$300 .-- ISBN 978-986-235-850-

4 (第 2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986-235-851-1 (全套:平裝)  

最軟!東京人夫日記/米奇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0907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1-3-

2 (第 1 冊:平裝) NT$280  

掌握幸福的第二人生/ショーン田中

原作; メイジ漫畫; YUI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743-917-

8 (第 1 冊:平裝)  

進擊的巨人(特裝版)/諫山創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63-

7 (第 31 冊:平裝) NT$190  

湛藍色的愛戀(初回限定版)/市川け

い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18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1-407-7 (第 3 冊:平

裝)  

惡魔先生,請聽我唱歌/森下真作; 風

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10-

8 (平裝) NT$160  

黑鷺屍體宅配便/大塚英志原作; 山

崎峰水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957-743-897-3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898-0 (第 25 冊:平

裝) .-- ISBN 978-957-743-899-7 (第 26

冊:平裝)  

亂入我的心。/安堂ろめだ作; 小路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18-7 (平

裝) NT$130  

鳩子小姐偶爾是魔法少女/可歌真都

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29-6 (第 1 冊:平裝)  

微光的召喚師/Gene 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0908 .-- 144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4-534-0 (第 1 冊:平

裝)  

想成為漫畫家卻在 33 歲得了腦中風

/あやめゴン太作; 林琬清譯 .-- 1 版 .-

- 臺北市 : 尖端, 10909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065-8 (平裝)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三浦忠弘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68-

2 (第 22 冊:平裝) NT$100  

當好學生都是因為你/乙輝潤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47-

4 (平裝) NT$130  

過 身 / 孤 蟹 作  .-- 臺 北 市  : 黃 耘 , 

10906 .-- 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45-9 (平裝) NT$250  

想戒也戒不掉的成癮症,這麼做就戒

掉了!/汐街可奈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054-2 (平裝)  

塔里木: 無人聽聞的龍的傳說/かざ

み幸作; 田心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037-5 (平裝)  

搏命戀人/左藤さなゆき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22-1 (平

裝) NT$140  

極度甜美、我們的樂園 /サキラ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33-3 (平裝)  

想接吻、想 H。: 忍不住撲上去的交

往第 3 年夏天/結城アオ作; 加奈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04-0 (平裝) 

NT$130  

煙淡雨初晴/綺霏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17-3 (第 1 冊:平裝)  

極道主夫/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91-

0 (第 5 冊:平裝) NT$130  

銃夢火星戰記/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6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84-2 (第 7 冊:

平裝) NT$130  

與你共度春夏秋冬/佐岸左岸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26-

2 (平裝) NT$130  

境界觸發者/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65-1 (第 22

冊:平裝) NT$100  

緋紅魔導書/A-10 作; 陳楷錞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

957-26-5473-6 (第 3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957-26-5474-3 (第 4 冊:平

裝) NT$100  

舞動初戀!/佐野愛莉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23-

4 (第 3 冊:平裝)  

熊愛蜂蜜/白石由希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22-

7 (第 7 冊:平裝)  

綺譚花物語/楊双子原作; 星期一回

收日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0908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423-7 (平裝)  

誰才是我的王子?/鯨田ヒロト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57-

3 (平裝) NT$130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5480-4 (第 16 冊:平裝) NT$100  

寫在掌心的咒語/かしわ作; 澤野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545-0 (平

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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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者之孫/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

畫; 飛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957-

743-902-4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

957-743-903-1 (第 11 冊:平裝)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中原亞

矢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19-7 (第 3 冊:平裝)  

輝夜傳/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518-0 (第

3 冊:平裝)  

糊旅糊塗台南 GO/琯琯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04-540-1 (平裝)  

墮落之夜/麻生ミツ晃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17-0 (平裝) 

NT$130  

誰跟你魔法少女,我是 OOXX/希萌創

意原作; 楊基政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24-5 (第 6 冊:精裝)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

我將蹂躪一切/鵜吉しょう原作; 篠

崎芳漫畫;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27-

9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5428-6 (第 2 冊:平裝) NT$140  

請讓我幸福/鳩屋タマ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05-7 (平裝) 

NT$130  

閻王帖/柚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0907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1-2-5 ( 上 冊 : 平 裝 ) 

NT$220  

獨占我的英雄/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

名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90-

3 (第 10 冊:平裝) NT$130  

學生島耕作. 就活篇/弘兼憲史著; 水

風薰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09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10-9048-1 (第 1 冊:平裝)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 ALIVE/新田祐克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8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94-1 (第 6 冊:平裝) NT$130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DUST/矢立肇, 富

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

端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957-743-904-

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

905-5 (第 6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 外傳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

男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488-

0 (第 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57-26-5489-7 (第 4 冊:平裝) NT$190  

澪標/扇ゆずは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4-539-5 (第 2 冊:

平裝)  

熾戀王子的抉擇/青梅ななせ作; 李

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21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19-

4 (平裝) NT$140  

轉生成為結界師 /片岡直太郎原作; 

装一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26-5499-

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5500-9 (第 2 冊:平裝) NT$130  

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 取得第二職

業,成為世界最強/進行諸島原作; 彭

傑漫畫;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冊 .-- ISBN 978-957-26-5449-

1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5450-7 (第 2 冊:平裝) NT$130 .-

- ISBN 978-957-26-5451-4 (第 3 冊:平

裝) NT$130  

歸途電車/内田カヲル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5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46-7 (平裝) 

NT$130  

藍蘭島漂流記/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5485-9 (第 34

冊:平裝) NT$100  

獸人交歡之夜/かんべあき, 島みの

り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7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5420-0 (平裝) NT$130  

願你幸福/アボガド 6 著; 林于楟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 10907 .-- 

16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906-3-2 (平裝) NT$260  

鏈鋸人/藤本樹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5466-8 (第 7 冊:平裝) 

NT$100  

飄翎物語/黑豆, 湘婷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海穹文化, 109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550-7-1 (平裝)  

籃球鬥犬/岳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08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7114-7-1 (平裝)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オカヤド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92-

7 (第 16 冊:平裝) NT$130  

歡迎來到放浪之家!/アッサ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531-9 (平裝)  

戀情如花嬌豔/高城リョウ作; 劉維

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14-

9 (平裝) NT$130  

戀愛 α 的養成法/福嶋ユッカ作; 謝

旻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0907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403-9 (平裝)  

戀愛指令 No.0510/毬田ユズ作; 陳家

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5403-

3 (平裝) NT$130  

戀愛寄生蟲/三秋縋原作; ホタテユ

ウキ漫畫;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0908 .-- 冊 .-- ISBN 

978-957-743-910-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743-911-6 (第 3 冊:平裝)  

小說及雜文 

-無盡連鎖-. 12, 愛的樣態/海道左近

作 ; 黃 則 霖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26-9 (平裝) NT$200  

Autumn garden= 秋の庭/author Michael 

Boiano .-- 1st ed. .-- 桃園市  : Black 

Turtle Press, 10908 .-- 88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986-99284-0-3 (平裝)  

NARUTO 火影忍者 佐助新傳 師徒之

星/岸本斉史原作; 江坂純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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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29-0 (平

裝) NT$200  

∞360/澤野等作 .-- 臺南市 : 涵集工作

室, 10908 .--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82-5-1 (平裝) NT$300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

986-521-225-4 (第 4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4-6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5-3 (第 47 冊:平

裝)  

小不點賢者,從 Lv.1 開始在異世界奮

鬥!/彩戸ゆめ作; 陳幼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30-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00  

小閣老/三戒大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88-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89-6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90-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91-9 (第 4

冊:平裝)  

大魔導紀元 Ray's chronicle: a brand-

new history & those hero in it/十三作 .-

- 初 版  .-- 桃 園 市  : 十 三 番 工 房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04-0-7 (PDF)  

太平島/阿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睿

思勤創,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459-3-1 (PDF) NT$200  

太古神王/淨無痕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17-560-3 ( 第 77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17-561-0 (第

7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517-562-7 (第 79 冊:平裝) NT$170  

少年心理師/風念南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374-8 (第 3

冊:平裝) NT$240  

水光抑或鏡影/朱斌峰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33-4 

(EPUB) NT$400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59-9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60-5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12-1 (第 10

冊:平裝)  

不朽戰魂/拓跋流雲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22-3 (第 8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0-8 (第 8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01-5 (第 84

冊:平裝)  

少年藥帝/蕭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21-296-4 (第 74 冊:平

裝)  

不見天日的向日葵/洪凌作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491-0 (EPUB)  

丹青妙妻來鎮宅/黎小汀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73-5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74-2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75-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76-6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277-3 (第 5 冊:平裝)  

天鬼戰兵/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5-414-1 (第 28 冊:平

裝) NT$190  

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平凡大叔,其實

是地表最強戰神/相野仁作; 黃健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34-4 (第

2 冊:平裝) NT$200  

日常的日常/潘韻婷, 陳至柔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陳至柔, 10906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7746-6 (平

裝) NT$250  

王爺假正經/采荇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21-213-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14-8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15-5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16-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17-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218-6 (第 6 冊:平裝)  

仙子請自重/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48-3 (第 4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49-0 (第 4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06-0 (第 48

冊:平裝)  

末世之召喚三國群雄/浮兮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29-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9-1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310-7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320-6 (第 16 冊:平裝)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

986-515-394-6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395-3 (第

2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396-0 (第 30 冊:平裝) NT$190  

仙宮/打眼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21-226-1 (第 40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307-7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8-4 (第 42 冊: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

986-521-243-8 (第 9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2-2 (第 92 冊:平裝)  

百味廚神/噸噸噸噸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58-2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11-4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21-3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322-0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323-7 (第 15 冊:平裝)  

在迷茫中追尋/許祚祿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31-0 

(EPUB) NT$350  

全職法師/亂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九

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

517-570-2 (第 81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571-9 (第 82 冊:平

裝) NT$170  

我有百萬億分身/重劍無鋒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82-3 (第 10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

515-383-0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384-7 (第 12 冊:平

裝) NT$180  

沒有與世界之闇戰鬥的秘密組織,所

以 我建 立了 一個 (怒 )/黒留ハガ ネ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35-1 (第

1 冊: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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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姑娘也瘋狂/木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68-1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69-8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70-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71-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272-8 (第 5 冊:平裝)  

我的女友是老師/鏡遊作; 徐維星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27-6 (第 3 冊:

平裝) NT$200  

佛門狂徒/沈默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7-584-9 (第 31 冊:平

裝) NT$170  

我的學生是妖孽/蓮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375-5 (第

4 冊:平裝) NT$240  

完美神醫/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20-9 (第 1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39-1 (第 13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40-7 (第 13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98-8 

(第 132 冊:平裝)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

986-521-230-8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31-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32-2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33-9 (第 4 冊:

平裝)  

兔子魔術師/林恆範作 .-- 臺中市 : 林

恆範,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68-8 (EPUB)  

阿公讲鬼. 2, 报应/蓝橘子作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09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1-957-2 (平

裝)  

阿宅的戀愛太難(小說版)/ふじた原

作; 華路いづる作; 林佳祥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25-2 ( 平 裝 ) 

NT$200  

東洲學院系列. 下: 黑手黨實習課程,

搞砸了!?/天琴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2-5 (平裝) NT$230  

空氣少女: 叮咚!純度 100%的臭氧歡

樂送!/八千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43-6 (平裝) NT$200  

武神主宰/紫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7-583-2 (第 136 冊:

平裝) NT$180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21-253-7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254-4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55-1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56-8 (第 2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57-5 (第 30

冊:平裝)  

武神訣/乘風破浪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79-3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380-9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381-6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沿著城垣殘蹟與神相遇/蒼漓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15-9 (平

裝) NT$230  

武道通神/木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

986-515-397-7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398-4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399-1 (第 12 冊:平裝) NT$190  

武魂莫測/賊公子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17-566-5 ( 第 3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567-2 (第

3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7-568-9 (第 4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7-569-6 (第 41 冊:平

裝) NT$180  

近戰狂兵/梁七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23-0 (第 7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44-5 (第 7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45-2 (第 7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03-9 

(第 75 冊:平裝)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21-234-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235-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36-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37-7 (第 4 冊:平裝)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405-9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06-

6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407-3 (第 23 冊:平裝) NT$180  

拯救全球/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92-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93-3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94-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95-7 

(第 4 冊:平裝)  

冒牌小醫女/池白矣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78-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79-7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80-3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81-0 (第 4

冊:平裝)  

相語= The catalog/貓大夫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旭儒, 10909 .-- 冊 .-- ISBN 

978-986-98327-7-9 ( 上 冊 : 平 裝 ) 

NT$800 .-- ISBN 978-986-98327-8-6 (下

冊:平裝) NT$800  

逆天劍皇/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200-1 (第

119 冊:平裝)  

逆天劍皇/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19-3 (第 12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97-1 (第 12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315-2 (第 122

冊:平裝)  

鬼知道我經歷什麼/莫晨歡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05-123-5 (全套:平裝)  

家長證代考包過/茶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0908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265-9-

4 (平裝)  

神神旅行團. 2: 海底的太陽/雪鹿角

色原案;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文 .-- 臺

北市 : 聖狐動漫工作室,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989-8-5 (PDF)  

神神旅行團: 蒼穹之歌/輕小說冒險

工廠文; 雪鹿圖 .-- 臺北市 : 聖狐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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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989-7-8 (PDF)  

純愛小說家與責任編輯的微戀炮友

關係 : 可以、再來一次嗎?/草子信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

514-2 (平裝) NT$26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

986-521-267-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14-5 (第 6 冊:平裝)  

修羅帝尊/孤單地飛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17-557-3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558-0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7-559-7 (第 18 冊:平裝) NT$180  

息壤/夏金林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

林數位文化 , 10907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530-32-7 (EPUB) 

NT$550  

從 Lv2 開始開外掛的前勇者候補過

著悠哉異世界生活/鬼ノ城ミヤ原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5536-8 (第 3 冊:平裝) NT$200  

掉了手機,撿到妖♂精!?. vol.2, 從湖

邊濕到床上真的沒問題嗎?/子陽作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42-9 (平裝) 

NT$200  

被女神騙到異世界的我展開後宮生

活/回復師作; 陳柏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33-7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00  

都市大領主/木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403-5 ( 第 5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04-2 (第

58 冊:平裝) NT$180  

都市至尊戰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85-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386-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387-8 (第 9 冊:平裝) NT$180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夏に

コタツ作; 簡廷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37-5 (第 6 冊:平裝) NT$200  

笭菁闇语: 噬镜/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27-5 (EPUB)  

笭菁闇語: 噬鏡/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28-2 (EPUB)  

掌中花/宮緒葵作; 馮鈺婷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40-5 ( 平 裝 ) 

NT$200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王昱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41-2 (第 7 冊:平裝) NT$200  

絕世丹神/網絡黑俠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17-580-1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581-8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7-582-5 (第 11 冊:平裝) NT$18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21-6 (第 9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41-4 (第 9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42-1 (第 9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99-5 

(第 94 冊:平裝)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88-5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389-2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390-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超神制卡師/零下九十度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24-7 (第 5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46-9 (第 5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47-6 

(第 5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316-9 (第 5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317-6 (第 5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318-3 (第 5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319-0 (第 59 冊:平裝)  

最強神醫混都市/九歌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391-5 (第 95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15-392-

2 (第 96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

986-515-393-9 (第 97 冊:平裝) NT$170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408-0 (第 2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409-

7 (第 2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410-3 (第 25 冊:平裝) NT$180  

善惡魔法學院. 第一輯/蘇曼.查納尼

(Soman Chainani)著; 王娟娟, 蔡心語,

潘美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

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57-9094-

74-0 (全套:平裝) NT$1148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

521-227-8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228-5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50-6 (第 29 冊:平裝)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51-3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52-0 

(第 18 冊:平裝)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65-0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66-7 (第 6 冊:

平裝)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313-8 (第

7 冊:平裝)  

搶單!搶到滾床單/接骨木花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3-2 (平

裝) NT$250  

爺就愛寵妻/蘇靜初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21-209-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10-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11-7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12-4 (第 4

冊:平裝)  

萬道成神/新版紅雙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17-572-6 (第 9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17-573-3 (第

10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517-574-0 (第 11 冊:平裝) NT$170  

極樂淨土/世末鴿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15-400-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401-1 (第



112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402-8 (第 6 冊:平裝) NT$180  

與君共榮華/開機甲的貓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82-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83-4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84-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85-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286-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287-2 (第 6 冊:平裝)  

蒼穹之上/石川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

986-517-563-4 ( 第 9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564-1 (第

9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7-565-8 (第 95 冊:平裝) NT$180  

臺南憶事/陳翾文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陳翾文, 10906 .-- 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766-4 ( 平 裝 ) 

NT$150  

舞會計劃/今夜離港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0908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31-0-1 (平

裝)  

對稱缺角: 總有一個人得寂寞/朱夏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7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

516-6 (平裝) NT$260  

線上殖民: 大腦漫遊/夏千越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詩與奇幻冒險工作

室,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117-1-9 (EPUB)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7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208-7 (第

5 冊:平裝)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21-238-4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261-2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262-9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263-6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264-3 (第 10 冊:平裝)  

厲劫/七殤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朔

雪, 10906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7723-7 (平裝) NT$180  

請把我當成妹妹,給我超越女友的愛。

/滝沢慧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31-3 (第 1 冊:平裝) NT$200  

課金成仙/五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

986-517-578-8 ( 第 3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579-5 (第

35 冊:平裝) NT$180  

請跪下吧,董事長先生/風流涕作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44-3 (第 1 冊:

平裝) NT$200  

誰弒誰非/陳香吟文.圖 .-- 一版 .-- 臺

南市 : 陳香吟, 10906 .-- 4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50-3 (平裝) 

NT$150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

我將蹂躪一切/篠崎芳作; 王昱婷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5528-3 (第 5 冊:

平裝) NT$200  

戰神狂飆/一念汪洋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九星文化, 10906 .-- 冊 .-- ISBN 

978-986-517-575-7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7-576-4 (第

1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7-577-1 (第 11 冊:平裝) NT$180  

點滿農民相關技能後,不知為何就變

強了。/しょぼんぬ作; Y.S 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38-2 (第 2 冊:平裝) 

NT$200  

獵人和囊中物/迷迭十三香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0908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544-9 (平

裝) NT$250  

轉生成國王的私生子後,決定享受異

世界生活!/るう作; 林憲權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5532-0 (第 2 冊:平裝) 

NT$200  

獸人與少年 Ω 的宿命之輪/葵居ゆゆ

作 ; 陳 靖 涵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0908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5539-9 (下冊:平裝) NT$200  

其他 

1000 個最強精油配方: 執業 40 年的

法國藥師幫你遠離抗生素,具醫療規

格、無可取代的精油建議!/丹妮兒.

費絲緹(Danièle Festy)著; 蕭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4-1-0 (EPUB) 

NT$560  

*2020 年 5 月預估年 EPS 資料分析/

黃寶慧著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寶

慧, 10906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63-3 (平裝)  

2020 年第 9 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

ジウム会議予稿集/曾秋桂編集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 10907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736-57-3 (平裝) NT$400  

25+25 吉室中,散策/孫喬穎主編 .-- 臺

中市 : 咱誌,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8762-4-8 (PDF) NT$390  

2 週學會素描畫: 不必靠天份,只要跟

著描、照著畫,就能從 0 開始學會 58

個素描技法/山田雅夫(Masao Yamada)

著 ; 曾 盈 慈 譯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29-36-9 (EPUB)  

30 當青春: 基層教保組織一起走過的

三十年= Thirty years overview of the 

Alliance of Educare Trade Unions-

Organization/王淑英, 郭明旭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10907 .-- 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32-0-0 (平裝)  

50 Years on the bodhisattva path/[author 

Pan Xuan]; translator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 臺北市 : 慈濟

人文,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8688-8-4 (EPUB)  

7 天成為八字命理大師: 滴天髓闡微

評註/任鐵樵原文; 黃厚淵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黃厚淵,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17-6 (EPUB) 

NT$450  

<<樂天女孩>>寫真應援全記錄/樂天

女孩等 23 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0908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066-5 (平裝)  

Aliv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written by Daniel 

Hailstone .-- 臺北市 : 敦煌, 10907 .-- 

冊 .-- ISBN 978-957-606-903-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57-606-904-8 (第 3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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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esign/曾傳傑作 .-- 高雄市 : 上鋐

書庫, 10906 .-- 43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6914-5-1 (平裝)  

Disconnected ICT supply chains: new 

power plays unfolding/by Colley 

Hw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大椽 , 

10907 .-- 3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0531-9-9 (平裝)  

English roots. 4/written by Toby Shaw, 

Josh Pattison .-- 1st ed. .-- 臺北市 : 夏

恩國際教育, 10907 .-- 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997-1-0 (平裝)  

*Excel 商業智慧分析: 樞紐分析 x 大

數 據 分 析 工 具 PowerPivot 及

PowerView ( 適 用 Office 

365/2013/2016/2019)/王仲麒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42-7 (PDF) 

NT$560  

Flow: 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written by James Baron, Joe 

Henley .-- 2nd ed. .-- 臺北市 : 敦煌, 

10909 .-- 冊 .-- ISBN 978-957-606-901-

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606-

902-4 (第 3 冊:平裝)  

*IFRSs 釋例範本/ .-- 第四版 .-- 臺北

市 : 會計研發基金會, 10906 .-- 冊 .-- 

ISBN 978-986-94194-8-2 (上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94194-9-9 (中

冊 :平裝 ) NT$700 .-- ISBN 978-986-

99213-0-5 (下冊:平裝) NT$700  

In hard times: survive courage strong and 

keep healthy, 2020/by Tsai Ching wen; 

edited by Liao Zhenwei; illustrated by 

Tsai Ching wen, Liao Yijun .-- 臺南市 : 

顏襄數位科技,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41-1-6 (PDF)  

Lazar and leper: end game/by David 

Barton .-- 1st ed.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

圖書, 10906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6-6-0 (平裝)  

Lazar and leper: search for lost causes/by 

David Barton .-- 1st ed. .-- 臺北市 : 冠

唐國際圖書, 10906 .-- 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336-5-3 (平裝)  

Learning negotiation from the 

movies/Allison Chia Yi Li, Zoey Lin, 

Paige Tsa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7 .-- 10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147-914-9 (平裝) NT$500  

Milestone/勤益科技大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10906 .-

- 冊 .-- ISBN 978-957-9282-78-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9282-79-6 

(第 2 冊:平裝)  

Once upon a time in Singapore/author 

Hsu Chung Mao .-- 1st ed. .-- 臺北市 : 

新世語文化, 10907 .-- 256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86-88520-8-2 (精裝)  

PM 與健康關係的另類觀點/林怡劭

編譯 .-- 初版 .-- 臺南市 : jun, 10906 .-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98-5 (平裝)  

Research on the Saṃyukta-

āgama/edited by Dhammadinnā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0908 .-- 

10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

859-3 (平裝)  

Seventeen Plus 將 歲 月 拾 起 . Vol.1, 

Something about Journey/古韻琳, 王韋

甯, 郭仕儒等合著 .-- 初版 .-- 雲林縣 : 

古韻琳, 109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758-9 ( 平 裝 ) 

NT$399  

Springboard/致理科技大學教務處語

言中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

商聖智學習, 10907 .-- 冊 .-- ISBN 978-

957-9282-80-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9282-81-9 (第 2 冊:平裝)  

*SPSS 26 統計分析嚴選教材 (適用

SPSS 26-22)/楊世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41-0 (PDF) NT$560  

*SQL Server 2019/2017 資料庫設計與

開發實務/陳會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543-4 (PDF) NT$620  

Swami Rama 大師瑜伽系列/斯瓦米.

拉瑪(Swami Rama)作; 劉海凝, 黃誠勳, 

Suj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

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401-

32-0 (全套:平裝) NT$840  

Taiwan and Vietnam: language,literacy 

and nationalism/Wi-vun T. 

Chiung(Tưởng Vi Văn)[作] .-- 1st ed. .-

- 臺南市 : 亞細亞國際傳播, 10906 .-- 

277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8887-0-7 (精裝)  

The old man and the sea/author Ernest 

Hemingway; illustrator Faye Cheng .-- 

1st ed.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27-380-5 (PDF)  

Vindicating the Opium War: the 

apartheid Qing Dynasty’s tragicomic 

loss to British anti-slavery 

activists/author Nicholas E. Veitch .-- 1st 

ed. .-- 臺 北 市  : Nicholas E. Veitch,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31-2 (PDF)  

Z 世代媒體行為大調查/曾家宏, 吳柏

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情

所,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81-793-0 (PDF) NT$6000  

「AI 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

シンポジウム論文予稿集/曾秋桂編

集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日文系, 

10906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8736-55-9 (平裝) NT$300  

にほんごにゅうもん: 日文字母入門.

看圖說日文/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

新, 10908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21-193-8 (平裝) NT$80  

ある光景/ .-- 再版 .-- 桃園市 : 吳若彤, 

10906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97-8 (精裝)  

「水彩.武林」: 臺灣水彩 50 週年紀

念暨臺日水彩交流展= The Taiwan 

Watercolor Association 50th anniversary 

& Taiwan-Japan Watercolor exhibition/

臺灣水彩畫協會編輯 .-- 臺北市 : 臺

灣水彩畫協會, 10907 .-- 13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129-5-3 (平裝) 

NT$800  

乙級證照課程設計: 以電力電子檢定

實 務為 例 ( 教學 升等 報告 )/王惠玲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王 惠 玲 , 

10906 .-- 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802-9 (平裝) NT$300  

九十的話/陳誠口述; 余傳韜編著 .-- 

初版 .-- 嘉義市 : 清誠教育事務基金

會, 10907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640-2-4 (平裝) NT$500  

*七股鹽山王國= Qigu salt mountain 

kingdom/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 

10908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820-3 (平裝) NT$550  

*二氧化碳與芳香烴氣液相平衡及熱

力學方程式關聯/姚俊旭編著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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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南市 : jun, 10906 .-- 1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65-7 (平裝)  

十萬島文識臺灣. 二/臺灣人權文化

協會編著; 謝宗憲, 黃天賜總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912-4-9 (PDF)  

人權的條件: 定義「危害人類罪」與

「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沙茲

(Philippe Sands)著 ; 梁永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34-0 (EPUB) 

NT$690  

小小故事,大大感動/沈依潔編著 .-- 

新北市 : 培育文化, 10908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618-6-1 (PDF)  

小水力發電事業技術課程 /洪正中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灣環境公義

協會, 10906 .-- 1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56-0-0 (第 1 冊:平裝)  

大中華地區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20(中文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雷舍商務鑑價, 109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83-3-0 

(PDF) NT$3600  

三名臣書牘/(清)曾國藩, (清)胡林翼, 

(清)左宗棠著; (清)何天柱輯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7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9-8 (平

裝) NT$700  

小 型 餐 飲 業 自 主 管 理 手 冊 ( 英 文

版)/editor-in-chief Ran-Chou Chen .-- 1st 

ed. .-- 新北市 : 新北市衛生局, 10905 .-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13-

56-9 (平裝) NT$250  

山海經注 山海經圖讚補注/(晉)郭璞, 

(明)楊慎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35-9 (平裝) NT$320  

工程、技術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

論 文 集 . 2020 第 九 屆 = The 9t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techonological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張基成, 黃悅民,

林志敏編輯 .-- 雲林縣 : 臺灣工程教

育與管理學會, 10906 .-- 30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817-1-8 (隨身碟)  

大提琴的遊樂園: 大提琴重奏曲集: 

三聲部與四聲部(總譜及分譜). 3, 影

視配樂篇= Cello Garden cello ensemble 

collections for cello trio and quartet(score 

and parts) 3 soundtrack music/R.T. 

Chiang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

樂譜, 10908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54-54-9 (平裝)  

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2020 第 11 屆/謝智玲主編 .-- 初版 .-- 

彰化縣 : 大葉大學教研所, 10905 .-- 

14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5507-7-2 (平裝附光碟片) NT$350  

大臺南文化叢書. 第 8 輯/邱睦容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04-15-

1 (全套:平裝) NT$2630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 

2020 年= 2020 Conference on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Management/佛光大

學管理學系編輯 .-- 初版 .-- 宜蘭縣 : 

佛光大學管理系, 10906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29-4-9 (平裝

附光碟片)  

引用色彩 可立即使用的配色訣竅: 

基本色、無彩色、金銀色、銀光色 

最佳選擇的提示/南雲治嘉著; 張英

裕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溪國際圖

書, 10907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14-1-3 (平裝) NT$500  

不可思議的球形立體卡片= Sphere/

月本誠司作; 邱喜麗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溪國際圖書, 10907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14-2-0 (平

裝) NT$400  

*公民素養融入專業課程-以音訊處

理導論課程為例(教學升等報告)/蘇

美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蘇美琳, 

10905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25-1 (平裝) NT$300  

日本語の自他両用動詞の研究: 「自

他対応」「自他交替」との関連/王

淑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

社, 10907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21-5-6 (平裝) NT$420  

文字學家的寫字塾 一寫就懂甲骨文: 

紀念甲骨文發現 120 周年/施順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 

10908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5-31-8 (平裝) NT$300  

五卷本皎然詩式/(唐)釋皎然撰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3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17-5 (精

裝) NT$430  

之前 .之後  郭振昌= Before.after J.C 

Kuo/郭振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未來耿畫廊, 10908 .-- 10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429-8-6 (平裝)  

六根身心統合療法與董針: 光療、音

療、芳療、食療、體療、心療之總

合心法/李國政原創; 程希智編著 .-- 

臺北市 : 志遠, 10908 .-- 3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440-50-2 (精裝) 

NT$1200  

中國三部曲/蔡東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9196-1-6 (全套:平裝) 

NT$1000  

中國醫學史/陳邦賢撰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07 .-- 3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04-5 ( 精 裝 ) 

NT$750  

中國藝術史/徐瑞昌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幼獅, 10906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49-196-4 ( 平 裝 ) 

NT$60  

中華民國系統科學與工程研討會摘

要論文集. 2020/蔡清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07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442-9 (平裝)  

中華民國放射醫學會對比劑手冊 . 

2020/郭禹廷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放射線醫學會, 10906 .-- 6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5989-3-5 (平裝) 

NT$500  

元詩別裁集/(清)姚培謙等評選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3-11-3 (平

裝) NT$190  

心境: 廖芳乙創作個展/廖芳乙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10907 .-

- 2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004-0-9 (平裝)  

手機學日語假名/致良日語工作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6-

983-8 (平裝) NT$80  

手機學日語發音/致良日語工作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7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6-

984-5 (平裝) NT$100  

中醫耳鼻咽喉科臨床驗案集 /徐靜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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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

06-9 (平裝) NT$450  

尺牘新語/(清)汪淇箋定; (清)徐士俊

仝 評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07 .-- 4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41-0 (精裝) NT$530  

文藻體育運動研究專輯/遲珩起, 劉

明全, 甘允良編撰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0906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36-4-6 (第 2

冊:平裝) NT$250  

今體詩鈔/(清)姚鼐選 .-- 再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08-3 ( 平 裝 ) 

NT$150  

弘 文 學 報 . 第 五 期 = Hong Wen 

academic journal/張瓊分等合著; 孫宏

禮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弘文高中, 

10906 .-- 10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5000-3-6 (平裝)  

台中藝術博覽會 . 2020= 2020 ART 

TAICHUNG/鍾經新主編 .-- 臺北市 : 

畫廊協會, 10907 .-- 180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97974-2-9 (平裝)  

古玉心賞/蔡涵清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趙健森, 10906 .-- 冊 .-- ISBN 978-

957-43-7818-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3-7819-7 (第 1 冊:精裝)  

白沙屯拱天宮禳災除瘟祈安法會影

像集(庚子年)/洪建華總編輯  .-- 初

版 .-- 苗栗縣 : 白沙屯拱天宮管委會, 

10906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29590-3-9 (精裝)  

*玄空圖書館-建築設計競賽作品/楊

振植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楊振植, 

10906 .-- 73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767-1 (平裝) NT$680  

司空圖詩品詩課鈔 /(唐 )司空圖撰 ; 

(清)鍾寶學課鈔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3-18-2 (平裝) NT$170  

世界 50 位著名成功學家成功金言/馬

正飛編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

位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34-1 (EPUB) NT$180  

世界古代文學簡史/馮平, 劉東岳, 牛

江濤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173-9 (EPUB) NT$290  

世界近代文學簡史/馮平, 劉東岳, 牛

江濤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11-174-6 (EPUB) NT$290  

*世界最好用的心理戰術/裴燁榮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44-6 (PDF) NT$300  

*世界最完美的哈佛情商課/鄧東文

編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

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42-2 (PDF) NT$300  

世界最完美的逆商 AQ/譚春虹編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43-9 (PDF) NT$350  

*世界最完美的陽光人生 /王泓逸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35-4 (PDF) NT$320  

*世界最完美的閱人術/王牧作; 李津

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38-5 (PDF) NT$320  

*世界最時尚的品牌傳奇 /連雅雯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47-7 (PDF) NT$300  

*世界最神奇的氣場修練術/李上卿

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37-8 (PDF) NT$300  

*世界最動人的感恩心/柯永華作; 李

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22-4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人文經典/譚尚祺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41-5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心念力/羅伯特.柯里

爾(Robert Collier)原著; 陳皓偉編譯 .-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24-8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羅明陽編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26-2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西洋文學經典 /吳明

賢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

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40-8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帝王/林郁樺作; 李津

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36-1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林郁樺作; 李

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45-3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思想家/林天偉編著 .-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21-7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科學經典 /高肇暘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28-6 (PDF) NT$320  

*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經典/李旭東

編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

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39-2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謀略學經典/譚啟平

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25-5 (PDF) NT$300  

*世界最偉大的藝術家/方建華編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30-9 (PDF) NT$300  

*世界最著名的名人傳記 /江又聲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33-0 (PDF) NT$300  

*世界最圓通的謀略智慧/沈御川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27-9 (PDF) NT$300  

*世界最圓滿的人生三書/朱榮智作;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46-0 (PDF) NT$300  

*世界最溫馨的人生哲理 /黃明濤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34-7 (PDF) NT$320  

*世界最溫馨的人生智慧 /黃明濤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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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31-6 (PDF) NT$320  

*世界最溫馨的心靈書/林芳如作; 李

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8-23-1 (PDF) NT$320  

*世界最優美的散文選 /大衛 .梭羅

(David Thoreau)原著; 徐漢林編譯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32-3 (PDF) 

NT$300  

*世界最優質的經典好書/張玉彬編

著; 李津總策劃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

文化,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38-29-3 (PDF) NT$300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20: 愛

生活/黃郁婷, 林舜慈, 王惠珠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生應系, 

109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96-364-4 (平裝) NT$200  

本草衍義/(宋)寇宗奭撰; (清)陸心源

重 刻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40-3 (平裝) NT$260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七期/呂立

德總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科大通識

中心, 109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89-87-2 (平裝)  

台灣(Formosa)願為加入美日安保條

約為成員承擔所應負的責任/曾勁元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曾 勁 元 , 

10905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24-4 (平裝)  

台灣 ISP 年鑑. 2019 年/黃勝雄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網路資訊

中心,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88369-9-0 (PDF)  

*台灣大未來: 今日瑞士,明日台灣/張

渝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張渝江,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40-4 (PDF) NT$399  

台 灣 主 要 產 業 鑑 價 數 據 年 鑑 . 

2020(國際標準版)/張世宗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雷舍商務鑑價, 109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083-2-3 

(PDF)  

台灣的肩膀: 詩歌樂譜集. 一/戴鴻名

著  .-- 初 版  .-- 新 竹 市  : 戴 鴻 名 ,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7783-1 (PDF)  

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故事繪本/陳

勝榮文字編纂; 偕秀宜美術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原住民紗夢國

際文創交流協會, 10906 .-- 冊 .-- ISBN 

978-986-99243-0-6 ( 全 套 : 精 裝 ) 

NT$350  

台灣揚琴好聲音: 揚琴合奏曲集/鐘

泉波總編輯 .-- 臺中市 : 台灣揚琴樂

團, 10908 .--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40-0-9 (平裝) NT$600  

伏山海而棲: 藝術長廊創作展. 2019= 

Living by Moutains and Seas: Arts 

Corridor Exhibition/黃修文主編 .-- 新

北市 : 朱銘文教基金會, 10906 .--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349-4-

6 (平裝) NT$400  

自由潜水训练秘籍: 深潜、静态与动

态闭气/Umberto Pelizzari 作; 李銳媛

譯 .-- 新北市 : 易潛企業, 10906 .-- 2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690-3-

7 (平裝)  

江左三大家詩鈔/(清)錢謙益, (清)吳

偉業, (清)龔鼎孳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3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7-4 ( 精 裝 ) 

NT$550  

自出版營銷/Jeanie Tsui 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徐健賢,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39-8 (EPUB) 

NT$400  

考正註解國朝七才子詩集/(明)陳眉

公句解; 李士安補註 .-- 再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29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07-6 ( 精 裝 ) 

NT$490  

全唐近體詩鈔/(清)沈裳錦述; 姚文田

參 訂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07 .-- 2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14-4 (精裝) NT$460  

有效讀寫: 用對方法縮小學習落差,

每個孩子都能讀得更好/曾世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44-7 

(EPUB) NT$360  

先處理好心情,才能處理好事情/文蔚

然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30-9 (平裝) NT$380  

全國學生攝影比賽得獎作品特刊 . 

2020/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攝影學

會, 10906 .-- 69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4670-4-9 (精裝)  

在愛的道路上/陳姸安圖.文 .-- 新北

市 : 陳姸安, 10907 .-- 36 面; 21X15 公

分 .-- ISBN 978-957-43-7822-7 (精裝) 

NT$320  

字彙專論 Prefixes & Suffixes/黃淑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0907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

916-3 (平裝) NT$280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The 2020 Conference on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 

Management/裴文, 徐子光等編 .-- 新

竹市 :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10906 .-- 

冊 .-- ISBN 978-986-6422-31-7 (全套:

平裝) NT$1000  

我 16 歲,寫了一本書!Scratch 的秘密!/

康以諾文字.插圖 .-- 一版 .-- 桃園市 : 

龍行文化, 10906 .-- 22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92546-9-4 (平裝)  

每日讀詩詞: 唐宋詞鑑賞辭典/宛敏

灝等著; 趙啟麟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動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493-117-0 ( 全 套 : 平 裝 ) 

NT$4750  

佛光大藏經. 聲聞藏/佛光大藏經編

修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佛

光出版社, 10908 .-- 冊 .-- ISBN 978-

986-5545-50-5 (全套:精裝)  

我在這裡= Here I am/游智婷總編輯 .-

- 臺 北 市  : 讚 美 之 泉 視 聽 文 化 , 

10906 .-- 1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5123-6-7 (平裝)  

你我之間三部曲/裘凱宇, 楊嘉玲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0908 .-- 冊 .-

- ISBN 978-957-9121-73-6 (全套:平裝) 

NT$880  

你的小精靈: 陳敬宣寫真 photobook/

陳敬宣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 

10906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8117-9-8 (平裝) NT$499  

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後

秦 )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

譯 .-- 臺中市 : 法藏文化, 10907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181-0-

7 (平裝)  

呂晚邨先生四書語錄/(清)呂留良講; 

(清)周在延編次 .-- 再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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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

5533-47-2 (全套:精裝) NT$2700  

我國生技製藥產業之部門創新系統

與研發合作網絡分析= Assessing the 

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R&D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 Taiwan's 

pharmaceuticals and biotechnology 

industry/張錦俊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298-2 

(PDF)  

我國百大社會課題調查研究: 重要度

與政策回應期待解析. 2019/林岱緯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

策中心, 10907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19-296-8 (平裝)  

我國科技計畫中長期效益追蹤評估

機制研析 /羅愛雁 , 李宜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19-297-5 (PDF)  

狂喜: 被遺忘的語言: 談到卡比爾/奧

修(Osho)演講; 嘎根(Gagan)譯 .-- 高雄

市 : 道上的人,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181-5-7 (PDF)  

找尋被遺忘的萬丹歷史與記憶/毛帝

勝著 .-- 初版 .-- 屏東縣 : 屏東縣萬丹

鄉藝術文化協會, 10908 .-- 17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0-0-0 (精裝)  

何謂恩典?/肖恩.路卡斯(Sean Michael 

Lucas)著; 郭熙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改革宗, 10906 .-- 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069-0-6 ( 平 裝 ) 

NT$140  

花's RUN/Soul 夜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Soul 夜人, 10906 .-- 8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15-0-3 (平裝) 

NT$299  

非比尋常的生命元素: 氟與鹵素家族: 

氟 、 蛀牙 和人 類意 識發展 有 關係

嗎?/奧利維 .庫堤(Olivier Coutris)著 ; 

蘇威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織

錦, 10907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986-6-0 (平裝) NT$200  

金 貝 小 鼓 手 . 三 , 大 樹 篇 = Little 

djembe player 3/趙偉竣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JC 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 

10907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574-1-3 (平裝) NT$280  

兩岸詩. 6= A-cross poetry/楊小濱, 何

言宏主編 .-- 臺北市 : 兩岸詩雜誌社, 

10908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2290-4-3 (平裝) NT$280  

青春微素養: 36 個通往更理想自己的

基本功/蔡淇華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38-6 (EPUB) 

NT$380  

直拳 KO 臨床醫學論文寫作. 2, 你需

要知道的統計概念/武孟餘作 .-- 新北

市 : 武孟餘,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737-4 (MOBI(Amazon 

Kindle))  

*直拳 KO 臨床醫學論文寫作. 3, 統計

軟體實戰應用手冊/武孟餘作 .-- 新北

市 : 武孟餘,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738-1 (MOBI(Amazon 

Kindle))  

使徒信经传福音手册 . 2020/林泰钟

(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

書籍,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293-0-1 (PDF)  

使徒信经「门徒训练」手册. 2020/林

泰钟(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

拼音書籍,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93-1-8 (PDF)  

使徒信經「門徒訓練」手冊. 2020/林

泰鐘(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

拼音書籍,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326-9-0 (PDF)  

使徒信經傳福音手冊 . 2020/林泰鐘

(Jonathan Lin)作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

書籍,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6326-8-3 (PDF)  

兒童英文彈唱曲集= English song for 

kids/陳俊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爵士大師音樂教育, 109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160-8-5 (精裝) 

NT$300  

法華經講義 . 一/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631-6-8 (PDF)  

法華經講義 . 二/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631-7-5 (PDF)  

法華經講義 . 三/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631-8-2 (PDF)  

法華經講義 . 四/釋厚觀主編 .-- 初

版  .-- 新竹縣  : 印順文教基金會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6631-9-9 (PDF)  

明朝實在很爆笑. 下卷, 帝國異變.寂

寞終曲/霧滿攔江著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7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28-6 (平裝) 

NT$399  

明詩別裁集/(清)沈德潛等評選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2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3-10-6 (平

裝) NT$240  

*承載建築的逐夢之旅 in 永定/楊振

植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楊振植, 

10906 .-- 1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49-7 (平裝) NT$680  

孤獨者女亞斯/金吉拉編著 .-- 1 版 .-- 

基隆市 : 如意貓,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744-2 (EPUB) 

NT$250  

屈辭精義/(清)陳本禮箋註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34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15-1 (平裝) 

NT$320  

客人: 談到卡比爾/奧修(Osho)演講; 

嘎根(Gagan)譯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4181-6-4 (PDF)  

看牙就醫指南 Q&A/郭文傑總編輯 .-

- 臺北市 : 牙醫師全聯會, 10907 .-- 

164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8547-2-6 (平裝)  

風水聖經. 2021/陳冠宇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鴻運知識科技,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92-

63-1 (平裝) NT$188  

看見馬祖秋冬之美/德勳廣告整合行

銷有限公司著 .-- 初版 .-- 連江縣 : 連

江縣交通旅遊局, 10906 .-- 11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8-47-1 (平裝)  

故事崇拜/周士軒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周士軒, 10906 .-- 13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26-8 (平裝) 

NT$480  

為純素世界祈禱 為世界和平上彩= 

Until is here/林忠義作; 葉顯壯圖 .-- 雲

林縣 : 聽庫土獨立書店, 10906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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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8 公分 .-- ISBN 978-986-98290-4-

5 (精裝) NT$300  

為純素世界祈禱= Until is here/林忠義

作; 葉顯壯圖 .-- 雲林縣 : 聽庫土獨立

書店, 10906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90-3-8 (精裝) NT$300  

祈福招財. 2021/陳冠宇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鴻運知識科技, 10909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92-

62-4 (平裝) NT$188  

英語教學/商用英語論壇. 2020: 英語

習得全球化論文集= 2020 The 10th 

English Teaching/Business English 

Forum: English acquisition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段惠珍, 田安克編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教, 10906 .-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869-4-9 (平裝) NT$480  

建築師札哈.哈蒂的故事/維多利亞.

田 特 勒 - 克 里 洛 夫 (Victoria Tentler-

Krylov)作; 周惠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 10909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505-28-8 (精裝) 

NT$350  

看懂英文<<華爾街日報>>超簡單 : 

500 Keywords to underst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黃偉倫, 楊智民著 .-- 臺

中市 : 晨星,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9-30-7 (EPUB)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大

字版): 約翰一二三書= Chinese union 

study Bible(with CUNP text,Shen & 

enlarged edition): 1,2&3 John/彭國瑋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0907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8770-4-6 (平裝)  

原子筆繪畫入門課: 簡直太神了!原

來用原子筆可以畫得這麼美/曾世球

著 .-- 臺中市 : 晨星,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9-31-4 (EPUB)  

唐卡素描臨摹本/格桑嘉措編著 .-- 臺

北市 : 德祺書坊, 10907 .-- 23 面; 41 公

分 .-- ISBN 978-986-96719-8-9 (平裝) 

NT$850  

神 曲 / 但 丁 . 阿 利 格 耶 里 (Dante 

Alighieri)著; 黃國彬譯註 .-- 增訂二

版 .-- 臺北市 : 九歌, 10907 .-- 冊 .-- 

ISBN 978-986-450-301-8 (全套:平裝) 

NT$1600  

衰老之原因及預防/丁福保譯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25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3-09-0 (平

裝) NT$230  

高校入學必勝進階閱讀訓練. I/張維

總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張維英文, 

10906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374-55-5 (平裝) NT$180  

神秘的山林: 楠溪林道之旅/李婕妘

等共同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謝伃

婷, 10906 .-- 120 面; 20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7816-6 ( 平 裝 ) 

NT$400  

氣候變遷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與預

測/林怡劭編譯 .-- 初版 .-- 臺南市 : 

jun, 10906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799-2 (平裝)  

馬張合註素問靈樞/(明)張隱庵, (明)

馬元台合註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48-

9 (全套:平裝) NT$2000  

記得你是誰(15 萬冊暢銷紀念版): 哈

佛的最後一堂課/戴西.魏德蔓(Daisy 

Wademan)著; 譚家瑜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569-3 (PDF) 

NT$350  

神理摘要/蔡肇祺著 .-- 臺北市 : 光華

雜誌社, 10909 .-- 冊 .-- ISBN 978-986-

99259-0-7 (全套:精裝) NT$2000  

時間的眼淚/羅文輝著 .-- 初版 .-- 新

竹縣 : 方集,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94-6 (EPUB) NT$300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年報. 2019= TOAF annual report 2019/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慈心基金會, 

10907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6426-8-3 (平裝) NT$100  

家語疏證/(清)孫志祖撰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07 .-- 252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19-9 ( 精 裝 ) 

NT$490  

容齋詩話/(宋)洪邁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05-2 ( 平 裝 ) 

NT$430  

從古人詞語學文化常識 /邵穎濤等

著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0907 .-- 

冊 .-- ISBN 978-957-8567-62-7 (全套:

平裝) NT$144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振動噪音工程研究中心「昭奎

樓」啟用誌慶專刊/王偉輝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10907 .-- 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6166-7-6 (平裝)  

晚清五十名家書札/(清)陸心源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38-

0 (平裝) NT$330  

*健康科學院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會議手冊. 108 學年度/吳世經, 李國

興主編 .-- 臺中市 : 中臺科大健康科

學院, 10906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955-3-0 (平裝) NT$150  

國際健康資訊管理研討會. 2020 第十

五屆=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ca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蘇

致遠總編輯 .-- 臺南市 : 嘉南藥理大

學資管系, 10907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296-0-8 (平裝)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第十五屆/陳財榮編輯 .-- 

初版 .-- 彰化縣 :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10906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8295-8-9 (平裝) NT$1500  

清儒尺牘/佚名選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4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1-2 (精裝) NT$550  

尋: 鍾國華攝影作品/鍾國華作 .-- 第

一版 .--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0906 .-- 

6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

6740-44-2 (精裝) NT$650  

游泳的人/保羅.康涅提(Paolo Cognetti)

著; 瑪拉.齊蒂(Mara Cerri)繪; 楊馥如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0907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406-89-9 (平裝) NT$420  

尋味臺灣 在地養生/洪子桓等著 .-- 

一版  .-- 臺中市  : 農委會農試所 ,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49-08-7 (PDF)  

無毒家事。輕手作: 醫師娘 100 個私

房配方,香草|精油|小蘇打 高效清潔

又抗菌/郭姿均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74-7 (PDF)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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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事件法與勞動基準法新制/許志

文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0906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364-3 (平裝)  

費 華 中 提 琴 練 習 曲 ( 大 譜 版 )= 

Wohlfahrt 60 etudes op.45 for the viola/

張家禎編訂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

樂譜, 10907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54-53-2 (上冊:平裝)  

評註古文觀止/(清)吳留村鑒定; (清)

吳楚材評註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30-

4 (全套:平裝) NT$580  

*開源教育於教學現場的經驗: 109 年

深碗計畫/朱庭宏主編; 陳湘湘, 欉振

坤共同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朱庭

宏, 10906 .-- 65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54-1 (PDF) NT$90  

最新滑稽尺牘/引年編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2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42-7 (精裝) 

NT$440  

越境装置としての AKB48/南雄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0906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86-

980-7 (平裝) NT$650  

彭薇: 女性空間/彭薇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0907 .-- 27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429-7-

9 (精裝)  

*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大蒜油 /姚俊

旭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jun, 

10906 .-- 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64-0 (平裝)  

尋蹟食旅: 高雄: 古蹟與美食的散步

提案/郭銓慶(阿銓叔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技島管理顧問, 10906 .-- 

14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5026-7-2 (平裝) NT$380  

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

屆= Journal of In-art forum/潘永瑢總編

輯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 

10906 .-- 36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6358-78-4 (平裝)  

圍爐詩話. 上/(清)吳喬, (清)趙執信

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33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

44-1 (精裝) NT$1200  

圍爐詩話. 下; 逃禪詩話; 西崑發微; 

談龍錄/(清)吳喬, (清)趙執信撰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37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45-8 (精

裝) NT$1200  

電子書提款機/Johnny Wang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澔思國際, 10906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183-1-

5 (精裝) NT$880  

詩毛氏學/馬其昶撰 .-- 再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

986-5533-31-1 (全套:精裝) NT$1300  

葉氏批評景岳全書 /(明)張景岳撰 , 

(清)葉天士批評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

5533-49-6 (全套:精裝) NT$2600  

新日檢 N4 模擬試題+完全解析(QR 

Code 版)/林士鈞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10907 .-- 30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9138-87-1 ( 平 裝 ) 

NT$300  

腧穴折衷/安井元越撰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07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03-8 ( 平 裝 ) 

NT$250  

新瓦屋花鼓隊研習成果展演活動剪

影/林文贒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縣 : 

新竹縣新瓦屋花鼓隊, 10907 .-- 44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99289-0-8 (平

裝)  

當代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2020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conference proceedings/曾清枝, 王正慧

主編 .-- 初版 .-- 彰化縣 : 大葉大學企

管系, 10906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507-8-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00  

過劫/ .-- 新北市 : 明德, 10906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35-4-

4 (精裝) NT$150  

萬金一統鈔/(明)龔廷賢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24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23-6 (平裝) 

NT$250  

跨海展毫情: 澎湖十人書法聯展專集

/呂政宇, 方立權總編輯 .-- 澎湖縣 : 

陳生步, 109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7801-2 ( 平 裝 ) 

NT$400  

資通安全年報. 2019/台灣電腦網路危

機處理暨協調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

調中心, 10906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39-0-3 ( 平 裝 ) 

NT$1000  

跟著大師學易經: 智旭大師之<<周易

禪解>>/(明)蕅益智旭大師著解; 林中

華白話文編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林

中華,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7817-3 (EPUB)  

電腦化日常注意力測驗: 指導手冊= 

Computerized everyday attention test/蘇

純瑩等編製; 林敬堯總編輯 .-- 初版 .-

- 新北市 : 心理, 10907 .-- 1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191-916-4 (平裝) 

NT$800  

聖經和合本(大字上帝版拉鍊索引皮

面黑)= The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Shangti edition)/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0909 .-- 15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295-0-9 (精裝)  

聖經和合本 (大字上帝版金邊硬面

黑 )= The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Shangti edition)/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0909 .-- 15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770-8-4 (精裝)  

聖經和合本 (大字上帝版硬面黑 )= 

The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Shangti edition)/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0909 .-- 15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770-7-7 (精裝)  

聖經和合本(大字上帝版新紅邊典雅

膠面黑)= The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Shangti edition)/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0909 .-- 15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770-9-1 (精裝)  

聖經和合本(大型上帝版皮面拉鍊索

引黑)= The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Shangti edition)/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0909 .-- 15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770-6-0 (精裝)  

聖經和合本 (大型上帝版硬面金邊

黑 )= The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Shangti edition)/ .-- 新北市 : 聖

經公會, 10909 .-- 15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770-5-3 (精裝)  

聖經和合本/皮面拉鍊索引(花朵藍)= 

The Holy Bible/ .-- 初版 .-- 新北市 : 聖

經資源中心, 10907 .-- 15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08-1-2 (精裝)  

想愛就愛: 老濕姫懺情錄,我們都有

幸福的權利 !/螢緒娛樂監製 ; 米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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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0907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43-895-9 (平裝)  

楊照導讀思想大師/楊照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本事, 10908 .-- 冊 .-- ISBN 

978-957-9121-72-9 ( 全 套 : 平 裝 ) 

NT$900  

新聞英文字彙集錦及新聞英文試題

觀摩. II/羅吉旺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鶴, 10906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15-6 ( 平 裝 ) 

NT$300  

解碼青春期/喬許.希普(Josh Shipp)作; 

李崢嶸, 胡曉宇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630-0 (EPUB) 

NT$380  

慈樂飄飄: 慈濟歌精選曲譜<<合唱譜

>>= Choral/釋德慇 , 張毓芬策劃製

作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09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44-5-

8 (平裝) NT$250  

意識航行之道: 內在旅程的百科全書. 

上部/史坦尼斯拉弗.葛羅夫(Stanislav 

Grof)著; 林瑞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 10907 .-- 冊 .-- ISBN 

978-986-98853-9-3 ( 全 套 : 平 裝 ) 

NT$750  

楚辭通釋/(明)王夫之撰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07 .-- 20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12-0 ( 平 裝 ) 

NT$220  

楚辭補註(附校勘記)/(宋)洪興祖註 .-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39-

7 (平裝) NT$220  

楚辭燈/(清)林雲銘撰 .-- 四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3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0-5 ( 精 裝 ) 

NT$590  

詩體明辯/(明)徐師曾纂; (明)沈芬, 沈

騏 箋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54-

0 (全套:精裝) NT$2600  

說文解字句讀/(清)王筠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46-5 ( 全 套 : 精 裝 ) 

NT$7500  

說文解字注箋/(清)段玉裁注, (清)徐

灝 箋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51-

9 (全套:精裝) NT$13000  

說文解字義證/(清)桂馥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50-2 ( 全 套 : 精 裝 ) 

NT$14000  

精刊錢牧齋文鈔/(清)錢謙益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44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36-6 (精

裝) NT$590  

*與你同行: 有妳隨行 我才真行/周炳

銑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周炳銑, 

10906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78-7 (平裝)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清 )雍正帝敕 ; 

(清)朱軾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32-

8 (全套:精裝) NT$1250  

精校標點二十二史劄記/(清)趙翼著; 

廣文編譯所校訂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7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5-0 (精裝) NT$890  

豪記龍虎榜. 20/ .-- 臺南市 : 豪記影視

唱片, 10907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6-2-7 (平裝) NT$150  

精神醫學與法學的交錯 /楊添圍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6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

360-5 (平裝) NT$220  

箋註金匱要略/(漢)張仲景撰; (清)陳

修園集註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28-1 (平裝) NT$250  

嘎啷啷 書簡/赫恪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4-08-3 (EPUB) 

NT$300  

漢短簫鐃歌注/夏敬觀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52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13-7 (精裝) 

NT$430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 年/游

秀雲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銘傳

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10906 .-- 1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8584-16-7 (平

裝) NT$350  

銘傳大學「設計 X RESET」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0/詹仕鑑總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銘傳大學設計

學院,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272-0-8 (PDF) NT$200  

* 網 路 及 資 訊 安 全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020/陳維魁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10906 .-- 5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2-72-

7 (平裝) NT$800  

說話講謀略,做事講策略/左逢源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7 .-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729-3 (平裝) NT$380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7-25-9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一/徐醒民講 .-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7-26-6 (PDF)  

臺灣中醫醫學期刊發展史 /張加昇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張 加 昇 , 

10908 .-- 1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57-43-7736-7 (平裝)  

臺 灣 服 務 業 大 評 鑑 . 2020= 2020 

Service survey in Taiwan/工商時報編

著 .-- 臺北市 : 工商財經數位, 10907 .-

- 1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6844-17-1 (平裝) NT$149  

諸史拾遺/(清)錢大昕撰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07 .-- 226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43-4 ( 精 裝 ) 

NT$520  

篆刻: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 第二

十期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秘書處編

輯 .-- 新北市 : 篆刻學會, 10906 .-- 1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585-7-

3 (平裝) NT$600  

廣注宋元明清駢體文/逸名選註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4-3 (平

裝) NT$180  

蔡英文論文門三部曲/童文薰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童文薰,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7781-7 (EPUB) 

NT$300  

廣註分類文學尺牘全書/陳龢祥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33-5 (全套:平裝) 

NT$740  

廣註名家古今詩/佚名選註 .-- 再版 .-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178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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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5533-16-8 (平裝) 

NT$220  

標準市場與競爭/林咨銘, 范建得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0907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177-7 

(EPUB) NT$330  

增圖東醫寶鑑 /(朝鮮)徐浚撰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53-3 (全套:平裝) 

NT$960  

論語淺釋. 上/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

法人 台灣 省苗 栗縣 月稱 光明 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952-9-3 (EPUB)  

論語淺釋. 下/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

法人 台灣 省苗 栗縣 月稱 光明 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61-0-2 (EPUB)  

論語淺釋. 下/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

法人 台灣 省苗 栗縣 月稱 光明 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61-1-9 (PDF)  

論語淺釋. 上/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

法人 台灣 省苗 栗縣 月稱 光明 寺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61-2-6 (PDF)  

劇說戲言. 第八期/李先達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大戲劇系研究所學生會,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80622-3-8 (PDF)  

廢墟少年: 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

們/李雪莉, 簡永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72-4-8 (EPUB)  

魯齋全書; 魯齋心法/(元)許衡撰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5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37-

3 (精裝) NT$780  

學自醫: 作一個雅稚的童年= Body's 

natural ability: self-healing finding your 

pure heart again!/朱天樑著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苦行生化科技, 10906 .-- 

39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90-0-4 (平裝) NT$350  

糖尿病營養治療手冊 /許碧惠等編

輯  .-- 臺北市  : 糖尿病衛教學會 , 

10907 .-- 1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97540-3-3 (平裝) NT$250  

錢牧齋尺牘 袁世凱家書/(清)錢謙益, 

(清)袁世凱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廣

文, 10907 .-- 14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22-9 (精裝) NT$500  

隨園詩話/(清)袁枚撰 .-- 三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07 .-- 5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02-1 ( 精 裝 ) 

NT$850  

頭碰頭說說話= Touching & talking/幾

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0908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06-96-7 (平裝) NT$399 .-- ISBN 

978-986-5406-97-4 (精裝) NT$499  

瞧不起你的人 ,就是你的貴人 /凌越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07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31-6 (平裝) NT$380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20/許毓真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123-60-3 (PDF) NT$5500  

邁向成熟大人的情緒教養/麗莎.薩伯

(Lisa M. Schab), 瑞雪兒.卡薩達.羅曼 

(Raychelle Cassada Lomann)著; 童貴珊

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0908 .-- 冊 .-- ISBN 978-986-5401-31-

3 (全套:平裝) NT$1140  

隱形世界= Invisible world/蘇西編著 .-

- 初版 .-- 南投縣 : 蘇西心靈工作室,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5762-1-5 (EPUB)  

艱困歲月: 平安 生活 勇氣 堅持 保持

健康. 2020/蔡靜汶著; 廖振幃編輯; 蔡

靜汶, 廖苡均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顏襄數位科技,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141-2-3 (PDF) 

NT$1200  

聰明女人的幸福投資學 /方子君編

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21-3 (PDF)  

總統青春故事館= The story house of 

President Tsai/童文薰作 .朗讀  .-- 初

版 .-- 臺北市 : 童文薰, 10906 .-- 13 小

時面; 1 音檔公分 .-- ISBN 978-957-43-

7810-4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總統青春故事館 The story house of 

President Tsai/童文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童文薰,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7772-5 (EPUB) 

NT$300  

薛曼隨筆/李聖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江婕瑞, 10906 .-- 20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7787-9 (平裝)  

臨證指南醫案 /(清)葉天士撰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5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01-4 (平

裝) NT$550  

擊壤集/(宋)邵雍撰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

5533-26-7 (全套:平裝)  

簡明體育規則及運動傷害處理/新文

京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10907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30-640-4 (平裝) 

NT$300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出埃及記/黃六

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0906 .-- 

冊 .-- ISBN 978-957-475-134-1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475-135-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36-5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37-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57-

475-138-9 (第 5 冊: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利未記/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0906 .-- 

冊 .-- ISBN 978-957-475-139-6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475-140-2 (第 2

冊:平裝)  

醫藥產業年鑑. 2020/許毓真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 : 生物技術, 10908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123-57-3 

(PDF) NT$6500  

離騷圖經; 陳老蓮離騷圖像; 四庫館

補繪蕭氏離騷圖/(清)蕭雲從, (明)陳

洪綬繪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 

10907 .-- 6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52-6 (精裝) NT$980  

藥事管理法制. 一, 用藥安全與專業

責任/王志嘉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0906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353-7 ( 平 裝 ) 

NT$320  

藥事管理法制. 二, 醫藥分業與專利

連結制度/鄭慧文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0906 .-- 142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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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511-354-4 (平裝) 

NT$220  

關於夢想 跌著撞著 就勇敢/北川舞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心晴,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2481-5-0 

(PDF) NT$325  

關於夢想 跌著撞著 就勇敢/北川舞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心晴,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2481-6-7 

(EPUB) NT$325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 0 年. 春

之卷/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250-0-6 

(EPUB) NT$400  

贏在人生終點/葉建華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295-3 (EPUB) 

NT$168  

嚴重氣喘案例集/沈聲燁等撰寫; 許

超群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臻呈

文化, 10906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08-1-1 (精裝) NT$750  

讀書錄.續錄/(明)薛瑄撰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07 .-- 冊 .-- ISBN 

978-986-5533-34-2 ( 全 套 : 精 裝 ) 

NT$1900  

體適能動能系列: 活動手冊/黃慧芬

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紅文化, 

10907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7109-88-0 (平裝)  

讓 95%的顧客主動推薦你: 社群時代

銷售之神不敗的 21.5 則定律= Jeffrey 

Gitomer’s 21.5 unbreakable laws of 

selling/傑佛瑞.基特瑪(Jeffrey Gitomer)

著; 莊安祺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8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77-8 (PDF) NT$320  

讓工作來找你: 建立職涯存摺經營 4

項投資,打造不畏時局變遷的本事/喬

恩.阿考夫(Jon Acuff)著; 董文琳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06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572-3 

(PDF) NT$350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 /羅志田

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6860-0 (EPUB)  

新譯老子讀本/余培林注釋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54-9 (EPUB)  

*不煩歲月/王淑俐著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4-6845-7 (EPUB)  

人生十論/錢穆作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4-6858-7 (EPUB)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七/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7-22-8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八/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7-23-5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九/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7-24-2 (PDF)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六/徐醒民講 .-- 

彰化縣 : 雪明講習堂,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27-21-1 (PDF)  

*自己的肺自己救: 每天 1 分鐘的肺

部保健指南 /陳芳祝著 .-- 臺北市 : 三

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4-6844-0 (EPUB)  

*10 個步驟搞定行銷: 亞洲經營管理

大師 40 年心法集成/陳宗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鼎國際, 109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223-0-2 

(EPUB) NT$300  

明清中琉關係論集/陳捷先著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59-4 (EPUB)  

*德意志帝國史話/郭恒鈺著 .-- 臺北

市 : 三民, 109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42-6 (EPUB)  

*長生殿/石德華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6843-3 (EPUB)  

天國的夜市/余光中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 109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6853-2 (EP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