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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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學；文獻學 

小熊媽給中小學生的經典書單 101+ : 

分年級、挑好書,愛上閱讀品格好,培

養孩子美感品味 x 邏輯思考 x 寫作

表達力 / 小熊媽(張美蘭)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1 .-- 232 面; 23 公分 .-- (野人

家 ; 159) .-- ISBN 978-986-384-475-4 

(平裝) NT$450  

1.推薦書目 2.青少年讀物  012.3  

精準學習 : 學霸都在用的 41 項法則,

打造高效率讀書心法 / 林裕祥, 屠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1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66-4 (平裝) 

NT$250  

1.讀書法 2.學習方法  019  

讀行幫 : 讀書、行動、幫助更多人 / 

謝玉珠, 蔡巨鵬合著 .-- 第一版 .-- 臺

中市 : 易經創意幸福發展協會出版 : 

讀行幫閱讀推廣協會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人礦幸福學 ; 

EHAP-004) .-- ISBN 978-986-94520-1-4 

(平裝) NT$350  

1.讀書法 2.閱讀指導  019.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全國公共圖書館發展會議會議手冊. 

109 年 /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

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

館, 10912 .-- 3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78-692-1 (平裝) NT$300  

1.圖書館事業 2.公共圖書館  020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資訊服務 / 林

巧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00-2 (平裝) 

NT$450  

1.讀者服務 2.資訊服務 3.身心障礙

者  023.6  

看見不一樣的圖書館 / 賴忠勤, 胡修

如, 黃文玉, 趙幸儀, 蔡順至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公共圖書

館人才培訓教材 ; 第 17 輯) .-- ISBN 

978-986-5461-68-3 (平裝) NT$150  

1.公共圖書館 2.圖書館推廣服務 3.

閱讀 4.文集  026.07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世界之最全知道! / 梅洛琳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6 公分 .-- 

(兒童閱讀通 ; 8)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606-4 (平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世界觀.給孩子的萬物大地圖(50 幅

視覺資訊地圖,建構跨領域多元視角) 

/ 雍.理查茲(Jon Richards), 艾德.辛金

斯(Ed Simkins)作 ; 羅凡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3 .-- 112 面; 30 公分 .-- 

(小野人  ; 38) .-- ISBN 978-986-384-

473-0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連續性出版品；期刊 

新亞論叢. 第二十一期 / <<新亞論叢

>>編輯委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570 面; 26 公分 .-- (大學叢書. 

新亞論叢) .-- 年刊 .-- ISBN 978-986-

478-434-9 (平裝) NT$960  

1.期刊  05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 / 潘光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

分 .-- (人文) .-- ISBN 978-957-05-3301-

9 (平裝) NT$380  

1.中央研究院 2.歷史 3.臺灣傳記  

062.1  

博物臺灣 = Exploring Taiwan / 許毓純, 

方建能, 林俊聰, 楊富鈞, 李子寧, 吳

佰祿, 李若薇作 ; 小栗山智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中日文

版 .-- ISBN 978-986-532-272-4 (平裝) 

NT$600  

1.國立臺灣博物館 2.博物學 3.臺灣

研究 4.永久展示  069.833  

博物臺灣 = Exploring Taiwan / 許毓純, 

方建能, 林俊聰, 楊富鈞, 李子寧, 吳

佰祿, 李若薇作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博物館, 109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70-0 ( 平 裝 ) 

NT$600  

1.國立臺灣博物館 2.博物學 3.臺灣

研究 4.永久展示  069.833  

博物臺灣 = Exploring Taiwan / 許毓純, 

方建能, 林俊聰, 楊富鈞, 李子寧, 吳

佰祿, 李若薇作 ; 李若薇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中英文

版 .-- ISBN 978-986-532-271-7 (平裝) 

NT$600  

1.國立臺灣博物館 2.博物學 3.臺灣

研究 4.永久展示  069.833  

經霜彌茂 : 國軍歷史文物館典藏選

粹 = Armed forces relics selection / 簡碩

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

務辦公室, 11001 .-- 3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46-67-3 ( 精 裝 ) 

NT$300  

1.國軍歷史文物館 2.文物典藏  

069.833  

國家人權博物館年報. 2019 / 顏子健

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

館,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0-1 (平裝) NT$160  

1.國家人權博物館  069.957927  

普通論叢 

日久他鄉叫故鄉  / 施正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2 .-

- 262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30) .-

- ISBN 978-986-314-539-4 ( 平 裝 ) 

NT$380  

1.言論集  078  

坐井觀天 : 生活隨筆 : 德湖文集 / 于

德湖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宏冠出版

社, 1100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92-2-7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哈德遜河畔文集  / 花俊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觀察雜誌社, 11001 .-- 

43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2292-3-4 (平裝) NT$350  

1.言論集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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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給全地球人的一封信 / 李吉

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李吉男 ,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85-6 (平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這裡是羅德斯 : 東亞國際主義的理

想與現實 / 崔元植著 ; 南海仙, 王艷

麗, 徐黎明, 崔金瑛, 延光錫, 劉惠瑩, 

汪波, 趙莉譯 .-- 臺北市 : 臺灣社會研

究雜誌社出版  : 唐山出版社發行 , 

10912 .-- 416 面; 21 公分 .-- (台社論壇

叢書 ; 33) .-- ISBN 978-986-90860-9-7 

(平裝) NT$420  

1.言論集  078  

*超思考 / 北野武著 ; 李漢庭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

分 .-- (異言堂 ; 32) .-- ISBN 978-957-

13-8505-1 (平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智慧的羽翼 : 正法眼的短評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22-3 (平

裝) NT$260  

1.言論集 2.時事評論  078  

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 / 朱敬一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

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385-3 (平裝)  

1.言論集  078  

群經 

溯源與開展 : 大陸渡臺學者與臺灣

地區傳統學術研究關係論集 / 楊晋

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10 面; 23 公

分 .-- (經學研究叢書. 經學史研究叢

刊 ; 501A02) .-- ISBN 978-986-478-436-

3 (平裝) NT$500  

1.經學 2.文集  090.7  

哲學類 

總論 

叫我們哲學第一班 / 周慶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2 .-- 236 面; 21 公分 .-- (觀念

小說 ; 2) .-- ISBN 978-986-99646-6-1 

(平裝) NT$260  

1.哲學 2.通俗作品  100  

學術思想概論 

胡適全集 : 中國中古思想小史 / 潘光

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央研究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胡 適 紀 念 館 發 行 ,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2-77-5 (精裝)  

1.思想史 2.中國  112  

胡適全集 :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 潘

光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 , 

109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2-75-1 (精裝)  

1.思想史 2.中國  11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研

究生論文集. 2020 / 廖有仁, 王意馨, 

王倩慧, 徐滋妤, 林竹君, 張晴, 林芷

筠, 張敬祁, 余惠琴編輯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 

10912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55-5-6 (平裝) NT$350  

1.人文學 2.藝術 3.文集  119.07  

中國哲學 

周易時論合編校注 / (明)方孔炤, (清)

方以智著 ; 蔡振豐, 李忠達, 魏千鈞校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

957-17-2327-3 (全套:平裝)  

1.易經 2.注釋  121.12  

六爻易揭秘 / 郭俊良(青雲居士)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信發堂造曆

出版社,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139-4-4 ( 平 裝 ) 

NT$68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李道純易學研究  / 王詩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08-0 ( 平 裝 ) 

NT$400  

1.(元)李道純 2.學術思想 3.易學  

121.17  

易經史證妙解 / 戴志宇彙編 ; 孟穎爻

譯 .-- 臺南市 : 靝巨書局出版 : 中華

易道心法文化協會發行, 10912 .-- 8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134-7-

9 (精裝) NT$6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易經來自古聖經. 首集, 古埃及的希

伯來故事 / 丁達剛作 .-- 新竹市 : 力

和博創新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1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98665-1-4 (平裝) NT$32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細說易經 / 嚴定暹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0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63-6-8 (平裝) 

NT$35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一本讀懂孔孟老莊的古老智慧 / 李

蘭方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

版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

分 .-- (薪經典 ; 22) .-- ISBN 978-986-

99458-4-4 (平裝) NT$280  

1.孔孟思想 2.老莊哲學 3.人生哲學  

121.2  

儒學之現代解讀 : 詮釋、對比與開

展 / 張子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0912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5-1842-8 (平

裝) NT$500  

1.儒學 2.中國哲學  121.2  

台灣國際儒學學術論壇論文集. 2020 

/ 台灣孔子研究院, 建國科技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編 .-- 初版 .-- 彰化市 : 社團法人台灣

孔子研究院學會, 10912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1467-2-2 (平裝) 

NT$300  

1.儒學 2.文集  121.207  

易經與論語. 第六卷 / 吳秋文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易立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001 .-- 403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277-1-3 (精裝) NT$700  

1.論語 2.易經 3.注釋 4.研究考訂  

121.222  

論語之述而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7) .-- ISBN 978-986-6574-89-4 (平

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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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管理哲學 : 孟子學說今解 / 曾

仕良著 .-- 新北市 : 中道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3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38-2-8 ( 平 裝 ) 

NT$300  

1.孟子 2.注釋  121.262  

給想看懂道德經的初學者 : 書桌上

的第一本經典 / 廖玉琬作 .-- 三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 (光慧經典叢書 ; 20) .-- ISBN 978-

986-5768-87-4 (平裝) NT$160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示弱的勇氣 : 老子教你學會真正的

堅強 / 田口佳史著 ; 卓惠娟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野人家 ; 150) .-- ISBN 978-986-384-

472-3 (平裝)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莊子的生命哲學  / 葉海煙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08 面; 21 公分 .-- (哲

學) .-- ISBN 978-957-19-3249-1 (平裝)  

1.(周)莊周 2.學術思想 3.生命哲學  

121.33  

煩事問莊子 : 苦苓的莊子讀書筆記 / 

苦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苦苓作品集 ; 12) .-- 

ISBN 978-957-13-8500-6 ( 平 裝 ) 

NT$330  

1.(周)莊周 2.莊子 3.學術思想 4.人生

哲學  121.33  

知行合一 王陽明(1472-1529) / 度陰山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

版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020-0-5 (平裝) NT$450  

1.(明)王守仁 2.學術思想 3.陽明學  

126.4  

顧亭林及其史學  / 傅榮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89-2 ( 平 裝 ) 

NT$400  

1.(清)顧炎武 2.學術思想 3.史學  

127.14  

胡適全集 : 戴東原的哲學 / 潘光哲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 109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

79-9 (精裝)  

1.(清)戴震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7.43  

人性向善論發微 : 傅佩榮「人性向

善論」之形成、論證與應用 / 傅佩

榮, 許詠晴, 曹行, 熊偉均, 楊舒淵, 饒

忠恕, 傅琪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3 公分 .-- (世界公民叢書) .-- 

ISBN 978-986-360-168-5 ( 平 裝 ) 

NT$450  

1.傅佩榮 2.學術思想 3.哲學 4.人性

論  128.99  

西洋哲學 

西洋哲學史 / 傅偉勳著 .-- 修訂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哲

學) .-- ISBN 978-957-14-7068-9 (平裝)  

1.西洋哲學史  140.9  

奧古斯丁哲學思想導論 / 克里斯多

夫.霍恩(Christoph Horn)著 ; 羅月美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98-4 (平裝) 

NT$320  

1.奧古斯丁(Augustine, Saint, Bishop of 

Hippo, 354-430) 2.學術思想 3.神學 4.

基督教哲學  142.16  

維根斯坦與<<哲學研究>> / 瑪莉.麥

金(Marie McGinn)著 ; 李國山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84 面; 21 公分 .-- 

(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 9) .-- ISBN 978-

986-522-381-6 (平裝) NT$350  

1.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1889-1951) 2.哲學 3.語意學 4.語言哲

學  144.79  

邏輯哲學論 / 維根斯坦著 ; 韓林合

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50 面; 21 公

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

986-522-400-4 (平裝) NT$250  

1.維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 1889-1951) 2.哲學 3.邏輯 4.語

意學  144.79  

音樂 : 世界與生靈之真實語言的化

身,作家以音樂家自居,獻上一套音樂

哲學 / 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作 ; 陳

太乙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84 面; 

21 公分 .-- ((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 

15) .-- ISBN 978-986-06019-0-9 (平裝) 

NT$380  

1.塞荷(Serres, Michel, 1930-2019) 2.學

術思想 3.哲學 4.音樂  146.79  

康德與<<純粹理性批判>> / 薩巴斯

丁.加納(Sebastian Gardner)著 ; 劉育兆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8 面; 21 公

分 .-- (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 3) .-- ISBN 

978-986-522-382-3 (平裝) NT$450  

1.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 2.

康德哲學 3.批判哲學  147.45  

形上學；玄學 

人類本原考 = Thinking and research on 

human origin / 劉洪均(Samo Liu)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旺文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39-115-0 (平裝) NT$380  

1.自然哲學 2.宇宙論  163  

時空論 / 莫非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印書小舖,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6659-66-9 ( 平 裝 ) 

NT$180  

1.時空論 2.本體論  164  

心理學 

圖解心理學大全 / 田中正人著 ; 張嘉

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73-4 (平

裝) NT$42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穩 : 學會接住自己,為不安人生解套

的 4 堂課 / 加藤諦三著 ; 井思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心理 ; 63) .-- ISBN 978-986-137-311-9 

(平裝) NT$260  

1.心理學 2.人生哲學  170  

與內在對話 : 夢境.積極想像.自我轉

化 / 羅伯特.強森著 ; 徐碧貞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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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7-202-2 (平裝) 

NT$420  

1.分析心理學 2.無意識 3.夢 4.想像  

170.181  

超悅大腦 : 科學證實你能重塑充滿

創造力、彈性及快樂的人生 / 道森.

丘吉作 ; 林瑞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68

面; 23 公分 .-- (Spirit ; 27) .-- ISBN 978-

957-658-481-7 (平裝) NT$550  

1.生理心理學 2.腦部  172.1  

覺察孩子的焦慮危機 : 咬手、拔頭

髮、猛眨眼......從辨識警訊開始 ,讓

孩子學會紓解焦慮,安定成長 / 王意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102) .-- ISBN 978-

986-406-211-9 (平裝) NT$320  

1.兒童心理學 2.焦慮症 3.親職教育  

173.1  

控制型伴侶 : 干涉、限制、貶低,你

值得更健康以待的關係 / 麗莎.馮特

思 (Lisa Aronson Fontes)著  ; 童貴珊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

出版基地發行, 11002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01-49-8 (平裝) 

NT$380  

1.成人心理學 2.兩性關係  173.3  

*高敏人的優勢練習課 : 認同自己的

「敏感力」,發揮內在力量的天賦使

用說明 / 武田友紀著 ; 張婷婷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6-39-8 (平裝)  

1.神經質性格 2.生活指導  173.73  

多重人格交響曲 : 認識與了解更多

的 「 我 」  / 詹 姆 斯 . 法 第 曼 (James 

Fadiman), 喬丹.葛魯伯(Jordan Gruber)

著 ; 吳妍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

事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80-4 ( 平 裝 ) 

NT$480  

1.人格心理學 2.自我心理學  173.75  

怪癖心理學 / 岡田尊司著 ; 顏靜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2 公分 .-

- (Vision ; 206) .-- ISBN 978-986-406-

214-0 (平裝) NT$350  

1.變態心理學  175  

催眠自癒力 : 重回生命的關鍵時刻 

必修 24 堂心靈修煉課 / 張嘉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013-8-1 (平裝) NT$360  

1.催眠術 2.催眠療法  175.8  

五次元的靈性覺醒 : 活在燦爛的黃

金未來 / 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提姆.威德(Tim Whild)著 ; 周家麒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 (心靈成長系列 ; 225) .-- ISBN 978-

986-99716-5-2 (平裝) NT$450  

1.超心理學 2.靈修  175.9  

讓人無法拒絕的四色人格溝通 : 巧

用色彩心理學,人際互動情境全解析,

教你句句攻心,打動所有人! / 莊舒涵

(卡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 , 遠足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職場方

舟 ; 4007) .-- ISBN 978-986-99668-1-8 

(平裝) NT$380  

1.色彩心理學 2.人際關係 3.職場成

功法  176.231  

成長型學習思維 : 心態致勝的教育

實踐 / 裘.波勒(Jo Boaler)著 ; 廖月娟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養 ; BEP061) .-- 

ISBN 978-986-525-031-7 ( 平 裝 ) 

NT$420  

1.認知心理學 2.學習理論 3.思維方

法  176.3  

打造超人思維 : 智商如何從 100 提升

到 1000 / Xdite 鄭伊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Live 

& learn ; 75) .-- ISBN 978-986-477-968-

0 (平裝) NT$350  

1.思考 2.成功法 3.學習方法  176.4  

這世界愈複雜,你愈要簡單思考 : 告

別內心小劇場,讓思緒變清晰的 45 個

方法 / 堀田秀吾著 ; 劉宸瑀,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1-583-8 (平裝)  

1.思考 2.成功法 3.生活指導  176.4  

崩解慣性思維 : 你不是缺少創意,只

是靈感迷路了 / 楊忠, 劉惠丞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2-57-2 (平裝) NT$299  

1.創意 2.創造性思考 3.成功法  

176.4  

誰說輪胎不能是方形? : 從「水平思

考」到「六頂思考帽」,有效收割點

子 的 發 想 技 巧  / 愛 德 華 . 狄 波 諾

(Edward de Bono)作 ; 許瑞宋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0 面; 22 公

分 .-- (Big ; 348) .-- ISBN 978-957-13-

8516-7 (平裝) NT$480  

1.水平思考  176.4  

思考外包的陷阱 : 在「快答案」的

世界,我們如何重建常識、擴充思維? 

/ 維 克 拉 姆 . 曼 莎 拉 瑪 尼 (Vikram 

Mansharamini)著 ; 田詠綸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n Action!使用的

書 ; HA0095) .-- ISBN 978-957-9689-

54-0 (平裝) NT$280  

1.思考 2.思維方法 3.決策管理  

176.45  

製造快樂公民 : 快樂產業如何控制

我們的生活 / 艾德加.卡巴納斯(Edgar 

Cabanas), 伊娃.伊盧茲(Eva Illouz)作 ; 

張穎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

986-360-167-8 (平裝) NT$300  

1.快樂 2.心理學  176.51  

天上總會有雲,但你才是天空 / 劉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 (Mind map) .-- ISBN 978-957-658-484-

8 (平裝) NT$36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52  

情緒,如何療癒 : 憂慮、憤怒、壓力

和憂鬱的 15 個情緒解答 / 諾曼.萊特

(H. Norman Wright)著 ; 劉如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

光全人關懷機構,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91-2 (平裝) 

NT$320  

1.情緒管理 2.心理輔導  1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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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內基人性的優點 / 戴爾.卡內基作 ; 

雲中軒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2 .-- 304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8) .-- ISBN 978-

986-392-361-9 (平裝) NT$280  

1.憂慮 2.情緒管理 3.生活指導  

176.527  

*自我療癒正念書 : 如詩般優美又真

實深刻的內在自療旅程 / 薩奇.聖多

瑞里(Saki Santorelli)著 ; 胡君梅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 (野人家 ; 133) .-- ISBN 978-986-384-

471-6 (平裝) NT$380  

1.抗壓 2.靈修  176.54  

如果停不下來,就先學會慢下來 : 52

種簡單易行的正念練習,幫你化解壓

力,找回專注力 / 麥可.辛克萊(Michael 

Sinclair), 喬西.希德爾(Josie Seydel)著 ; 

張明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CFH ; 407) .-- ISBN 

978-957-13-8515-0 (平裝) NT$300  

1.抗壓 2.壓力 3.靈修  176.54  

鍛鍊你的意志力 / 岩崎一郎著 ; 謝承

翰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53) .-- ISBN 

978-986-507-265-0 (平裝) NT$320  

1.習慣 2.成功法  176.74  

小心!別被身邊的人給「陰」了 / 鄧

涵兮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68-46-8 (平裝) 

NT$299  

1.行為心理學 2.肢體語言 3.讀心術  

176.8  

細說孫子兵法 / 嚴定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3-3-7 (平

裝) NT$350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3.謀略  177  

曹操最出色的優勢領導 / 方東野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03-9-8 (平裝)  

1.應用心理學 2.謀略  177  

NLP 心理溝通術 : 激發自我、與人溝

通、成就未來 / 加藤聖龍著 ; 楊明綺

譯 .-- 再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79-5 (平裝) 

NT$350  

1.溝通 2.傳播心理學 3.神經語言學 

4.自我實現  177.1  

人生有限,我們要玩出無限 / 歐陽立

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121-3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為你自己 / 曾

寶儀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優生活 ; 24) .-- ISBN 978-

986-99506-7-1 (平裝) NT$380  

1.自我肯定 2.生活指導  177.2  

人生就是有限公司 : 你的獲利由自

己決定 / 張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320 面; 21 公分 .-- (Unique 系列 ; 

53) .-- ISBN 978-957-9054-78-2 (平裝) 

NT$34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不要再扯自己後腿了 : 透過練習,不

再將美好人生拒之門外 / 馬克.葛斯

登 (Mark Goulston), 菲 利 浦 . 高 德 堡

(Philip Goldberg)著 ; 廖亭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自

信人生 ; 171) .-- ISBN 978-986-175-

577-9 (平裝) NT$2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仁慈的吸引力 / Piero Ferrucci 著 ; 席

玉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Smile ; 66) .-- ISBN 978-

986-5549-33-6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四個神聖的秘密 : 活在美好的狀態

中,靜享天賜無盡的愛,凡事順暢 / 普

瑞 塔 吉 (Preethaji), 克 里 希 納 吉

(Krishnaji)著 ; 陳思穎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8950-0 (平裝) NT$420  

1.成功法 2.靈修 3.生活指導  177.2  

合格大人得懂的事 : 給一路跌跌撞

撞的你,可以讓經歷過的都值得 / 孫

惠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 (Style ; 44) .-- ISBN 978-986-5548-39-

1 (平裝) NT$34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我的天才,我決定 : 在這隨波逐流的

世代裡,不要將就的過自己的人生! / 

法比安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

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4-12-4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那些生命中的微光 : 關於愛與勇氣

的十個精采人生 / 陳雅琳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

分 .-- (心裡勵志 ; BBP450) .-- ISBN 

978-986-525-032-4 (平裝) NT$450  

1.自我實現 2.人物志 3.訪談  177.2  

你值得更好的夢想 : 從精準轉職到

不離職創業,做自己夢想的創作者 / S

編-思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49-4 (平

裝) NT$280  

1.自我實現 2.職場成功法  177.2  

卓越人生的 9 個感動 : 9 位人生導航

教練 X 影響人生至深的 100 句名言 / 

郭語慈, 謝兆豐, 詹佳誠, 蔡英杰, 牟

伯鴻, 阮侑宸, 郭詩銘, 林裕翔, 陳心

琳文 ; 賈俊國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13-9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格言  177.2  

孩子一輩子都要擁有的 14 堂時間管

理術 / 盧勤, 喬冰編 ; 智慧鳥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25-437-0 ( 平 裝 ) 

NT$220  

1.時間管理 2.生活指導 3.通俗作品  

177.2  

范蠡商戰兵法三十六計 / 范揚松, 陳

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百科

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1617-9-4 (平

裝) NT$360  

1.(周)范蠡 2.學術思想 3.謀略 4.成功

法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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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啾式」人生 : 闖要放膽闖,跨就

跨出界,「啾啾麥」陳宏宜的 18 堂跳

痛成功學 / 陳宏宜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堡

壘文化,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入魂 ; 7) .-- ISBN 978-986-99410-9-9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超客觀力 : 破解三大成見,Google 也

注重的自我讀心術 / Mentalist DaiGo

著 ; 林琬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

95-5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微小行動富創巨大成就 : 順從大腦

偏好、零恐懼的涓滴改善法則 / 羅

伯 .茂爾 (Robert Maurer)作  ; 謝佳真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李茲文化有限

公司, 11002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6595-9-8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意志的力量 : 告別懶、慢、拖,強化

意志力的 75 種刻意練習 / 艾利亞.萊

文森(Aliya Levinson)著 ; 鄧捷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人生顧問 ; 406) .-- ISBN 978-

957-13-8526-6 (平裝) NT$36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當個有錢人,做個有情人 : 45 個豐盛

心靈實現夢想的人生智慧 / 郭騰尹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409) .-- ISBN 

978-957-13-8534-1 (平裝) NT$38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極道療癒師 : 你可以不要活成別人

的形狀 / 宋如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284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463) .-- ISBN 

978-986-5582-00-5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夢想與創新 : 賈伯斯改變世界的力

量 / 成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40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114) .-- ISBN 978-

986-5541-52-1 (平裝) NT$420  

1.自我實現 2.成功法  177.2  

墨菲定律. III = Murphy's law III / 于珊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社,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3-8-1 (平裝)  

1.成功法 2.潛意識  177.2  

築夢踏實事務所 : 斜槓實力擴展學

苑 / 林品卉, 李仁豪, 蘇苡禎, 李翔竣, 

林有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

端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0-8-3 (平裝) 

NT$32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 / 卡馬爾.拉維

坎特(Kamal Ravikant)著 ; 姚怡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 (心視野系列 ; 75) .-- ISBN 978-986-

507-261-2 (平裝) NT$350  

1.自我肯定 2.自我實現  177.2  

我來決定誰留下,誰慢走不送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is a drag / 

DJ AOI 作 ; 陳姵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01-463-7 (平裝) NT$320  

1.人際關係 2.生活指導  177.3  

社會溝通 : 人人都需要的群體對話

課 / 鄭家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Big ; 

349) .-- ISBN 978-957-13-8510-5 (平裝) 

NT$280  

1.人際關係 2.人際傳播 3.溝通技巧  

177.3  

敲開人心的社交心理學 : 看懂臉色

說對話 / 楊世宇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 276 面; 21 公分 .-- (贏家 ; 39) .-- ISBN 

978-986-411-132-9 (平裝) NT$280  

1.人際關係 2.應用心理學  177.3  

讓你受歡迎的 15 堂友誼課 / 盧勤, 喬

冰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湘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25-436-3 (平裝) 

NT$220  

1.人際關係 2.通俗作品  177.3  

三星集團首席教練課 : 51:49 的談判

美學 / 吳明浩著 ; 黃筱昀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23-7 (平裝) NT$320  

1.談判 2.談判策略  177.4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 : 新手

督導訓練 / 蘇盈儀, 姜兆眉, 陳金燕合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

公司, 1100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99-7 (平裝)  

1.諮商 2.心理治療  178.3  

兒童與青少年諮商 : 理論、發展與

多 樣 性  / Sondra Smith-Adcock, 

Catherine Tucker 主編 ; 陳增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424 面; 23 公分 .-- (輔

導諮商系列 ; 21128) .-- ISBN 978-986-

191-937-9 (平裝) NT$480  

1.心理諮商 2.兒童心理學 3.青少年

心理  178.4  

團體諮商與治療 : 一個嶄新的人際 : 

心理動力模式 / 吳秀碧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97-7 (平裝) NT$680  

1.團體諮商 2.心理治療  178.4  

不再焦慮 / 吉兒.P.韋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85-7 (平

裝)  

1.認知治療法 2.焦慮  178.8  

情緒自癒 : 七種常見心理傷害與急

救對策 / 蓋.溫奇(Guy Winch)著 ; 祁怡

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

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48-1 (平裝) 

NT$380  

1.心理創傷 2.心理治療 3.情緒管理  

178.8  

關掉你的腦內小劇場 : 臨床心理師

帶你打破生活焦慮的循環 / 關朵琳.

史密斯(Gwendoline Smith)著 ; 黃意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開朗文化,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734-1-0 (平裝) NT$350  

1.焦慮 2.認知治療法  178.8  

倫理學 

尼 各 馬 可 倫 理 學  / 亞 里 士 多 德

(Aristotle)著 ; 廖申白譯 .-- 1 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2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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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庫) .-- ISBN 978-986-522-406-6 (平

裝) NT$520  

1.倫理學  190  

一輩子很長,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 

慕蓉素衣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37-4 (平裝) 

NT$390  

1.人生哲學  191.9  

*不被認同才與眾不同 / Alizabeth 娘

娘(林正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3-8501-3 (平裝) NT$420  

1.人生哲學 2.自我肯定  191.9  

只要好好過日子 / 阿飛 a-Fei 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10 萬

典藏紀念版 .-- ISBN 978-986-510-120-

6 (平裝) NT$34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有一種勇氣叫放棄 / 李津著 .-- 3 版 .-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265-6-0 (平裝) NT$22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地球時空歷險指南 : 給光的孩子 : 活

出快樂人生的另類想法 / 麥克.杜利

(Mike Dooley)著 ; 蕭寶森譯 .-- 初版 .-

- 臺 北 市  : 宇 宙 花 園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224 面; 20 公分 .-- (宇宙花

園 ; 26) .-- ISBN 978-986-97340-5-9 (平

裝) NT$34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看開看淡,人生就能捨得放下 / 黃子

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光采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智在心靈 ; 65) .-- ISBN 978-

986-99126-3-1 (平裝) NT$30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破執歸源 活出生命價值 / 黃怡甄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31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69-4 ( 平 裝 ) 

NT$40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做人三不 / 艾德.孟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03-6-7 (平

裝)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傳家之寶. 2, 笑精彩 / 莊聰正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4-8-6 (平裝) NT$390  

1.人生哲學 2.笑 3.生活指導  191.9  

傳家之寶. 3, 真幸福 / 莊聰正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4-9-3 (平裝) NT$390  

1.人生哲學 2.幸福 3.生活指導  

191.9  

漫遊的技術 : 刻意漫無目的、隨意

閒逛、沉澱、探索,遇見靈感、發現

新鮮事、尋找好生活! / 艾莉卡.歐文

(Erika Owen)著 ; 劉佳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93-1 (平裝) NT$36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鍛鍊幸運體質 : 工學博士教你淨化

心靈的三個技術 / 田坂廣志著 ; 龔婉

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

分 .-- (自信人生 ; 170) .-- ISBN 978-

986-175-576-2 (平裝) NT$31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3.成功法  

191.9  

微不平凡 / 原子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62-

5 (平裝) NT$300  

1.人生觀  191.92  

Talk to Quqnyin 與觀音的對話 / 林雯

莉(Wendy Lin)作 .-- 再版 .-- 臺北市 : 

三朵夏有限公司, 11001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981-6-6 (平裝) 

NT$6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二十一世紀靈界正神指示 : 活靈活

現特輯 / 向立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有限公司, 11001 .-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7841-4-6 (平裝) NT$20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人生的決勝點 / 邱華君編撰 .-- 初

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

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574-88-7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天地經.智性 : 天地經應運文輯錄. 四 

/ 翁瑞沛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001 .-- 344 面; 23 公

分 .-- (Sunny 文庫 ; 109) .-- ISBN 978-

986-5541-47-7 (平裝) NT$400  

1.靈修  192.1  

幸 福 入 口 解 壓 靈  : 教 戰 守 策  = 

Guidebook to happiness by unlocking the 

spirit / 周瑞宏(Michael Chou)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和氣大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314-8-1 (平裝)  

1.靈修  192.1  

耐得住寂寞的人最堅強 / 李沐編著 .-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 (通識系列 ; 91) .-- ISBN 978-986-

06029-1-3 (平裝)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3.寂寞  192.1  

都可以,就是大覺醒 : 開啟你的量子

智慧,打破肉身局限,踏入大開悟的華

嚴 世 界  = Making anything go is an 

ultimate realization / 章成, M.FAN 作 .-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77-974-1 (精裝) 

NT$380  

1.靈修  192.1  

善良練習 : 發揮善的感染力,療癒紛

亂 的 世 界  / 塔 拉 . 庫 辛 奈 (Tara 

Cousineau)著 ; 連婉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2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80-2 (平裝) NT$35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傳家之寶. 1, 愛智慧 / 莊聰正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4-7-9 (平裝) NT$39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駕馭沉靜 : 平衡身心靈與內外衝突,

通往幸福的情緒練習 / 萊恩.霍利得

(Ryan Holiday)著 ; 朱怡康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好想

法 ; 33) .-- ISBN 978-986-248-938-3 (平

裝) NT$3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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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生活微理論. 第四輯 / 向立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有限公司, 11001 .-- 1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841-3-9 ( 平 裝 )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讀論語,做一個沒有敵人的人 / 梁冬

著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Drill ; 9) .-

- ISBN 978-986-99469-2-6 ( 平 裝 ) 

NT$340  

1.論語 2.修身 3.生活指導  192.1  

讀論語,搞懂世上的人情世故 / 梁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

公司 ,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Drill ; 10) .-- ISBN 978-986-99469-3-3 

(平裝) NT$340  

1.論語 2.修身 3.生活指導  192.1  

靈性生涯卡 / 張波麗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001 .-- 9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9210-5-3 (精

裝) NT$600  

1.生涯規劃  192.1  

練習有涵養 : 讓身心皆美好,優雅大

人的 201 則日常練習 / 加藤惠美子著 ; 

鄭曉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48-7 (平

裝) NT$300  

1.修身 2.女性 3.生活指導  192.15  

找到你的聲音 : 國際頂尖教練教你

在任何場合自信說話 / 卡羅琳.戈德

(Caroline Goyder)作 ; 謝孟達譯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71-0 (平裝) NT$38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口才  

192.32  

拒絕別人,你仍是好人 : 超人氣心理

諮商師,教你不踩雷,零失誤,擄獲人

心的好感說話術 / 水淼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3-1-3 (平

裝) NT$35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微甜說話課 : 36 堂教你負責「說好

話」、他負責「辦好事」的溝通智

慧! / 何亞歌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 (Smart ; 104) .-- ISBN 978-986-5564-

14-8 (平裝) NT$26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愈說「不」愈自由,還能當好人 : 堅

守底線,贏回尊重與時間的十大拒絕

策 略  / 戴 蒙 . 札 哈 里 斯 (Damon 

Zahariades)著 ; 賴孟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36-6-4 (平

裝) NT$32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係  

192.32  

說話可以犀利但要帶點「糖」! : 34

招教你把「我拒絕」、說得像「我

接受」的情商智慧! / 何亞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 

102) .-- ISBN 978-986-5564-10-0 (平裝) 

NT$26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聽懂暗示,回話暖心的聰明接話術 : 

反應力、說話力、傾聽力全面提升,

不再因說錯話而得罪人 / 山口拓朗

作 ; 林麗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方

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

96-2 (平裝) NT$32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3.口才  

192.32  

這個句子拯救我 / 定政敬子作 ; 胡毓

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60-3 (平裝) 

NT$320  

1.格言  192.8  

蘇媽媽愛悅讀 : 88 尬 12 的影響力 / 

蘇蔡彩秋, 宜蘭縣二城國小師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47-932-3 (平裝) NT$320  

1.格言  192.8  

善書、經卷與文獻. 三 / 王見川, 李夢, 

朱明川, 張琬容, 侯沖, 王惠琛作 ; 范

純武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127-91-4 (平裝) 

NT$350  

1.勸善書 2.民間信仰 3.文獻  192.91  

直到我們再次相遇 / 海可.法樂作 ; 瓦

勒里奧.維達利繪 ; 管中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126-8 (精裝) NT$380  

1.友誼  195.6  

療癒與詠讚 : 生死學論文與文學集 = 

Healing and praise / 劉作揖, 郭秀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0912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599-962-9 (平裝) NT$500  

1.生死學 2.安寧照護 3.文集  197.07  

宗教類 

總論 

科學與宗教 : 為年輕人寫的簡介 / 羅

斯頓(Holmes Rolston III)著 ; 陳慈美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臺 灣 教 會 公 報 社 , 

11001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637-96-5 (平裝)  

1.宗教與科學 2.基督教 3.通俗作品  

200.16  

*破天荒的國際宗教人權影子報告 : 

台灣如何落實聯合國宗教人權保障 / 

釋淨耀, 釋法藏, 釋宏安, 釋常露, 釋

見引, 釋見輝, 李永然, 高思博, 周志

杰, 李建忠, 吳任偉, 鍾亦庭合著 ; 吳

旻錚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人道人權讀饗系列  ; 

16)(宗教法叢書 ; 6) .-- ISBN 978-957-

485-490-5 (平裝) NT$250  

1.宗教法規 2.宗教自由 3.國際人權

公約 4.論述分析  201  

宗教學 

神靈導航 : 二十一世紀信仰革命 = 

The gods navigation : faith revol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華才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祐安大斅出版 : 祐安精品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23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583-7-3 ( 平 裝 ) 

NT$1000  

1.神 2.信仰 3.宗教學  210.111  

青少年宗教經驗研究 / 宋興川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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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1002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6-233-1 (平裝) NT$400  

1.宗教 2.宗教心理學 3.青少年  211  

我在.生生世世 : 超越輪迴的靈性劇

本,回歸自性本體以實踐人生目的 / 

吳至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Open mind ; 72) .-- 

ISBN 978-986-477-967-3 ( 平 裝 ) 

NT$420  

1.輪迴 2.生死觀 3.死亡  216.9  

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爭 : 宗教

與啟蒙 / 黃冠閔, 呂政倚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 10912 .-- 394 面; 21 公分 .-- 

(當代儒學研究叢刊 ; 39) .-- ISBN 978-

986-5432-70-6 (平裝) NT$350  

1.比較宗教學 2.啟蒙思想 3.跨文化

研究 4.文集  218.07  

佛教 

生死海中任遨遊 : 佛教的生命觀與

生死觀 / 苟嘉陵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11) .-- ISBN 

978-986-5541-49-1 (平裝) NT$420  

1.生死觀 2.人生觀 3.佛教修持  

220.113  

閱讀,看見希望綻放 : 靜思閱讀書軒

足跡 / 蔡青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光體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55-0-5 (平裝) NT$380  

1.佛教事業 2.書業 3.閱讀  220.6  

*三十七道品修持法要  / 海雲繼夢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佛教

大華嚴寺, 10912 .-- 348 面; 19 公分 .-

- (海雲和上講記 ; 2) .-- ISBN 978-986-

98931-3-8 (精裝)  

1.佛教 2.文集  220.7  

佛說阿彌陀經直解(附:入法界體性

經、不增不減經、大方等如來藏經) 

/ (清)沙門了根, 真嵩槃譚註 ; 孫劍鋒

居士整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A-190) .-- ISBN 

978-986-99085-7-3 (平裝)  

1.佛經  221  

佛經地圖 : 在浩瀚的經典之海中,尋

找最適合你的那本佛經 = The guide 

to reading sutra / 洪啟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大

塊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2 .-- 832 面; 23 公分 .-- (For2 ; 

46) .-- ISBN 978-986-98990-3-1 (平裝) 

NT$1200  

1.佛經 2.研究考訂  221.01  

淨土生活的示現 : 依於<<無量壽經

>> / 胡順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199-9 (平

裝) NT$400  

1.方等部  221.34  

*金剛經解行二門 / 釋惟全編著 .-- 臺

東縣卑南鄉 : 釋惟全, 11001 .-- 26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8418-1 (平

裝)  

1.般若部  221.44  

金剛經說甚麼 / 南懷瑾講述 .-- 臺灣

三版 .-- 臺北市 :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6059-50-6 ( 平 裝 ) 

NT$480  

1.般若部  221.44  

大乘妙法蓮華經 / (姚秦)三藏法師鳩

摩羅什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52 面; 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94-199-2 (精裝)  

1.法華部  221.51  

妙法蓮華經通義 / (明)南嶽沙門憨山

釋德清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003 .-- 5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28-0-0 (平裝)  

1.法華部  221.51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姚

秦)釋鳩摩羅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22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986-

98732-6-0 (經摺裝)  

1.法華部 2.般若部  221.51  

靜思法髓妙蓮華 : 法華七喻 : 火宅喻. 

壹 / 釋證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432 面; 21 公分 .-- (經藏系列) .-- 

ISBN 978-986-99604-5-8 (精裝)  

1.法華部  221.51  

彌勒佛七經 彌勒佛懺 : 大宇宙龍華

三會總收圓大圓滿 / 林憲卿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學慈航普渡出版社,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6466-1-2 (菊 16K 平裝) NT$500 .-

- ISBN 978-986-86466-2-9 (菊 8K 平裝) 

NT$500  

1.經集部  221.713  

維摩經講話 / 釋竺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10911 .-- 800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

書 ; B-187) .-- ISBN 978-986-99085-6-6 

(平裝)  

1.經集部  221.72  

占察善惡業報經實修簡介 / 釋心聖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

化有限公司, 11001 .-- 6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537-5-7 (平裝)  

1.經集部  221.781  

*大方廣圓覺脩多羅了義經  = The 

sutra o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 (唐)佛

陀多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98732-7-7 (全套:經摺裝)  

1.經集部  221.782  

佛陀的初心 : 2550 年前最早的正法 / 

呂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

社,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大眾

佛學 ; WS10905) .-- ISBN 978-957-447-

353-3 (平裝) NT$280  

1.阿含部 2.佛教修持  221.8  

長阿含經選集 / (後秦)佛陀耶舍竺佛

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002 .-- 312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101) .-- ISBN 978-986-

5541-39-2 (平裝) NT$400  

1.阿含部  221.81  

中阿含經選集 / 三藏瞿曇僧伽提婆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限公司, 11002 .-- 36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02) .-- ISBN 978-986-

5541-40-8 (平裝) NT$450  

1.阿含部  221.82  

增壹阿含經選集 / 三藏瞿曇僧伽提

婆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002 .-- 384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104) .-- ISBN 978-986-

5541-42-2 (平裝) NT$450  

1.阿含部  221.83  

雜阿含經選集 / (宋)三藏求那跋陀羅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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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1002 .-- 4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03) .-- ISBN 978-986-

5541-41-5 (平裝) NT$450  

1.阿含部  221.84  

梵文本大孔雀明王經翻譯與解析  : 

遠離毒害.得見百秋 / 蔡耀明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藏典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1 .-- 790 面; 23 公分 .-- (研究

譯注系列 ; 3) .-- ISBN 978-986-95266-

4-7 (精裝) NT$1200  

1.密教部  221.9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

行首楞嚴經 / 唐釋般剌密諦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98732-5-3 (全套:經摺裝)  

1.密教部  221.94  

超越二十八重天正行 / 仁千根上, 釋

心佛講述 .-- 初版 .-- 臺中市 : 新心佛

園雜誌社出版 ; 南投縣 : 心佛寺發行, 

10912 .-- 246 面; 21 公分 .-- (心佛法

本 ; 148-2) .-- ISBN 978-986-96049-5-6 

(第 2 冊:平裝) NT$500  

1.密教部  221.94  

唯識三十頌白話 / 無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136 面; 21 公分 .-- (無知行者

集 ; 2) .-- ISBN 978-986-5559-58-8 (平

裝) NT$160  

1.瑜伽部  222.13  

*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0912 .-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27-42-6 (第 2 冊:平裝)  

1.大乘論 2.佛教修持  222.14  

南傳論藏之一發趣論 : 從二十四緣

發趣剖析禪定身心大腦與道果 / 大

乘禪師著 .-- 基隆市 : 佛文化禪觀研

發社, 10912 .-- 108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3706-6-1 (平裝)  

1.論藏 2.禪定  222.61  

法緣.書緣 / 單德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鼓文化, 11003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98-880-7 (平裝)  

 224.517  

諸神的眼睛 : 隨順自然的觀察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32-2 (平

裝) NT$260  

 224.517  

臺灣首廟天壇藏珍 : 繡藝百品 / 黃翠

梅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

臺灣省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 11001 .-

- 2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

29888-2-4 (精裝) NT$1000  

1.佛教藝術 2.刺繡 3.文物典藏 4.臺

南市  224.52  

平安的人間 / 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03 .-- 148 面; 

26 公分 .-- 大字版 .-- ISBN 978-957-

598-881-4 (平裝)  

1.佛教說法  225.4  

淨心法語. 第一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11001 .-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810-1-2 (精裝)  

1.佛教說法  225.4  

虛雲和尚開示錄 / 淨慧法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2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12) .-- ISBN 978-986-5541-50-7 

(平裝) NT$420  

1.佛教說法 2.佛教教化法  225.4  

歡喜人間 / 星雲大師著 .-- 初版 .-- 高

雄 市  : 佛 光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44 面; 21 公分 .-- (文選叢

書 ; 5005) .-- ISBN 978-957-457-576-3 

(平裝)  

1.佛教說法  225.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 0 年, 冬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出版

社, 11002 .-- 768 面; 21 公分 .-- (靜思

法脈叢書 . 衲履足跡) .-- ISBN 978-

986-99250-6-8 (精裝) NT$400  

1.佛教教化法  225.42  

七覺支的分享 : 受念處 / 大願比丘著

作.講述 .-- 初版 .-- 臺南市 : 慈蓮寺, 

10912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907-6-8 (中冊:平裝)  

1.佛教修持  225.7  

四念處修行今論  / 苟嘉陵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6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10) .-- ISBN 978-986-5541-48-4 

(平裝) NT$480  

1.佛教修持  225.7  

準提修證禪觀記 / 釋首愚著 .-- 臺灣

初版 .-- 臺北市 :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4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6059-49-0 ( 平 裝 ) 

NT$480  

1.佛教修持  225.7  

彌勒佛50問 /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02 .-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

879-1 (平裝) NT$180  

1.彌勒菩薩 2.佛教修持  225.82  

不可思議的靈異 : 任運成就大瑜珈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

19-3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85  

天南地北去無痕 : 出神雲遊的大觀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

26-1 (平裝) NT$260  

1.因果 2.輪迴  225.85  

走入最隱祕的陰陽界 : 玲瓏百變的

傳奇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23-0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85  

飛越鬼神界 : 密教妙法度化群迷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25-

4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85  

神變的遊歷 : 蓮生活佛的散花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20-9 (平

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85  

虛空中的穿梭 : 鬼神與人間舞台的

互動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 

11001 .-- 2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30-8 (平裝) NT$260  

1.因果 2.輪迴  225.85  

超度的怪談 : 鬼神的種種情義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24-7 (平

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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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象的飄浮 : 開啟無形之謎的金

鑰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團 法 人 真 佛 般 若 藏 文 教 基 金 會 ,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31-5 (平裝) NT$260  

1.因果 2.輪迴  225.85  

揭開大輪迴 : 眾生生死的徹底揭露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

28-5 (平裝) NT$26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85  

隱士的神力 : 神奇的屬於靈界的傳

奇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團 法 人 真 佛 般 若 藏 文 教 基 金 會 ,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1-29-2 (平裝) NT$260  

1.因果 2.輪迴  225.85  

靈異的真面目 : 出入其他的世界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21-

6 (平裝) NT$260  

1.因果 2.輪迴  225.85  

清心集. 中, 故事書 50 篇 / 上師吉美

無畏仁波切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三和文化工作室, 10912 .-- 104 面; 21

公分 .-- (三和系列叢書 ; B05) .-- ISBN 

978-986-90914-5-9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唯識法相學 / 白雲老禪師講述 ; [千

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 

11001 .-- 冊 .-- (紅塵甘露) .-- ISBN 

978-986-99079-7-2 ( 全 套 : 精 裝 ) 

NT$780  

1.法相宗  226.2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 / (宋)淨源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003 .-- 13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8-1-7 (平裝)  

1.華嚴宗  226.3  

淨土宗三祖師傳 = The three patriarchs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 宗道法師, 佛

慈文字 ; 佛小, 巫麗雪繪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淨土宗出版社, 11003 .-- 

144 面; 21X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888-48-0 (平裝)  

1.淨土宗 2.佛教傳記 3.通俗作品 4.

漫畫  226.59  

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 / 聖嚴法

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878-4 (平裝)  

1.禪宗 2.文集  226.607  

六祖壇經拾慧. 六 / 果如法師作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 

11001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414-90-6 (平裝)  

1.六祖壇經 2.注釋  226.62  

明公啟示錄 : 解密禪宗心法 : 從<<六

祖壇經>>行由品談起 / 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

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568-18-

4 (第 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86-5568-19-1 (第 3 冊:平裝) NT$300  

1.六祖壇經  226.62  

如佛一樣生活 : 道元法師與曹洞禪

風 / 吳繼文撰述 ; 洪侃繪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正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64 面; 22 公分 .-- (活活

法 ; 1) .-- ISBN 978-986-97155-9-1 (平

裝) NT$42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禪與生命的認知 : 初講 / 南懷瑾講

述 .-- 臺灣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51-3 (平

裝) NT$400  

1.禪宗 2.佛教修持  226.65  

擺脫執著與束縛,讓人生過得更美好 : 

傾聽內心的聲音,坦率做自己 / 枡野

俊明作 ;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富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風向 ; 111) .-- ISBN 978-

986-99133-5-5 (平裝) NT$320  

1.禪宗 2.生活指導  226.65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 : 從

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開展

及其綜合性解說  / 江燦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01-9 (平裝) NT$550  

1.禪宗 2.佛教史 3.文集 4.東亞  

226.68  

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手抄稿. 二 000

年版 / 日常老和尚讲述 ; 财团法人台

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04 面; 30 公分 .-- 正

體題名: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二 000 年版 .-- ISBN 978-986-99848-2-

9 (第 3 冊:平裝)  

1.律宗  226.72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二 000

年版 / 日常老和尚講述 ; 財團法人台

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848-3-6 (第 3 冊:平裝) 

NT$250  

1.律宗  226.72  

靈界散步 : 步向光彩絢麗的新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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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2-7-5 (精

裝) NT$380  

1.新興宗教 2.靈界  226.8  

掀開喇嘛教的神秘面紗 / 劉學銚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致知學術出版社, 

10912 .-- 47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692-9-4 (平裝) NT$750  

1.藏傳佛教 2.文集  226.9607  

菩提道次第广论 / 宗喀巴大师着 ; 法

尊法师译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

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10912 .-- 67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菩提道次第廣

論 .-- ISBN 978-986-93269-3-3 (精裝)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現代人的藥師經. 3 =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the Medicine Buddha Sutra 3 / 

王薀講述 .-- 再版 .-- 臺北市 : 善聞文

化創意有限公司, 10912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61-9-5 (精裝) 

NT$35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妙法 :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三 / 黃

健原(淼上源)撰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Image ; 5) .-- ISBN 978-

986-99768-2-4 (平裝) NT$399  

1.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佛教傳記  229.1  

涅槃 :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卷四 / 黃

健原(淼上源)撰文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Image ; 6) .-- ISBN 978-

986-99768-3-1 (平裝) NT$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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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佛教傳記  229.1  

慧遠大師 : 中國佛教淨土宗始祖 / 曾

其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002 .-- 262 面; 21 公分 .-

- (Sunny 文庫 ; 107) .-- ISBN 978-986-

5541-45-3 (平裝) NT$360  

1.(晉)釋慧遠 2.佛教傳記 3.淨土宗  

229.332  

蓮池大師 : 禪教兼重融性相 / 曾其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002 .-- 28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08) .-- ISBN 978-986-

5541-46-0 (平裝) NT$360  

1.(明)釋祩宏 2.佛教傳記 3.淨土宗 4.

禪宗  229.36  

人間佛教行者 : 星雲大師 / 滿觀主

編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 , 

11001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57-574-9 (精裝)  

1.釋星雲 2.佛教傳記 3.臺灣傳記  

229.63  

道教 

聖法訣云 / 鞏志昇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滿福寶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

96714-0-8 (第 16 冊:平裝) NT$2000  

1.道教修鍊  235  

基督教 

天國故事集 : 康來昌牧師談耶穌的

比 喻 32 則  = Stories toward God's 

kingdom : 32 essays on Jesus' parables / 

康來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出版社,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198-764-4 (平裝)  

1.聖經故事  241  

神氣活現的方百部 / 連敏旭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福

音叢書  ; EM014) .-- ISBN 978-957-

9209-65-6 (精裝)  

1.聖經故事 2.劇本  241  

危機與釋經 : 潘霍華在教會抗爭時

期的聖經詮釋 1935-1938 = Crisis and 

exegesis : Dietrich Bonhoeffer's Biblical 

exegesis during the Kirchenkampf, 1935-

1938 /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著 ; 

歐力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

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華

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144 面; 

22 公分 .-- (基督宗教思想叢書 ; 4) .-- 

ISBN 978-986-6131-62-2 (平裝)  

1.聖經解釋學 2.神學  241.016  

天啟封印 / 劉志弘作 .-- 第一版 .-- 臺

南市 : 財團法人東台方舟文化藝術

基金會, 10912 .-- 冊 .-- ISBN 978-986-

99911-0-0 (全套:平裝)  

1.聖經研究 2.神學  241.017  

古代以色列智慧書 : 聖經文學賞析 = 

Ancient Israelite wisdom :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 蔡梅曦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迦密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836-4-7 (平裝) NT$320  

1.聖經研究  241.017  

如何讀創世記 / 川普.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著 ; 戴宜真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友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581-3-3 (平裝) NT$330  

1.創世記 2.注釋  241.211  

細讀民數記 / 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信福出版社, 11002 .-- 2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762-75-9 (精

裝) NT$200  

1.民數記 2.聖經研究  241.214  

聖典<<民數記>>精華 / 漆立平, 漆哈

拿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83-6-2 (下冊:

平裝)  

1.民數記 2.聖經研究  241.214  

細讀歷代志 / 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信福出版社,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762-74-2 (上冊:精裝) 

NT$350 .-- ISBN 978-986-5762-76-6 (下

冊:精裝) NT$450  

1.歷代志 2.注釋  241.27  

新 約 神 學 輕 鬆 讀  = New testament 

theology / 許宏度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出版 : 華

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416 面; 

23 公分 .-- (神學系列 ; 52) .-- ISBN 

978-986-6355-72-1 (平裝)  

1.新約 2.神學  241.5  

新約鑑別學導論 : 方法論與應用指

南 / 曾思瀚(Sam Tsang)著 ; 吳瑩宜, 施

多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出版社, 11001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8-762-0 (平裝)  

1.新約 2.聖經研究  241.501  

马可福音讲道集 / 陈达作 .-- 新北市 : 

陳黎美明, 10912 .-- 200 面; 21 公分 .-

- 正體題名:馬可福音講道集 .-- ISBN 

978-957-43-8395-5 (平裝)  

1.馬可福音  241.63  

天路日引. 4 : 與神同行-MENTOR 靈

修手冊 使徒行傳 / 董宇正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合一堂一粒麥子傳媒

中心, 10912 .-- 2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824-2-2 (精裝)  

1.使徒行傳 2.聖經研究  241.66  

以弗所書靈拾 / 何照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研經叢書)(靈拾系列 ; 

16) .-- ISBN 978-986-277-311-6 (平裝)  

1.以弗所書 2.聖經研究  241.74  

均衡的基督徒生活 : 雅各書信信息 / 

陳尊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112 面; 21 公分 .-- 

(陳尊德全集 ; 7) .-- ISBN 978-957-556-

895-5 (平裝)  

1.雅各書 2.聖經研究  241.791  

神的屬性 : 認識神是怎樣的神 / 馬克.

瓊斯(Mark Jones)著 ; 郭熙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709-2-1 (平裝) NT$340  

1.神學 2.基督教  242  

當痛遇上愛 : 認識和面對痛苦的信

仰之道 / 任安道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瑪納文化, 10912 .-- 256 面; 21 公

分 .-- (漢思書系 ; 1) .-- ISBN 978-986-

99912-0-9 (平裝) NT$320  

1.神學 2.信仰 3.基督徒  242  

驅魔與釋放 : 天主教的觀點 / 尼爾.羅

薩諾(Neal Lozano)著 ; 左婉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001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

943-6 (平裝) NT$250  

1.天主教 2.祈禱  244.3  

每天多愛祢 1 點 : 閱來閱 Like 主耶

穌,阿國傳道的神國亮光手記 / 陳思

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哪噠出版

社,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Meet

系列 ; 4) .-- ISBN 978-986-98811-6-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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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徒 2.信仰 3.生活指導  244.9  

每天多像祢 1 點 : 閱來閱 Like 主耶

穌,阿國傳道的神國亮光手記 / 陳思

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真哪噠出版

社,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Meet

系列 ; 5) .-- ISBN 978-986-98811-7-3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3.生活指導  244.9  

30 堂 私 房 禱 告 課  / 畢 邁 可 (Mike 

Bickle)著 ; 吳美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以 琳 書 房 ,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

書 ; EP110) .-- ISBN 978-957-9209-66-3 

(下冊:精裝)  

1.基督教 2.祈禱 3.靈修  244.93  

不住禱告 : 重振牧養關懷 / 黛博拉.杭

辛格 (Deborah van Deusen Hunsinger)

著 ; 胡朱文瑜, 陳知綱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友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581-4-0 (平裝) NT$400  

1.基督徒 2.祈禱 3.教牧學  244.93  

他聽見窮人的吶喊 : 論聖文生靈修 / 

Robert P. Maloney 著 ; 譚璧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

會, 11001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9515-2-5 (平裝)  

1.天主教 2.靈修  244.93  

如何聆聽神的聲音  / 喬依絲 .邁爾

(Joyce Meyer)著 ; 陳欣宜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

書 ; ET041-1) .-- ISBN 978-957-9209-

67-0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危 險 的 禱 告  / 克 雷 . 葛 羅 雪 (Craig 

Groeschel)著 ; 傅璐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001 .-- 224 面; 

20 公分 .-- (禱告敬拜叢書) .-- ISBN 

978-986-277-312-3 (平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93  

我將你銘刻在我心上  / 賴諾曼 (H. 

Norman Wright)著 ; 陳玲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靈修系列) .-- ISBN 

978-986-400-321-1 (平裝)  

1.基督徒 2.靈修 3.配偶  244.93  

*神的大能 : 榮耀的見證. 12 / 許郭美

員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主燈塔事

工出版社,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5149-6-5 (平裝)  

1.基督徒 2.見證  244.95  

給年輕人 10 個幸福方向 : 僕人式領

導的經典語錄 / 郭守仁著 .-- 高雄市 : 

正合印刷有限公司, 10912 .-- 16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99863-0-4 (精

裝)  

1.教牧學 2.領導  245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第三屆基督教靈

性諮商研討會論文集(第五屆基督教

靈性關顧與協談研討會論文集) : 創

傷失落與全人醫治 / 胡瑞芝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神學校財團

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709-4-

0 (平裝) NT$450  

1.教牧學 2.文集  245.07  

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鹿港和平之后堂

70 週年紀念集 / 黃清富, 郭坤發, 張

慶禎, 巫秀鈴, 袁玉枝, 王秀惠, 許美

英, 謝美蓮, 青年會, 柳貞順編輯 .-- 彰

化縣鹿港鎮 :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

中教區鹿港天主堂, 1091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91-0-7 (平

裝)  

1.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鹿港天主堂  

246.233  

回來吧!書拉密女. 2 : 宗教改革時期

婦女事奉簡史 / 劉幸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

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教會歷史叢書 ; 8) .-- ISBN 

978-957-556-893-1 (平裝)  

1.基督教 2.教會 3.歷史  247.1  

孩子的信仰潛能 / 蘇菲亞.卡瓦耶提

(Sofia Cavaletti)著 ; 李純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2 .-- 320 面; 21 公

分 .-- (Talent 系列 ; 49) .-- ISBN 978-

986-99286-3-2 (平裝) NT$360  

1.基督教教育 2.兒童教育 3.蒙特梭

利教學法  247.71  

主,真是祢嗎? : 傾聽神的聲音與青年

使命團的故事 / 羅倫.肯寧漢(Loren 

Cunningham), 娟 妮 . 羅 傑 思 (Janice 

Rogers)原著 ; 青年使命團編譯小組

譯 .-- 再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

教青年使命團基金會,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宣教叢書 ; 1) .-- ISBN 978-

957-28212-7-5 (平裝)  

1.肯寧漢(Cunningham, Loren) 2.基督

教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 

Inc.) 3.基督徒 4.傳記 5.美國  247.8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 : 美國本篤會

在中國(1923-1933) / Jerome Oetgen 原

著 ; 張琰譯 .-- 再版 .-- 新北市 : 輔仁

大學出版社, 11001 .-- 111 面; 21 公

分 .-- (輔仁大學學術叢書)(校史系列 ; 

1006) .-- ISBN 978-957-8843-63-9 (平

裝) NT$280  

1.本篤會 2.輔仁大學(北京市) 3.歷史  

248.81  

後山傳愛 : 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 / 林

韻梅, 吳富妹, 趙川明, 王正菱, 古雪

英, 林秀花, 林菊英, 高定妹, 高德蘭, 

徐瑞容, 許茜, 黃阿妹, 黃柿平撰稿 ; 

趙川明主編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生

活美學館, 10912 .-- 320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55-7 (平裝) 

NT$250  

1.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 2.傳教史 3.

臺東縣  248.89  

其他宗教 

光明的智慧. 14, 仙佛慈語 / 聖賢仙佛

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光慧聖訓叢書 ; 35) .-- 

ISBN 978-986-5768-88-1 ( 平 裝 ) 

NT$150  

1.一貫道  271.6  

注雨甘霖 : 白水聖帝法語集 / 林榮澤

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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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904-98-2 (精裝)  

1.一貫道  271.6  

八大仙翁詩文集 / 郭南州編纂 .-- 高

雄市 : 郭三榮出版 : 無極混元聖玄院

發行,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83-2 (平裝)  

1.民間信仰  271.9  

天地蓮蓮 / 張惠賢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江河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老乾坤第

一部「乾坤照」 ; 6) .-- ISBN 978-986-

98357-5-6 (平裝) NT$420  

1.民間信仰  271.9  

天朝指度時 / 張惠賢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江河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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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 336 面; 23 公分 .-- (老乾坤第

一部「乾坤照」 ; 5-) .-- ISBN 978-

986-98357-4-9 (第 3 冊:平裝) NT$420  

1.民間信仰  271.9  

閩浙贛寶卷與儀式研究 / 李志鴻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493 面; 24 公分 .-- (宗

教學者經典  ; 17) .-- ISBN 978-986-

7127-92-1 (平裝) NT$600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宗教儀注 

4.寶卷  271.9  

*禪機山唯心聖教王禪老祖倒駕慈航

圓滿消災化劫功德天暨混元禪師行

道年表 / 混元禪師指導 ; 張馨方(元

馨)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

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 禪機山仙佛寺, 

10912 .-- 9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1-0-3 (平裝)  

1.民間信仰 2.宗教團體 3.宗教文化  

271.99  

*道教與地方宗教 : 典範的重思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 / 謝世維, 松本浩一, 謝

聰輝, 李豐楙, Mark Meulenbeld(梅林

寶), 張珣, 潘君亮, Paul R. Katz(康豹), 

Adam Yuet Chau( 周 越 ), Isabelle 

Ang(洪怡莎)作 ; Philip Clart(柯若樸), 

Vincent Goossaert(高萬桑), 謝世維主

編 .-- 臺北市 : 漢學研究中心, 10912 .-

- 328 面; 25 公分 .-- (漢學研究中心叢

刊. 論著類 ; 第 16 種) .-- 部分內容為

英文 .-- ISBN 978-957-678-691-4 (平裝) 

NT$300  

1.道教 2.民間信仰 3.文集  272.07  

典藏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濟

宮之美 / 林明德主編 .-- 臺南市 : 財

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

祀典興濟宮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

會, 10912 .-- 20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344-1-1 (精裝) NT$800  

1.民間信仰 2.宗教建築 3.宗教文化 

4.臺南市  272.097  

真武蕩魔錄 / 塵影編 .-- 初版 .-- 桃園

市 : 笙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11001 .-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921-0-7 (平裝) NT$350  

1.民間信仰  272.15  

*行善/善行 : 七月進香 : 2020JULY 白

沙屯媽祖、山邊媽祖北港徒步進香 / 

許玉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0912 .-- 6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35-8 (平裝) NT$3600  

1.媽祖 2.民間信仰 3.民俗活動  

272.71  

庚子年繞境專輯 : 咱的宗教咱的民

情 / 賴金榮總編輯 .-- 苗栗縣竹南鎮 : 

后厝龍鳳宮, 11001 .-- 2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382-1-7 (精裝)  

1.媽祖 2.民俗活動 3.苗栗縣竹南鎮  

272.71  

民俗禮儀程序範本 / 羅瑞生著作 ; 羅

毅君校訂 .-- 第一版 .-- 宜蘭市 : 羅瑞

生, 11002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8406-8 (平裝) NT$2000  

1.祭祀 2.民間信仰 3.禮俗  272.91  

先於能知之力 : 尼薩迦達塔.馬哈拉

吉的臨終教言 / 尼薩迦達塔.馬哈拉

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 鍾七

條, 智嚴, 張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 桌 文 化 , 左 守 創 作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80 面; 21 公分 .-- (妙高峰

上 ; 2) .-- ISBN 978-986-98159-5-6 (平

裝) NT$500  

1.印度教 2.靈修  274  

神話 

東方神話與奇幻動物的誕生地 / 方

佳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

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2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932-4-6 (平裝) 

NT$480  

1.中國神話 2.動物圖鑑  282  

凱爾特神話 : 精靈、大法師、超自

然的魔法之鄉 / 龔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9-2 ( 平 裝 ) 

NT$300  

1.神話 2.英國 3.愛爾蘭  284  

埃及神話 : 創造、毀滅、復活與重

生的永恆循環 / 龔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20-8 (平裝) NT$390  

1.神話 2.埃及  286.1  

術數；迷信 

生命歷程占星全書 : 透過行運、二

次推運、回歸與行星的循環,預見人

生各階段縮影 / 布萊恩.克拉克(Brian 

Clark)著 ; 陳燕慧, 馮少龍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12-9 (平裝) NT$500  

1.占星術  292.22  

占星財富手冊 / 韓良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南瓜國際有限公司, 11001 .-

- 180 面; 21 公分 .-- (Handbook ; 2) .-- 

ISBN 978-986-99379-1-7 ( 平 裝 ) 

NT$300  

1.占星術 2.財富  292.22  

行星星曆表手帳. 2021 / 戴鵬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1 .-- 

16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52-3-9 (平裝) NT$280  

1.占星術  292.22  

星座美少女. 6, 變身鈴鐺的勇氣魔法 

/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 李貝貝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公主成長學園 ; CFF012) .-- ISBN 

978-986-301-983-1 (平裝) NT$210  

1.占星術 2.通俗作品  292.22  

唐綺陽星座運勢大解析. 2021 = Jesse 

Tang astrology forecast for 2021 / 唐綺

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訊息工作室, 

11001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88891-9-4 (平裝) NT$400  

1.占星術  292.22  

心靈牌卡 : 從一對一、小團體到班

級課程的輔導運用 / 周詠詩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68-14-6 (平裝) NT$350  

1.占卜 2.心靈療法  292.96  

宇宙原力 : 源能量覺醒卡 / 黃淑偉, 

美瑤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華商整

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5-0-0 (平

裝) NT$980  

1.占卜  292.96  

塔羅牌研究所. 2 / LUA 作 ; Shion 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3 .-- 22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62-7 (平裝) 

NT$420  

1.占卜  2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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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羅解謎 : 利用圖像故事、顏色密

碼,輕鬆掌握牌義,解出人生的疑問和

難題 / 寶咖咖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53-4 (平裝) NT$350  

1.占卜  292.96  

現代秘解滴天髓  / 葉勁君, 葉韋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7-2328-0 (平裝)  

1.命書  293.1  

曼樺辛丑牛運程. 2021 年 / 曼樺作 .-- 

臺北市 : 全國印前資訊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80-6-1 (平裝) NT$250  

1.命書  293.1  

紫微斗數新詮 / 慧心齋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312 面; 23 公分 .-- 

(生命之旅 ; 1) .-- ISBN 978-986-5549-

41-1 (平裝) NT$599  

1.命書  293.1  

算出你的好運道 : 六十甲子運氣推

算詳解 / 覃賢茂著 .-- 臺北市 : 風雲

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23-

1 (平裝) NT$380  

1.命書  293.1  

東方星理學. 區塊篇 / 天乙上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09-9 (精裝) 

NT$599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四化星 : 改變你一生 / 慧心齋主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3 公

分 .-- (生命之旅 ; 2) .-- ISBN 978-986-

5549-42-8 (平裝) NT$499  

1.紫微斗數  293.11  

學紫微斗數 : 算出人生大小事,做自

己人生領航員! / 黎庭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智林文化出版社, 11001 .-- 432

面; 23 公分 .-- (新生活視野 ; 31) .-- 

ISBN 978-986-7792-69-3 ( 平 裝 ) 

NT$480  

1.紫微斗數  293.11  

學懂紫微斗數,就看這一本 : 紫微斗

數現代判斷及實例解析 / 三禾山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520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71) .-- ISBN 978-986-488-

213-7 (平裝) NT$380  

1.紫微斗數  293.11  

戀愛聖經 : 紫微斗數十四顆主星都

是桃花星 / 郭德芬(玫瑰老師)著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樂活誌 ; 

49) .-- ISBN 978-986-99110-3-0 (平裝) 

NT$390  

1.紫微斗數  293.11  

99 分姓名學 / 黃恆堉, 陳楹襆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頻道出版有限

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

行,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72) .-- ISBN 978-986-488-214-4 

(平裝) NT$350  

1.姓名學  293.3  

新編嬰兒命名不求人 / 陳繕剛編著 .-

- 第 一 版  .-- 臺 南 市  : 文 國 書 局 , 

11002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47-203-3 (平裝) NT$250  

1.姓名學  293.3  

台灣曆書. 一一 0 年 / 玄義宮編輯委

員會編輯 .-- 南投縣中寮鄉 : 臺灣道

教總廟玄義宮, 10912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6-5-6 (平裝)  

1.擇日  293.4  

混元禪師法語 : 風水學的奧秘. 第十

冊 / 曾文豐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唯 心 宗 文 化 傳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11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8348-4-1 (平裝)  

1.堪輿  294  

魔法顯化 : 93 則成為巫師的自學指

南 / 麥特.奧林作 ; 祝家康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2-08-2 (平裝) NT$420  

1.巫術 2.通靈術  295  

自然科學類 

總論 

漫畫科普冷知識王. 2 : 世界其實很有

趣,生活應該多一點療癒! / 鋤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4-9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0  

STEAM 趣味科學好好玩  / 陳曉宏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9068-47-5 (平裝) 

NT$199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國 立 臺 灣 科 學 教 育 館 年 報 . 108 = 

NTSEC annual report / 吳中益主編 .-- 

臺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科 學 教 育 館 , 

10912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1-56-0 (平裝) NT$250  

1.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306.833  

How 發明 : 便利生活的超讚發明 / 洋

洋兔動漫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43-774-

2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7.9  

我的第一套漫畫科普百科神奇發明

王. 1, 智慧遙控大力士 / 北極星工作

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02-709-4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7.9  

我的第一套漫畫科普百科神奇發明

王. 2, 對戰超級噴火龍 / 北極星工作

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02-710-0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7.9  

我的第一套漫畫科普百科神奇發明

王. 3, 追蹤神秘配方 / 北極星工作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502-711-7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7.9  

我的第一套漫畫科普百科神奇發明

王. 4, 守護醫學奇蹟 / 北極星工作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502-712-4 (平裝)  

1.科學 2.漫畫  307.9  

科學不思議. 4 : 神奇植物吹泡泡 / 高

柳芳惠文 ; 水上實圖 ; 邱承宗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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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002 .-- 40 面; 26 公分 .-- (知識

繪本館)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03-714-7 (精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烈焰森林驚魂記 / 陳葆元作 ; 氧氣工

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3 公分 .-- (X 科幻冒險隊) .-- ISBN 

978-986-301-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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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8935-7 (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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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8937-1 (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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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8936-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00  

1.科學 2.青少年讀物  308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 可愛的動

物 /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5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52-320-

7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 好玩的科

學 /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5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52-324-

5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 有趣的生

活 /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5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52-325-

2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 奇妙的身

體 /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5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52-323-

8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 奇趣大自

然 /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5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52-322-

1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孩子都想知道的為什麼 : 神奇的植

物 / 楊波, 惠小玲, 任夢編繪 .-- 新北

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1 .-- 150 面; 

17X19 公分 .-- ISBN 978-986-452-321-

4 (平裝) NT$28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煉金老師的魔法黑科技!? / 林鼎原編

劇 ; 門門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3 公分 .-- (看漫畫學 STEAM ; 2) .-- 

ISBN 978-986-5556-05-1 ( 平 裝 )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8.9  

數學 

白話費瑪最後定理 / 温坤禮, 温惠筑

著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台灣感性資

訊學會, 11001 .-- 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925-1-6 ( 平 裝 ) 

NT$100  

1.數學 2.通識教育 3.高等教育  310  

科學不思議. 5 : 隨機現象調查團 / 小

波秀雄文 ; 小松真也圖 ; 李佳霖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03-715-4 (精裝)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從原理開始理解數學 : 計算 x 圖形 x

應用 / 難波博之著 ;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81-4 (平裝)  

1.數學 2.通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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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1 .-- 176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ISBN 

978-957-658-480-0 (第 17 冊:平裝)  

1.數學 2.漫畫  310  

數 學 大 圖 鑑  = Visual book of the 

mathematics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

貞秀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4 公分 .-- (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 1) .-- 

ISBN 978-986-461-235-2 ( 平 裝 ) 

NT$630 .-- ISBN 978-986-461-236-9 (精

裝) NT$750  

1.數學  310  

賴以威的 15 堂趣味幾何數學實驗課 

/ 賴以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34-

0 (平裝) NT$32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學會寫程式設計,從數學思維與邏輯

訓練開始 / 結城浩作 ; 丁冠宏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數學館 ; 

38) .-- ISBN 978-986-5408-45-9 (平裝) 

NT$320  

1.數學 2.通俗作品  310  

塗鴉學微積分 / 班.歐林(Ben Orlin)著 ; 

畢馨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52 面 ; 23 公 分  .-- ( 科 普 漫 遊  ; 

FQ1067) .-- ISBN 978-986-235-895-5 

(平裝) NT$580  

1.微積分 2.通俗作品  314.1  

微積分 / 蕭福照, 何姿瑩, 魏妙旭, 洪

秀珍, 楊惠娟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46-

4 (平裝) NT$450  

1.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James Stewart 著 ; 王慶安, 陳

慈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

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11002 .-- 7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282-89-5 (平裝)  

1.微積分  314.1  

數 值 分 析  / Richard L. Burden, J. 

Douglas Faires, Annette M. Burden 著 ; 

姚為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

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11003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82-87-1 (平裝)  

1.數值分析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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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瞌睡的演算法!培養程式設計的

邏輯思考 / Aditya Bhargava 著 ; 郭柏

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654-6 (平裝) 

NT$580  

1.演算法  318.1  

演算法精鑰 / 顏重功, 蔡英德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78-276-6 (平裝)  

1.演算法  318.1  

賽局在個案與談判之應用  = Game 

theory / 張順教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417-5-4 (平裝)  

1.博奕論 2.談判  319.2  

電腦資訊科學 

國營事業講重點(計算機概論及原理) 

/ 張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41-5 (平

裝) NT$450  

1.電腦  312  

聰明萬能的電腦 / 亞歷克斯.佛里斯

(Alex Frith), 蘿 西 . 狄 金 絲 (Rosie 

Dickins)文 ; 科林.金(Colin King)圖 ; 劉

維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203-895-6 (精裝)  

1.電腦科學 2.通俗作品  312  

雲端運算概論 / 廖文華, 張志勇, 蒯思

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18-9 (平裝) 

NT$600  

1.雲端運算  312.136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2021

版 / 胡秋明, 李成祥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99-8 (平裝)  

1.電腦網路 2.考試指南  312.16  

圖解 TCP/IP 網路通訊協定(涵蓋 IPv6) 

/ 竹下隆史, 村山公保, 荒井透, 苅田

幸雄原著 ; 吳嘉芳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

706-3 (平裝)  

1.通訊協定 2.網際網路  312.162  

輕鬆玩 Google 漫步在雲端!一定要會

的 200+招實用密技 / 黃建庭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8-7 (平裝)  

1.網際網路 2.搜尋引擎  312.1653  

*用 Node.js 一統 JavaScript 前後端 : 

強勢 Web 開發親手作 / 趙榮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8-6 (平裝) NT$780  

1.網頁設計 2.電腦程式設計 3.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1695  

深 入 探 索 .NET 資 料 存 取  : 

ADO.NET+SqlDataSource+LINQ /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62-5 (平裝)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商圈 E 化委員培訓講義 / 陳瑞麟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陳瑞麟, 10912 .-- 

3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20-4 (上冊:平裝) NT$1500  

1.網頁設計 2.商業管理  312.1695  

邏輯運算與程式設計 / 陳一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0-507-8 ( 平 裝 ) 

NT$490  

1.電腦程式設計  312.2  

Regular Expression 橫刃萬解程式的關

鍵語言 正規表示法 / 余晟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04-7 ( 平 裝 ) 

NT$620  

1.電腦程式語言  312.3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上, 完全

剖析 C#技術實務 / 彭建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5-7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下, 職場

C#進階應用技術  / 彭建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6-4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Python 程式設計 : 數據分析與深度學

習 / 白文章, 白子宣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 

11001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548-42-7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大數據淘金術 : Python 機器學習高手

實彈演練 / 謝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74-

7 (平裝) NT$7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大數據  

312.32P97  

股票發大財 : 用 Python 預測玩轉股

市高手精解 / 胡書敏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73-0 (平裝) NT$78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程式語言與設計 / 林萍珍, 吳松達, 吳

誌維, 張文賢, 施文奇, 黃宥輔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40-7 (下冊: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程式語言與設計. 乙版 / 林萍珍, 吳松

達, 吳誌維, 張文賢, 施文奇, 黃宥輔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385-241-4 (上冊: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演算法 : 最強彩色圖鑑+Python 程式

實作 王者歸來 / 洪錦魁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75-4 (平裝) NT$69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

析. 2021 版 / 林文恭研究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2-5 (平裝)  

1.電腦軟體 2.問題集  312.49022  

3ds Max 動畫製作高手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1 .-- 4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33-

7 (平裝附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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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電

腦動畫  312.49A3  

Illustrator CC 向量設計高手 / 趙雅芝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2 .-- 5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28-

3 (平裝附光碟片)  

1.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Illustrator 向量圖形設計 / 鄭苑鳳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8-8 (平裝) NT$520  

1.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49I38  

TQC 2019 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

公軟體應用篇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3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545-7 (平裝附光碟片)  

1.OFFICE 2019(電腦程式)  

312.49O4  

快速學會 Office 資料處理 / 林佳生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0912 .-- 36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467-8-

0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PowerPoint 2016/2019 高效實用範例

必修 16 課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1-8 (平裝)  

1.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PowerPoint 高手 / 林佳生作 .-- 新北

市 : 易習圖書, 11001 .-- 2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80-132-0 (平裝附

光碟片)  

1.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Siemens solid edge 引領設計思維 / 李

俊達, 黃昱寧, 黃照傑, 廖芳儀, 蔡義

智, 簡勤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凱

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210-6-1 (平

裝) NT$950  

1.Solid Edge(電腦程式) 2.電腦繪圖  

312.49S675  

UniGraphics NX 製 造 設 計 高 手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0912 .-- 5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80-129-0 (平裝)  

1.Unigraphics(電腦程式) 2.電腦輔助

設計  312.49U5  

人人都學得會的 App Inventor 2 初學

入門 / 贊贊小屋作 .-- 新北市 : 臺灣

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 (Get ; 4) .-- ISBN 978-

986-130-479-3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macOS 研究室 : Big Sur 解析教學 / 蘋

果梗, Herny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64-9 (平

裝)  

1.作業系統  312.54  

以自由軟體搭配線上教學平台進行

「3D 建模及快速成型實務」課程教

學及學習成效心得 / 李博明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21-

7 (平裝)  

1.作業系統 2.電腦輔助設計  312.54  

公職考試講重點(資料結構) / 張逸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345-942-2 ( 平 裝 ) 

NT$420  

1.資料結構  312.73  

電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本書 : 大話

資料結構 / 程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69-

3 (平裝) NT$780  

1.資料結構  312.73  

圖解資料結構 : 使用 C++ / 吳燦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557-1 (平裝)  

1.資料結構 2.C++(電腦程式語言)  

312.73  

Power BI 金融大數據分析應用 / 謝邦

昌, 蘇志雄, 蕭育仁, 宋龍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690-5 (平裝)  

1.資料探勘 2.商業資料處理  312.74  

用 Power BI 實作大數據篩選分析與

商業圖表設計 / 吳燦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4-563-2 (平裝)  

1.資料探勘 2.商業資料處理  312.74  

預防網路霸凌 : 你看不見的傷害 / 黃

嘉慈, 黃苡安, 李碧姿, 鄭碧君採訪撰

文 ; 葉雅馨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董氏基金會<<大家健康>>雜誌, 

10912 .-- 180 面; 23 公分 .-- (健康樂

活 ; 15) .-- ISBN 978-986-97750-6-9 (平

裝) NT$320  

1.網路安全 2.兒童保護 3.網路使用

行為  312.76  

駭客廝殺不講武德 : CTF 強者攻防大

戰直擊 / Nu1L 戰隊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9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72-3 (平裝) NT$1200  

1.資訊安全 2.網路安全  312.76  

「探究石灰岩地質之虛擬實境冒險

旅程」VR 數位教材之開發 / 張慧穎

編著 .-- 高雄市 : 禾田人文出版社, 

109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2-0-6 (平裝) NT$268  

1.虛擬實境 2.教材教學  312.8  

多媒體應用 / 徐敏珠, 唐日新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72 面; 26 公分 .-- 大

專用書 .-- ISBN 978-957-572-630-0 (平

裝) NT$550  

1.多媒體  312.8  

威力導演 19 剪輯軟體介面解析 / 呂

廷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2 .-- 10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9384-7-1 (平裝) NT$350  

1.多媒體 2.數位影像處理  312.8  

輕課程玩創客入門學 VR 虛擬實境 : 

使用 AR2VR STUDIO / 阿特發互動科

技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157-6 (平裝)  

1.虛擬實境  312.8  

輕鬆玩 Scratch 3.0 學程式設計 / 黃建

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54-5 (平裝)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312.8  

*AI 倫理治理與醫療防疫 / 朱雲漢, 

郭毅可, 何志明, 陳建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10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44-0-9 (平裝)  

1.人工智慧 2.醫療科技 3.倫理學  

312.83  

AI 黃金時期正好學 : Tensorflow 2 高

手有 Bear 來 / 龍良曲編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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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71-6 (平裝) NT$780  

1.人工智慧  312.83  

向 AI 贏家學習! / 日經 xTREND 編 ; 

葉韋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00 面 ; 21 公 分  .-- ( 科 普 漫 遊  ; 

FQ2016) .-- ISBN 978-986-235-894-8 

(平裝) NT$420  

1.人工智慧 2.產業發展 3.個案研究  

312.83  

智慧與生命 : 電腦的迷思與人性的

出路 = Intelligence and life / 黃小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

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90-

5 (平裝) NT$350  

1.人工智慧 2.基督徒 3.生命哲學  

312.83  

輕鬆學會 Google TensorFlow 2.0 人工

智慧深度學習實作開發 / 黃士嘉, 林

邑撰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54-0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  

自然語言處理最佳實務 : 全面建構

真正的 NLP 系統 / Sowmya Vajjala 等

原著 ;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0-

1 (平裝)  

1.自然語言處理  312.835  

PhotoShop CS6 、 Illustrator CS6 、

InDesign CS6 平面設計武功祕笈 / 陳

珊珊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1 .-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30-6 (平裝附光碟片)  

1.數位影像處理 2.Illustrator(電腦程

式) 3.InDesign(電腦程式) 4.平面設計  

312.837  

PhotoShop CS6 、 Illustrator CS6 、

InDesign CS6 視覺設計高手 / 馬志玲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1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31-

3 (平裝附光碟片)  

1.數位影像處理 2.Illustrator(電腦程

式) 3.InDesign(電腦程式) 4.平面設計  

312.837  

PhotoShop 影像處理設計  / 鄭苑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4-559-5 ( 平 裝 ) 

NT$550  

1.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和大師學電繪藝術 / 3dtotal Publishing

作 ; 杜蘊慧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70-

258-0 (平裝) NT$750  

1.電腦繪圖 2.繪畫技法  312.86  

Test-Driven Development : By Example

中文版 : 測試驅動開發的實例解說 / 

Kent Beck 著 ; 陳仕傑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34-561-8 (平裝) NT$450  

 312.92  

天文學 

天空地圖 : 瑰麗星空、奇幻神話,與

驚人的天文發現 / 愛德華.布魯克希

欽(Edward Brooke-Hitching)著 ; 馮奕

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6

公分 .-- (圖解) .-- ISBN 978-957-08-

5681-1 (平裝)  

1.天文學 2.宇宙 3.主題地圖 4.地圖

繪製  320  

我的第一本天文太空書 / 克萊爾.菲

利普(Claire Philip)作 ; 珍.克勞德(Jean 

Claude)繪 ; 藍仕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56 面; 28 公分 .-- (童心園 ; 

164) .-- ISBN 978-986-507-247-6 (精裝) 

NT$320  

1.天文學 2.宇宙 3.通俗作品  320  

小行星的故事 / 李瑞騰主編 .-- 桃園

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0912 .-- 2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53-3-0 (平

裝)  

1.小行星 2.天文學  323.34  

廣大神祕的太空 / 羅伯.洛伊德.瓊斯

(Rob Lloyd Jones)文 ; 貝妮蒂塔.傑奧

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

納(Enrica Rusina)圖 ; 謝維玲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03-888-8 (精裝)  

1.太空科學 2.通俗作品  326  

鳳凰城之光 UFO 的化身 / 肖恩.斯旺

森(Shaun Swanson), 傑佛森.維斯卡迪

(Jefferson Viscardi)作 ; 星光餘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1001 .-- 352 面; 22 公分 .-

- (Matrix ; 19) .-- ISBN 978-986-5401-

46-7 (平裝) NT$450  

1.外星人 2.不明飛行體  326.96  

原來天氣是這樣子啊! / 村田弘子文 ; 

手塚明美圖 ; 邱承宗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56 面; 28 公分 .-- (小魯知識

繪本 ; 30) .-- ISBN 978-986-5566-09-8 

(精裝) NT$350  

1.氣候 2.通俗作品  328.8  

氣 候變遷 調適 框架回 顧與 分析  = 

Review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rameworks / 林丞庭 , 李欣輯 , 陳永

明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11001 .-- 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36-20-9 (平裝)  

1.氣候變遷 2.管理資訊系統  328.8  

臺灣氣候變遷關鍵指標圖集 : 水文

應用指標篇 / 林李耀計畫主持 .-- 新

北 市  :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 

10912 .-- 4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6-17-9 (平裝)  

1.氣候變遷 2.水文氣象學  328.8  

人工增雨計畫. 109 年 / 國立臺灣大

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0912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36-8 (平裝) NT$500  

1.人造雨  328.89  

土地變遷模式與二維淹水模式整合

初探 : 以臺南市安南區淹水減災為

例 =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with land use change and 2D flood 

modelings for flood mitigation in 

Annan,Tainan / 趙益群, 陳俊哲, 蕭逸

華, 李欣輯, 許至璁, 陳永明[作]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11001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19-3 (平裝)  

1.氣象災害 2.水災 3.土地利用 4.防

洪  328.9833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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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論的意義 : 在普林斯頓大學的

四個講座 /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著 ; 李灝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80

面; 21 公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986-522-399-1 ( 平 裝 ) 

NT$280  

1.相對論  331.2  

相對論超入門 : 連文科生也能輕鬆

讀懂劃時代理論 / Yobinori Takumi 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82-1 (平裝)  

1.相對論 2.通俗作品  331.2  

自然神學之數學原理 / 周榮國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周榮國, 11001 .-- 

2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8377-1 (平裝) NT$350  

1.數理物理 2.科學哲學  331.5  

化學 

食品分析實驗 / 王美苓, 周政輝, 晏文

潔作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717-3 ( 平 裝 ) 

NT$350  

1.食品分析 2.食品檢驗 3.實驗  

341.91  

基礎分析化學實驗手冊 / 薛光華作 .-

- 初版 .-- 臺南市 : 薛光華, 11003 .-- 

1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53-2 (平裝)  

1.分析化學 2.化學實驗  347.3  

地質學 

都會區工程環境地質圖集. Ⅰ, 說明

書  = The introduction of urban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Ⅰ / 紀宗吉主編 .-- 新北市 : 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912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56-6 (平

裝) NT$300  

1.環境地質學 2.地質圖 3.防災工程 

4.都會區  350.16  

哇!「水」原來這麼重要! / 加古里子

作 ; 鈴木守繪 ; 陳玟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40 面; 23X25 公分 .-- (童

心園 ; 166) .-- ISBN 978-986-507-249-0 

(精裝) NT$320  

1.水文學 2.通俗作品  351.7  

南海水文監測計畫 : 南沙太平島水

文浮標觀測系統建置 / 國家海洋研

究院,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著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 

10912 .-- 5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72-3 (平裝) NT$2500  

1.水文學 2.水文測量  351.7  

「金門海洋產業與資源利用空間分

佈現況調查」成果報告 / 張懿編著 .-

- 金門縣金城鎮 : 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10912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99-0 (平裝)  

1.海洋 2.海洋資源 3.產業發展 4.福

建省金門縣  351.907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

集. 2020 / 楊慶煜主編 .-- 高雄市 : 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基礎

教育中心, 10912 .-- 16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601-6-8 (平裝)  

1.海洋 2.文化 3.文集  351.907  

霸王剪刀手 / 阿德蝸文 ; SEVEN 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1 .-- 136 面; 21 公分 .-- (阿德

蝸的海洋學堂 ; 2) .-- ISBN 978-957-

9047-91-3 (平裝) NT$280  

1.海洋學 2.甲殼類 3.通俗作品  

351.908  

臺灣洋流能海域測試場規劃評估  / 

國家海洋研究院, 國立中山大學著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0912 .-- 

5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

70-9 (平裝) NT$1500  

1.海流 2.潮流 3.數值分析 4.發電  

351.96  

溫泉監測井網觀測計畫. 109 年度 = 

Taiwan's hot spring monitoring report. 

2020 / 經濟部水利署, 禹順工程技術

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10-8 (平

裝) NT$500  

1.溫泉 2.環境監測  354.3  

斷層尋蹤二十載 : 太平地區車籠埔

斷層野外紀錄 / 鍾令和, 黃豊昌作 .-- 

第一版 .-- 臺中市 :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10912 .-- 16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61-57-7 (平裝) NT$350  

1.地震 2.斷層 3.地質調查 4.臺中市

太平區  354.4933  

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 109 年

度 = The project for annual work plan of 

land-subsidence prevention and 

reclamation in 2020 / 國立成功大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6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30-6 (平裝) NT$1500  

1.地層下陷  354.7  

雲林地區新建 400m 深層樁與資料加

值 應 用  = Construction of 400m 

extensometer and monitoring data value-

added application in Yunlin area / 綠環

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 10912 .-- 13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133-7 (平裝附光

碟片) NT$900  

1.地層下陷  354.7  

彰化與雲林地區地層下陷監測及分

析 . 109 年 度  =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land subsidence of Changhua 

and Yunlin area in 2020 / 綠環工程技

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4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29-0 (平

裝) NT$1600  

1.地層下陷  354.7  

臺北、嘉義、高雄與屏東地區地層

下 陷 監 測 及 分 析 . 109 年 度  = 

Monitoring and analyzing land 

subsidence of Taipei,Chiayi,Kaohsiung 

and Pingtung area in 2020 / 綠環工程技

術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4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35-1 (平

裝) NT$1600  

1.地層下陷  354.7  

臺灣土壤液化潛勢圖集 = Taiwan soil 

liquefaction susceptibility map / 紀宗吉

主編 .-- 新北市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10912 .-- 128 面; 43 公分 .-- ISBN 

978-986-533-157-3 (平裝) NT$700  

1.土壤調查 2.地質調查  356.33  

臺灣土壤液化潛勢圖集說明書 = The 

introduction of Taiwan soil liquefaction 

susceptibility map / 紀宗吉主編 .-- 新

北 市  :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 

10912 .-- 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58-0 (平裝)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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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調查 2.地質調查  356.33  

明明很可愛!古生物圖鑑 : 走入史前

時代一起認識地球的先祖們 / 土屋

健作 ; 丁冠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

468-2 (平裝) NT$350  

1.古生物學 2.爬蟲類化石 3.通俗作

品  359  

臺灣鯨 = Balaenoptera taiwanica / 蔡政

修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6-014-9 (平裝) 

NT$180  

1.哺乳動物化石 2.鯨目  359.59  

生物學 

不用餵罐罐就能知道的趣味生物故

事 / 陳俊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資優生系列 ; 42) .-- 

ISBN 978-986-453-136-3 ( 平 裝 ) 

NT$220  

1.生命科學 2.通俗作品  360  

生物特徵辨識系統設計 / 張國基, 朱

鍇莙, 王曉娟, 徐翠蓮, 林聿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10-3 ( 平 裝 ) 

NT$500  

1.生物感測器 2.電子偵察 3.電腦程

式設計  360.13  

衰老是必然的嗎?暗生物來了! / 李天

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

事業網, 11002 .-- 560 面; 23 公分 .-- 

(自然科普 ; 1) .-- ISBN 978-957-9267-

87-8 (平裝) NT$650  

1.演化論 2.生物  362  

*盲眼鐘錶匠 : 解讀生命史的奧祕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 ; 王道還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80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73A) .-- ISBN 

978-986-525-020-1 (平裝)  

1.演化論  362.1  

濕地共生 : 生態與文化積累 : 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成果專輯. 108

年 / 許晉誌, 郭瓊瑩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 11001 .-- 5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0-54-0 (平裝)  

1.溼地 2.生態保育區 3.環境規劃  

366.954  

濕地共享 : 生態與環境教育 : 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成果專輯. 106

年 / 許晉誌, 郭瓊瑩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 11001 .-- 7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0-52-6 (平裝)  

1.溼地 2.生態保育區 3.環境規劃  

366.954  

濕地共融 : 生態與友善產業 : 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成果專輯. 107

年 / 許晉誌, 郭瓊瑩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 11001 .-- 6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0-53-3 (平裝)  

1.溼地 2.生態保育區 3.環境規劃  

366.954  

澎湖南方四島海洋生物簡冊增修版 : 

藻類、無脊椎動物 / 黃俞升, 吳佾芹

撰文 .-- 二版 .--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50-71-7 ( 精 裝 ) 

NT$250  

1.海洋生物 2.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  366.98  

福山.太平山 : 山林環境聲景與人物

訪談 = Fushan ＆ Taipingshan / 澎葉生

Yannick Dauby 創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回看工作室, 11001 .-- 112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

06024-0-1 (平裝附光碟片) NT$430  

1.自然保育 2.大自然聲音 3.訪談 4.

宜蘭縣  367.71  

諾羅病毒諾諾 / おかだはるえ作 ; す

がわらけいこ繪 ; 許婷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38 面; 28 公分 .-- (一起認識

傳染病的秘密 ; 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53-9 (精裝)  

1.濾過性病毒 2.繪本  369.74  

免疫軍團大亂鬥 / 七色王國作 ; 周美

強繪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

限公司, 11001 .-- 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28-58-4 ( 精 裝 ) 

NT$650  

1.免疫學 2.繪本  369.85  

新護理考試祕笈. 八, 微生物免疫學 / 

郭加恩, 高久理, 尤封陵, 劉棋銘合

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62-721-0 ( 平 裝 ) 

NT$325  

1.免疫學 2.微生物學  369.85  

免 疫 乳  : 科 学 探 索 之 旅  / Robert 

Stohrer 作 ; 海莲翻译团队翻譯 .-- 臺

北 市  : 活 石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免疫乳: 科學探索之旅 .-- 

ISBN 978-986-99873-1-8 (平裝)  

1.免疫學技術  369.851  

免 疫 乳  : 科 學 探 索 之 旅  / Robert 

Stohrer 作 ; 海蓮翻譯團隊翻譯 .-- 臺

北 市  : 活 石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873-0-1 (平裝)  

1.免疫學技術  369.851  

植物學 

臺灣維管束植物野外鑑定指南 . 下

冊 : 裸子植物與雙子葉植物 = Key to 

the vascular plants of Taiwan : 

gymnosperms and dicots / 王震哲, 楊智

凱, 張和明, 林讚標, 王偉聿, 呂長澤, 

洪鈴雅, 陳志雄, 陳志輝, 劉威廷, 鄭

憲燦, 謝宗欣作 .-- 宜蘭縣羅東鎮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

理處, 1091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84-1 (平裝) NT$300  

1.維管束植物 2.裸子植物 3.雙子葉

植物 4.臺灣  371.13026  

臺灣維管束植物野外鑑定指南 . 上

冊 : 石松類、蕨類與單子葉植物 = 

Key to the vascular plants of Taiwan : 

ferns and monocots / 王震哲, 楊智凱, 

張和明, 林讚標, 王偉聿, 呂長澤, 洪

鈴雅, 陳志雄, 陳志輝, 劉威廷, 鄭憲

燦, 謝宗欣作 .-- 宜蘭縣羅東鎮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 10912 .-- 2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83-4 (平裝) NT$300  

1.維管束植物 2.孢子植物 3.單子葉

植物 4.臺灣  371.13026  

野有蔓草 : 澎湖南方四島植物圖鑑 / 

林政道撰文 .-- 高雄市 : 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50-59-5 ( 精 裝 ) 

NT$200  

1.植物圖鑑 2.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  375.233  



26 

 

鄒的植物書 = Plants book of cou / 高

德生口述  ; 種籽設計文字編輯 .插

畫 .-- 二版 .-- 嘉義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0912 .-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49-97-1 (精裝) NT$380  

1.植物 2.鄒族 3.臺灣  375.233  

愛玉的故鄉 : 阿里山鄒族特產 / Avaie 

Youifana(莊暉明)繪圖 ; 王星瑜插圖 ; 

陳 雅 楨 編 輯  ; 陳 雅 楨 , 楊 曉 雯

(Sayungu Yakumangana)撰文 .-- [臺南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

分署, 10912 .-- 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9-80-3 (精裝) NT$250  

1.薔薇目 2.臺灣原住民族 3.鄒族 4.

通俗作品  377.2237  

墾丁海藻圖鑑 = Seaweeds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 王瑋龍, 劉少倫, 林諺伯

撰文 .-- 初版 .-- 屏東縣恆春鎮 : 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0-81-6 (精裝) 

NT$600  

1.海藻 2.植物圖鑑 3.墾丁國家公園  

379.2025  

動物學 

我的第一本叢林動物書 / 克萊爾.菲

利普(Claire Philip)作 ; 珍.克勞德(Jean 

Claude)繪 ; 劉維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56 面; 28 公分 .-- (童心園 ; 

162)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

246-9 (精裝) NT$32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動物博覽會 : 動物王國的分類目之

美 / 朱爾斯.霍華(Jules Howard)作 ; 凱

西.歐賽德(Kelsey Oseid)插畫 ; 涂瑋瑛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

化有限公司, 11001 .-- 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809-2-0 ( 精 裝 ) 

NT$580  

1.動物學 2.通俗作品  380  

動物寶寶是怎麼出生的? / 鈴木守作 ; 

謝恩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4 公分 .-- (童心園 ; 165) .-- ISBN 978-

986-507-248-3 (精裝) NT$320  

1.動物 2.通俗作品  380  

奇妙的生物送行曲 / 稻垣榮洋著 ; 黃

詩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33-740-1 (平裝) 

NT$290  

1.動物生態學 2.通俗作品  383.5  

動物園裡的聲音  / Marion Zoubenko

作 ; Charlie pOp 插畫 ; 李旻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2 .-- 12 面; 17X15 公分 .-- (寶貝

想聽) .-- ISBN 978-986-5528-60-7 (精

裝) NT$450  

1.動物聲音 2.繪本  383.74  

寶貝墾丁. 2 : 泛後鰓類(海蛞蝓) / 邱

郁文, 蘇俊育作 .-- 初版 .-- 屏東縣恆

春鎮 :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12 .-

- 280 面; 21 公分 .-- (墾丁國家公園) .-

- ISBN 978-986-5450-63-2 ( 平 裝 ) 

NT$400  

1.腹足綱 2.動物圖鑑 3.墾丁國家公

園  386.794025  

蜘蛛的「絲」與「思」 : 從與人類

的關係、習性、網的祕密、愛情到

牠們的思考,全面理解關於蜘蛛不可

思議的一切 / 中田兼介著 ; 游韻馨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3 .-- 196 面; 

19 公分 .-- (科普漫遊 ; FQ1067) .-- 

ISBN 978-986-235-899-3 ( 平 裝 ) 

NT$300  

1.蜘蛛綱  387.53  

漫畫昆蟲記 :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 

虎甲蟲的榮譽之戰 / 吳祥敏著 ; 夏吉

安, 莊建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快

樂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7-6 (平裝)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漫畫昆蟲記 : 酷蟲學校甲蟲這一班 : 

鹿角鍬同學遇到對手 / 吳祥敏著 ; 夏

吉安, 莊建宇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6-9 (平裝)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鰻 魚 之 書  / 派 崔 斯 . 文 森 (Patrik 

Svensson)作 ; 艾格尼絲.布魯姆(Agnes 

Broomé)英譯 ; 陳佳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99701-3-6 (平裝)  

1.鰻  388.594  

恐龍的移動城堡  / 艾倫 .史諾(Alan 

Snow)著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 面; 

27X27 公分 .-- ISBN 978-986-99770-1-

2 (精裝)  

1.爬蟲類 2.通俗作品  388.794  

雞肉以上,鳥學未滿 : 只要大口吃雞

就能瞭解的鳥類生態學 / 川上和人

作 ; 張東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不歸類 ; 

186) .-- ISBN 978-986-344-866-2 (平裝) 

NT$350  

1.鳥類 2.動物生態學 3.雞 4.肉類食

譜  388.8  

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年報. 2018-2019 

= Taiwan breeding bird survey / 范孟雯, 

徐瑋婷, 蔡明剛, 魏心怡, 柯智仁, 林

瑞興, 蔡世鵬, 方偉宏, 李培芬作 .-- 南

投縣集集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0912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87-2 (平

裝) NT$200  

1.鳥類 2.臺灣  388.833  

遇見臺灣 180 : 臺灣常見野鳥圖鑑 / 

李政霖繪圖 ; 何一先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12 .-- 

216 面 ; 18 公 分  .-- ISBN 978-986-

90650-5-4 (平裝) NT$360  

1.鳥 2.動物圖鑑 3.臺灣  388.833025  

飛最高 / 李馨雅文 ; 楊恩生, 李馨雅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76-04-2 (精裝) 

NT$380  

1.雁形目  388.896  

人類學 

人類時代 : 我們所塑造的世界 / 黛安.

艾克曼(Diane Ackerman)作 ; 莊安琪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92 面; 

21 公分 .-- (Next ; 278) .-- ISBN 978-

957-13-8532-7 (平裝) NT$480  

1.人類生態學 2.文明史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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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結構與疾病透視聖經 : 看不到

的身體構造與疾病,3D 立體完整呈現,

比 X 光片更真實、比醫生解說更詳

實 / 奈良信雄著 ; 程永佳譯 .-- 二版 .-

- 臺 北 市  : 大 是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24 面; 26 公分 .-- (Easy ; 

97) .-- ISBN 978-986-5548-33-9 (平裝) 

NT$599  

1.人體解剖學 2.病理學  394  

褲子小偷!妖怪醫院的人體科學之旅 

/ 小室尚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21 公分 .-- (三采兒童館) .-- ISBN 978-

957-658-475-6 (平裝) NT$320  

1.人體學 2.人體解剖學 3.通俗作品  

394  

解剖學圖譜 / 郭純琦, 王霈合著 .-- 三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15-9 (平裝) NT$400  

1.人體解剖學 2.圖錄  394.025  

肩胛完全指南 / 竹內京子作 ; 蔡婷朱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59-7 (平裝) 

NT$480  

1.局部解剖學 2.肩胛骨 3.上肢  

394.25  

腦是什麼 : 收錄腦科學的最新研究

結果!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陳朕疆

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7 公

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23) .-- ISBN 

978-986-461-231-4 (平裝) NT$500  

1.腦部 2.科學  394.911  

認識奇妙的身體  / 路易 .史托威爾

(Louie Stowell)文  ; 凱特 .利克 (Kate 

Leake)圖 ; 謝維玲翻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麥 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203-889-5 (精裝)  

1.人體學 2.通俗作品  397  

這些問題,都是女性荷爾蒙在搞怪! : 

失眠、發冷、瘦不下來、肌膚乾燥、

腰痛......學會對策就能解決 90%的問

題! / 松村圭子著 ; 黃筱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600-2 (平裝)  

1.激素 2.婦科 3.婦女健康  399.54  

應用科學類 

總論 

科技與生活 / 蘇金豆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681-7 (平裝)  

1.科學技術 2.通俗作品  400  

2020 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成果專刊 / 

科轉計畫-科工館團隊主編 .-- 高雄

市 :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育

應用推廣, 10912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18-6 (平裝)  

1.科技教育 2.人工智慧 3.生物技術 

4.生物醫學  403  

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 2019 : 人工智

慧及生技醫藥-科普文稿電子書 / 李

名揚, 沈佩泠, 林佳蓉, 陳玫岑, 黃群

雅, 楊敏, 葉玟萱, 鄭瑞洲編輯 .-- [高

雄市] :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

育應用推廣, 10912 .-- 9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36-21-6 (平裝)  

1.科技教育 2.人工智慧 3.生物技術 

4.生物醫學  403  

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 2020 : 人工智

慧及生技醫藥-科普文稿電子書 / 李

名揚, 沈佩泠, 林佳蓉, 陳玫岑, 黃群

雅, 楊敏, 葉玟萱, 鄭瑞洲編輯 .-- [高

雄市] :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

育應用推廣, 10912 .-- 10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6-22-3 (平裝)  

1.科技教育 2.人工智慧 3.生物技術 

4.生物醫學  403  

醫藥 

*臺灣推動國際醫療現況、問題及未

來發展策略 / 王健全, 簡毓寧, 吳明彥, 

李偉強, 陳怡伶, 王世明, 林宜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844-3-0 (平裝)  

1.醫學 2.醫療服務 3.產業發展  410  

醫學專業術語 / 鍾麗琴, 張榮叁, 隨安

莉, 顏惠芷, 林麗娟, 張淑女, 邱鈴真, 

許德進, 林春華, 林秀碧合著 .-- 三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3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28-9 (平裝) NT$400  

1.醫學 2.術語  410.4  

非常有機 : 國際有機之父談健康活

到 156 歲 / 樓慕瑾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LOHAS.

樂活) .-- ISBN 978-957-08-5674-3 (平

裝) NT$480  

1.健康法 2.有機農業 3.有機食品  

411.1  

氫氣應用聖經 /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創新未

來協會, 110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035-0-7 ( 平 裝 ) 

NT$350  

1.健康法 2.氫  411.1  

超基因零極限 : 哈佛教授的終極養

生法 / 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魯道夫.譚茲(Rudolph E. Tanzi)著 ; 駱

香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50-4 (平

裝) NT$420  

1.健康法 2.基因 3.通俗作品  411.1  

王道瑜伽 : 身心靈全方位實修的八

肢瑜伽法 / 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

作 ; 石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雁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01-47-

4 (平裝) NT$350  

1.瑜伽  411.15  

改變人生的冥想習慣 / 加藤史子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

養生區 Healthy Living ; 15) .-- ISBN 

978-986-5536-36-7 (平裝) NT$350  

1.超覺靜坐 2.生活指導  411.15  

不同血型不同飲食 : 你的蜜糖,可能

是他的毒藥! / 彼得.戴德蒙(Peter J. 

D'Adamo), 凱 薩 琳 . 惠 妮 (Catherine 

Whitney)合著 ; 王幼慈, 劉秋枝翻譯 .-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飲

食 ; 137) .-- ISBN 978-986-5529-94-9 

(平裝) NT$450  

1.營養 2.血型 3.健康法  411.3  

用七色飲食打造不生病的身體 : 醫

學博士親身實證,一週有感,兩周變健

康! / 刑部恒男作 ; 陳聖怡譯 .-- 初



28 

 

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Happy 

body ; 187) .-- ISBN 978-986-136-567-1 

(平裝)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用微營養元素抗老防癌 : 德國國家

藥師的保健養生法 在生活夾縫中快

速正確的補充營養,讓身體電池滿格 

/ 陳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25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活) .-- ISBN 978-

986-398-639-3 (平裝) NT$320  

1.營養 2.維生素 3.健康法  411.3  

自行車運動飲食完全指南 : 鐵人賽

冠軍米其林主廚親授專業營養法則

與 75 道戰勝極速人生的美味料理 / 

艾倫.默奇森(Alan Murchison)著 ; 吳

煒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

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071-5-6 (平

裝) NT$450  

1.健康飲食 2.腳踏車運動 3.食譜  

411.3  

低醣飲食 : 肥胖、老化、糖尿病、

癌症、免疫力,與「醣」息息相關! / 

牧田善二著 ; 藍嘉楹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68) .-- 

ISBN 978-986-99904-5-5 ( 平 裝 ) 

NT$350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  

保健食品概論 / 陳師瑩, 周志輝, 黃進

發, 林士民, 湯雅理, 陳惠英, 高尚德, 

王玟玲, 楊山明合著 .-- 七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30-2 (精裝) NT$500  

1.健康食品  411.3  

第一次生酮就上手 .完美燃脂菜單

106 道 : 在地人、外食族超實用練酮

祕笈 / 曾心怡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73) .-- 

ISBN 978-986-99768-1-7 ( 平 裝 ) 

NT$380  

1.健康飲食 2.食譜  411.3  

常用營養師手冊 / 李惠蓉, 許文音, 郭

素娥, 游欣亭, 楊惠婷, 劉麗娟編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001 .-- 3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62-731-9 (平裝) NT$350  

1.營養  411.3  

開始生酮生活 / 伊安.普拉瑟, 吉姆.威

勒斯作 ; 朱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0-51-0 (平

裝) NT$320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最強「無鹽」料理理論 : 活躍於美

食發源地的法國尼斯主廚對日本的

飲食生活發出警告! / 松嶋啟介作 ; 

羊主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新 自 然 主 義 ,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5828-9-7 (平裝) NT$320  

1.健康飲食  411.3  

運動營養師的兒童健身餐 = Food for 

athlete kids / 浮田浩明作 ; 林美琪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01-466-8 ( 平 裝 ) 

NT$350  

1.健康飲食 2.食譜 3.兒童  411.3  

做自己的營養師 : 2020 最新版食物

代換圖鑑 / 黃翠華, 黃書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0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651-1 ( 平 裝 ) 

NT$480  

1.食物 2.營養 3.圖錄  411.3025  

專為孩子設計的全方位體能教本  : 

把握 12 歲前成長黃金期,體力、專注

力同步提升! / 谷啓嗣著 ; 曹茹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89-0 (平裝)  

1.運動健康 2.體能訓練  411.7  

用科學方法打造最精實的身形 / 麥

克爾.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 賴

孟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94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155) .-- ISBN 978-

986-507-262-9 (平裝) NT$500  

1.健身運動 2.體能訓練 3.男性  

411.71  

運動健護全書 : 四大法則、三十關

鍵,以科學方法有效提升體能成果 / 

馬克.巴伯斯(Marc Bubbs)著 ; 羅亞琪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48 面; 23

公分 .-- (Thales) .-- ISBN 978-957-05-

3300-2 (平裝) NT$600  

1.運動健康 2.健身運動 3.運動營養

學  411.711  

走成一個瘦子 : 1 天 10 分鐘,4 週輕

鬆擊退激凸小腹 x 粗 O 型腿 x 肥滿

身體曲線 / 森拓郎著 ; 陳姵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8-4 (平裝)  

1.運動健康 2.健行  411.712  

「癮」是心理創傷的答案或謎題? / 

吳念儒, 王盈彬, 王明智, 陳瑞君, 蔡

榮裕, 彭奇章, 陳建佑, 魏與晟, 劉又

銘著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48 面; 21

公分 .-- ((生活)應用精神分析叢書 ; 

7) .-- ISBN 978-986-98242-8-6 (平裝) 

NT$380  

1.成癮 2.心理創傷 3.精神分析 4.文

集  411.8  

減害心理治療 : 務實的成癮治療方

法 / 佩特.德寧(Patt Denning), 珍妮.利

特(Jeannie Little)作 ; 楊菁薷, 傅雅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199-5 (平

裝) NT$600  

1.成癮 2.戒癮 3.心理治療  411.8  

生育保健 = Genetic health / 劉丹桂, 林

宜靜, 陳信孚, 黃璉華, 胡務亮, 簡穎

秀, 李妮鍾, 林秀娟, 陳淑溫, 陳明, 吳

琬如, 陳穎中, 胡閔慧, 詹曉文, 陳素

珍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45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194-585-9 (平裝)  

1.優生保健 2.遺傳學 3.基因病變  

411.91  

營養師的減醣快瘦廚房 : 控醣穩糖,

代謝好好!吃好吃滿還能狂瘦的終極

飲食計畫 / 楊斯涵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飲食 ; 138) .-- 

ISBN 978-986-5529-99-4 ( 平 裝 ) 

NT$560  

1.減重 2.食譜 3.健康飲食  411.94  

*罕見疾病立法 20 週年專輯 = 20th 

Anniversary of legislation for rare 

disorders in Taiwan / 余佳蔚, 洪春旬, 

洪瑜黛, 陳冠如, 楊永祥, 劉丹琪, 謝

佳君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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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10912 .-- 360 面; 

23 公分 .-- (罕見疾病叢書 ; 21) .-- 部

分 內 容 為 英 文  .-- ISBN 978-986-

93059-6-9 (平裝)  

1.罕見疾病 2.藥政法規  412.21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 HACCP 之建立

與實務指引 / 陳德昇, 黃至盛, 黃俊儒, 

陳振芳, 游銅錫, 方繼, 陳淑莉合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00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29-6 (平裝) NT$400  

1.食品衛生管理  412.25  

食品衛生與安全 / 曾浩洋, 林麗悅, 陳

淑莉, 何中平, 黃乃芸, 劉慧蓉, 陳建

元, 劉伯康, 李貽琳, 黃寶雄, 蔡順仁, 

柯源悌合著 .-- 七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24-1 (精裝) 

NT$500  

1.食品衛生 2.食品衛生管理  412.25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 / 陳樹功, 葉彥

宏, 黃登福, 施養志, 林錫斌, 廖萱蓉, 

呂雅蕙, 蔡永祥, 謝宥諒, 林仲聖, 周

薰修, 陳石松, 黃書政, 謝承紘, 黃鈺

茹, 簡希文, 林欣榮合著 .-- 六版 .-- 臺

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22-7 (精裝) NT$575  

1.食品衛生 2.食品衛生管理  412.25  

簡明餐飲衛生與安全 / 翁順祥, 朱于

祺, 陳淑莉, 許秀華, 陳坤上, 吳松濂, 

江淑華, 王秀育, 賴政宏, 王正方, 黃

書政編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719-7 (平裝) 

NT$400  

1.食品衛生管理 2.餐飲管理  412.25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實驗 / 周隆武, 

張瓈文, 林鵬翔編著 .-- 三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

716-6 (平裝) NT$250  

1.食品衛生 2.教學實驗  412.37034  

口罩邦 / 魏茂國撰文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出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發行,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5189-5-6 (平裝) NT$35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紡織業  412.4  

輸入肉品安全境外查核簡易參考手

冊 / 許勝富主編 .-- 新竹市 : 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10912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021-1-1 (平裝)  

1.檢疫 2.肉類食物 3.入出境管理  

412.43  

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中藥氫氣救命

自然療法 / 王群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08-0-7 (精裝) NT$40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口罩實名制藥師防疫全紀錄 / 范佐

勳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藥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2253-2-9 (平裝) 

NT$500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3.藥

師  412.471  

我國新冠病毒防疫政策之研究 / 張

耕維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

位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4-191-7 (平裝)  

1.傳染性疾病防制 2.病毒感染  

412.471  

全民健康保險年報. 2020-2021 / 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編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12 .-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39-

92-7 (平裝) NT$200  

1.全民健康保險  412.56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統計與案例

彙編. 十 /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

爭議審議會編著 .-- 臺北市 : 衛生福

利部, 109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9-84-2 (平裝) NT$410  

1.全民健康保險 2.保險法規  412.56  

災難醫學 : 日本 DMAT 基本教材 / 一

般社団法人日本集団災害医学会監

修 ; 呂美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

記圖書出版社, 11001 .-- 3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385-8 (平裝)  

1.災害醫學 2.急救  412.57  

君臣佐使 : 妙用中醫 整合醫療新視

野 / 許中華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368 面; 23 公分 .-- (健康人生 ; 198) .-

- ISBN 978-986-99506-5-7 ( 精 裝 ) 

NT$480  

1.中醫 2.中醫理論  413  

藥師佛的恩典在西藏 : 藏醫養生圖

鑑 / 瓊那.諾布旺典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了凡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知識庫 ; 2) .-- ISBN 

978-986-99910-2-5 (平裝) NT$600  

1.藏醫 2.養生  413.0926  

難經 : 醫經秘錄八十一難 / 矢建國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元氣齋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 (自學中醫系列 ; 87) .-- ISBN 978-

986-98759-4-3 (精裝) NT$300  

1.難經 2.中醫典籍  413.12  

元氣小子 Vita 試飛之旅. 血液循環篇 

/ 歐淑媛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0-8-1 (平

裝)  

1.血液循環 2.衛生教育 3.繪本  

413.161  

365 中醫歲時養生曆 : 彭溫雅醫師的

順時調理祕笈 : 150 道療癒料理+140

處抒壓穴位+60 種居家運動,循序累

積全家人健康底氣的 365 天舒緩養

生練習 / 彭溫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071-6-3 (平裝) NT$499  

1.中醫 2.養生 3.節氣  413.21  

循令食家の味 : 24 節氣歲時紀 / 陳品

洋審定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

庫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16-0-5 (平裝) 

NT$300  

1.中醫 2.養生 3.節氣  413.21  

六經辨證臨床之路 / 鮑艷舉, 花寶金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今日軒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912 .-- 158 面; 24 公

分 .-- (中醫師承學堂) .-- ISBN 978-

986-99856-1-1 (平裝) NT$250  

1.六經辨證 2.中醫  413.253  

溫病涵義及其處方述要 / 惲子愉著 .-

- 新北市 :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

術出版部出版 :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1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7-185-3 ( 平 裝 ) 

NT$450  

1.溫病 2.病例 3.中藥方劑學  413.33  

<<仙授理傷續斷秘方>>的考證與解

釋 =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secret 

formulary bestowed by immortals for 

treating injuries and mending fractures / 

歐士敬, 楊仕哲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30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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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分 .-- ISBN 978-986-99904-3-1 (平

裝) NT$500  

1.骨傷科  413.42  

針灸大成 / (明)楊繼洲原著 ; 吳塤村

編著 .-- 四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24 面; 21

公分 .-- (中醫藥書研究全集) .-- ISBN 

978-986-429-608-8 (精裝)  

1.針灸  413.91  

最新圖解 FJM 吳若石神父足部反射

健康法 : 全新定位 89 處足部反應區,

更易施作的人體自癒與保健醫典  / 

吳若石, 胡齊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3 公分 .-- (Health ; 25) .-- ISBN 978-

957-663-794-0 (平裝) NT$520  

1.按摩 2.經穴 3.腳  413.92  

經絡穴位按摩大全  / 查煒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 11002 .-- 272 面; 23 公分 .-- 

(Health+ ; 157) .-- ISBN 978-986-99519-

6-8 (平裝) NT$450  

1.按摩 2.經穴  413.92  

龍禹策略處置 : 個案治療與實證導

向 / 林龍暉文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7-409-3 (平

裝) NT$200  

1.推拿  413.92  

丹道淨土祕旨 / 黃敏恭講述 .-- 高雄

市 : 河畔出版社, 11001 .-- 2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266-58-1 (平裝)  

1.氣功  413.94  

優 質 藥 材 圖 鑑  = High-quality 

medicinal materials / 張景堯總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中醫藥品質

醫學會, 11001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39-1-4 ( 精 裝 ) 

NT$700  

1.中藥材 2.植物圖鑑  414.3025  

女生愛自己の第一本身體大檢查  : 

沒人告訴你的身體訊號!一次搞懂妳

覺得「怪怪的」300 種身體訊號,帶

妳從日常解決「健康大問題」 / 內

山明好監修 ; 王淳蕙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蘋 果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40 面; 23 公分 .-- 彩色插畫

版 .-- ISBN 978-986-99728-2-6 (平裝) 

NT$399  

1.症候學 2.疾病防制 3.婦女健康  

415.208  

水痘病毒忍忍 / おかだはるえ作 ; 塚

本やすし繪 ; 許婷婷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38 面; 28 公分 .-- (一起認識傳染病的

秘密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28-54-6 (精裝)  

1.帶狀皰疹 2.水痘 3.繪本  415.231  

麻疹病毒飛飛 / おかだはるえ作 ; あ

おきひろえ繪 ; 許婷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 38 面; 28 公分 .-- (一起認識傳染病

的秘密 ; 2)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528-52-2 (精裝)  

1.麻疹病毒 2.繪本  415.234  

流感病毒魯魯 / おかだはるえ作 ; 西

川智英美繪 ; 許婷婷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38 面; 28 公分 .-- (一起認識傳染病的

秘密 ; 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28-51-5 (精裝)  

1.流行性感冒病毒 2.繪本  415.237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羅羅 / おかだ

はるえ作 ; きしらまゆこ繪 ; 許婷婷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

公司, 11001 .-- 38 面; 28 公分 .-- (一起

認識傳染病的秘密 ; 5)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8-55-3 (精裝)  

1.革蘭氏陰性桿菌感染疾病 2.大腸

桿菌 3.繪本  415.274  

最強的呼吸自療法! : 根除惱人的打

鼾、夜尿、失眠,預防睡眠呼吸中止 

/ 曾鴻鉦, 曾宇豪作 ; 林筱殷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Happy 

body ; 186) .-- ISBN 978-986-136-566-4 

(平裝) NT$340  

1.打鼾 2.呼吸道疾病  415.472  

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嗎?(完全圖解) : 

日本專科醫師教你這樣做,有效降低

80%復發率! / 島田英昭監修 ; 蔡麗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3 公分 .-- (名醫圖解 ; 26) .-- 

ISBN 978-986-99668-2-5 ( 平 裝 ) 

NT$400  

1.食道逆流性疾病 2.保健常識  

415.516  

胃也可以很舒服 : 藥物、按摩、飲

食、運動,自療養胃實踐書 / 劉維鵬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

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生

活健康 ; 486) .-- ISBN 978-986-5408-

46-6 (平裝)  

1.胃疾病 2.保健常識 3.中西醫整合  

415.52  

原態. 八之六 : 古典醫學(醫方明)人

體第二大腦 : 大腸 / 游朱義作 .-- 一

版 .-- 新北市 : 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41-5-5 (平裝) NT$120  

1.大腸疾病 2.肺臟疾病 3.中醫  

415.56  

7 秒深蹲.降血糖 : 不依賴藥物降低血

糖值,高齡與過重也能輕鬆做的改良

式深蹲 / 宇佐見啓治著 ; 林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89-421-5 ( 平 裝 ) 

NT$310  

1.糖尿病 2.健身運動  415.668  

過敏解方全書 : 蕁麻疹、咳嗽咳不

停、流鼻水、鼻塞、眼睛腫脹、支

氣管哮喘、異位性皮膚炎、食物、

藥物過敏......是時候擺脫它了 / 趙相

憲等八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

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336 面; 23 公

分 .-- (Easy ; 98) .-- ISBN 978-986-5548-

36-0 (平裝) NT$380  

1.過敏性疾病 2.保健常識 3.問題集  

415.74022  

慢性腎病運動訓練基本指南 / 花蓮

慈濟醫學中心腎臟科&復健醫學部&

營養科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Dr.Me 健

康系列 ; HD0180) .-- ISBN 978-986-

99816-1-3 (平裝) NT$450  

1.腎臟疾病 2.物理治療 3.運動健康  

415.81  

腹膜透析治療 臨床案例解析 / 王怡

寬, 田亞中, 吳安邦, 吳志仁, 吳明儒, 

吳美儀, 吳珮瑜, 宋俊明, 李宜哲, 李

建德, 周嘉安, 林石化, 林昆模, 林展

宇, 林穎志, 邱怡仁, 邱怡文, 邱炳芳, 

姚彥宏, 洪士元, 洪思群, 張育誌, 張

明揚, 張敏育, 許永和, 郭韋宏, 陳志

揚, 陳金順, 陳進陽, 鄭智仁, 鍾牧圻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腎臟醫學

會, 10912 .-- 8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1010-1-2 (平裝)  

1.腹膜透析 2.透析治療 3.個案研究  

415.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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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 : 疾病與保健 / 江漢聲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健康世界

叢書 ; 243) .-- ISBN 978-986-98286-1-1 

(平裝) NT$300  

1.前列腺疾病 2.保健常識  415.87  

強效圖解!腦中風神救援  / 崔源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3

公分 .-- (醫療保健 ; 30) .-- 豪華增修

影音版 .-- ISBN 978-986-5507-55-8 (平

裝) NT$350  

1.腦中風 2.保健常識  415.922  

亨丁頓氏舞蹈症照護手冊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

金會, 11001 .-- 125 面; 21 公分 .-- (罕

見疾病照護手冊 ; 17) .-- ISBN 978-

986-93059-7-6 (平裝)  

1.舞蹈症 2.罕見疾病 3.長期照護  

415.9338  

失智症照護 / 林育德, 楊淵韓, 莊睿祥, 

廖美珍, 郭淑珍, 廖妙淯, 王素琴, 林

秀慧, 楊家麟, 吳沛蓉, 沈明德, 李會

珍, 陳俊佑, 譚蓉瑩, 賴德仁合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62-727-2 (平裝) NT$400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失智症整合照護手冊 : 以人為本的

失智症專業融合照護 / 翁林仲, 劉建

良, 楊君宜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68-69-3 (平

裝)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爸媽怎麼突然變了樣? : 失智症患者

心理分析&照護技巧完全圖解 / ニコ.

ニコルソン, 佐藤眞一著 ; 鄒玟羚, 高

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98-2 (平裝)  

1.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  

因為愛你 教會我勇敢 : 失智症法律

須知 = Loving you,making me brave / 

湯麗玉, 牛湄湄, 徐榮隆, 許書瀚, 鄭

嘉欣撰稿 .-- 第 3 版 .-- 臺北市 : 社團

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10912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937-2-4 (平

裝) NT$300  

1.失智症 2.法律諮詢  415.934023  

漫畫讀懂如何跟失智者零障礙溝通 : 

了解失智者怎麼看世界,就知道該怎

麼與他相處 / 川畑智著 ; 淺田亞瑟繪 ; 

汪佳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1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78-

8 (平裝) NT$280  

1.老年失智症 2.健康照護  415.9341  

局部疼痛自療手冊 / 王莉蓉, 黃士峰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明耀有限公

司, 11001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87614-6-9 (平裝) NT$280  

1.疼痛醫學 2.健康法  415.942  

釋放疼痛 : 重新訓練你的神經系統,

修復身體,克服長期疼痛的祕方 / 莎

拉.華倫(Sarah Warren)著 ; 楊琢琪, 李

忻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7-972-7 (平

裝) NT$400  

1.疼痛醫學 2.健康法  415.942  

中醫精神健康講堂  / 李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

地發行, 1100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01-51-1 ( 平 裝 ) 

NT$480  

1.精神醫學 2.中醫  415.95  

看穿身邊的病態人格 : 帶你了解身

邊的病態人格者,輕鬆辨識他們的特

徵 ,看穿他們偽裝的方法! / YUUKI 

YUU 監修 ; 伊之文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活 ; 479) .-- 

ISBN 978-986-5529-95-6 ( 平 裝 ) 

NT$350  

1.精神病學 2.人格障礙症  415.95  

瘋人院臥底實驗  / 蘇珊娜 .卡哈蘭

(Susannah Cahalan)作 ; 温澤元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55-5 (平裝) 

NT$380  

1.精神醫學 2.精神疾病治療 3.實驗

研究  415.95  

*愛在瘟疫蔓延時 : 人智醫學百年紀

念 集  = On pandemics : 100 years 

anthroposophic medicine special / 蔡宜

璇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織

錦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6

公分 .-- (宇宙織錦雜誌系列 ; 5) .-- 部

分 內 容 為 德 文  .-- ISBN 978-986-

91986-8-4 (平裝)  

1.心身醫學 2.心靈療法 3.文集  

415.9511  

思覺失調症 : 你所應該知道的事實 / 

史帝芬.葛拉特(Stephen J. Glatt), 史帝

芬.法拉昂(Stephen V. Faraone), 莊明

哲作 ; 廖婉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SelfHelp ; 

37) .-- ISBN 978-986-357-201-5 (平裝) 

NT$400  

1.精神分裂症 2.精神衛生學  

415.983  

我的心理治療師爛透了 : 上一秒崩

潰,下一秒笑著面對!走進憂鬱症患者

的小房間,一段笑中帶淚的抗憂鬱故

事 / 蜜雪兒.湯瑪斯著 ; 蘇郁捷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

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28-3-3 (平裝) NT$399  

1.憂鬱症 2.心理衛生 3.通俗作品  

415.985  

夜行大腦 : 夢魘、神經科學與睡眠

的祕密世界  / 蓋伊 .萊施茨納 (Guy 

Leschziner)著 ; 郭庭瑄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3 .-- 382 面; 21 公分 .-- (科普

漫遊 ; FQ1065) .-- ISBN 978-986-235-

898-6 (平裝) NT$480  

1.睡眠障礙症 2.失眠症  415.9983  

*小游俠 : 耳朵進水與嗆水 / 杜丹故

事編撰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惟生醫

學文教基金會, 10912 .-- 32 面; 30 公

分 .-- (健康寶貝幼兒繪本系列 ; 11) .-

- ISBN 978-986-98650-7-4 (平裝)  

1.耳 2.衛生教育 3.繪本  416.181  

與汝同在 : 乳癌關懷選文集 / 魏中仁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出

版社, 11001 .-- 204 面; 21 公分 .-- (輔

仁大學叢書 ; 145) .-- ISBN 978-957-

8843-65-3 (平裝)  

1.乳癌 2.病人 3.通俗作品  416.2352  

*嗝嗝、噗噗 : 打嗝和放屁 / 杜丹故

事編撰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惟生醫

學文教基金會, 10912 .-- 32 面; 30 公

分 .-- (健康寶貝幼兒繪本系列 ; 13) .-

- ISBN 978-986-98650-6-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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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化系統 2.衛生教育 3.繪本  

416.24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 法蘭克.佛杜

錫克(Frank T. Vertosick)著 ; 吳程遠

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8 面; 

21 公分 .-- (健康生活 ; 192) .-- ISBN 

978-986-525-018-8 (平裝) NT$400  

1.佛杜錫克(Vertosick, Frank T.) 2.神

經外科 3.通俗作品 4.美國  416.29  

天使的禮物 : 兒童特發性關節炎-教

育繪本 / 郭和昌作 ; 阿布布思義繪 .-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2X22 公

分 .-- ISBN 978-986-490-177-7 (精裝)  

1.關節炎 2.健康照護 3.繪本  416.62  

慢養功能肌力 : 台灣第一本從醫學、

營養運動與實踐,全方位說明肌少症,

顛覆傳統熟齡健康迷思,以功能性訓

練 X 多元運動模式,搭配台灣特色健

康飲食,漸進式增加活動量,告別痠痛、

無力的退休生活,未來十年都能維持

健康、活力 / 劉燦宏, 黃惠如, 黃惠宇, 

李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活 ; 21) .-- ISBN 978-

986-398-643-0 (平裝) NT$360  

1.肌肉疾病 2.健康法  416.64  

眼科及視光儀器學 / 卓達雄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687-9 (平裝) 

NT$450  

1.眼科 2.驗光 3.視力 4.光學儀器  

416.7  

手機還我 孩子不哭 /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委託民意傳播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編製)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10912 .-- 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39-85-9 (平裝)  

1.近視 2.視力保健 3.育兒  416.765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2021 : 視

光學 / 王俊諺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85-5 (平裝) NT$390  

1.驗光 2.視力  416.767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視覺光

學 / 林煒富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83-1 (平裝) NT$460  

1.驗光 2.視力  416.767  

幼兒生活互動學習繪本 : 我會刷牙!

也 會 幫 獅 子 刷 牙 ! / 蘇 菲 . 薛 華 德

(Sophie Schoenwald)作 ; 鈞特.亞可伯

斯(Günther Jakobs)繪 ; 林硯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4 面; 19X19 公分 .-

- (童心園 ; 169) .-- ISBN 978-986-507-

252-0 (精裝) NT$300  

1.口腔衛生 2.衛生教育 3.學前教育 

4.繪本  416.9951  

解鎖無齡 / 陳亮恭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健康人

生 ; 197) .-- ISBN 978-986-99506-6-4 

(平裝) NT$380  

1.老年醫學 2.老化 3.中老年人保健  

417.7  

日日抗癌常備便當 : 抗癌成功的人

都這樣吃!在每天吃的便當加點料,打

造不生病的生活 / 濟陽高穗著 ; 游韻

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88 面; 26

公分 .-- (健康力) .-- ISBN 978-957-08-

5692-7 (平裝)  

1.癌症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7.8  

藥理學 / 呂安云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0-684-8 (平裝) NT$650  

1.藥理學  418.1  

藥物分析學 / David G. Watson 原著 ; 

詹社紅編譯 .-- 5 版 .-- 臺北市 : 臺灣

愛思唯爾有限公司, 11002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54-1-5 (平

裝)  

1.藥物分析  418.43  

青春的嗎哪 / 胡榮新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59-67-0 (平裝) NT$220  

1.食療 2.牛奶 3.健康法  418.913  

傷 害 照 護 之 運 動 按 摩  / Robert E 

McAtee 作 ; 張曉昀, 吳汶蘭, 王信民, 

林威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

局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068-5-2 (平裝) 

NT$400  

1.按摩 2.徒手治療  418.931  

激痛點按摩全書 : 圖解 7 大疼痛部位

X 激痛點按摩 9 大原則,緩解疼痛、

恢復身體活動力,做自己的治療師 / 

克萊爾.戴維斯(Clair Davies), 安柏.戴

維斯(Amber Davies)著 ; 王念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480 面; 26 公分 .-

- (健康樹系列 ; 152) .-- ISBN 978-986-

507-258-2 (平裝) NT$980  

1.按摩 2.疼痛 3.徒手治療  418.9312  

琉球溫熱療法&新營養學 / 屋比久勝

子著 ; 劉剛, 彭智敏譯 .-- 臺北市 : 漢

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859-5-9 (平裝) NT$380  

1.熱療法 2.營養學  418.9321  

高齡音樂治療實務 : 40 種音樂活動

設計 / 賴香芸著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0912 .-- 1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904-1-7 (平裝) 

NT$350  

1.音樂治療 2.老人養護  418.986  

19 能量法 : 提升運勢、療癒自我、

增強人緣、開啟感應力,教你如何有

效運用自己的雙手掌握幸福 / 張若

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20-7 (平裝) NT$300  

1.另類療法 2.水晶 3.能量  418.995  

*缽.聲灸療育的藝術 : LEO 老師用聲

音打通身體任督二脈 ,不藥而癒的

「 身 體 風 水 」 養 生 課  = Sound-

penetrate / 楊裕仲(Leo 老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68-12-2 (平裝) NT$300  

1.另類療法 2.聲音 3.經穴  418.995  

療癒情緒的第一本書 : 巴赫花精教

你如何練習自我療癒 / 蔡若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學文化, 11001 .-

- 208 面 ; 21 公 分  .-- ( 客 廳  ; 

ASCI0007) .-- ISBN 978-986-99494-1-5 

(平裝) NT$650  

1.自然療法 2.順勢療法  418.995  

魔法精油調配大全 : 1200 種運用植

物精油能量提升金錢、愛情、事業

運與療癒心靈的神秘魔法油 / 塞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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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 特 . 瑞 恩 . 赫 爾 茲 斯 塔 布 (Celeste 

Rayne Heldstab)著 ; 舒靈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001 .-

- 400 面; 26 公分 .-- (自然生活 ; 45) .-

- ISBN 978-986-99154-9-6 ( 平 裝 ) 

NT$58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高雄榮民總醫院 30 週年院慶特刊. 

1990-2020 / 許書雄, 陳垚生, 黃鴻基, 

鄭錦翔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榮民

總醫院, 10912 .-- 3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7-0 (平裝)  

1.高雄榮民總醫院  419.333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 護理計畫與措

施 / Linda Lee Phelps 原著 ; 郭惠敏, 黃

靜微, 張秉宜, 程子芸, 胡慧蘭, 林家

綾, 喬佳宜, 林麗秋合譯 .-- 四版 .-- 臺

北 市  : 華 杏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6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94-584-2 (平裝) NT$800  

1.護理診斷 2.手冊  419.812026  

內外科護理學(重點整理) / 張凱喬, 

賴慧倫, 李一芹, 王麗雲, 杜玉卿, 邱

飄逸, 邱愛芳, 張凌華, 賴維淑, 蕭淑

貞, 鄭秀月, 吳仙妮, 吳沁樺, 陳瓊瑤, 

黃雅雯, 李月卿, 白香菊, 楊美伶, 林

玫君, 游沛玲, 黃碧華合著 .-- 五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528 面; 24 公分 .-- (護理考試

叢書 ; 2) .-- ISBN 978-986-362-720-3 

(平裝) NT$50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內外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 張凱喬, 

賴慧倫, 李一芹, 王麗雲, 杜玉卿, 邱

飄逸, 邱愛芳, 張凌華, 賴維淑, 蕭淑

貞, 鄭秀月, 吳仙妮, 吳沁樺, 陳瓊瑤, 

黃雅雯, 李月卿, 白香菊, 楊美伶, 林

玫君, 游沛玲, 黃碧華合著 .-- 六版 .-- 

臺 中 市  : 華 格 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336 面; 24 公分 .-- (護理考試

叢書 ; 2) .-- ISBN 978-986-362-723-4 

(平裝) NT$25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圖 解 急 診 護 理 快 速 學 習  / Natalie 

Holbery, Paul Newcombe 原著 ; 廖彥珽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001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387-2 (平裝)  

1.急診護理  419.821  

新編老人護理學 / 謝惠玲, 張嘉秀, 蔡

欣晏, 謝春滿, 謝智仱, 洪麗珍, 吳曼

阡, 曾瓊禎, 莊艷妃, 宋惠娟, 何雪珍, 

陳雪, 林招卿, 許芳瑜, 何瓊芳, 蕭秋

月, 陳玉娟合著 .-- 五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32-6 (平

裝) NT$550  

1.老年護理  419.824  

家政 

日式住宅空間演繹法 / 本間至著 ; 黃

筱涵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

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

133-6 (平裝) NT$1300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空間設計  

422.5  

微型廚房的生活提案 : 就算廚房不

大,也別放棄美好生活的夢想! / 柳本

茜作 ; 葉韋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55-8 (平裝) NT$320  

1.家庭佈置 2.空間設計 3.廚房  

422.51  

美容造型概論 / 陳明雅, 鄭寶琪, 張湘

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761-1-4 (下冊:

平裝)  

1.美容 2.髮型 3.化粧  424  

說好的,一起健康 / 劉湘萍, 蕭蕾, 蕭

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東西全球文

創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532-1-5 (平

裝) NT$340  

1.塑身 2.運動健康 3.健康飲食 4.食

譜  425.2  

葉老師十堂課教你學會燙髮 / 葉釗

珍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葉釗珍 , 

11002 .-- 1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45-7 (平裝) NT$700  

1.美髮 2.髮型  425.5  

新娘秘書 : 時尚新娘造型設計 / 王惠

欣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44-0 (平裝)  

1.髮型 2.化粧術 3.造型藝術  425.5  

髮型設計 / 宋英姬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11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8837-6-4 (下冊:平裝)  

1.美髮 2.髮型  425.5  

青木和子的刺繡漫步手帖 / 青木和

子著 ; 駱美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19X21 公分 .-- (愛刺繡 ; 26) .-- 

ISBN 978-986-302-572-6 ( 平 裝 ) 

NT$42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針.線.布集合!滿足日常實用&風格裝

飾的手作選物 / BOUTIQUE-SHA 授

權 ; 瞿中蓮,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0912 .-- 112 面; 30 公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1) .-- ISBN 978-986-

302-571-9 (平裝) NT$380  

1.縫紉 2.手工藝  426.3  

給寶貝的可愛手作服 / [藝風堂出版

社]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

風堂出版社, 10912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933-6-7 (平裝)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shinnie の拼布禮物 : 45 件為你訂製

的安心手作 / shinnie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2 .-- 120 面; 26 公分 .-- (拼布

Garden ; 15) .-- ISBN 978-986-302-573-

3 (平裝) NT$48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蝴蝶園 = Butterfly garden / 林幸珍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林 幸 珍 , 

10912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78-8 (平裝) NT$600  

1.拼布藝術 2.手工藝  426.7  

娃娃造型服飾裁縫手冊 : 中性休閒

時尚穿搭 / 內山順子作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559-

73-7 (平裝) NT$400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耳環小飾集 : 人氣手作家の好感選

品 25 / 王伯毓, 張加瑜, 郭桄甄, Amy 

Yen, Nutsxnuts, RUBY 小姐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96 面; 17X18 公分 .-- 

(手作小市集 ; 1) .-- ISBN 978-986-302-

574-0 (平裝) NT$350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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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廚的料理法則 : 30 年經驗才敢說,

白宮主廚的 101 堂料理精華課 / 路易

斯.埃瓜拉斯(Louis Eguaras)作 ; 馬修.

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9072-

87-8 (平裝) NT$350  

1.烹飪  427  

一個人的旅味煮食 / 咩莉.煮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192 面; 23 公分 .-

- (Bon matin ; 132) .-- ISBN 978-986-

384-468-6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5 : 精選南北乾、

雜貨,味好、易保存,鮮味料理一次蒐

羅 = The encyclopedia of kitchen / 黃經

典, 黃祥恩, 陳冠廷, 蔡敬修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0912 .-- 308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05) .-- ISBN 978-986-99246-

3-4 (平裝) NT$450  

1.食譜  427.1  

分段做菜,天天光速開飯 / 上田淳子

著 ; 邱婉婷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001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20-30-4 (平裝)  

1.食譜  427.1  

辰巳芳子的煲湯教本.日式 / 辰巳芳

子著 ; 陳心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61-6 (平裝) NT$380  

1.食譜 2.湯  427.1  

辰巳芳子的煲湯教本.西式 / 辰巳芳

子著 ; 陳心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262-3 (平裝) NT$380  

1.食譜 2.湯  427.1  

我的功夫菜,就是好吃! : 最受歡迎的

人氣家常菜、迅速簡單的開胃菜、

充滿魅力的完美料理,以及被讚賞的

幸福點心通通有,金牌名廚陳志昇秘

技 80 道全圖解,立即就上手 / 陳志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有限公司出版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 (廚房 Kitchen ; 106) .-- ISBN 978-986-

99246-4-1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原型食物煲湯料理 : 發揮食物營養

力,元氣美肌、排濕顯瘦、滋養身心

的 55 道溫暖湯品 / Lowle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3 公分 .-- 

(健康樹 ; 154) .-- ISBN 978-986-507-

260-5 (平裝) NT$350  

1.食譜 2.湯  427.1  

假日常備菜&平日快手菜 336 / 倉橋

利江作 ; 邱婉婷譯 .-- 臺北市 : 睿其

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11001 .-- 176 面; 24 公分 .-- (遊

廚房 ; 46) .-- ISBN 978-986-5520-31-1 

(平裝)  

1.食譜  427.1  

清腸胃 : 史丹利煮廚的 60 道蔬食美

味 / Stanley 李建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心纖系 ; 

24) .-- ISBN 978-986-5507-51-0 (平裝)  

1.食譜  427.1  

超簡單氣炸烤箱料理 110 / 宅宅太太

Msninitsa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0-122-0 (平

裝) NT$380  

1.食譜  427.1  

跳 Tone 的廚房 : 33 道療癒系家味料

理 = Joney's home cooking / 崔芳華

Joney 著 .-- 臺北市 : 樂木文化有限公

司, 11001 .-- 224 面; 23 公分 .-- (食研 ; 

4) .-- ISBN 978-986-99845-0-8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會開瓦斯就會煮(續攤) / 大象主廚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40 面; 23 公

分 .-- (bon matin ; 131) .-- ISBN 978-

986-384-467-9 (平裝) NT$450  

1.食譜  427.1  

*麴之鍊金術 : 精準操作、科學探索、

大膽實驗食材,重新發掘米麴菌等真

菌的發酵魔力  / 傑瑞米 .烏曼斯基

(Jeremy Umansky), 瑞奇.施(Rich Shih)

作 ; 林瑾瑜, 鍾慧元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 (better ; 74) .-- ISBN 978-986-5562-02-

1 (平裝) NT$650  

1.食譜 2.米麴黴  427.1  

社大名師親授中式麵點完美配方  : 

麵條、湯包、餃子、餛飩、春捲和

餅類 / 劉妙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 (Cook50 ; 202) .-- ISBN 

978-986-99736-1-8 (平裝) NT$450  

1.食譜  427.11  

森活好煮藝 / 周文森著 .-- 一版 .-- 新

北 市  : 優 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84 面; 26 公分 .-- (Cooking ; 

2) .-- ISBN 978-986-99637-6-3 (平裝) 

NT$450  

1.食譜  427.12  

BrianCuisine 不萊嗯的麵包學 : 圖文

詳盡的 7 萬字麵包科學、31 道必學

經典甜麵包、21 款原創天然酵種歐

陸麵包、8 道私房抹醬、45 支專業

影音示範,內容貫通基礎必學以至職

人專修,是一本麵包自學者的必備工

具書。 / Brian Lin 作.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576 面; 26 公分 .-- (Cook ; 

50201) .-- ISBN 978-986-99736-0-1 (精

裝) NT$15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人氣烘焙坊 起司蛋糕的壓箱絕學 = 

Cheesecake /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64-4 (平

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今天我想來點中式點心 : 麵點、餅、

派、糖、鬆糕、甜湯,30 種傳統味道

新魅力 / 陳妍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77-982-6 (平裝) NT$400  

1.點心食譜 2.中國  427.16  

水量 X 各式粉類 : 鑄鐵鍋麵包 / 堀田

誠作 ; 涂雪靖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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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

465-1 (平裝) NT$4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布丁,布丁 / 柳瀨久美子, 星谷菜々, 

高吉洋江, 藤野貴子作 ; 江宓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

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80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29) .-- 

ISBN 978-986-5520-32-8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巧克力聖經全圖解 / 巴黎斐杭狄法

國高等廚藝學校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42-8-7 (精裝) NT$1500  

1.點心食譜 2.巧克力 3.法國  427.16  

快簡便!零添加饅頭包子花捲 / 陳麒

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4-175-9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2.中國  427.16  

東京自由が丘 Mont St.Clair の甜點典

藏食譜 / 辻口博啓著 ; 周欣芃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 11001 .-- 

168 面; 26 公分 .-- (烘焙良品 ; 60) .-- 

ISBN 978-986-7627-32-2 ( 精 裝 ) 

NT$680  

1.點心食譜  427.16  

美食和糕點的小故事 / Terrier Cyrille

作 ; Ray Cheng 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Terrier Cyrille, 11001 .-- 160 面; 

11X15 公分 .-- ISBN 978-957-43-8440-

2 (精裝) NT$300  

1.點心食譜 2.法國  4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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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勝, 吳青華, 林美珠, 紀璟叡, 徐

儷軒, 許志滄, 郭炯村, 廖煥森, 劉正

智, 劉佩宜, 鄭心恬, 蕭閔方, 林心如, 

溫博淵, 陳弘哲, 張嘉晅, 林採瑄, 陳

逸萱, 孟思旻, 吳宜霏, 李千筠, 林澂

以, 周昕儀, 張恩慈, 王苗喬, 王琳佳, 

林楷彧, 蕭傑安, 莊睿杰, 朱祥寧, 魏

榕嶸, 邱珂伃, 劉佩宜, 張瑋宸, 黃玟

茜, 楊舒棉, 林韋廷, 李逸蘋, 陳郁涵, 

李夏君, 鄧景鴻, 陳益謙, 方婕, 黃冠

儒, 林沛佳, 鄭姿薰, 林慈涵, 江昭蓉, 

祝立家, 王梓嘉, 周家誠, 吳柏勳, 詹

珮筠, 何雯雯, 鄭宇娉, 王湘茹, 邱巧

萍, 李佳樺, 張翔宇, 林錫甫, 高佳誼, 

游翔宇, 林德勝, 鄭心恬, 盧冠宇, 徐

晨洋, 劉佳妍, 蔣秉羱, 蔡溥祐, 徐翊

峰, 李益賓, 李方君, 劉潔吟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65-55-9 (平裝) NT$150  

1.點心食譜  427.16  

烘焙狂自學全書 : 法國超人氣甜點

雜誌精選 40 位頂尖主廚無私傳授 85

道名店級配方,在家學習一流法式烘

焙技巧 / 克萊兒.比瓊(Claire Pichon)

作 ; Claire L.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400 面; 28 公分 .-- (五味坊 ; 

115) .-- ISBN 978-986-459-264-7 (精裝)  

1.點心食譜 2.法國  427.16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考照寶典 / 羅勻

彤, 鄭文聖, 洪淑卿作 .-- 三版 .-- 新北

市  : 新 文 創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9068-49-9 (平裝) NT$360  

1.點心食譜 2.烹飪 3.考試指南  

427.16  

張宗賢百吃不膩經典台味麵包 / 張

宗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 232 面; 26 公分 .-- (烘焙職人系列 ; 

8) .-- ISBN 978-986-99816-2-0 (平裝) 

NT$60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甜點師的玩美烘焙技法全圖解 / 王

森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18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068-48-2 (平裝) 

NT$280  

1.點心食譜  427.16  

就愛那抹綠!抹茶日和 : 料理 x 飲品 x

甜點,37 種甘醇微苦的美味提案 / 肥

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622-2-3 (平裝) 

NT$380  

1.點心食譜  427.16  

零負評.我的磅蛋糕 / 田中博子作 ; 鍾

佩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

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30) .-- ISBN 978-986-5520-34-2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鄭元勳的伴手禮點心 / 鄭元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74-2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427.16  

魯邦種酵母麵包 : 小麥熟成的「旨

味」 / 賴毓宏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 (烘焙生活 ; 47) .-- ISBN 

978-957-9065-54-2 (平裝) NT$4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羊料理 : 世界各地 135 道食譜與羊肉

烹調技術、羊肉處理技術、羊隻部

位分割 / 柴田書局編著 ; 胡美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01-467-5 ( 平 裝 ) 

NT$680  

1.肉類食譜  427.2  

億萬商機人造肉 : 從培養皿到餐桌,

席捲全球的未來飲食新革命! / 蔡斯.

帕迪(Chase Purdy)著 ; 曾倚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

983-3 (平裝)  

1.肉類食物 2.食品科學  427.2  

蔬食餐桌 : 50 位料理達人跨界合作,

私房主廚 X 生態廚師激盪出 100 道

創意料理 / 史法蘭, 朱美虹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10-52-7 (平裝) NT$350  

1.蔬菜食譜  427.3  

培仁家 : 簡單的生活 自然的食物 自

由的料理 / 王培仁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維 摩 舍 文 教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9768-9-4 (平裝) NT$480  

1.素食食譜  427.31  

植物肉百搭料理 : 跟上新飲食風潮,

野菜鹿鹿的 50 道輕鬆煮純植食譜 / 

鹿比, 小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32 面; 

23 公分 .-- (好日好食 ; 54) .-- ISBN 

978-957-658-485-5 (平裝) NT$400  

1.素食食譜  427.31  

奶茶風味學 / 邱震忠, 韓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 11002 .-- 192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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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飲饌風流) .-- ISBN 978-986-

459-263-0 (平裝) NT$480  

1.茶食譜  427.41  

咖啡風味的精髓 / 蕪木祐介作 ; 黃筱

涵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63-4 (平裝) 

NT$350  

1.咖啡  427.42  

季節日本漬 114 / 山田奈美作 ; 邱婉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遊廚房 ; 

48) .-- ISBN 978-986-5520-33-5 (平裝)  

1.食譜 2.食物酸漬 3.食物鹽漬  

427.75  

輕鬆打造完美廚藝 : 新手變大廚的

20 項關鍵技法和 120 道經典料理 / 邁

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 潘昱均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274-6-8 (平裝) NT$420  

1.烹飪 2.食譜  427.8  

慢,不慢 等你起飛 / 方蕙君, 王重元, 

吳欣治, 吳畋鋆, 李銘崴, 林宏琪, 林

幸君, 林玥廷, 林芷榆, 林姿伶, 林峰

全, 侯育銘, 洪禎雯, 徐士勛, 翁妏謹, 

張偉倩, 張惠婷, 張綺芬, 梁忠詔, 陳

美惠, 陳凱華, 陳筱琳, 陳嘉玲, 陳慧

如, 彭嘉琪, 曾雅鈴, 黃佳妤, 黃詩敏, 

黃綺虹, 黃靄雯, 楊珮瑜, 楊惠儀, 楊

翠芬, 廖怡茜, 廖璽璸, 臧汝芬, 蔡明

容, 蔡雅如, 蔡園菁, 鄭涵之, 盧璐, 蕭

翔安, 賴慧明, 賴曉嬋, 謝如蘭, 謝琇

婷, 蘇秀婷, 騫心曼撰文 ; 王毓芳總編

輯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62-17-8 (平裝) NT$333  

1.育兒 2.親職教育  428  

女生的小馬桶 : 女生 / 愛羅娜.法蘭蔻

(Alona Frankel)文.圖 ; 林芳萍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48 面; 17X1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71-4 (精裝)  

1.育兒 2.如廁訓練  428.7  

如果愛是答案,問題是什麼? / 陳玲玉

文 ; 林蔚婷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6-

01-1 (平裝) NT$365  

1.育兒 2.親職教育  428.8  

放手讓孩子盡情失敗 / 水野達朗著 ; 

黃薇嬪, 鍾雅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61-977-2 (平裝)  

1.育兒 2.親職教育  428.8  

圖解天王 AV 男優清水健萬人斬性

愛密技 : 做出實戰好口碑! / 清水健

著 ;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597-5 (平

裝)  

1.性知識  429.1  

歡愉俱樂部 : 人體性愛地圖,圖解每

個性愛高潮點與花式攻略技巧 / 茱

諾.普拉(JünePlã)作 ; 韓書妍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08-649-8 ( 平 裝 ) 

NT$399  

1.性知識 2.性關係  429.1  

孕媽咪心靈減壓處方 / 亞歷山德拉.

沙克斯(Alexandra Sacks), 凱瑟琳 .波

恩朵夫(Catherine Birndorf)作 ; 張怡沁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家庭與教育 ; 66) .-- ISBN 978-

957-503-730-7 (平裝) NT$380  

1.懷孕 2.婦女健康 3.產後照護  

429.12  

農業 

米米家就是我們家 : 兒童食農教育

小寶典. 二 / 陳若雲作 ; 黃宇苹, 劉佩

娟繪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出版 ; 臺

北 市  : 厚 策 思 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0912 .-- 3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9-33-1 ( 精 裝 ) 

NT$300  

1.有機農業 2.稻米 3.繪本 4.花蓮縣  

430.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 : 桃園區農業技術專輯. 第 13 號, 

有機及友善環境栽培種子與種苗生

產技術專輯 / 姜金龍總編輯 .-- 桃園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1091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98-8 ( 平 裝 ) 

NT$100  

1.有機農業 2.植物育種 3.栽培  

430.13  

拉比與小卡的有機旅程 : 兒童食農

教育小寶典. 三 / 沈琬婷作 ; 林耕伃, 

洪翎栗, 劉怡伶繪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出版 ; 臺北市 : 厚策思維

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38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9-

34-8 (精裝) NT$300  

1.有機農業 2.咖啡 3.繪本 4.花蓮縣  

430.13  

試驗研究暨推廣成果發表會專刊 . 

2020 / 盧美君, 賴巧娟, 劉東憲, 張素

貞, 呂秀英主編 .-- 第一版 .-- 苗栗縣

公館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

農業改良場, 11001 .-- 112 面; 26 公

分 .--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 第 4

號) .-- ISBN 978-986-5449-92-6 (平裝)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 2.農業推廣 3.技術發展 4.臺灣  

430.33  

循 環農業 技術 與示範 場域 專輯  = 

Circular Agriculture / 王志瑄, 王志瑋, 

王俊能, 朱盛祺, 江汶錦, 何振隆, 吳

有恒, 吳剛智, 吳耿東, 李欣蓉, 李春

芳, 李瑋崧, 李裕娟, 易琮凱, 林上湖, 

林文華, 林柏亨, 林振榮, 林裕仁, 邱

祈榮, 邱韻霖, 侯秉賦, 凃榮珍, 倪禮

豐, 徐仲禹, 徐英綺, 徐健國, 袁秋英, 

張明暉, 張浩誠, 張毓涵, 張繼中, 張

耀聰, 梁世祥, 梁瑩如, 郭雅紋, 郭裔

培, 陳俊位, 陳柏沅, 陳琦玲, 曾宥綋, 

湯雪溶, 黃文益, 黃侑勖, 黃瑞彰, 黃

德威, 塗三賢, 楊淑惠, 葉念慈, 劉俊

宏, 潘佳辰, 蔡正賢, 蔡淑珍, 蔡憲宗, 

盧啟信, 蕭庭訓, 龍暐, 戴佳如, 薛佑

光, 謝玉貞, 鍾承訓, 簡士濠, 簡靖華, 

藍玄錦撰稿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1100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5-10-1 (平

裝) NT$300  

1.永續農業 2.有機農業 3.文集  

430.7  

臺東農業六級化暨年度試驗研究成

果研討會專刊 / 丁文彥, 王誌偉, 江淑

雯, 李文南, 吳全德, 吳俊耀, 吳菁菁, 

林真如, 張芳魁, 張繼中, 陳信言, 陳

美芬, 陳振義, 陳盈方, 陳筱鈞, 陳敬

文, 黃文益, 黃立中, 黃政龍, 黃蕙臻, 

廖勁穎, 詹于諄, 蔡恕仁, 盧柏松, 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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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童, 簡郁娟, 蘇慕蓉作 ; 陳昱初總編

輯 .-- 第一版 .-- 臺東市 :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11001 .-- 

13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

86-5 (平裝) NT$290  

1.農業經營 2.技術發展 3.文集 4.臺

東縣  431.207  

臺灣地區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 中

華民國 108 年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統計室編著 .-- 南投市 :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912 .-- 12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74-2 (平

裝) NT$200  

1.農業統計 2.抽樣調查 3.臺灣  

431.6  

負責任的生產和消費食品模式研議 / 

張靜貞, 林茂文, 陳建緯, 楊竣菘, 陳

彥凱, 吳美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44-6-1 (平裝)  

1.國際糧食問題 2.糧食政策  431.9  

水災開設及淹水警戒機制精進應用 

= Advancement of the flood response 

operation and the flood warning system-

the innovations, approaches, and 

implementations / 財團法人台灣水資

源與農業研究院教育基金會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13-

9 (平裝)  

1.水災 2.防洪 3.災害應變計畫  

433.16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成果發表研

討會專輯. 109 年 / 王志瑋, 王美琴, 王

瑞章, 王聖善, 石佩玉, 朱詠筑, 李郁

淳, 張淳淳, 許涵鈞, 許華芳, 郭明池, 

陳盈丞, 游添榮, 黃瑞彰, 劉祐廷, 蔡

孟旅, 鄭安秀作 .-- 臺南市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0912 .-

- 13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5455-14-9 (平裝) NT$300  

1.植物病蟲害 2.農作物 3.文集  

433.407  

雜糧作物試驗研究年報. 民國一 0 六

年. 民國一 0 七年 / 謝光照, 戴宏宇, 

孫凭瑋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10912 .-- 

17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

82-7 (平裝) NT$300  

1.農作物 2.實驗 3.臺灣  434.105  

桃園市智慧節水技術研發建置與有

效 雨 量 應 用 計 畫 . 109 年  = 

Development of smart water-sav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application of 

effective rainfall for Taoyuan city in 

2020 /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編

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 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53-5 (平裝附光碟片) NT$600  

1.農業水利 2.灌溉 3.水資源管理  

434.257  

台灣花壇植物介紹  / 陳坤燦作 .攝

影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錫瑠

環境綠化基金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 10912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353-0-

2 (第 2 冊:平裝) NT$100  

1.園藝學 2.植物圖鑑 3.臺灣  435.1  

圖解五葉松盆栽技法 / 劉立華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3 公分 .-- (自然生活

家 ; 42) .-- ISBN 978-986-99904-0-0 (平

裝) NT$380  

1.盆栽 2.園藝學  435.11  

台灣新野菜主義 = U tadadateng nu 

Pangcah / 吳雪月(Dongikacaw)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阿美族語版 .-- ISBN 978-

986-408-650-4 (精裝) NT$680  

1.蔬菜 2.飲食風俗 3.阿美族 4.臺灣  

435.2  

筍中之王 : 阿里山的 Kaapana / Avaie 

Youifana(莊暉明)繪圖 ; 王星瑜插圖 ; 

陳 雅 楨 編 輯  ; 陳 雅 楨 , 楊 曉 雯

(Sayungu Yakumangana)撰文 .-- [臺南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

分署, 10912 .-- 2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9-79-7 (精裝) NT$250  

1.竹 2.臺灣原住民族 3.鄒族 4.通俗

作品  435.28  

實例全圖解.種滿多肉植物の雜貨風

水泥雜貨 : 水泥雜貨設計 X 色彩計

畫 X 多肉植物組合 XClaire 私旅行 / 

邱怡甄著 .-- 初版 .-- 新竹市 : 邱怡甄,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日常手

作 ; 1) .-- ISBN 978-957-43-8484-6 (平

裝) NT$580  

1.多肉植物 2.栽培  435.48  

松欏之味 : 日治時期羅東林場紀事 / 

吳永華著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

管理處, 10912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9-81-0 (精裝)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

區管理處 2.林業管理 3.日據時期  

436.03  

走讀羅東製材產業 / 王美娟, 蔡明哲, 

劉啟斌, 吳思儀編稿 .-- 宜蘭縣羅東

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 10912 .-- 17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89-6 (平裝) 

NT$380  

1.林業 2.林產利用 3.歷史 4.宜蘭縣  

436.0933  

榮光不滅一甲子 : 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

處六十周年紀念刊 / 于幼新, 郭孟斯, 

陳駿銘, 蔡宗穎, 廖文宜, 廖梓良, 吳

美儀, 蔡國書, 游文瑞, 阮名揚, 陳彥

叡, 柯俞帆撰稿 .-- 初版 .-- 宜蘭市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

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6-3 (平

裝) NT$330  

1.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

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2.森林保育 3.

林業行政  436.3  

臺灣常見商用木材圖鑑 = Commercial 

timber of Taiwan / 呂福原, 張坤城, 林

建宗, 張博任作 .-- 初版 .-- 宜蘭縣羅

東鎮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

東林區管理處, 10912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5-07-1 (精裝) 

NT$960  

1.木材 2.圖錄 3.臺灣  436.41025  

畜牧業循環經濟 / 葉琮裕, 陳韋志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22-32-2 (平裝)  

1.畜牧業 2.環境經濟學  437.18  

動物保護教育 : 同伴動物 /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07-3 (平裝) NT$350  

1.寵物飼養 2.動物保育  437.3  

牧場實習 : 牛的飼養與管理 / 呂大衛

著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4 面; 23 公

分 .-- (TechMore) .-- ISBN 978-957-19-

3248-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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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養牛 2.家畜飼養 3.家畜管理  

437.314  

治癒你,治癒牠 : 貓咪經穴按摩 / 石野

孝, 相澤瑪娜著 ; 蔡昌憲譯 .-- 再版 .-

- 臺 中 市  : 晨 星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128 面; 23 公分 .-- (寵物館 ; 

26) .-- ISBN 978-986-99904-6-2 (平裝) 

NT$320  

1.貓 2.寵物飼養 3.按摩  437.364  

兩廣海南海洋捕撈漁諺輯注與其語

言特色和語匯變遷 / 馮國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40 面; 26 公分 .-- (語

言文字研究叢書 ; 1000017) .-- ISBN 

978-986-478-431-8 (平裝) NT$500  

1.漁業 2.諺語 3.中國  438.3  

水產動物生產醫學教育訓練專輯. 22 : 

十足目重要疾病介紹及防治 / 涂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10912 .-- 53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9-85-8 (平裝) 

NT$450  

1.水產養殖 2.動物病理學 3.蝦  

438.52  

鼠 魚 圖 典 補 充 本 . Vol.1 = 

Corydoraspedia supplement. volume 1 / 

曾偉杰作 .-- [新北市] : 魚雜誌社 , 

1091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7406-5-4 (精裝)  

1.養魚 2.動物圖鑑  438.661  

海 水 魚 . 珊 瑚 觀 賞 與 飼 養 指 南  = 

Picture book of aquarium sea fishes and 

coral / Mao Song Liu/松主編 .-- 第一

版 .-- 臺南市 : 文國書局, 11002 .-- 39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247-205-

7 (精裝) NT$800  

1.養魚 2.珊瑚  438.667  

怪好喝的烏龍茶 : 初識台灣南投鹿

谷凍頂烏龍茶製茶工藝 : 從討厭到

迷戀,一位茶鄉青年的真心告白 / 林

政賢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喜歡文創

有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06032-0-0 ( 平 裝 ) 

NT$380  

1.茶葉 2.製茶 3.茶藝 4.臺灣  

439.453  

禽畜加工生鮮處理 / 林亮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22-411-0 ( 平 裝 ) 

NT$500  

1.畜產 2.食品加工  439.6  

工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逐條釋義 / 

洪國欽著 .-- 二版 .-- [高雄市] : 洪國

欽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銷, 110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65-5 ( 平 裝 ) 

NT$500  

1.公共工程 2.公共建設 3.法規  

440.023  

工程材料科學 : 原理與應用 / 李勝隆

編著 .-- 二版修訂 .-- 新北市 : 高立圖

書有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277-3 (平裝)  

1.工程材料  440.3  

解說預力混凝土  / 歐陽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01-4 (平裝) NT$760  

1.預力混凝土  440.328  

原來 OO 是這樣被發明的 : 地球上

130 項從遠古到現代的驚人發明 / 丹

尼斯.古斯萊本(Denis Guthleben)著 ; 

哈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0 面; 

21 公分 .-- (Thales) .-- ISBN 978-957-

05-3299-9 (平裝) NT$420  

1.發明 2.世界史  440.6  

現代發明學 : 從創意創新到群眾募

資商品化 = Modern inventology : from 

creative innovation to crowdfunding 

commercialization / 葉忠福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工業管理叢書) .-- ISBN 978-986-298-

360-7 (平裝) NT$400  

1.發明 2.創造性思考  440.6  

專利法理論與應用 / 楊崇森著 .-- 修

訂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8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066-5 (平裝)  

1.專利法規  440.61  

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上, 程序、發

明(I)篇 / 張仁平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69-5 (平

裝) NT$600  

1.專利法規  440.61  

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下, 發明(II)、

設計、新型、舉發篇 / 張仁平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70-1 (平裝) NT$600  

1.專利法規  440.61  

擋土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 謝俊誼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0912 .-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

615-3 (平裝) NT$900  

1.基樁工程 2.基礎工程 3.照片集  

441.181  

智慧建築在臺灣. 2020 : 優良智慧建

築 作 品 專 輯 . 第 二 屆  = Intelligent 

building in Taiwan. 2000 / 溫琇玲, 蕭又

仁撰文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86-1 (平裝)  

1.智慧型建築 2.建築節能 3.作品集  

441.307  

高雄市歷史建築「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楠梓禮拜堂」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劉金昌計畫主持 .-- 高雄市 : 高雄市

政府文化局, 10912 .-- 25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5-11-7 (平裝) 

NT$390  

1.教堂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高雄市  441.41  

雲林縣縣定古蹟四湖下桂山章寶宮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江宗霖計畫主

持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

政府, 10912 .-- 6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5-81-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1000  

1.廟宇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雲林縣  441.41  

「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老舊廁所整

修工程與輔導暨效益評估計畫」專

案管理技術之建立 / 鍾松晉[作]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鍾松晉, 10912 .-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66-2 (平裝)  

1.學校建築 2.廁所 3.建築物維修  

441.422  

綠建築設計技術規範. 2021 .-- 臺北

市  :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建 築 師 公 會 , 

10912 .-- 4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9226-48-6 (平裝) NT$1000  

1.營建法規 2.綠建築 3.技術規範  

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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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管理技能檢定全攻略 : 最

詳細甲乙級學術科試題解析 / 江軍, 

陳佑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9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7-0 (平裝)  

1.建築工程 2.施工管理 3.考試指南  

441.52  

環保住宅 / ソフトユニオン作 ; 洪淳

瀅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

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

135-0 (平裝) NT$800  

1.房屋建築 2.綠建築 3.空間設計  

441.52  

公共工程履約管理 100 問 / 黃宗文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002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72-5 (平裝) NT$550  

1.公共工程 2.契約 3.問題集  

441.524022  

古蹟及歷史建築牆體泥土材料成份

調查、分析方法建構、與泥土材料

施工說明書研擬建議 / 王貞富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1001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25-

1-0 (平裝) NT$300  

1.建築材料 2.黏土 3.歷史性建築  

441.532  

臺中市市定古蹟清水黃家瀞園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 陳智宏計畫主持 ; 

陳柏年, 孫仁鍵共同主持 .-- 第一版 .-

- 臺 中 市  : 臺 中 市 文 化 資 產 處 , 

11001 .-- 10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8-52-2 (平裝) NT$1500  

1.房屋建築 2.古蹟修護 3.臺中市清

水區  441.59  

彰化縣歷史建築東門吳汝祥 4 連棟

街屋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邱建維計

畫主持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001 .-- 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3-94-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800  

1.房屋建築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

護 4.彰化縣  441.59  

直轄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A 區 / 陳柏年計畫

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理處, 10912 .-- 6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85-6 (平裝) 

NT$14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南市  441.595  

直轄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B 區. Ⅰ / 陳柏年計

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

文化資產管理處, 10912 .-- 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86-3 (平裝) 

NT$14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南市  441.595  

直轄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B 區. Ⅱ / 陳柏年計

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

文化資產管理處, 10912 .-- 4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87-0 (平裝) 

NT$14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南市  441.595  

直轄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竣工圖集 / 陳柏年

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

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10912 .-- 5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0-88-7 (平

裝) NT$9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南市  441.595  

直轄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總論 / 陳柏年計畫

主持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理處, 10912 .-- 70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84-9 (平裝) 

NT$140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臺南市  441.595  

新北市歷史建築「樹林日式警察宿

舍」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周宗賢計畫主持 .-- 一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12-3 (平

裝) NT$750  

1.宿舍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新北市  441.595  

交通技術標準規範公路類公路工程

部 : 公路橋梁耐震評估與補強設計

規範 / 交通部編審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2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11-4 ( 平 裝 ) 

NT$320  

1.橋樑工程 2.公路工程 3.防震  

441.88  

軌道系統規範與實務 EN 50126-1 / 林

仁生編著 .-- 高雄市 : 亞立欣科技有

限公司, 11001 .-- 21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8647-3-2 ( 平 裝 ) 

NT$600  

1.鐵軌 2.鐵路工程 3.運輸系統  

442.52  

解鎖!北號誌樓 / 謝明勳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臺北市 : 

玉 山 社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65-12-4 (平裝) NT$380  

1.鐵路車站 2.歷史性建築 3.高雄市  

442.67  

水利產業市場調查研析計畫 = Water 

industry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project /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24-5 (平裝) NT$200  

1.水利工程 2.產業分析 3.市場調查  

443  

水利產業國際論壇及國外行銷媒合

推動計畫 = International forum of water 

industry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tchmaking / 財團法人商業

發展研究院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

水利署, 109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23-8 (平裝附光碟

片)  

1.水利工程 2.產業發展 3.國際行銷  

443  

地形變遷 AI 偵測技術研發 / 國家海

洋研究院, 國立交通大學著 .-- 高雄

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0912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69-3 (平

裝) NT$300  

1.海岸工程 2.環境監測  443.3  

因應氣候變遷之海岸風險評估. (2/2) 

= Assessment of coastal risks to climate 

change-related impacts. (2/2) / 國立成功

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

水利署, 109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17-7 ( 平 裝 ) 

NT$1000  

1.海岸工程 2.防災工程 3.風險評估  

443.3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 : 多元水資源推

廣及社區培力專案管理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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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 planning for Niaozueitan 

artificial lake : multi water resources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management final report / 鼎珅

國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

水資源局, 11001 .-- 3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161-0 ( 平 裝 ) 

NT$250  

1.人工湖 2.水資源管理 3.社區總體

營造  443.5  

107-109 年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

安 全 評 估 專 業 服 務 計 畫 . (3/3) = 

(2018-2020) Technical consultation on 

the appraisal of reservoirs inspection and 

safety assessment report. (3/3) / 國立交

通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

署, 109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34-4 (平裝附光碟片)  

1.水庫 2.檢驗  443.6  

五河局轄區洪水預警及防汛整合作

業. 109 年度 = Flood early warning and 

flood control integration projec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ifth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in 2020 / 多采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嘉義市 : 經濟

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109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40-5 (平

裝)  

1.防洪 2.自動化  443.6  

水庫集水區保育策略及技術服務團. 

108-109 年. (2/2) / 經濟部水利署, 中

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07-8 (平裝) NT$500  

1.集水區 2.水資源保育  443.6  

水情影像監視站維運管理與雲端平

台服務計畫. 109 年 =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image monitoring 

station and cloud platform plan in 2020 / 

準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景系

統工程有限公司編著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0912 .-- 1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20-7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1.防洪 2.災害應變計畫 3.自動化  

443.6  

民生用水水庫水質改善策略及有毒

藻類監測技術提升與推廣之研究 =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water quality 

and promotion of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for harmful cyanobacteria in 

drinking water reservoirs / 國立成功大

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32-0 (平裝)  

1.水庫 2.水資源管理 3.環境監測  

443.6  

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及急水溪

流域智慧河川作業平台維護及精進

計畫 / 多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 嘉義市 :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10912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39-9 (平裝)  

1.河川工程 2.自動化 3.防洪  443.6  

次世代水利防災決策輔助系統先期

規劃案. (2/2) = The preliminary desig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aiding system. (2/2) 

/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2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43-6 (平裝) NT$800  

1.防洪 2.自動化 3.災害應變計畫  

443.6  

整合物聯網監測資料與機器學習技

術 建置智 慧城 市淹水 預報 系統  = 

Integrating IoT monitorin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to build 

urban intelligent flood forecasting 

systems / 淡江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21-4 (平

裝) NT$800  

1.防洪 2.自動化 3.物聯網 4.人工智

慧  443.6  

大型移動式抽水機維護管理及調度

功 能 精 進 計 畫  = The project of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dispatching function improvement for 

mobile pump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3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52-8 (平裝) NT$500  

1.防洪工程 2.抽水機  443.62  

因應氣候變遷洪災韌性提升策略建

構 . (2/2) =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flood resilience enhancement under 

climate change. (2/2) / 游保杉計畫主

持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2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18-4 (平裝) NT$1000  

1.防洪 2.災害應變計畫  443.62  

中南部地區河川中上游作為地下水

補注場址調查及規劃  : 總報告  =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course of the river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as the 

supplimentary source of groundwater / 

睿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 10912 .-- 1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119-1 (平裝附光

碟片) NT$500  

1.地下水  443.86  

新竹地區地下水可利用量補充調查

規 劃  = Supplementary survey and 

planning of available groundwater yield 

in Hsinchu area / 葉明生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 10912 .-- 45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41-2 (平裝附

光碟片) NT$800  

1.地下水  443.86  

應用 AI 與大數據分析評估各用水標

的抽水量總報告 =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nalytics in the 

estimation of groundwater withdrawals 

by different sectors / 余化龍計畫主持 .-

- 初版 .-- 臺中市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 10912 .-- 20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44-3 (平裝附

光碟片) NT$400  

1.地下水 2.水資源管理 3.人工智慧 

4.大數據  443.86  

機械常識 / 林柏超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00-2 (平裝)  

1.機械工程  446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 / 祝裕編著 .-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5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76-0 (平裝)  

1.機械力學  446.1  

工業通風 / 楊振峰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

278-0 (平裝)  

1.空調工程  446.73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II / 施忠良, 徐世

威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55-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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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控工具機  446.841029  

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國民營

版) / 張千易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184-5 (平裝)  

1.機械製造  446.89  

銑床實習. I / 陳勤仁, 施忠良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1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68-2 (平裝)  

1.機械製造  446.8927  

交通科技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441-422-2 (精裝)  

1.運輸工具 2.科學技術  447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1 : 交通工具 / 莎

莉.史普雷文 ; 馬克.呂弗福爾圖 ; 金

瑄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17-

58-8 (精裝)  

1.運輸工具 2.通俗作品  447  

全 球 離 岸 風 電 產 業 發 展 剖 析  = 

Offshore wind power / 金屬中心 MII, 

李建歡, 廖偉辰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091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12-8 (平裝) NT$10000  

1.風力發電 2.再生能源 3.產業發展  

448.165  

工業配線丙級學術科檢定試題詳解 / 

吳炳煌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2-402-8 (平

裝) NT$380  

1.電力配送  448.34  

電子概論與實習 / 范盛祺, 楊國榮, 吳

信杰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156-9 (平

裝)  

1.電子工程 2.電路  448.6  

電路學 / Charles K. Alexander, Matthew 

N. O. Sadiku 著 ; 林義楠, 古頤榛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臺灣東

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56-8 (下

冊:平裝)  

1.電路  448.62  

可程式控制快速進階篇(含乙級機電

整合術科解析) / 林文山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47-1 (平裝)  

1.自動控制 2.機電整合  448.9  

機器人與自動化 : 遇見 2019 未來學 / 

傑森.辛克爾(Jason Schenker)主編 ; 科

技圖書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技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桃園市 : 成

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5-

556-5 (平裝) NT$300  

1.機器人 2.自動化 3.人工智慧 4.產

業發展  448.992  

智慧應答機器人研發. 109 年 = 2020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response 

robot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48-1 (平裝) NT$500  

1.機器人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輕課程 飛行機器人專題導向學習 : 

整合 STEAM 與運算思維 / 科技領域

教學研究中心 , 許庭嘉教授團隊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161-3 (平裝)  

1.機器人 2.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好城市的設計法則 : 認識友善都市、

創造更好生活,給所有人的第一堂空

間課 / 維卡斯.梅塔(Vikas Mehta)作 ; 

馬修.佛瑞德列克(Matthew Frederick)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2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57-9072-88-5 (平裝) NT$350  

1.都市計畫 2.空間設計  445.1  

桃園市薄膜天幕工程參考手冊 : 桃

園市薄膜天幕工程成果專刊 / 桃園

市政府工務局彙編 .-- 桃園市 : 桃園

市政府工務局, 10912 .-- 11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63-17-5 (平裝)  

1.市政工程 2.景觀工程 3.桃園市  

445.133/109  

高雄厝 3.0 健康建築活化計畫成果宣

導 專 輯 . 2020 = Kaohsiung LOHAS 

building 3.0 visual plan of green building 

results / 江俊昌, 趙慶昇, 余俊民, 黃鈺

純, 卓巧雯, 陳依承, 周伯丞, 郭怡君, 

孫于婷撰稿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10912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5-07-0 ( 精 裝 ) 

NT$400  

1.綠建築 2.建築節能 3.公共宣導  

445.133/131  

107-109 年度自來水管承裝商暨自來

水技術人員證照管理系統維護計畫. 

(3/3) = Maintenances of a management 

systems for water-supply-pipes 

installation contractor and water 

technical staff license. (3/3) / 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0912 .-- 11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12-2 (平裝)  

1.給水工程 2.證照制度  445.2  

再生水成本組成及定價之研究 =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cost structure and 

price mechanism of reclaimed water / 社

團法人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 

10912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25-2 (平裝) NT$350  

1.給水工程 2.成本分析  445.2  

自來水技術人員考驗計畫. 109 年度 

= National examination for technician 

certificate of water supply enterprise. 

2020 / 弘光科技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5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26-9 (平裝)  

1.給水工程  445.2  

*那些年,我們一起種的樹 / 朱冠宇, 

黃至逸, 王永勳, 張彥凱, 陳靜香, 陳

信舟, 賴宜姍, 張均榮, 蕭世明, 胡玲

珠, 紀庭歡, 許弘彥, 古貽仁, 謝博安, 

洪郁翔, 張菁華, 林世捷, 陳怡君, 范

畯越, 陳宇宏, 莊福林, 李富傑, 洪志

偉, 羅彥偉, 陳顗之, 許逸誠, 林士群, 

蔡嘉峰, 王鼎棋, 林泳圻, 陳郁惠, 邱

勇華, 張育慈, 莊凱翰, 張益隆, 蔡岱

興, 陳建賢, 黃騰毅, 黃雅各, 陳威儒, 

楊晉丞, 侯沅池, 王佑嘉, 鄒偉聖, 紀

盛鐘, 林昱群, 林義乾, 周廷彥, 劉和

宗, 莊智傑, 梁育維, 楊凱鈞, 黃榮熾, 

楊美滿撰文 ; 朱記民, 楊曉霓總編

輯 .-- 臺中市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發電廠, 10912 .-- 300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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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臺中綠電廠環境教育場域教材

系列) .-- ISBN 978-986-533-138-2 (精

裝)  

1.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

廠 2.環境保護 3.環境教育  445.99  

無塑生活 潔淨澎湖 . 2020 = Living 

with plastic-free Penghu. 2020 / 馬金足, 

陳高樑總編輯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

湖縣政府, 10912 .-- 20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7-51-1 (平裝)  

1.環境保護 2.環境汙染 3.塑膠 4.澎

湖縣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臺灣教育體系培育產業需求人才策

略 : 以化工人才為例 / 陳綠蔚, 朱少

華主編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844-2-3 (平裝)  

1.化學工程 2.產業發展 3.人才 4.臺

灣  460  

化工裝置實習. 下冊 / 顧永傑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148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化工群 .-- ISBN 978-986-

5531-31-7 (平裝)  

1.化工裝置  460.2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事

故應變與環境復原(丙級) : 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

教材 / 李家麟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

練所, 10912 .-- 108 面; 30 公分 .-- (環

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45) .-- ISBN 

978-986-5438-54-8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應變與環

境復原(甲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廖

光裕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 

10912 .-- 116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 ; 003-137) .-- ISBN 978-986-

5438-48-7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應變整備

(甲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洪肇嘉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16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36) .-- ISBN 978-986-5438-46-

3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性質與危害特

性(甲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沈鴻銘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 72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32) .-- ISBN 978-986-5438-47-

0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性質與危害特

性(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沈鴻銘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57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42) .-- ISBN 978-986-5438-55-5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減量與危害評

估(甲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李文亮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35) .-- ISBN 978-986-5438-51-

7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申報

實務(甲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賈筱

蓉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練 所 , 

10912 .-- 53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

訓練叢書 ; 003-138) .-- ISBN 978-986-

5438-49-4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與實

務(甲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賈筱蓉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 154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34) .-- ISBN 978-986-5438-50-

0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與實

務(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賈筱蓉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90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書 ; 

003-144) .-- ISBN 978-986-5438-53-1 

(平裝)  

1.化工毒物 2.環境教育 3.教材  

460.9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

(甲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 / 袁仲宇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10912 .-- 

121 面; 30 公分 .-- (環保證照訓練叢

書 ; 003-133) .-- ISBN 978-986-5438-52-

4 (平裝)  

1.化工毒物 2.工業法規  460.97023  

肉食星球 : 人造鮮肉與襲捲而來的

飲食文化 / 班哲明.阿爾德斯.烏爾加

夫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作 ; 林

潔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

259-3 (平裝) NT$550  

1.食品加工 2.食品添加物  463.12  

SAKE : 活在臺灣的釀技 1898-1944 臺

灣日日新報廣告圖像研究 / 秦裕倫

作 .-- 初版 .-- [宜蘭縣員山鄉] : 秦裕

倫, 10912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67-9 (平裝) NT$1200  

1.酒 2.平面廣告 3.圖像學 4.日據時

期  463.8933  

灰釉 : 植物灰的故事與應用 = Ash 

glaze : the stories and applications / 薛瑞

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立鶯

歌陶瓷博物館, 10912 .-- 21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62-14-7 (平裝) 

NT$800  

1.陶瓷工藝 2.釉  464.1  

天然香氛手工皂聖經 : 選擇喜愛的

香氣與顏色,零基礎也能學會的 43 款

親膚皂 / 鄭脩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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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34-33-2 ( 平 裝 ) 

NT$420  

1.肥皂 2.香精油  466.4  

天然中草藥化粧品學 / 張淑微, 邱伶

瑋, 丁秀玉, 賴雅韻, 黃和全, 黃文盈, 

汪慧娟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33-3 (平裝) 

NT$320  

1.化粧品 2.中草藥  466.7  

化粧品學 / 邱怜瑋, 鄭智交, 莊琮凱, 

楊雅甄, 謝喬茵, 蔡宇, 蔡明松, 陳觀

彬, 陳麗舟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34-0 (平

裝) NT$400  

1.化粧品  466.7  

會粧不會裝 / 方韻淑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 10912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82-8 (平裝) NT$180  

1.化粧品 2.衛生教育 3.問題集  

466.7022  

製造 

Arduino 字幕機自造與程式設計 / 洪

國勝, 蔡懷文編著 .-- 第一版 .-- 高雄

市 : 泉勝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32-0-

6 (平裝) NT$180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智慧物聯網實習 / 張義和, 張凱杰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4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8310-5-5 ( 平 裝 ) 

NT$480  

1.微電腦 2.物聯網 3.電腦程式設計  

471.516  

輕課程用 Arduino 輕鬆入門物聯網

IoT 實 作 應 用  : 使 用 圖 形 化

motoBlockly 程式語言 / 徐瑞茂, 林聖

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158-3 (平裝)  

1.微電腦 2.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全民竹起來 = Live bamboo now / 林宛

縈執行編輯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92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532-246-5 (線裝)  

1.竹工 2.工藝設計 3.產業發展 4.臺

灣  474.8  

竹器物編製入門技法 = Introductory 

guide to weaving with bamboo / 楊宗育, 

游愷庭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 1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

265-6 (平裝)  

1.竹工 2.編織工藝  474.8  

纖維實踐  : 月桃  = Fiber practice : 

Shell-flower / 吳佩珊, 陳梅娜, 張思敏, 

陳秋竹, 謝育芷, 王世慧, 陳淑欣撰

文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1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85-4 (平

裝)  

1.纖維工業 2.編織工藝 3.工藝美術  

478.16  

纖維實踐  : 黃藤  = Fiber practice : 

Calamus-rattan / 吳佩珊, 廖妤珺, 吳君

琁, 劉盈妡, 周穎萱, 王有慈, 林于軒

撰文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1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86-

1 (平裝)  

1.纖維工業 2.編織工藝 3.工藝美術  

478.16  

藺編日日學 / 陸佳暉作 .-- 苗栗縣苑

裡鎮 : 台灣藺草學會, 109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30-0-5 (平

裝) NT$680  

1.草織 2.編織工藝  478.81  

娃娃微縮場景與擺設製作手冊 / 深

津千惠子作 ; 黃姿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9559-70-6 (平裝) NT$400  

1.玩具 2.房屋  479.8  

懷舊家電和迷你雜貨 : 寶特瓶和空

容器的創作 / 宮市稔子作 ; 黃姿頤翻

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69-0 ( 平 裝 ) 

NT$320  

1.玩具 2.模型  479.8  

大人小學 : 古文具觀察日記 / 桑德圖

繪 ; 桑德, 札司丁文字 .-- 初版 .-- 臺

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08-2-1 (精裝) NT$680  

1.文具  479.9  

商業；各種營業 

食品產業轉型升級、自創品牌與跨

界創新策略之研究 : 以林園食品為

案例探討 = Research on foo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self-made 

brands and cross-border innovation 

strategies : a case study of Linyuan food 

/ 林文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人

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001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37-3-4 (精

裝) NT$360  

1.食品業 2.企業經營 3.產業發展  

481  

檜木樓子菸草鄉 : 嘉義菸葉百年影

像紀實(1895-2017) / 魏三峯, 洪馨蘭

著 .-- 初版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

文化觀光局, 10912 .-- 16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4-61-9 (平裝) 

NT$500  

1.菸草工業 2.歷史 3.照片集 4.嘉義

縣  482.5  

田在你心饗食之旅 : 田媽媽 20 周年

特刊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作 .-

- 初版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研究院, 寧斐御業有限公司, 10912 .-- 

172 面 ; 28 公 分  .-- ISBN 978-986-

98281-9-2 (平裝) NT$480  

1.餐飲業 2.臺灣遊記  483.8  

宴 會 管 理  : 全 方 位 的 新 視 野  = 

Banquet management : a new, well 

rounded vision / 梁崇偉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896-3 (平裝)  

1.宴會 2.餐飲業管理  483.8  

酒樓物 : 臺南醉仙閣的前世今生 / 黃

李森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

社,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122-7-9 (平裝) NT$320  

1.餐飲業 2.歷史 3.臺南市  483.8  

菜單規劃與設計 : 訂價策略與說菜

技 巧  = Menu planning and design : 

pricing strategies and story-narration of 

dishes / 張玉欣, 楊惠曼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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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系列) .-- ISBN 978-986-298-359-1 

(平裝) NT$350  

1.菜單 2.設計 3.餐飲業管理  483.8  

廚房規劃與實務管理 / 陳國維, 邱聰

彬, 黃則華, 葉淑惠, 莊立勳, 黃永照

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362-726-5 ( 平 裝 ) 

NT$375  

1.餐飲業管理  483.8  

餐飲資訊管理系統 : ERP 學會餐飲資

訊系統認證教材 / 莊玉成, 莊高閔, 廖

棋弘, 葉伊庭, 吳宜庭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2-705-6 (平裝)  

1.餐飲業管理 2.資訊管理系統  

483.8029  

打造創新路徑 : 改變世界的台灣科

技產業 / 洪世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424 面; 21 公分 .-- (創新觀點 ; 35) .-

- ISBN 978-957-08-5686-6 (平裝)  

1.科技業 2.資訊科技 3.產業發展 4.

臺灣  484  

揚帆 2020,領航 2030 / 蘇孟宗, 尤如瑾, 

游啟聰, 趙祖佑, 紀昭吟, 葉立綸, 王

興毅, 詹睿然, 葉惠娟, 莊麗娟, 聞勛

琪, 鄒念濤, 魏伊伶, 張慈映, 張舜翔, 

鍾明輝, 蘇明勇, 石育賢, 謝騄璘, 侯

鈞元, 李明軒, 陳清文, 劉致中, 謝志

強, 陳俊儒, 陳梅鈴, 葉逸萱, 葉恆芬, 

曹景翔, 何介人, 許瓊華, 曹永暉, 陳

右怡, 葉乃綺, 洪德芳, 游佩芬作 .-- 初

版 .-- 新竹縣竹東鎮 :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

所, 10912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64-358-7 (平裝) NT$500  

1.科技業 2.產業發展 3.經濟發展 4.

臺灣  484  

新世代模具與成型產業智慧工廠白

皮書 : T 零量產的新高度 / 陳震聰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型創科技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6 公

分 .-- (智慧製造系列) .-- ISBN 978-

986-06008-0-3 (平裝) NT$680  

1.製造業 2.技術發展 3.產業發展  

487  

動物溝通教我的事 / 黃孟寅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好生活 ; 18) .-- ISBN 978-986-99158-

9-2 (平裝) NT$280  

1.寵物飼養 2.動物心理學  489.14  

商學 

水五金群聚式研發及 O2O 商業模式

構 建  = Clust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O2O business model 

construction in water hardware / 許勝源

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技大學, 

11002 .-- 2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995-6-7 (平裝) NT$250  

1.電子商務 2.行銷管理 3.產業發展 

4.五金業  490.29  

區塊鏈創業 / 吳宥忠著 .-- 新北市 : 華

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896-4 (平

裝) NT$450  

1.電子商務 2.創業  490.29  

智 慧 電 子 商 務 研 究 . III = Smart 

electronic commerce / 梁定澎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

商務研究中心, 10912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685-9-4 (平裝) 

NT$350  

1.電子商務  490.29  

數 位 平台 之 相關 法律 問題  / Gsell 

Beate, Mustafa Aksu, 方旭天, 侯英泠, 

顏雅倫, 陳汶津, 葉婉如合著 ; 侯英泠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1 公分 .-- 部

分內容為德文 .-- ISBN 978-957-511-

465-7 (平裝) NT$420  

1.電子商務 2.數位科技 3.資訊法規  

490.2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5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918-6-8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點亮品牌之光 : 讓企業價值被全世

界看見 / 優報導 youReport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優識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54 面; 23 公分 .-- (企業.

職人.專訪 ; 1) .-- ISBN 978-986-99942-

0-0 (平裝)  

1.企業家 2.傳記 3.創業  490.99  

魔幻人生事務所 : 多元天賦生命學

苑 / 阿凡達, 蔡佩樺, 李筠霏, 吳容宜, 

許綵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智庫雲

端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0-9-0 (平裝) 

NT$320  

1.企業家 2.傳記 3.創業  490.99  

讓世界看見台灣人的奮鬥精神. 3 ; 暨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9(精華

版) / 華品文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10912 .-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8918-7-5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會計學. 下 / 林文晟, 王韋量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160 面; 26 公分 .-- 專

科用書 .-- ISBN 978-957-572-629-4 (平

裝) NT$330  

1.會計學  495.1  

傳承傳成 : 十五個志業與資產傳承

的經典案例 / 李柏誠, 杜育任, 杜金鐘, 

謝志明合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有

限公司, 11001 .-- 356 面; 21 公分 .-- 

( 企 管 銷 售  ; 45) .-- ISBN 978-986-

99302-1-5 (平裝) NT$450  

1.資產管理 2.繼承  495.44  

50 張圖教你學會看懂財報找出飆股 : 

股價的魔鬼藏在細節裡,散戶必知的

33 個技巧 / 福岡雄吉郎著 ; 黃瓊仙

譯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4-11-7 (平裝) NT$26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Facebook+Instagram 社群經營管理與

社群炒作實戰 / 林建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01-70-9 (平裝) NT$880  

1.網路社群 2.網路行銷  496  

LINE 官方帳號 2.0 : 邁向百萬星級店

家 / 劉滄碩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03-2 (平

裝)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市場買單 ,你才叫品牌 = Be sold,be 

brand building brand value / 陳昭文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52-5 ( 平 裝 ) 

NT$300  

1.品牌行銷 2.行銷策略 3.企業經營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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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營學 / 黃萬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03-543-3 (平裝)  

1.行銷管理 2.企業管理 3.農產品  

496  

行銷管理  / William Perreault, Joseph 

Cannon, E. Jerome McCarthy 著 ; 黃延

聰, 周瑛琪編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001 .-- 5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60-5 (平裝)  

1.行銷管理  496  

行銷管理概論 : 探索原理與體驗實

務 / 曾光華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前

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80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75-5-8 (平裝)  

1.行銷管理  496  

行銷學(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 

/ 陳金城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194-4 (平裝)  

1.行銷學  496  

直播變現 : 零藏私揭密直播獲利的

獨家心法 / 小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0-48-0 (平

裝) NT$360  

1.電子商務 2.網路行銷 3.網路社群  

496  

品牌管理與傳播 / 吳秀倫, 陳一香, 陳

茂鴻, 黃燕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394-6 (平裝) NT$320  

1.品牌 2.品牌行銷  496  

最新網路行銷必勝攻略 / 數位新知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00-505-4 (平裝) 

NT$500  

1.網路行銷 2.電子商務 3.網路社群  

496  

爆棚集客,一刷屏就熱賣 : 任天堂設

計師教你腦洞大開的多媒體行銷集

客術 / 謝昊霓(NiNi 老師)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06-1 (平裝) NT$480  

1.網路行銷 2.網路社群  496  

變心快時代的絕對回購機制 : 不怕

市場縮小、無懼對手增加,靠習慣建

立讓顧客一試上癮! / 博報堂流行習

慣製造者著 ; 中川悠編著 ; 王美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4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1-599-9 (平裝)  

1.行銷 2.行銷策略 3.消費心理學  

496  

蔬食運動社會行銷成功關鍵因素與

消費者行為之研究 : 以跨產業個案

10P 與 4C 分析與比較 = Research on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successful social 

marketing of vegetable food movement 

and consumer behavior :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10P and 4C in cross-

industry cases / 黃詠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人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10912 .-- 209 面; 30 公分 .-- (瑞士歐洲

大 學 管 理 叢 書 ) .-- ISBN 978-986-

99437-2-7 (精裝) NT$360  

1.社會行銷 2.行銷學 3.素食 4.文集  

496.07  

「體驗設計」創意思考術 / 玉樹真

一郎著 ; 江宓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328 面; 

21 公 分  .-- ( 平 安 叢 書  ; 第 673

種 )(@Design ; 3) .-- ISBN 978-957-

9314-90-9 (平裝)  

1.商品管理 2.產品設計 3.創意  

496.1  

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

料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 .-- 5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1001 .-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51-1 (平裝) NT$200  

1.商品分類  496.1  

觀光暨餐旅消費者行為 / 李宜靜, 黃

有傑, 紀學斌, 郭名龍, 劉欣兒, 張馨

芸, 陳姿潓, 周文玲, 林饒惓, 蘇子炘, 

陳銘嘉, 王瑞編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0912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18-0 (平

裝) NT$420  

1.消費者行為  496.34  

王者教練 : 從 250 萬到 25 億的 30 堂

業務課 / 聶繼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77-979-6 (平裝) NT$370  

1.銷售 2.銷售員 3.職場成功法  

496.5  

好文案,都有強烈的畫面感 : 9 大爆款

文案創作技巧,重塑你的寫作思維 / 

蘇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識 ; 74) .-- ISBN 

978-986-248-940-6 (平裝) NT$36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高說服力的文案寫作心法 : 為什麼

你的文案沒有效?教你潛入顧客內心

世界,寫出真正能銷售的必勝文案! / 

安迪.麥斯蘭(Andy Maslen)著 ; 李靈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328 面; 23 公分 .-- (經營管理 ; 165) .-

- ISBN 978-986-99162-9-5 ( 平 裝 ) 

NT$45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3.銷售  

497.5  

企業管理 

Scrum 敏捷產品管理 : 打造客戶喜愛

的產品 / Roman Pichler 作 ; Scrum 敏

捷產品管理志工群譯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60-1 (平

裝) NT$360  

1.專案管理 2.軟體研發 3.電腦程式

設計  494  

企業永續發展故事集. 2 : 因為有你們,

台灣更永續 / 魏雅娟, 詹鎮宇, 湯蕙華, 

繆慧穎, 陳冠豪採訪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149-

8 (平裝) NT$360  

1.企業管理 2.永續發展 3.組織文化  

494  

店長站出來  = To be an outstanding 

manager / 蔡佩玲, 王韻淇, 黃伊凡, 鄭

淑穗, 孫薇婷, 王鈞業, 陳怡伶, 張郁

珮, 楊雅雯, 邱素琴, 邱創顯, 何榮斌, 

許芳婷, 魏明慧, 黃翊娟, 胡際正, 蔡

富臣, 王志維, 許璟倫, 謝志明, 宋靜

怡, 黃雅欣, 林建成, 張柏瑋, 蔡濬鴻, 

林冠宗, 高鎮宏, 蔡郁松, 葉至剛, 鄭

雅文, 馬世傑, 莊運崇, 陳佑銘, 洪綵

珮, 何幸穗, 劉佳樺, 吳祥智, 陳貞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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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心皓, 周子凡, 陳芝安, 王麗枝, 盧

瑞琪, 鄭雯鎂, 鄧資璇, 陳玉惠, 黃香

純, 廖千慧, 趙雅婷, 施淑惠, 陳彗茵, 

林曉佩, 陳凱倫, 廖浥堯, 鍾懿慈, 姜

義祥, 劉家麟, 何苡寧, 黃立安, 吳欣

頻, 劉進楊撰文 ; 蔡德忠總編輯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暨加盟協

會, 10912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465-9-6 (平裝)  

1.企業經營 2.加盟企業 3.連鎖商店  

494  

帕金森定律 : 一本可惡的書,不能讓

它落入下屬的手裡 / 陳立之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

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9) .-- ISBN 978-986-392-362-

6 (平裝) NT$300  

1.企業管理 2.組織管理  494  

設施管理手册. 第一册 : 設施管理願

景、永續發展性的策略 =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handbook / 林世俊, 沈明

展, 黃士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林

世俊, 109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400-6 (平裝) NT$450  

1.商業管理 2.組織管理  494  

設施管理手册. 第二册 : 設施的規劃、

設計、營建 =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handbook / 沈明展, 林世俊, 吳秋遙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林 世 俊 , 

109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01-3 (平裝) NT$500  

1.商業管理 2.組織管理  494  

一天 25 小時 : 300 位創業家都在用

的 40 個高效生產力工具,讓每天多出

一 小 時  / 威 爾 . 迪 克 萊 (Guillaume 

Declair), 鮑.汀(Bao Dinh), 傑洛姆.杜

蒙(Jérôme Dumont)著 ; 沈聿德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25 面; 21 公分 .-- (天

下財經 ; 419) .-- ISBN 978-986-398-

638-6 (平裝) NT$320  

1.工作效率 2.時間管理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如何縮時工作 : 一週上班四天,或者

一天上班六小時,用更少的時間,做更

多的工作 ,而且做得更好  / 方洙正

(Alex Soojung-Kim Pang)著 ; 鍾玉玨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0 公

分 .-- (smile ; 171) .-- ISBN 978-986-

5549-39-8 (平裝) NT$380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自律不是天生的 : 一天 20 分鐘,完全

戒斷拖延症的高效實戰計畫 / 加蘭.

庫爾森(Garland Coulson)著 ; 劉佳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69-7 (平

裝) NT$350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3.成功法  

494.01  

每天多出 3 小時麥肯錫時間計畫 : 60

張圖、22 個時間原理,教你做最重要

的事! / 李志洪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

分 .-- (Smart ; 101) .-- ISBN 978-986-

5564-08-7 (平裝) NT$260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麥肯錫時間分配好習慣 : 20 張圖、8

個原則,讓你每一分鐘都比別人有效

率! / 李志洪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 (Smart ; 103) .-- ISBN 978-986-5564-

13-1 (平裝) NT$260  

1.時間管理 2.工作效率 3.職場成功

法  494.01  

零失誤法則 : 工作效率高又能不出

包的人,究竟做了什麼? / 飯野謙次著 ; 

卓惠娟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060-6-7 (平裝) NT$320  

1.工作效率 2.職場成功法  494.01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第十五屆 = 2020 The 

15th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 莊立民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長榮大學國際

企業學系, 10912 .-- 冊 .-- ISBN 978-

986-6358-82-1 (全套:平裝)  

1.企業管理 2.國際企業 3.文集  

494.07  

ITIS 產業分析師教你拆解數位轉型 : 

電子業 X 金屬業 X 食品業 X 紡織業 

/ 王義智, 謝佩芬, 龔存宇, 孫以倫, 閩

潔, 陳冠文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財團

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10912 .-- 2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81-813-5 (平

裝)  

1.企業經營 2.數位科技 3.產業發展 

4.產業分析  494.1  

曲棍球桿效應 : 麥肯錫唯一官方力

作,企業戰勝困境的高勝算策略 / 斯

文.斯密特(Sven Smit), 賀睦廷(Martin 

Hirt), 克里斯.布萊德利(Chris Bradl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1 公

分 .-- (焦點系列 ; 15) .-- ISBN 978-957-

9054-79-9 (平裝) NT$360  

1.企業策略 2.決策管理  494.1  

企業轉型 : 洞悉新趨勢 X 驅動新商

機 X 創造新需求的實戰策略 / 顏惠

結著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國立

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臺北市 : 城

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193-9-5 (平裝) NT$320  

1.企業經營 2.企業策略 3.組織管理  

494.1  

我創業,我獨角. no.2 : #精實創業全紀

錄 , 商 業 模 式 全 攻 略  = UNIKORN 

startup / 羅芷羚 Bella Luo 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獨角國際傳媒事業群獨角

文化出版 : 享時空間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1 .-- 304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99756-1-2 ( 平 裝 ) 

NT$980  

1.創業 2.企業經營 3.商業管理 4.策

略規劃  494.1  

彼得原理 : 不要讓員工潰敗在晉級

的階梯上 / 陳立之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7) .-- ISBN 978-986-392-360-2 (平裝) 

NT$300  

1.管理理論  494.1  

創意與創新管理教學實務 / 林良陽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 

10912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63-122-4 (平裝)  

1.企業管理 2.創造力 3.創意  494.1  

新創公司的 100 件大小事 / 戚務君, 

劉福運, 吳宗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Win ; 26) .-

- ISBN 978-957-13-8521-1 ( 平 裝 ) 

NT$320  

1.創業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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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創業 : 一看就懂商業經營 / 原來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001 .-- 204 面; 21 公分 .-- (啟思路 ; 

1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

435-8 (平裝) NT$260  

1.創業 2.企業管理  494.1  

作業研究 / David R. Anderson, Dennis 

J. Sweeney, Thomas A. Williams, Jeffrey 

D. Camm, James J. Cochran, Michael J. 

Fry, Jeffrey W. Ohlmann 原著 ; 廖經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

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3 .-- 6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9282-90-1 (平裝)  

1.作業研究  494.19  

*全光譜思維 : 善用科技工具,擁抱數

位原生代 突破框架,打造跨界整合力 

/ 鮑伯.約翰森(Bob Johansen)著 ; 顏涵

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28-9 (平裝) 

NT$380  

1.組織管理 2.思考  494.2  

收尾學 : 開啟未來的決策力 / 亨利.克

勞德(Henry Cloud)著 ; 何明珠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 

11002 .-- 31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198-767-5 (平裝)  

1.組織管理 2.組織再造  494.2  

團隊風險指數 : 超速凝聚高效團隊

力,攜手破解企業信任危機 / 楊仕昇, 

朱明岩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1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552-58-9 (平裝) NT$38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新時代經理人四大關鍵能力 : 領導

變革、策略規劃、意義建構、看見

與管理未來 / 邱獻弘著 .-- 初版 .-- 嘉

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93-8-8 (平裝) 

NT$260  

1.經理人 2.企業領導 3.組織管理 4.

個案研究  494.23  

人力資源管理(國民營) / 陳月娥, 周

毓敏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88-

3 (平裝) NT$490  

1.人力資源管理  494.3  

從三國讀懂用人智慧 / 莫嘯著 .-- 二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03-5-0 (平裝)  

1.人事管理  494.3  

主管都該學的用人 40 課 : 資深人資

長給台灣管理者的實戰 QA / 林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34-30-1 (平裝) NT$340  

1.人力資源管理 2.問題集  494.3022  

1%差別,菁英都在學的工作習慣 / 戶

塚隆將作 ; 李友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355) .-- ISBN 978-

986-5548-37-7 (平裝) NT$34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1 枝筆+1 張紙,說服各種人 : 最強圖

解溝通術,學會 4 種符號,職場、生活、

人際關係,4 圖 1 式就搞定! / 多部田

憲彥著 ; 周若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22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50) .-- ISBN 978-986-507-245-2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溝通技巧 3.圖表  

494.35  

工作必須有錢有愛有意義  / 佐依

Zoe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524-

2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工作速度快的人,都是怎麼做事的? 

/ 中谷彰宏著 ; 謝敏怡譯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星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19 公分 .-

- (財經商管 Biz ; 12) .-- ISBN 978-986-

98842-8-0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工作效率  494.35  

不快樂,就不是工作 / 干場弓子著 ; 陳

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119-0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不懂這些事,你就等著被取代 / 宋學

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種籽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265-5-3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即使失誤也能獲得好評的人都在做

些什麼? / 飯野謙次作 ;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Biz ; 

355) .-- ISBN 978-986-5548-38-4 (平裝) 

NT$34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拒絕職場情緒耗竭 : 一流菁英必學

的 24 個高情商溝通技巧,主動回擊主

管、同事、下屬的情緒傷害 / 張敏

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64 面; 21 公

分 .-- (天下財經 ; 424) .-- ISBN 978-

986-398-640-9 (平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3.溝通技

巧  494.35  

哈佛教你 30 天學會超速思考 : 從科

學理論、故事案例到親身經驗,每天

上一堂認識自己的大腦思考課! / 韋

秀英作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 (Business) .-- ISBN 978-986-5564-07-0 

(平裝) NT$280  

1.職場成功法 2.思考  494.35  

看誰笑到最後 : 金庸小說職場現形

記 / 南小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

和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006-0-5 (平

裝) NT$360  

1.職場成功法  494.35  

做一個更好的管理者 : 達成有效管

理的 56 項基本技能與方法 / 邁可.阿

姆斯壯(Michael Armstrong)著 ; 侯嘉

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39-3 (平裝) NT$450  

1.職場成功法 2.管理者  494.35  

智慧處世 7 大黃金定律 / 艾德.孟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03-7-4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494.35  

領導者的溝通藝術 : 開口就能說動

人 / 韓偉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通識系列 ; 90) .-- ISBN 

978-986-06029-0-6 (平裝) NT$300  



48 

 

1.職場成功法 2.溝通技巧 3.說話藝

術 4.領導者  494.35  

企業策略的終極答案 : 用「作業價

值管理 AVM」破除成本迷思,掌握正

確因果資訊,做對決策賺到「管理財」 

/ 吳安妮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 448 面 ; 21 公分  .-- (企畫叢書  ; 

FP2276X) .-- ISBN 978-986-235-896-2 

(平裝) NT$500  

1.作業管理 2.供應鏈管理  494.5  

直擊工廠生產線! / 上谷夫婦作 ; 劉

姍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1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261-0 (平

裝) NT$320  

1.生產管理 2.品質管理  494.5  

品質管理 / 張旭華編著 .-- 再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72 面; 26 公分 .-- 大學用

書 .-- ISBN 978-957-572-628-7 (平裝) 

NT$550  

1.品質管理  494.56  

包裝低減加速裝櫃作業及零組件配

料及儲位規劃 / 許勝源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國科技大學, 11002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5-4-

3 (平裝) NT$200  

1.物料管理 2.汽車零件業  494.57  

倉儲儲位配置規劃與揀貨動線合理

化 / 許勝源著 .-- 初版 .-- 彰化市 : 建

國科技大學, 11002 .-- 6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995-5-0 ( 平 裝 ) 

NT$200  

1.物料管理 2.倉儲管理 3.個案分析 

4.五金業  494.57  

簡報心理學 : 看透人心,抓對需求的

快狠準簡報術 / 林俊成(Jason)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27-5 (平裝) NT$360  

1.簡報  494.6  

財務管理 : 理論與應用 / 曹淑琳編

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686-2 (平

裝) NT$350  

1.財務管理  494.7  

資訊管理 : 知識和智慧數位化 / 陳瑞

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17-2 (平裝) 

NT$600  

1.資訊管理 2.資訊管理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 Earl Babbie 著 ; 

林秀雲譯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

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11003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282-88-8 (平裝)  

1.社會科學 2.研究方法  501.2  

研究方法與設計 : 量化、質性與混

合方法取向 / 鈕文英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2 .-- 

9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96-

98-0 (平裝)  

1.社會科學 2.研究方法 3.論文寫作

法  501.2  

台灣當前不平等起源與對策 : 跨領

域的對話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20 面; 

23 公分 .-- (社會科學論叢專書系列 ; 

1) .-- ISBN 978-986-522-390-8 (平裝) 

NT$550  

1.社會科學 2.文集  507  

教育 

教師檢定考第一本教育哲學 / 蘇鈺

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蘇鈺楠 , 

10912 .-- 1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96-2 (平裝) NT$400  

1.教育哲學  520.11  

澳門教育史與歷史教育 / 鄭潤培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300 面; 23 公分 .-- 

(新亞文商學 術叢刊  ; 1707002) .-- 

ISBN 978-986-478-435-6 ( 平 裝 ) 

NT$500  

1.教育史 2.歷史教育 3.澳門特別行

政區  520.9239  

教育心理學 : 理論與實際 / Robert E. 

Slavin 原著 ; 張文哲譯 .-- 四版 .-- 臺

北 市  : 學 富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5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713-73-7 (平裝) NT$690  

1.教育心理學  521  

教育測驗與學習評量 / 陳新豐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4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409-7 ( 平 裝 ) 

NT$580  

1.教育測驗 2.學習評量  521.3  

科學桌遊設計 / 遊中學科學團隊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423-3 ( 平 裝 ) 

NT$350  

1.教學活動設計 2.桌遊  521.4  

班級經營 : 概念 36 講、策略 36 計、

實務 36 事 / 賴光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385-4 (平裝) NT$490  

1.班級經營 2.班級教學  521.64  

課程發展與設計 / 周淑卿, 白亦方, 黃

嘉雄, 楊智穎, 林永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出版社, 10912 .-- 

25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463-1-5 (平裝) NT$350  

1.課程 2.課程規劃設計  521.7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 

字母篇 / 紙上魔方編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2-420-2 (精裝) NT$280  

1.兒童遊戲 2.益智遊戲 3.兒童教育  

523.13  

連一連故事著色本 / 莊雅芸總編輯 .-

- 再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609-5 (平

裝)  

1.兒童遊戲 2.兒童教育  523.13  

我想養貓,可以嗎? / 余玉玥文 ; 阿諾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展翅協會, 

10912 .-- 38 面; 30 公分 .-- (童聲系列 ; 

9) .-- ISBN 978-986-06028-0-7 (精裝) 

NT$320  

1.學前教育 2.兒童教育 3.人權 4.繪

本  523.2  

Happy baby ㄅㄆㄇ / 林韋廷, 李佳蓉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維多利亞文化

教育出版社, 11001 .-- 28 面; 20X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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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83190-

4-2 (活頁裝)  

1.漢語教學 2.注音符號 3.學前教育  

523.23  

在閱讀中的思辨之旅 : 閱讀教學融

入霸凌防治之行動研究 / 林盈均, 邱

丞, 鄭素芬, 許東閔研究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0912 .-

- 87 面; 30 公分 .-- (教育專題研究 ; 

206) .-- ISBN 978-986-5464-20-2 (平裝)  

1.閱讀指導 2.小學教學 3.教學研究 

4.校園霸凌  523.31  

抗力球介入教學歷程對國小中年級

學生國語文學業表現及注意力之影

響 / 陳世芬, 陳怡錩, 楊濟銘研究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

心, 10912 .-- 66 面; 30 公分 .-- (教育專

題研究 ; 205) .-- ISBN 978-986-5464-

18-9 (平裝)  

1.漢語教學 2.學習策略 3.學習方法 

4.小學教學  523.311  

每日一文趣味讀. 三年級 / 陳景聰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96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429-605-7 (平裝)  

1.漢語教學 2.閱讀指導 3.小學教學  

523.311  

部首的故事課. 1, (數學)一二八比大

小 / 陳姞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28-8 (平裝) NT$320  

1.中國文字 2.漢字 3.中小學教育  

523.311  

臺北市國民小學一年級國語第一冊

數位診斷系統使用手冊 / 賴健二, 吳

敏華, 蕭儀禎, 黃善美, 葉惠芳, 顏樂

美, 郭蕙僑, 陳藝真, 何立心, 陳茉馨, 

陳亭妤, 蕭孟昕, 林政慧, 鄭貴霖, 徐

佑琪, 郭孟怡, 王筱佩, 江淑娟, 陳宇

絢, 林真伊撰稿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 10912 .-- 15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64-21-9 (平裝附光

碟片)  

1.漢語教學 2.學習評量 3.小學教學  

523.311  

作文書寫技巧 / 蔡輝振編撰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0912 .-- 344 面; 23 公分 .-- (寫作

教 材 叢 書  ; 213) .-- ISBN 978-986-

5575-05-2 (平裝) NT$49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語文素養教學魔法書 / 張素蓉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開朗雜誌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02-66-3 (平裝) NT$500  

1.閩南語 2.教學法 3.鄉土教學 4.小

學教學  523.317  

國小數學全攻略. 1 下 / 許世宏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29-604-0 (平裝)  

1.數學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2  

數學臆測教學模式教戰守則 / 林碧

珍, 陳姿靜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001 .-- 12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47-3 (平

裝) NT$250  

1.數學教育 2.教學法 3.小學教學  

523.32  

*神秘的滋味 : 拉肚子 / 杜丹故事編

撰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惟生醫學文

教基金會,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 健 康 寶 貝 幼 兒 繪 本 系 列  ; 12) .-- 

ISBN 978-986-98650-5-0 (平裝)  

1.衛生教育 2.繪本  523.33  

正 向人際 及生 活能力 訓練 課程  = 

Positive interpersonal & life orientation 

train,PILOT(primary) / 李珮如, 許元樵, 

郭美麟, 陳彥冲, 陳雯蕙, 黃凱賓, 蔡

佩真, 蕭羽婕編撰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

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

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 10912 .-- 

190 面; 30 公分 .-- 國小教師版 .-- 

ISBN 978-986-90978-5-7 (平裝)  

1.生活教育 2.教學活動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3.35  

正 向人際 及生 活能力 訓練 課程  = 

Positive interpersonal & life orientation 

train,PILOT(primary) / 李珮如, 許元樵, 

郭美麟, 陳彥冲, 陳雯蕙, 黃凱賓, 蔡

佩真, 蕭羽婕編撰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

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

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 10912 .-- 

50 面; 30 公分 .-- 國小學生版 .-- ISBN 

978-986-90978-6-4 (平裝)  

1.生活教育 2.教學活動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3.35  

生命教育 國小教學方案. 5 / 生命教

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得榮社會

福利基金會, 10912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5773-9-8 (平裝)  

1.生命教育 2.教材教學 3.小學教學  

523.35  

Go To 自然 戶外教育 36 招 / 周旭斌, 

許彩梁, 魏秀玲, 鍾慈玲, 王琇姿撰

文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912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50-8 (平裝)  

1.戶外教學 2.課程規劃設計 3.中小

學教育  523.36  

*小小農夫玩生態 : 神腦基金會愛心

小農場 / 章之平總編輯 .-- 新北市 : 財

團法人神腦科技文教基金會, 10912 .-

- 76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4909-2-5 (平裝)  

1.環境教育 2.農村教育 3.小學教學  

523.36  

走出教室,共享自然樂章 : 在國小實

施山野教育戶外教學之行動研究  / 

曾麗美, 陳宜君研究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教育專題研究 ; 

207) .-- ISBN 978-986-5464-19-6 (平裝)  

1.戶外教學 2.教學研究 3.小學教學  

523.36  

走出課室外學習 : 戶外教育從校園

出發 =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 

initiating outdoor education from campus 

/ 許毅璿, 林建棕, 張雅淩, 黃琴扉, 涂

志銘, 林怡文, 李芝瑩, 何慶樟, 卓如

吟, 林宏勳, 陳錦雪, 黃茂在, 楊茂樹, 

葉育瑜, 蔡佩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001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1-67-6 (平裝)  

1.戶外教學 2.課程規劃設計 3.小學

教學  523.36  

國民小學系統性體育教學方案 / 李

加耀, 謝詠竹, 林如瀚, 宋志航, 周雅

玲, 鄧政偉, 林顯丞, 徐謀康, 何信弘

作 ; 李加耀主編 .-- 臺北市 : 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 10912 .-- 219 面; 26 公

分 .--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叢

書) .-- ISBN 978-986-99255-3-2 (平裝) 

NT$300  

1.體育教學 2.小學教學 3.課程規劃

設計  5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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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也可自學 Scratch 與 Arduino / 

簡士植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簡銘伸,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88-7 (平裝)  

1.電腦教育 2.電腦遊戲 3.電腦程式

設計 4.初等教育  523.38  

課程與教學 : 理論與實務 / 張清濱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84-7 (平裝) 

NT$500  

1.課程研究 2.教學研究 3.中小學教

育  523.4  

草屯國小 120 週年校慶特刊. 109 學

年度 / 王豐彬執行編輯 .-- 南投縣草

屯鎮 :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10912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2-56-1 (精裝)  

1.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  

523.833/119  

國文教學實境 / 盧德勝著 .-- 新北市 : 

盧德勝, 10912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74-7 ( 平 裝 ) 

NT$250  

1.國文科 2.教學法 3.中等教育  

524.31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數學 A / 宗翰, 齊

峻, 建廷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615-3-0 (平裝)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數學 B / 宗翰, 齊

峻, 建廷作 .-- 臺北市 : 寰宇知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615-4-7 (平裝)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升私中先修特訓班數學模擬試題  / 

宗翰, 齊峻, 建廷作 .-- 臺北市 : 寰宇

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15-5-

4 (平裝)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虛數  : 從基礎開始輕鬆學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秀翻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80 面; 25 公分 .-- (Galileo

科學叢書)(少年伽利略 ; 1) .-- ISBN 

978-986-461-234-5 (平裝) NT$250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永續海洋蟹資源 : 食農食漁大進擊 / 

蕭清月, 陳麒元, 梁文馨, 劉國兆, 侯

政彰, 張怡琳, 高禎禧, 張巧穎, 陳宜

君, 蔡思婷, 徐佳瑀, 李泰霖, 甘孟平, 

鄭川淼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北投區

清江國民小學, 10912 .-- 10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4-31-8 (平裝附

光碟片) NT$420  

1.永續農業 2.健康飲食 3.環境教育 

4.中小學教育  524.36  

後城中書寫 : 多音交響 / 北一女中

116 屆學生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第

一女子高級中學, 10912 .-- 2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4-24-0 (平裝) 

NT$360  

1.聲音 2.音樂教育 3.文化生態學 4.

中等教育  524.37  

新媒體藝術線上選修課程課程手冊 / 

王俊傑, 林維俞, 林靜怡, 陳育祥, 駱

巧梅撰寫 .-- 臺北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美

術學科中心, 10912 .-- 17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55-3 (平裝)  

1.藝術教育 2.數位藝術 3.數位媒體 

4.中等教育  524.37  

美術教學實踐 = Fine Arts Education. 

2020 / 林宏維, 曾國正, 宋心平, 葉人

萍, 李凱茜, 洪千玉, 林維瑜, 林怡萱, 

林麗雲, 鄭伊璟, 張力中, 吳嘉珮, 朱

文鳳, 宋佳璇撰寫 .-- 臺北市 :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美術學科中心, 10912 .-- 1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1-54-6 (平

裝)  

1.美術教育 2.中等教育 3.文集  

524.372  

PowerTech 仿生機器人製作與設計知

識寶典 / 洪榮昭, 蔡其瑞, 林柔安, 陳

韋綱, 朱冠裎, 朱繡延, 周政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謳馨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931-94-9 (平裝)  

1.資訊教育 2.機器人 3.人工智慧 4.

中等教育  524.375  

迎戰 108 新課綱 : 高中英語聽力 10

回模擬測驗試在必得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 108 課綱核心素養.升大學系

列 ; A97) .-- ISBN 978-986-99775-1-7 

(平裝附光碟片) NT$220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高中進階英單完全掌握 : 主題式速

記 學 測 高 頻 單 字  = High-frequency 

advanced vocabulary builder / 江正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8 面; 26

公分 .-- 16K+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 ISBN 978-986-318-962-6 (16K 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最難的一堂課 : 充滿挑戰的教育現

場,老師如何帶著愛和勇氣站在台上 

/ 陳怡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45-

6 (平裝) NT$360  

1.師生關係 2.中等教育 3.通俗作品  

524.5  

愛.擁抱青春 : 在慈大附中相遇 / 詹明

珠, 黃素貞, 劉對, 蔡翠容, 吳旬枝, 葉

金英, 葉文鶯, 李克難, 黃湘卉, 曾修

宜, 柯玲蘭, 朱秀蓮, 李志成, 羅月美, 

沈秋蘭, 林雪儒, 張佩琪, 卓錦鈺, 莊

春紅, 鄭淑真, 王鳳娥, 邱蘭嵐, 凌涵

沛, 高芳英, 沈淑女, 徐振家, 林鳳君, 

余依潔, 陳秋華, 尤子云, 胡淑惠, 陳

晏瑋, 潘信安作 ; 王志宏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

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77-9-

3 (平裝) NT$400  

1.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524.833/137  

夏耘 : 大學社會責任的推動與實踐 / 

陳培殷, 葉欣誠, 林肇豊, 蘇祐磊, 蔡

適陽, 黃淑怡, 郭慈安, 許朝祺, 邱上

嘉, 沈宗瑞, 鍾碧芬, 龔旭陽, 鄭錦英, 

丁后儀, 李昱婷, 李亞勳, 趙德蘭, 李

佾芳, 各大學 USR 團隊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

中心, 11001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60-7 (平裝)  

1.高等教育 2.學校與社會 3.社會參

與  525.016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札 . 

109 / 柳雅梅總編輯 .-- 初版 .-- 嘉義

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 10912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09-76-8 (平

裝)  

1.高等教育 2.文集  525.07  

109 年高教深耕「從古論今到實證城

市環境並論述新冠的影響」 / 王奕

然, 楊珮玉, 余瑞軒, 汪芷榆, 謝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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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威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

局, 10912 .-- 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384-8-8 (平裝) NT$200  

1.高等教育 2.技職教育 3.文集  

525.307  

國際關係 / 徐暄景編著 .-- 苗栗縣造

橋鄉 : 徐暄景, 10912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04-4 (平裝)  

1.通識教育 2.國際關係 3.高等教育  

525.33  

博雅教育新取向 / 張瑞雄, 胡全威, 賴

伯琦, 簡士捷, 林盈鈞, 談玉儀, 蔡美

惠, 張谷良, 陳閔翔作 ; 陳閔翔主編 .-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32-610-2 (平裝) NT$350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文集  

525.3307  

認識全球 : 臺大通識教育講座 / 徐斯

勤, 夏立言, 翁文祺, 張大同, 歐鴻鍊, 

蘇宏達, 吳玉山, 李顯峰, 陶文隆, 梁

英斌作 ; 林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出版 : 國立臺灣

大學發行, 10912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52-40-7 ( 平 裝 ) 

NT$350  

1.通識教育 2.國際關係 3.高等教育 

4.文集  525.3307  

自發-互動-共好 新課綱課程協作與

實踐. 2020 / 李傳房, 黃瑞菘, 徐楨貴, 

吳欣倪作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精進技職教育中部區域

辦公室, 10912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902-0-2 (精裝)  

1.高等教育 2.技職教育 3.課程規劃

設計  525.39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4 / 臺大

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 ; 谷玲玲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 心 出 版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發 行 ,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Taida 臺

大 系 列 ) .-- ISBN 978-986-350-434-4 

(平裝) NT$450  

1.大學教師 2.優良教師 3.高等教育 

4.教學法  525.5  

申請入學贏在書審與面試 / 孫貴珠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22-426-4 (平裝) 

NT$420  

1.大學入學 2.入學甄試  525.611  

東 吳 大 學 身 心 健 康 促 進 學 刊  = 

Soocho journal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 李坤璋主編 .-- 臺北

市 : 東吳大學, 10912 .-- 1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6568-94-7 (平裝) 

NT$200  

1.教育輔導 2.學校輔導 3.高等教育 

4.文集  525.64  

天津大學(北洋大學)法學的前世今

生 / 呂凱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76-3 (平裝) 

NT$420  

1.天津大學 2.歷史  525.82  

最後的秘境 東京藝大 : 天才們的渾

沌日常 / 二宮敦人著 ; 陳妍雯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24-4 (平裝) NT$360  

1.東京藝術大學  525.831  

迎向臺大百年學術傳承講座. I, 台北

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 / 林秀美, 洪子

偉, 吳秀瑾, 陸品妃, 吳密察, 陳偉智, 

王智明, 蔡祝青, 吳叡人, 張文薰, 黃

美娥, 王泰升, 黃紹恆, 歐素瑛著 ; 蔡

祝青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校

友雙月刊, 國立臺灣大學, 10911 .-- 

50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42-0-1 (精裝) NT$600  

1.臺北帝國大學 2.學術研究 3.臺灣

研究 4.高等教育 5.文集  

525.833/101  

<<藝韻薪傳>>臺藝音樂教育發展史 

/ 孫巧玲主編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 10912 .-- 31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8-7 (平裝)  

1.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音樂教育 3.

教育史  525.833/103  

懂織. Vol.1, 天主教輔仁大學織品服

裝學系 50 週年特刊 = TCNEWS / 輔

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著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織

品服裝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10912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8843-

62-2 (平裝)  

1.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2.臺灣傳

記  525.833/103  

綠園鐘聲 : 漫畫興大校史 / 蔡宗憲, 

陳瑛倫編纂 ; 陳怡儒漫畫編繪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 

10912 .-- 1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9014-9-9 (平裝) NT$280  

1.國立中興大學 2.漫畫  

525.833/115  

知識為光 : 成功大學的守護與實踐 / 

林昀熹, 陳玉鳳, 陳筱君, 趙敏, 郭珮

甄採訪整理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

學, 10912 .-- 30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747-1-4 (平裝)  

1.國立成功大學 2.傳染性疾病防制  

525.833/127  

學峰 : 翻轉非凡 創造超凡 / 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主編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 10912 .-- 19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601-5-1 ( 平 裝 ) 

NT$300  

1.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歷史  

525.833/131  

智慧與價值 : 登上校長主任之峰 / 曾

振興, 曾文鑑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6-

211-3 (平裝) NT$500  

1.教育人事行政 2.校長 3.考試指南  

526.49  

班 級 經 營  : 學 說 與 案 例 應 用  = 

Classroom management : theories and 

cases / 張民杰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376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461-9 (平裝) NT$480  

1.班級經營  527  

原愛不輟桃原更好 : 桃園市原住民

族中輟生調查研究. 109 年度 / 范書

菁, 李介中, 李思儀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

基金會,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34-3-9 (平裝)  

1.中輟生 2.中等教育 3.教育輔導  

527.119  

傑瑞的冷靜太空 : 14 個正向教養工

具,讓孩子終身受用的健康情緒管理

技能 / 簡.尼爾森(Jane Nelsen)著 ; 比

爾.修爾(Bill Schorr)插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32-8946-3 (精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情緒管理  528.1  

有一種崩潰,叫陪孩子寫作業 / 王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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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親子田系列 ; 42) .-- ISBN 978-

986-507-251-3 (平裝) NT$300  

1.親職教育 2.育兒  528.2  

守護教養法 : 不否定、不過度給予、

不焦急,日本教育專家教你養出聰明

的孩子 / 小川大介著 ; 林佳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20 面; 21 公分 .-- (Life) .-

- ISBN 978-957-14-7053-5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教養,從改變說話口氣開始 : 開啟孩

子「正向人生」的 31 個教養關鍵句 

/ 若松亞紀著 ; 卓惠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32 面; 21 公分 .-- (親子

田系列 ; 9) .-- ISBN 978-986-507-264-3 

(平裝) NT$2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子女教育  

528.2  

*薩提爾的親子情緒課 : 以愛,陪孩子

走過情緒風暴 / 李儀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

分 .-- (教育教養 ; BEP059) .-- ISBN 

978-986-525-021-8 (平裝) NT$38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親子溝通 

4.情緒  528.2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4 : 生日快樂 

/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 臺

北 市  : 全 國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763-3-6 (平裝附

光碟片)  

1.生活教育 2.感覺生理 3.學前教育  

528.33  

霸道小公主 : 學會尊重不任性 / Mit 

Bildern von 著 ; Astrid Henn 繪 ; 童夢

館編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

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8842-95-3 (精裝)  

1.生活教育 2.兒童教育 3.繪本  

528.33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 我在學校會小

心 / 幼福編輯部著 ; 劉鵑菁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243-775-9 (平裝)  

1.安全教育 2.兒童教育 3.通俗作品  

528.38  

幼兒知識安全繪本 : 保護自己我最

棒 / 幼福編輯部著 ; 林瀚繪 .-- 初版 .-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43-776-6 (平裝)  

1.安全教育 2.兒童教育 3.通俗作品  

528.38  

社會與情緒學習行動方案 : 正向支

持體驗活動 / Tara Flippo 著 ; 彭文松, 

陳志平, 賈士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16 面; 23 公分 .-- (輔導諮商系列 ; 

21127) .-- ISBN 978-986-191-935-5 (平

裝) NT$250  

1.社會教育 2.情緒教育  528.4  

隨身樂活 : 高雄健促 2.0 教案手冊. 第

二冊 / 劉惠美, 鍾佳里, 林慧琦, 張敏

蓉, 許秀真, 黃美華, 史玉春, 蕭秀英, 

陳珮娸, 賴宗玲, 馬明蓮, 何雪玉, 翁

秋霞, 邱香嫄, 李郡鳳, 邱詠真, 吳思

慧, 洪振富, 葉雅欽, 劉敏崑, 吳宜芳, 

蔡秀芳, 沈瑩, 蔡宜蓉, 陳巧翎圖.文 .-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 10912 .-- 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5-09-4 (平裝)  

1.老人教育 2.教學方案  528.433  

成人教育調查報告. 108 年度 / 吳明

烈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0912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1-66-9 (平裝) NT$330  

1.成人教育 2.調查統計  528.448  

狐狸 : 生命循環的故事 / 伊莎貝爾.湯

瑪斯(Isabel Thomas)文 ; 丹尼爾.伊格

尼斯(Daniel Egnéus)圖 ;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56 面; 25X25 公

分 .-- (繪本館 ; 57) .-- ISBN 978-986-

449-213-8 (精裝) NT$350  

1.生命教育 2.通俗作品  528.59  

為你降一場溫柔細雨 / 福智文化編

輯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36 面; 21 公

分  .-- (亮點  ; 5) .-- ISBN 978-986-

98982-5-6 (平裝) NT$300  

1.生命教育 2.通俗作品  528.59  

*職能導向之課程設計與教學 : 以金

融審計系列課程為例 / 賴虹霖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賴虹霖, 10911 .-- 2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70-

2 (平裝)  

1.技職教育 2.商業職業教育 3.問題

導向學習  528.8353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 鄭富禎, 張耀峰, 

蘇慶源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

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286 面; 29 公

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

群 .-- ISBN 978-986-5531-29-4 (平裝)  

1.汽車底盤 2.汽車維修 3.機械動力

學 4.技職教育  528.8452  

食品化學與分析. 下冊 / 何淇義, 李玉

環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

有限公司, 10912 .-- 290 面; 26 公分 .-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 校食 品群  .-- 

ISBN 978-986-5531-28-7 (平裝)  

1.食品科學 2.食品加工 3.食品分析 

4.技職教育  528.8459  

食品加工實習. 下冊 / 劉厚蘭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 ISBN 978-986-

5531-30-0 (平裝)  

1.食品加工 2.技職教育  528.8459  

中工四十 精彩踏實 : 中正高工創校

四十週年紀念特刊 / 許慶雄, 柯萱玉, 

黃學文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

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9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

05-6 (精裝)  

1.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28.8833/131  

運動社會學概論 / 黃東治, 王建臺, 邱

建章, 陳耀宏, 劉昌德, 楊靜怡, 陳子

軒, 張義東, 徐珊惠, 陳渝苓, 林鎮坤, 

黃仲凌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725-8 (平裝) 

NT$300  

1.運動社會學  528.9015  

超越運動 讓生活與世界更美好 : 全

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 Beyond 

sport : sport has the power to make life 

better and change the world / 李一聖總

編輯 .-- 桃園市 :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10912 .-- 22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80671-5-8 (平裝) NT$300  

1.體育教學 2.運動教學 3.文集  

528.907  

台灣武術考 / 陳昱融作 .-- 新北市 : 陳

昱融, 11003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83-9 (第 3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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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術 2.臺灣  528.97  

王茂齋太極功 / 王茂齋著 ; 季培剛校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2 .-- 318 面; 21 公分 .-- 

(武學名家典籍校注 ; 19) .-- ISBN 978-

986-346-321-4 (平裝) NT$450  

1.太極拳  528.972  

內家拳的正確打開方式 / 劉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2 .-- 351 面; 21 公分 .-- (武學

釋典 ; 48) .-- ISBN 978-986-346-323-8 

(平裝) NT$420  

1.拳術 2.中國  528.972  

傳統吳式太極拳入門訣要 / 張全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2 .-- 270 面; 21 公分 .-- 

(吳式太極拳 ; 5) .-- ISBN 978-986-346-

322-1 (平裝附光碟片) NT$380  

1.太極拳  528.972  

縱橫太極. 四 / 鍾文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司 ,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武系列 ; 

A459) .-- ISBN 978-986-98735-5-0 (平

裝) NT$400  

1.太極拳  528.972  

古本南少林五行八卦棍闡釋 / 陳良

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逸文武術文

化有限公司, 10912 .-- 352 面; 21 公

分 .-- (武系列 ; A618) .-- ISBN 978-

986-98735-6-7 (平裝) NT$400  

1.器械武術  528.974  

臺灣體育史 : 日治時期 / 林玫君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體育署,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0912 .-- 

冊 .-- (臺灣體育運動史料叢書 ; 1)(臺

灣史譯著 ; 3) .-- ISBN 978-986-5461-

61-4 (上冊:精裝) NT$300 .-- ISBN 978-

986-5461-62-1 (下冊:精裝) NT$500  

1.體育 2.歷史 3.臺灣  528.9933  

高雄市特殊教育概況暨統計年報 . 

108 學年度 /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 10912 .-- 12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65-04-9 (平裝)  

1.特殊教育 2.教育統計 3.高雄市  

529.028  

新北市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108 學年

度 / 張明文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 10912 .-- 12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2-18-5 (平裝)  

1.特殊教育 2.教育統計 3.新北市  

529.028  

認識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族植物園

區 / 王蘭君, 陳惠玲, 張玉瓊, 廖椿淵

編著 ; 謝易達主編 .-- 初版 .-- 花蓮市 :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 

10912 .-- 1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5400-7-0 (平裝) NT$600  

1.原住民教育 2.民族文化 3.植物 4.

訪談  529.47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 108 學年度 / 

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著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4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35-38-

7 (平裝附光碟片) NT$550  

1.臺灣原住民 2.原住民教育 3.教育

統計  529.47028  

學習起步走 :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

生戶外教學的規劃與實踐 / 蔡明富, 

林佳蓉, 莊雅芸, 丁俐月, 黃妙欣, 陳

囿任, 陳美玲, 謝依婷, 于兆欣, 李宜

樺, 陳雅珍, 蘇鎮遠, 劉羿佳, 劉家伶, 

林亭妤, 趙士賢, 黃葳庭, 林寶鈺, 謝

坤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91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97-5-

2 (平裝) NT$400  

1.特殊教育 2.戶外教學 3.教學活動

設計 4.高等教育  529.5  

*特殊教育暨思覺失調症學生之教育

與適應支持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李

姿瑩主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10912 .-- 143 面; 30 公

分 .-- (特殊教育叢書 ; 138) .-- ISBN 

978-986-5464-23-3 (平裝) NT$220  

1.特殊教育 2.文集  529.507  

一個特教班教學者在思考教學與課

程 : 以語文領域與數學領域為主要

舉例 / 關培培作 .-- 臺北市 : 臺北市

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912 .-- 149 面; 

21 公分 .-- (特殊教育叢書 ; 139) .-- 

ISBN 978-986-5464-29-5 (平裝)  

1.特殊教育 2.課程規劃設計 3.語文

教學 4.數學教育  529.53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特殊需求兒童

篇 : 撕下診斷標籤,幫助孩子面對日

常挑戰,培養韌性、負責與適應力 / 

簡.尼爾森(Jane Nelsen), 史蒂夫.佛斯

特(Steven Foster), 艾琳.拉斐爾(Arlene 

Raphael)著 ; 陳玫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高 EQ 父

母 ; 83) .-- ISBN 978-986-248-939-0 (平

裝) NT$380  

1.特殊兒童教育 2.親職教育  529.6  

*學習障礙者之發展 : 從青少年到成

年 / 王瓊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

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1-936-

2 (平裝) NT$500  

1.學習障礙 2.特殊教育 3.學習障礙

學生  529.69  

禮俗；民族學 

禮學卮論 / 杜明德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001 .-- 

3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6-

236-2 (平裝) NT$420  

1.禮記 2.研究考訂  531.27  

東南亞的日常生活風貌  / 亞當斯

(Kathleen M. Adams), 吉 勒 格 利

(Kathleen A. Gillogly)作 ; 徐雨村譯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文化部,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35-42-4 (平裝)  

1.民族學 2.東南亞  535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

文化 / 錢穆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5672-9 (平裝) NT$240  

1.民族性 2.中國  535.72  

MATA 看見福爾摩沙 環島紀實 : 原

住民 16 族部落巡禮文化藝術探索之

旅 = Formosa cycling island / 陳彩雲總

編輯  .-- 臺中市  : 任漢平美術館 , 

1091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1110-6-5 (平裝)  

1.臺灣原住民族 2.部落 3.民族文化 

4.藝術  536.33  

原住民族文獻. 第九輯(第 42 期-第 45

期) / 謝世忠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43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35-40-0 (精

裝) NT$200  

1.臺灣原住民 2.期刊文獻  536.33  

原愛不輟桃原更好 : 桃園市原住民

族青年調查研究. 109 年度 / 范書菁, 

李介中, 李思儀作 .-- 初版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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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09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34-4-6 (平裝)  

1.臺灣原住民族 2.青年 3.社會調查 

4.桃園市  536.33  

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的文化

再現. 拉阿魯哇族篇 = Miatungusu / 林

建成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912 .-- 12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3-

2 (平裝) NT$400  

1.拉阿魯哇族 2.民族史 3.民族文化  

536.3351  

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的文化

再現. 卡那卡那富族篇 = Mikongu / 林

建成主編 .-- 初版 .-- 臺東市 : 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912 .-- 12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2-

5 (平裝) NT$400  

1.卡那卡那富族 2.民族史 3.民族文

化  536.3352  

從社會到社群性的浮現 : 卑南族的

家、部落、族群與地方社會 =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ities : 

transforming social life among the 

Pinuyumayan in Taiwan / 陳文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10912 .-- 4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32-81-2 ( 平 裝 ) 

NT$350  

1.卑南族 2.民族文化 3.社會生活  

536.3365  

阿美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

活用推廣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正式

報告 / 蔡政良研究主持 .-- 初版 .-- 高

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0912 .-- 46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7-61-

7 (平裝)  

1.阿美族 2.民族文化 3.海洋學  

536.337  

吃貨簡史 / 陳華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Fantastic ; 

24) .-- ISBN 978-986-477-970-3 (平裝) 

NT$350  

1.飲食風俗 2.中國  538.782  

料理三國 / 本庄敬作 ; 黃昱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Comics) .-- ISBN 978-957-32-8933-3 

(第 1 卷:平裝)  

1.飲食風俗 2.三國史 3.漫畫  

538.782  

巷弄裡的台灣味 : 22 道庶民美食與

它們的故事 / 范僑芯(佐餐文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

分 .-- (生活文化 ; 70) .-- ISBN 978-957-

13-8533-4 (平裝) NT$380  

1.飲食風俗 2.小吃 3.臺灣  538.7833  

義大利美食史 : 在神話與刻板印象

之 外  / 法 比 歐 . 帕 拉 薩 索 利 (Fabio 

Parasecoli)著 ; 柯松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

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352 面; 

23 公分 .-- (Mirror ; 17) .-- ISBN 978-

986-99305-6-7 (平裝) NT$460  

1.飲食風俗 2.文化 3.歷史 4.義大利  

538.7845  

社會學 

文 化 統 計 . 2020 = 2020 cultural 

statistics / 文化部著 .-- 新北市 : 文化

部, 1091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77-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1.文化事業 2.政府統計 3.中華民國  

541.2028  

文創產業國際化之法律保障 : 以寧

波 為 例  = The Ningbo City lega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ternationalization / 張詔友 , 

余翔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

館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諺仁文化叢書) .-- ISBN 978-

986-5514-49-5 (平裝) NT$600  

1.文化產業 2.文化法規 3.國際化 4.

產業發展  541.29  

覓徑 : 臺灣產業文化路徑序曲 / 林曉

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產業文化路徑系列 ) .-- ISBN 978-

986-532-288-5 (精裝) NT$250  

1.文化產業 2.產業發展 3.臺灣  

541.2933  

重新丈量世界 / 傑默爾.洪特(Jamer 

Hunt)著 ; 劉盈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7-8 (平裝) NT$380  

1.社會變遷 2.價值標準  541.4  

另類事實 : 關於知識和它的敵人 / 艾

莎 .威克福斯(Åsa Wikforss)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

巔 ; 6) .-- ISBN 978-986-99492-5-5 (平

裝) NT$380  

1.資訊社會 2.知識社會學 3.資訊傳

播  541.415  

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 / 麗莎.費安

(Lisa Fithian)著 ; 王曉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517-4 ( 平 裝 ) 

NT$650  

1.社會運動  541.45  

同理心的力量 : 放開自己,理解他人,

用天生的能力,撫慰受傷的靈魂 / 亞

瑟.喬拉米卡利(Arthur Ciaramicoli), 凱

薩琳.柯茜(Katherine Ketcham)著 ; 王

春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40-9 (平裝) NT$450  

1.同理心 2.社會心理學  541.76  

大戰略 : 耶魯大學長紅 20 年大師課

程 ,從歷史提煉的領導決策心法  / 

John Lewis Gaddis 著 ; 尤采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456 面; 21 公分 .-- 

( 歷 史 大 講 堂 ) .-- ISBN 978-957-08-

5671-2 (平裝)  

1.領導理論 2.軍事戰略 3.歷史  

541.776  

洗腦的歷史 : 禍害世界的極端思想

控制術大解析 / 傅志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了凡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 400 面; 23 公分 .-- (知識庫 ; 1) .-- 

ISBN 978-986-99910-0-1 ( 平 裝 ) 

NT$480  

1.洗腦 2.思想史  541.825  

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109 年 =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 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002 .-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67-01-2 (平裝) NT$500  

1.傳播產業 2.通訊產業 3.市場分析  

541.83  

媒體戰 : 臺灣的認知領域作戰 / 葛沙

聶克(Kerry K. Gershaneck)作 ; 黃文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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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部青年日

報社,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625-58-7 (平裝) NT$380  

1.大眾傳播 2.媒體 3.兩岸關係  

541.83  

網紅 假新聞 偽科學 : 媒體素養必須

知道的 20 堂課 / 張耀仁文 ; 柯智元

圖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009-5 (平裝) 

NT$280  

1.媒體素養 2.傳播教育  541.8303  

面子,你最需要的社會貨幣 : 如何維

護尊嚴並建立信任  / 胡孟君(Maya 

Hu-Chan)著 ; 李宛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Think ; 213) .-- 

ISBN 978-986-5548-40-7 ( 平 裝 ) 

NT$360  

1.面子 2.人際關係 3.職場成功法  

541.86  

老天有眼 : 明察秋毫 / 賴樹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001 .-- 

208 面 ; 21 公 分  .-- ( 現 世 報  ; 

MT10901) .-- ISBN 978-957-447-352-6 

(平裝) NT$280  

1.臺灣社會 2.社會問題  542.0933  

蘆葦花開 / 洪佳如, 婦女救援基金會

文 ; 藝朵文化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10912 .-- 42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88921-5-6 (平裝)  

1.慰安婦 2.通俗作品  542.264  

*金牌外展員 鑄金の路 = What makes 

a gold medalist? /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撰 .-- 臺北市 :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10912 .-- 93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4-16-5 (精裝)  

1.就業輔導 2.輔導機構 3.輔導人員  

542.75  

老師都在做什麼? / 莉斯貝特.史列荷

斯 (Liesbet Slegers)圖文  ; 謝維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2 面; 

25X25 公分 .-- (繪本滴 ; 90) .-- ISBN 

978-957-9529-74-7 (精裝) NT$360  

1.職業介紹 2.教師 3.繪本  542.76  

別再說都是為我好 : 情緒能量 X 愛

的語言 X 正念溝通,改變家庭能量動

力,化解家人關係難題 / 許瑞云, 陳德

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52 面; 21 公

分 .-- (自信人生 ; 169) .-- ISBN 978-

986-175-578-6 (平裝) NT$380  

1.家庭關係 2.親子關係  544.1  

這樣養寵物 家庭超幸福! / 張詠幗採

訪撰稿 .-- 一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10912 .-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8210-1-8 (平裝)  

1.親子關係 2.生命教育 3.寵物飼養  

544.1  

童年與家是愛的起點 / 吳塵, 戴秉珊

著 ; 毛戎戎繪 .-- 初版 .-- 高雄市 : 藍

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32-

99-6 (平裝)  

1.家庭關係 2.親子關係  544.1  

允許自己選擇愛  / 馮以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05) .-- ISBN 978-986-406-

213-3 (平裝) NT$330  

1.家庭輔導 2.家庭關係 3.親子關係  

544.186  

*台南莊黃兩個家族 : 莊維藩與黃京

華的故事 / 莊健隆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

金會, 10912 .-- 534 面; 23 公分 .-- (你

的故事.咱的歷史 ; 2) .-- ISBN 978-

986-96531-6-9 (平裝) NT$650  

1.莊維藩 2.黃京華 3.家族史 4.臺灣

傳記 5.臺南市  544.2933  

愛之語 : 永久相愛的祕訣 / 蓋瑞.巧門

(Gary Chapman)作 ; 王雲良, 蘇斐譯 .-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

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

521-9 (平裝)  

1.婚姻 2.溝通 3.愛  544.3  

大四女生 : 90 後的戀情絮語 / 朱曉軍, 

蘭晴晴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

作家, 11001 .-- 374 面; 21 公分 .-- (Do

觀點 ; 64) .-- BOD 版 .-- ISBN 978-986-

99368-4-2 (平裝) NT$560  

1.戀愛 2.兩性關係  544.37  

哪些妳不該交往的男人 : 女人必看!

資深渣男幫妳看穿 41 種渣男心理,戀

愛斷捨離 / かずま作 ; 甘為治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92 面 ; 21 公 分  .-- 

(Mindmap) .-- ISBN 978-957-658-478-7 

(平裝) NT$380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014  

愛與戀 : 浪漫故事裡的愛情心理學 / 

羅伯特.強森(Robert A. Johnson)著 ; 鄧

伯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200-

8 (平裝) NT$360  

1.戀愛心理學  544.37014  

韓國小媳婦愛的逆襲 / 穆香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

出 版  : 華 宣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溫馨叢

書 ; 20) .-- ISBN 978-957-556-894-8 (平

裝)  

1.異國婚姻 2.通俗作品  544.38  

女歸成神 : 性別與宗族/親、族群之

間 的 多 重 交 織  = Intersectionality : 

gender, lineage/clan, and ethnicity / 姜貞

吟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

學出版中心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59-36-3 (平裝) 

NT$450  

1.女性主義 2.傳統社會 3.性別研究 

4.文化研究  544.52  

百年兒童敘事 : 從「二十世紀的兒

童」到「兒童權利公約」 / 本田和

子文 ; 馬尼尼為圖 ; 林真美譯 .-- 臺

北 市  : 四 也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親師教

育) .-- ISBN 978-986-99149-5-6 (平裝) 

NT$380  

1.兒童學 2.社會學 3.人權  544.6  

有毒的話語 : 親密關係裡的話語控

制 / 羅伯特.紐伯格(Robert neuburger)

作 ; 楊燕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

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04) .-- 

ISBN 978-986-406-210-2 ( 平 裝 ) 

NT$260  

1.兩性關係 2.兩性溝通  544.7  

你和我的測驗題 : 增進親密關係的

350 題趣味問答 / 艾麗西亞.穆諾茲

著 ; 陳錦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6) .-- ISBN 978-

986-179-621-5 (平裝) NT$280  

1.兩性關係  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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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析參考手冊 : 運用於性別影

響評估的概念與實作 / 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編著  .-- 臺北市  : 行政院 , 

109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63-1 (平裝)  

1.性別研究 2.性別平等  544.7  

性愛大歷史. 西洋篇 / 菲利普.布赫諾

(Philippe Brenot)文字 ; 蕾蒂霞.柯翰

(Laetitia Coryn)作畫 ; 石武耕翻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04 面; 30 公分 .-

- (【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 14) .-

- ISBN 978-986-98242-9-3 ( 平 裝 ) 

NT$760  

1.性學 2.歷史 3.漫畫  544.709  

如何優雅慢老 / 羅慶徽, 高聖倫, 陳柏

威, 劉詩玉, 洪裕洲, 許晉譯作 ; 陳玫

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0912 .-- 

30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577-8-6 (平裝) NT$300  

1.老年 2.老化 3.中老年人保健 4.生

活指導  544.8  

年齡歧視 : 為何人人怕老,我們對老

年生活的刻板印象又如何形成 / 艾

希頓.亞普懷特(Ashton Applewhite)著 ; 

林金源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

852-7 (平裝)  

1.老人學 2.老年 3.自我實現  544.8  

活到一百歲的覺悟 : 超長壽時代的

生存法則 / 春日キスヨ著 ; 邱香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0912 .-- 328 面; 21 公分 .-

- (the one ; 68) .-- ISBN 978-986-381-

224-1 (平裝) NT$390  

1.老人學 2.高齡化社會 3.生活指導  

544.8  

高齡者健康自主管理帶領人操作手

冊 / 張淑卿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10912 .-

- 1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1553-9-7 (平裝) NT$200  

1.老人養護 2.老人福利  544.85  

據在一起點子無限教案工具書 / 陳

月英, 曾淑君, 陳玟真, 侯子怡, 穆麗

香, 林安琪, 周淑美, 陳平平, 林美玲, 

林靖淳, 黃照旺, 許逢育, 黃綉英, 黃

淑玲, 龔德祥, 曾淑君, 黃玉環, 徐家

琳, 陳秋伶, 黃秋香, 陳秀英, 張茗玲, 

施櫻滿圖.文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10912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5-

06-3 (平裝)  

1.老人福利 2.老人教育 3.教學方案  

544.85  

城乡营造与区域發展 / 王伯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松合有限公司 ,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澳門城市

大學學術論叢) .-- 正體題名:城鄉營

造與區域發展 .-- ISBN 978-986-7098-

38-2 (平裝) NT$680  

1.社區總體營造 2.臺灣  545.0933  

臺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專輯. 

109 年度 : 寓見溫暖樂居臺南 / 蘇金

安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 11001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0-79-5 (精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公寓 3.臺南市  

545.0933/127  

再現風華 : 新化社區營造協會的守

護與傳承 / 王榮森, 何孟霖合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新化區公所, 

10912 .-- 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30-83-2 (平裝) NT$300  

1.社區總體營造 2.臺南市新化區  

545.0933/129  

*橫山 USR 綠色內涵整體實踐行動計

畫成果專輯. III : 在地.環保.創新.永

續 ALLINONE = SHU-TE University 

Hengshan USR green connotation action 

project (III) / 盧圓華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技大學, 10912 .-- 3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30-1-5 (精裝) 

NT$350  

1.社區總體營造 2.永續發展 3.高雄

市燕巢區  545.0933/133  

都市願景規劃理論與實務 / 鄭博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412-7 (平裝) 

NT$700  

1.都市發展 2.都市計畫  545.1  

造就地方 : 宜蘭空間論壇實錄(1981-

2005) = Making Place : Yilan Space 

Symposia(1981-2005) / 蘇美如主編 .-- 

初版 .-- 宜蘭縣頭城鎮 : 宜蘭縣立蘭

陽博物館, 11001 .-- 352 面; 24 公分 .-

- (蘭博研究 ; 11) .-- ISBN 978-986-

5418-41-0 (平裝) NT$350  

1.都市社會學 2.空間藝術 3.文集 4.

宜蘭縣  545.1015  

創生中的關係人口 : 農村發展指引

手冊 / 陳玠廷, 王慧瑜, 陳品穎, 蘇之

涵, 陳慧蓉, 黃性男, 林媛玉, 吳徐帆, 

莊曉萍, 許昊仁文字編輯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10912 .-- 

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021-

0-4 (平裝) NT$200  

1.農村 2.再生 3.社區發展  545.5  

田庄人的故事. 二 : 臺灣農村社會文

化調查計畫口述歷史專輯 / 黃仁姿

主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12 .-- 

5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

74-4 (精裝) NT$500  

1.農村 2.社會生活 3.口述歷史 4.臺

灣  545.5933  

亮見南台灣 : 臺南/澎湖 = Regional 

spotlight of south Taiwan / 培根規劃設

計有限公司編撰 .-- 臺南市 :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 

10912 .-- 52 面; 26 公分 .-- 109 年度臺

南及澎湖區域亮點加值多元增能培

訓計畫 .-- ISBN 978-986-5449-93-3 (平

裝)  

1.農村 2.社區總體營造 3.臺南市 4.

澎湖縣  545.5933  

* 像 我 一 樣 黑  / 約 翰 . 格里 芬 (John 

Howard Griffin)著 ; 林依瑩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 320 面; 21 公分 .-- (美國學 ; 8) .-- 

ISBN 978-986-5524-38-8 ( 平 裝 ) 

NT$380  

1.格里芬(Griffin, John Howard, 1920-

1980) 2.種族偏見 3.美國  546.5952  

金門縣童軍露營活動營地建設專輯 / 

楊振忠, 林永進總編輯 .-- 金門縣金

城鎮 :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童軍會,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95-2 (精裝)  

1.童軍教育 2.露營  546.817  

發展性社會工作 : 與社會創新的對

話 / 周鎮忠, 楊培珊, 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8819-41-2 (平裝)  

1.社會工作 2.文集  5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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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

手冊. 110 年度 /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0912 .-- 1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9-89-7 (平裝) 

NT$50  

1.社會福利 2.社會行政 3.手冊  

547.13  

我們 一起走過.憶起十年 /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台北效力志工團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北效力志工團, 10912 .-- 1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886-0-5 (精裝) 

NT$320  

1.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效力志工

團 2.志工  547.16  

黃背心的思念 : 企業義工如何善行? / 

張殿文著 .-- 臺北市 : 非凡出版社,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9178-77-8 (平裝) NT$360  

1.福智文教基金會 2.志工  547.16  

*彰化縣安置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

之需求服務方案及成果精進研究  / 

蔡盈修編 .-- 臺南市 : 光田出版社出

版 : 啟仁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81-

559-3 (平裝) NT$200  

1.少年福利 2.青少年輔導 3.安置輔

導 4.社會工作  547.52  

初心 VS.創新 : 當勞動力遇上社會創

新的 30 個故事 = 30 stories of social 

innovation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 10912 .-- 1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6-00-8 (平裝)  

1.社會政策 2.區域研究  547.6  

探究弱勢兒少保護個案之風險管理

與身心發展 = Current problems of high 

risk family : prediction and intervention / 

論壇「探究弱勢兒少保護個案之風

險管理與身心發展」委員會作 .-- 初

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財團法人國家

衛生研究院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0912 .-- 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39-91-0 (平裝) NT$250  

1.兒童保護 2.少年福利 3.社會個案

工作  548.13  

野生動物保育工作手冊  = Wildlife 

conservation handbook / 王冠邦, 林立

容, 謝典修, 蔡恩恩, 林育玄編輯 .-- 三

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5-12-5 (平裝) NT$100  

1.野生動物保育 2.手冊 3.臺灣  

548.38026  

犯罪學(含概要) / 王強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77-7 (平裝)  

1.犯罪學  548.5  

犯罪學 (含概要)(司法版) / 王強編

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78-4 (平

裝)  

1.犯罪學  548.5  

探索中戒 典藏古今 : 臺中戒治所所

史紀實 /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所史編輯小組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戒 治 所 ,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43-49-8 (平裝)  

1.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2.歷史  

548.7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黃源協, 蕭文

高合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有限公司, 11001 .-- 48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668-07-5 (平裝)  

1.社會政策 2.社會福利  549.1  

推翻共產黨政府犯法嗎? / 謝光宏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71-7 ( 平 裝 ) 

NT$380  

1.共產主義 2.共產黨  549.3  

經濟 

明日的代價 / 傑夫.布斯(Jeff Booth)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663-4-4 (平裝) NT$380  

1.經濟學 2.資訊社會  550  

經濟大師的迴響 : (哈佛最受歡迎教

授的 13 堂經濟入門課)搞懂經濟大師

的缺陷與洞見,以及他們塑造的世界 

/ 陶德.布希霍茲(Todd. G. Buchholz)

著 ; 葉婉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

起來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00 面; 22 公分 .-- (一起

來思 ; 22) .-- ISBN 978-986-99115-5-9 

(平裝) NT$550  

1.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賴錦璋作 .-- 修訂三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4-7063-4 (平裝)  

1.經濟學  550  

經 濟 學 原 理  / 阿 佛 瑞 德 . 馬 夏 爾

(Alfred Marshall)著 ; 葉淑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22-387-8 ( 上 冊 : 平 裝 ) NT$750 .-- 

ISBN 978-986-522-388-5 (下冊:平裝) 

NT$750  

1.經濟學  550  

循環台灣 / 黃育徵, 陳惠琳著 .-- 臺北

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288 面; 23 公分 .-- (商業思潮 ; 113) .-

- ISBN 978-986-398-647-8 ( 平 裝 ) 

NT$430  

1.綠色經濟 2.永續發展 3.產業發展  

550.16367  

資本論綱要 / 卡爾.馬克思(Karl Max)

原著 ; 高畠素之日文編譯 ; 施存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2-386-1 (平裝) 

NT$520  

1.馬克斯經濟學 2.資本主義  

550.186  

後資本主義社會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 顧淑馨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師彼得.杜拉

克全集 ; 29) .-- ISBN 978-986-99851-0-

9 (精裝) NT$430  

1.資本主義 2.市場經濟 3.經濟政策 

4.經濟史  550.187  

圖解皮凱提觀點 / 神樹兵輔著 ; 吳秋

瑩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4-6-1 (平裝) 

NT$350  

1.資本主義 2.市場經濟  550.187  

財務計量 2.0 : 自由使用自由軟體

gretl / 楊奕農作 .-- 一版 .-- 桃園市 : 

楊奕農, 11003 .-- 35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75-4 (平裝)  

1.計量經濟學  550.19  

*美中科技戰發展情境分析與我國產

業政策之挑戰 / 沈泰民, 吳豐祥, 盧文

祥, 王偉霖, 陳桂恒, 許曉芬作 .-- 臺北



58 

 

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44-4-7 (平

裝)  

1.中美經貿關係 2.智慧財產權 3.產

業政策  552.1  

國際供應鏈變動趨勢與臺灣科技產

業契機. 2020 / 譚瑾瑜, 林雅鈴, 唐豪

駿, 林巍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

社, 10912 .-- 1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44-5-4 (平裝)  

1.國際經濟 2.國際貿易 3.科技業 4.

產業發展  552.1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10912 .-- 89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8584-21-1 (平裝)  

1.國際經濟 2.國際貿易 3.文集  

552.107  

後疫情時代的 APEC 與亞太區域發

展 / 鍾錦墀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臺

北亞太經濟合作(APEC)研究中心, 財

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109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157-2-

1 (平裝)  

1.區域經濟 2.區域研究 3.亞太地區  

552.16  

美中貿易戰,戰什麼? : 大國崛起與制

度之爭 / 陳添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294) .-- ISBN 978-957-13-8536-5 

(平裝) NT$380  

1.中美經貿關係 2.經濟制度  552.2  

杜拉克看亞洲 : 杜拉克與中內功的

對 話 集  / 彼 得 . 杜 拉 克 (Peter F. 

Drucker), 中內功作 ; 林添貴譯 .-- 臺

北 市  : 博 雅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04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

師彼得.杜拉克全集 ; 31) .-- ISBN 978-

986-99851-2-3 (精裝) NT$430  

1.經濟預測 2.經濟發展 3.中國 4.日

本  552.3  

地方設計 : 萃取土地魅力、挖掘地

方價值,日本頂尖設計團隊公開操作

秘訣 ,打造全新感動經濟! / 蔡奕屏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

遊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7590-7-6 (平裝) NT$55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創意 4.日

本  552.31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21 

=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 

trends / 孫明德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 

11001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93-103-0 (精裝) NT$6000  

1.臺灣經濟 2.經濟調查 3.產業分析  

552.33  

島創生.心創新. 2020 / 李雁隆, 張君

如, 陳文國, 陳博舜, 陶冠全, 潘倩慧, 

鄭堯任, 錢偉鈞作 ; 鄭道明, 徐松圻主

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朝陽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631-54-3 (平裝)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創意 4.臺

灣  552.33  

創生方舟 : 社區的文藝復興,在廢墟

中找到鑽石 / 李永萍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人

與土地 ; 28) .-- ISBN 978-957-13-8503-

7 (平裝) NT$380  

1.產業政策 2.區域開發 3.創意 4.臺

灣  552.33  

新創導入 : 地方創生再進化 / 楊家彥, 

洪震宇, 謝子涵, 謝雲嬌, 葉亞薇, 郭

珮甄, 姚淑儀, 林媛玉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912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7-71-

6 (平裝)  

1.創業 2.產業政策 3.區域開發 4.創

意 5.臺灣  552.33  

絲綢之路經濟帶 : 歐亞融合與俄羅

斯復興 / 王家豪, 羅金義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1 .-- 226 面; 

21 公分 .-- (新.座標 ; 36) .-- BOD 版 .-

- ISBN 978-986-5540-29-6 ( 平 裝 ) 

NT$280  

1.區域經濟 2.經濟合作 3.中俄關係  

553.16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 一本專為

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

書 / 王英欽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詹

氏書局, 11001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05-616-0 ( 精 裝 ) 

NT$1200  

1.土地開發  554.56  

生活用水設備之用水型態分析與應

用. (2/2) = Water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water 

equipments / 經濟部水利署, 恆知科技

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

濟部水利署, 10912 .-- 3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50-4 (平裝) 

NT$500  

1.水資源管理 2.能源節約  554.61  

再生水利用促動與技術服務之研究 

= Study of promo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for reclaimed water / 財團法人

中興工程顧問社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22-1 (平

裝) NT$6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因應氣候變遷水源供應與經濟影響

研究. (2/2) = Th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water supply and 

economy. (2/2) / 游保杉計畫主持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 

109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16-0 (平裝) NT$400  

1.水資源管理  554.61  

電容去離子水處理技術商品化規劃

與推廣應用 = Capacitive deionization : 

a progress towards commercializ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 國立臺

灣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912 .-- 15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127-6 (平裝附光

碟片)  

1.水資源管理 2.汙水處理 3.再生  

554.61  

薄膜污水處理技術商品化規劃與推

廣 應 用  = Membrane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planning and 

promotion for water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 中原大學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 9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28-3 (平裝附光碟片)  

1.水資源管理 2.薄膜工程 3.再生  

554.61  

水文化資產 : 永續發展的全球觀點 = 

Water heritage : global perspectiv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T.Ansari,M.Arenas, H.Bleumink, 張 煜

權 , 鄭 郁 邦 , 簡 進 興 , S.Dharshini, 

E.Eulisse, H.den Hartog, C.Hein, 許文堯, 

M.Ishikawa, I.Kalavrouziotis, N.Khanna, 

官大偉 , 林韻丰 , 呂佩樺 , T.Mager, 

K.Nawaz, J.Neefhes, D.Prit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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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beiro, S.Ribeiro, H.van Schaik, 

P.Sharma, 石 柏 岡 , E.Staal, F.van 

Steenbergen, H.Suijs, 魏應充, 吳嘉盈, 

S.Yassine, 游進裕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2 .-- 31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32-254-

0 (精裝) NT$400  

1.水資源管理 2.文化資產保存 3.永

續發展 4.文集  554.6107  

不動產投資.不動產經濟學 : 歷屆考

古題解析 / 施甫學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日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576

面; 21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77) .-- 

ISBN 978-957-8418-83-7 ( 平 裝 ) 

NT$590  

1.不動產 2.不動產業 3.不動產經濟  

554.89  

哥創造的不是房子而是家 : 麻雀變

鳳凰,從選對物件到裝潢實務 房屋投

資客及自住客都需要的實用寶典  / 

Simon, 傅曉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68-21-4 (平裝) 

NT$300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新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 李金泉, 蕭景

祥, 鄭世岳, 魏榮男編著 .-- 三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688-6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中華民國航空工業發展沿革 / 楊龍

杰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

版中心,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專業叢書 ; PS029) .-- ISBN 978-957-

8736-74-0 (平裝) NT$320  

1.工業史 2.航空工程 3.產業發展 4.

臺灣  555.933  

*中鋼公司企業工會 40 週年紀念特

刊 / 羅紹朋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

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109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4-0-4 (平裝)  

1.中鋼公司企業工會 2.工會 3.勞工

組織  556.733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

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材 / 蔡

錫鐃, 温富亮編輯 .-- 桃園市 : 臺灣車

輛職能發展學會,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277-1-6 (平裝)  

1.勞工衛生 2.工業安全 3.教育訓練  

556.83  

前瞻智慧運輸發展與安全評量技術

研究發展計畫. (4/4) / 陳茂南, 洪鈞澤, 

賈凱傑, 陳奕廷, 張靖, 曹譽鐘, 陳佳

宏, 曾元琦, 呂明穎, 劉志鴻, 朱佑旌, 

江伊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2 .-- 5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214-5 (平裝) NT$535  

1.運輸系統 2.運輸管理  557  

現 代 運 輸 學  = Contemporary 

transportation / 張有恆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17-4-7 (平裝)  

1.運輸學  557  

智 慧 交 通 產 業 發 展 綜 析  = Smart 

transportation / 官盛堯, 涂家瑋, 黃仕

宗, 郭唐帷, 張家維, 何心宇, 姚陵錦, 

NIKKEI ELECTRONICS, 富士Chimera

總研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0912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

811-1 (平裝) NT$16000  

1.交通管理 2.科技管理 3.產業發展  

557  

智慧車輛法規技術諮詢與管理計畫. 

(4/4) / 周維果, 吳湘平, 謝昇蓉, 黃聖

智, 洪揚, 林政瑋, 屈家興, 林俊佑, 許

政欽, 蔡秉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2 .-- 3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12-1 ( 平 裝 ) 

NT$392  

1.交通法規 2.交通管理  557  

「交通產業創新推動及發展」委託

研究報告. 109 年度 / 陳志仁, 張正武, 

林宜蓁, 李春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2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10-7 ( 平 裝 ) 

NT$1200  

1.交通政策 2.產業發展 3.運輸系統  

557.11  

綠運具政策之環境效益評估及整合 : 

以 2023 全面電動公車為例 / 鄭福田, 

李俊璋, 吳義林, 余志達, 許長嵐, 蔡

志賢, 林文印, 張艮輝, 林杜寰, 高銘

汶, 鍾易詩, 蕭大智, 石信智, 郭博堯, 

郭佳韋作 ; 陳綠蔚, 鄭福田主編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912 .-- 29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44-1-

6 (平裝)  

1.交通政策 2.大眾運輸 3.公車 4.電

力  557.11  

交通彩繪家 : 林佳龍與人本交通的

創新治理 / 交通部編著 .-- 增修二

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1-213-

8 (平裝) NT$235  

1.交通部 2.交通政策  557.1233  

象龜學跳舞 : 臺鐵在逆境中堅持變

革 / 謝宇航, 胡芝寧, 朱乙真, 王明德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財經企管 ; BCB719) .-- 

ISBN 978-986-525-025-6 ( 平 裝 ) 

NT$480  

1.鐵路管理 2.鐵路政策  557.2  

火車比一比  / 史蒂芬 .榮波(Stephan 

Lomp)作 ; 牟羿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14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986-522-421-9 (精裝) NT$280  

1.鐵路 2.火車 3.圖錄 4.繪本  

557.2025  

解構鐵道美學 : 臺鐵美學復興運動 / 

曹憶雯, 張雅琳, 陳佑瑄, 駱亭伶, 郭

孟君, 游姿穎, 王心喬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16 面; 23 公分 .-- 

(藝術設計  ; BLA026) .-- ISBN 978-

986-525-024-9 (平裝) NT$480  

1.鐵路車站 2.美學 3.臺灣  557.2633  

臺鐵風華.百年一瞬 : 歲月淬鍊下的

經典車站及古蹟建築 / 蘇昭旭, 王曉

晴, 王盈雅, 姚淑儀, 陳玉鳳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GB496) .-- ISBN 

978-986-525-026-3 (平裝) NT$480  

1.鐵路史 2.鐵路車站 3.歷史性建築 

4.臺灣  557.26339  

鐵道技手前畑彥太郎的攝影記錄  : 

「 建主改 從」 時期的 臺灣 鐵道  = 

Photographic records of Taiwan's railwa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by 

government technician Hikotaro Maehata 

/ 蔡龍保, 温文佑, 松葉隼, 陳家豪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11002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90-8 (平裝)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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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路史 2.鐵路事業 3.日據時期 4.

照片集  557.26339  

機艙資源管理訓練教材暨 Tanker-

MAN B&W 6560 MC-2S 操作手冊 / 鍾

宏邦, 于令易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2 .-- 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923-1-2 ( 平 裝 ) 

NT$350  

1.航運管理 2.輪機  557.43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四期 : 郵博譚

郵 演 講 集 . 2020 = Chinese Taipei 

Philatelic Federation journal. 24 / 何輝

慶主編 ; 林茂興, 朱逢華, 陳文翔英文

翻譯 .-- 臺北市 :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

會, 10912 .-- 264 面; 26 公分 .-- 年刊;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163-3-8 

(平裝)  

1.集郵 2.期刊  557.64905  

「數位創新經濟基礎網路環境建構

支援平台計畫(3/3)」研究報告. 109

年度 / 陳志仁, 陳文字, 張正武, 陳禹

潔, 侯思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

通部, 10912 .-- 3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8-4 (平裝) NT$1200  

1.電信管理 2.電信政策  557.7  

數位創新經濟基礎網路環境建構支

援平台計畫結案報告. 107-109 年度 / 

陳志仁, 陳文字, 張正武, 陳禹潔, 侯

思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0912 .-- 4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1-207-7 (平裝) NT$1200  

1.電信管理 2.電信政策  557.7  

Podcast 變現大揭秘 : 103 個錦囊和 IP

的力量,讓你成名不只 15 秒 / 蔡有寶, 

于宸鈞, 蔡嫦琪, 王子薰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 

11001 .-- 128 面; 23 公分 .-- (成功誌 ; 

24) .-- ISBN 978-986-99110-5-4 (平裝) 

NT$300  

1.廣播 2.廣播節目製作  557.76  

如何做出爆紅 Podcast? : 新手、節目

沒人聽?美國王牌製作人教你頻道定

位 x 提升故事力 x 經營行銷,掌握圈

粉 7 大關鍵 / 艾瑞克 .纽朱姆(Eric 

Nuzum)作 ; 蘇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543-6 (平裝) 

NT$480  

1.廣播 2.廣播節目製作  557.76  

*開始 Podcast : 千萬收聽製作人教你

內容規劃、主持、上架指南 / 克莉

絲汀.梅因澤(Kristen Meinzer)作 ; 曾

琳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

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NW ; 

218) .-- ISBN 978-986-361-968-0 (平裝)  

1.廣播節目製作  557.766  

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委託專

業服務案. 109 年度, 行人交通量部分 

/ 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 .-- 

臺北市  :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 

10912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4-10-3 (平裝)  

1.交通流量 2.臺北市  557.8933/101  

臺北市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委託專

業服務案. 109 年度, 路口、圓環、路

段 / 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 .-

- 臺北市 :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10912 .-- 8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4-11-0 (平裝)  

1.交通流量 2.臺北市  557.8933/101  

漁業補貼規範 : 關鍵議題之探析 = 

Fisheries subsidies rules : a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key issues / 許佳惠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66-3 (平裝) NT$500  

1.貿易協定 2.漁業 3.談判  558.61  

國貿業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得分

寶典 / 吳怡萱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5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20-187-6 (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 張錦源著 ; 康蕙

芬修訂 .-- 修訂二十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8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067-

2 (平裝)  

1.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財政；金融；投資 

財政法 / 葛克昌, 范文清, 陳清秀, 蔡

茂寅, 黃俊杰, 林明鏘, 羅承宗, 張永

明, 張志偉, 呂理翔, 黃源浩, 廖欽福, 

詹鎮榮, 黃士洲, 陳愛娥, 藍元駿, 洪

文玲, 陳衍任, 邱晨作 ; 葛克昌, 蔡茂

寅, 陳清秀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016-3 (平裝) NT$700  

1.財政法規  560.23  

國際金融與匯兌 / 王親仁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48 面; 26 公分 .-- 專科

用書 .-- ISBN 978-957-572-631-7 (下冊:

平裝) NT$510  

1.國際金融 2.匯兌 3.外匯  561.8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

習題本. 2021 年版 / 台灣金融研訓院

編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001 .-- 350

面; 21 公分 .-- (金融測驗系列 ; 71) .-- 

ISBN 978-986-399-205-9 (平裝)  

1.授信管理 2.銀行 3.放款  562.33  

25 歲存到 100 萬! : 學校沒教、培養

獨立理財思維的 30 堂課,讓你人生更

有選擇權! / 李勛作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RICH ; 31) .-- ISBN 978-

957-658-479-4 (平裝) NT$380  

1.個人理財  563  

打造財務自由 / 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

德.巴瑞特, 喬納森.曼德沙作 ; 李靜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

57-9 (平裝) NT$400  

1.個人理財  563  

從 0 開始打造財務自由的致富系統 : 

6 週就能實現的財務管理計畫,從消

費、儲蓄、投資到婚姻財產分配,都

能省下不必要開銷,累積財富 / 拉米

特.塞提(Ramit Sethi)著 ; 簡瑋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350 面; 21 公分 .-

- (翻轉學系列 ; 51) .-- ISBN 978-986-

507-263-6 (平裝) NT$360  

1.個人理財  563  

理財工具. 2021 年版 / 金融研訓院編

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002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201-1 (平

裝)  

1.理財 2.投資  563  

理財規劃  :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 

2021 年版 / 余適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 

11002 .-- 6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99-204-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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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財 2.家庭理財  563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證照 10 日速成 / 

楊昊軒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190-6 (平裝)  

1.投資 2.理財  563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

習題本. 2021 年版 / 余適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

訓院, 110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203-5 (平裝)  

1.理財 2.考試指南  563  

理財實務. 2021 年版 / 金融研訓院編

輯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002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99-202-8 (平

裝)  

1.理財 2.家庭理財  563  

12 堂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課 / 蘇

育群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89-

0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技術  

563.23  

索羅斯都要用的 MetaTrader 黃金交

易術. 首戰篇 / Dave C, 老易, 奕滕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001 .-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453-9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電腦軟體  563.23029  

索羅斯都要用的 MetaTrader 黃金交

易術. 進階篇 / Dave C, 老易, 奕滕作 .-

- 三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001 .-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455-3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電腦軟體  563.23029  

索羅斯都要用的 MetaTrader 黃金交

易術. 應用篇 / Dave C, 老易, 奕滕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001 .-

- 1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454-6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投資分析 

4.電腦軟體  563.23029  

遺囑信託大未來  / 羅友三, 林明君

作 .-- 臺北市 : 信實稅務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088-4-9 ( 精 裝 ) 

NT$500  

1.信託財產 2.遺囑  563.3  

衍生性金融商品 = Derivatives / 謝劍

平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謝劍平 , 

11001 .-- 420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

系列) .-- ISBN 978-957-43-8417-4 (平

裝) NT$450  

1.衍生性商品  563.5  

史上最強股票大作手操盤術 / 傑西.

李佛摩作 ; 榮千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 144 面; 23 公分 .-- (富能量 ; 5) .-- 

ISBN 978-986-392-358-9 ( 平 裝 )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我用這套炒股 SOP,養大三個資優班

小孩 / 陳榮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002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518-5-2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美股投資學 : 跟著 JC 前進美股,打造

高速成長、穩健收息的投資組合,擁

抱世界財富 / Jenny 王怡人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31-9 ( 平 裝 ) 

NT$380  

1.股票投資 2.證券市場 3.美國  

563.53  

高手的養成. 3. 上, 老手不傳之祕 / 安

納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意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843-0-0 (平

裝) NT$50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崩盤照買的股市肥羊心理學 / 翁建

原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

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847-0-6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證券投資分析實務 : 個股基本面分

析 / 曾凱逸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

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43-2-7 (平

裝) NT$538  

1.證券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30 張圖抓重點,專家教你保險高理賠,

退休金放大 10 倍! : 25 歲就該懂的超

簡單「保險工具書」 / 優渥客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64-09-4 (平裝) NT$280  

1.保險 2.保險規劃 3.理財  563.7  

外幣保單證照 7 日速成 / 陳宣仲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91-3 (平裝)  

1.保險業 2.保險仲介人 3.考試指南  

563.7  

成交極大化 Maximizer : 杜拜保險銷

售大師 Dr.Sanjay 的黃金銷售循環,成

交 與 極 大 化 銷 售 教 戰 祕 笈  / Dr. 

Sanjay R. Tolani 作 ; 梁涵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保銷國際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

分 .-- (國際龍獎 IDA 書系 ; 101) .-- 

ISBN 978-986-5826-56-7 ( 平 裝 ) 

NT$360  

1.保險行銷 2.保險規劃  563.7  

愛、備愛、實踐愛 : 保險:財務安全、

心靈平和 / 陳玉婷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保銷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國際

龍獎 IDA 書系 ; 102) .-- ISBN 978-986-

5826-55-0 (平裝) NT$360  

1.保險規劃  563.7  

點石成金的 27 項壽險行銷管理法則 : 

看似平凡的從業方法,如何帶領我們

走向績優 / 楊秀梅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保銷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國際

龍獎 IDA 書系 ; 103) .-- ISBN 978-986-

5826-57-4 (平裝) NT$350  

1.人壽保險 2.保險行銷 3.職場成功

法  563.73  

人身保險行銷與經營 / 郟慈惠, 廖勇

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鑫富樂文教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852-0-1 (平裝) 

NT$480  

1.人身保險 2.人壽保險 3.保險行銷  

563.74  

財政非稅收支綜論 / 張蔚德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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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00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68-7 (平裝) NT$200  

1.租稅 2.稅務政策  567.1  

政治 

榜首不傳的政治學秘笈 / 賴小節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85-2 (平裝)  

1.政治學  570  

成功的反思 : 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

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 邁可 .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著 ; 賴盈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60 面; 21 公分 .-- (人文

思潮 ; 150) .-- ISBN 978-986-134-370-9 

(平裝)  

1.政治社會學 2.政治倫理 3.社會正

義  570.15  

愛你的敵人 : 如何解決國家內部的

蔑視文化 / 亞瑟.C.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著 ; 楊晴, 陳雅馨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81-9 ( 平 裝 ) 

NT$380  

1.政治社會學 2.政治文化 3.政治倫

理 4.美國  570.15  

政治思想新視域. 上冊 / 陳宜中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912 .-- 368 面; 

23 公分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專書 ; 71) .-- ISBN 978-

986-5432-82-9 (平裝) NT$350  

1.政治思想 2.文集  570.7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 

/ 沃爾夫岡.J.蒙森著 ; 閻克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002 .-- 5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57-638-945-0 (精裝)  

1.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政治

思想 3.政治發展 4.德國  570.943  

口袋裡的家國 : 歌曲、郵票、錢幣

中的國族認同 / 麥留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1094) .-- ISBN 978-957-13-

8519-8 (平裝) NT$320  

1.國家認同 2.國族認同 3.中國  

571.1  

建國與國際政治 : 近代中印泰主權

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 / 莊嘉穎

作 ; 鄺健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季

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4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58-8-8 (平

裝) NT$490  

1.民族國家 2.主權 3.國際政治 4.比

較研究 5.中國 6.印尼 7.泰國  

571.11  

杜 拉克論 極權 主義與 社會 拯救  = 

Drucker on totalitarianism and salvation 

by Society / 彼 得 . 杜 拉 克 (Peter F. 

Drucker)著 ; 邵明路編 ; 劉純佑, 羅耀

宗, 顧淑馨, 洪世民, 趙志恆, 陳琇玲, 

許晉福, 胡瑋珊, 白裕承, 廖月娟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3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99851-1-6 (精裝) NT$360  

1.極權政治 2.法西斯主義 3.社會變

遷  571.192  

什麼是世界公民主義? / 路易.羅宏

(Louis Lourme)著 ; 莊浚生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187 面; 17 公分 .-- (哲學

之道 ; 13) .-- ISBN 978-986-99872-0-2 

(平裝) NT$250  

1.世界主義 2.國際主義  571.28  

君主論 / 尼科洛.馬基維利著 ; 閻克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80 面; 21 公

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ISBN 978-

986-522-403-5 (平裝) NT$200  

1.馬基維利(Machiavelli, Niccolo, 

1469-1527) 2.政治思想 3.君主政治  

571.4  

*人們何時及為何造反 / 詹姆斯.喬寧.

戴維斯編 ; 馮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001 .-- 6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38-944-3 (精

裝)  

1.革命  571.71  

惡托邦祭 : 獨裁是一種病 / 余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硫酸俱樂部有限公

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90-1-5 (平裝) NT$320  

1.獨裁 2.極權政治 3.言論集  571.76  

獨裁者養成之路 : 八個暴君領袖的

崛起與衰落,迷亂二十世紀的造神運

動 / 馮客(Frank Dikötter)著 ; 廖珮杏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3 公

分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

08-5677-4 (平裝)  

1.獨裁 2.極權政治  571.76  

從人權保障觀點論我國集會遊行之

法問題 / 陳景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11-474-9 (平

裝) NT$450  

1.集會遊行自由 2.比較研究 3.論述

分析  571.97  

民主的政策科學 2.0 : 政策過程理論

的初探 / 魯炳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04-2 (平裝) NT$400  

1.行政決策 2.公共政策  572.9  

現代論壇時論集 : 2020 大選後的台

灣走向與民主人權之發展 / 蔡長廷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現

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現代論壇叢刊 ; 3) .-- ISBN 

978-986-81782-9-8 (平裝)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一中市場的建構對台灣經濟的衝擊 : 

評論文集 / 王塗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社團法人看

守台灣協會, 10912 .-- 25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3790-3-8 (平裝)  

1.兩岸關係 2.兩岸經貿 3.台灣經濟  

573.09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高雄市選舉實錄 / 高雄市

選舉委員會編 .-- 初版 .-- 高雄市 : 高

雄市選舉委員會, 10912 .-- 5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98-3 (精裝

附光碟片) NT$676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高雄市  

573.5521  

大國的想望 : 天下主義、強國主義

及其他 / 陳宜中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5678-1 (平裝)  

1.中國大陸研究 2.中國政治思想  

574.1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 2020 / 洪子

傑, 李冠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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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14-1 (平裝) NT$400  

1.中國大陸研究 2.政治經濟 3.軍事

戰略  574.1  

泰好未來 : 泰國 SDGs 17 項永績發展

目 標 與 實 踐  = Thai-SDGs The 17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時時泰工作

室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

作室, 1091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83-3-3 (平裝) NT$150  

1.國家發展 2.永續發展 3.環境教育 

4.泰國  574.382  

美國政府與政治 : 立國精神、政府

制度及議題解析  / 邱師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95-3 ( 平 裝 ) 

NT$400  

1.美國政府 2.政治制度  574.52  

改變才有機會 : 歐巴馬的變革之路 / 

趙越, 孔謐主編 .-- 修訂一版 .-- 新北

市 : 百善書房, 11001 .-- 240 面; 21 公

分 .-- (成功 Wisdom ; 45) .-- ISBN 978-

986-390-164-8 (平裝) NT$300  

1.政治 2.元首 3.言論集 4.美國  

574.5207  

無畏的希望 : 歐巴馬的總統之路 / 趙

越, 孔謐主編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百善書房,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 (成功 Wisdom ; 44) .-- ISBN 978-986-

390-163-1 (平裝) NT$300  

1.政治 2.元首 3.選舉 4.言論集 5.美國  

574.5207  

重返榮耀四部曲(2020.7.1-2020.12.31) 

/ 賴峰偉作 .-- 初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 11001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7-52-8 (平裝) 

NT$160  

1.公共行政 2.施政報告 3.澎湖縣  

575.33/141  

澎湖縣政府溫韾小故事. 2 / 陳其育, 

才綺華, 陳美凰, 李添全編輯 .-- 初

版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 

1091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27-53-5 (平裝) NT$100  

1.公共行政 2.通俗作品 3.澎湖縣  

575.33/141  

警械使用之法的制約 / 陳景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73-2 (平裝) NT$300  

1.警政法規 2.論述分析  575.81  

水利防災經驗學習與智能提升計畫. 

109 年度 = The experience learning and 

prevention improving of the water 

disaster in 2020 /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

115-3 (平裝附光碟片)  

1.防災教育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水利署災害應變服務計畫. 109 年 = 

2020 disaster response service of WRA /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45-

0 (平裝附光碟片)  

1.防災教育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因應極端氣候之水韌性提升與推動. 

(2/2) = Enhancement and action 

promotion of water resilience in response 

to extreme climates. (2/2) / 游保杉計畫

主持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 

10911 .-- 3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11-5 (平裝)  

1.防災工程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防災應變系統更新及資訊網升級建

置  = 109 year’s disaster response 

system upgrade and renew disaster 

information website project / 資拓宏宇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2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42-9 (平

裝) NT$400  

1.防災工程 2.災害應變計畫 3.地理

資訊系統  575.87  

消防隊裡的聲音  / Marion Zoubenko

作 ; Charlie pOp 插畫 ; 李旻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2 .-- 12 面; 17X15 公分 .-- (寶貝

想聽) .-- ISBN 978-986-5528-59-1 (精

裝) NT$450  

1.消防教育 2.繪本  575.87  

消防員都在做什麼? / 莉斯貝特.史列

荷斯(Liesbet Slegers)圖文 ; 謝維玲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2 面; 

25X25 公分 .-- (繪本滴 ; 89) .-- ISBN 

978-957-9529-73-0 (精裝) NT$360  

1.消防警察 2.職業介紹 3.繪本  

575.872  

<<黨產研究>>別冊 : 檔案選輯. V = 

Selection of party assets archives / 許有

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 10912 .-- 25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62-4 (精裝) 

NT$280  

1.政黨 2.史料 3.檔案 4.臺灣  576.85  

移民台灣!你不可不知的事 : 一本精

通申辦移民的法令須知與實務 / 徐

健麟, 蔡政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社會叢

書 ; 202) .-- ISBN 978-957-13-8522-8 

(平裝) NT$380  

1.移民法  577.62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3 : 繁中版獨

家特製「印太戰略小北約」拉頁專

題  / 亞 歷 克 西 斯 . 鮑 茨 曼 (Alexis 

Bautzmann), 吉 雍 . 傅 蒙 (Guillaume 

Fourmont)主編 ; 林佑軒, 陳郁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192 面; 34 公分 .-

- (地球觀 ; 60) .-- ISBN 978-986-384-

470-9 (平裝)  

1.國際政治 2.地緣政治 3.國際關係 

4.主題地圖  578  

*台歐政情評析 / 洪茂雄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新世紀文教

基金會, 10912 .-- 326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智庫叢書 ; 12) .-- ISBN 978-

986-93498-7-1 (平裝) NT$250  

1.國際政治 2.國際關係 3.文集  

578.07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 2020 / 

李哲全, 黃恩浩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413-4 (平裝) NT$300  

1.區域安全 2.亞太地區  578.193  

多元視角下的南海安全 / 鍾志東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2-416-5 (平裝) 

NT$450  

1.南海問題 2.地緣政治  578.193  

海域空間規劃國際政策、制度與實

務研析 / 邱文彥, 陸曉筠著 .-- 初版 .-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0912 .-- 

46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57-

97-6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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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政策 2.國土規劃  579.14  

台灣人權教育二十年 / 但昭偉, 李立

旻, 李仰桓, 林沛君, 林佳範, 施逸翔, 

湯梅英, 黃慈忻, 黃默, 雷敦龢, 劉麗

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05-9 (平裝) 

NT$450  

1.人權 2.教育 3.臺灣  579.2703  

BEPS 行動方案與國際稅法 / Matthias 

Wetzel, 王瑀璇, 包文凱, 吳德豐, 李雅

晶, 周泰維, 邱晨, 柯格鐘, 紀和均, 張

永明, 陳汶津, 陳衍任, 陳清秀, 曾博

昇, 黃士洲, 黃俊杰, 黃茂榮, 黃源浩, 

葉珮穎, 葛克昌, 蔡孟彥, 賴意婷, 謝

如蘭, 鍾騏, 藍元駿合著 ; 黃茂榮, 葛

克昌, 陳清秀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75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511-468-8 

(平裝) NT$750  

1.國際租稅 2.跨國企業 3.文集  

579.943  

法律 

法學緒論 / 陳文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463-

3 (平裝) NT$320  

1.法學  580  

誰說法律沒有溫度 : 李兆環律師讓

輸贏之間更圓滿 / 李兆環, 張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獨家傳媒有限

公司, 11001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884-0-7 (平裝) NT$450  

1.法律 2.通俗作品  580  

What the 法 : 法律誰說了算?若你是

法官,你會怎麼判? / 公共電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Issue) .-- ISBN 978-957-13-8529-

7 (平裝) NT$420  

1.法律社會學  580.1654  

章魚法官來說法 : 法庭與家庭 / 張瑜

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人文 ; 18) .-- ISBN 978-

986-344-864-8 (平裝) NT$360  

1.法律教育 2.親職教育  580.3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 廖顯謨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1100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342-9-2 (平裝) NT$400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臺灣心港澳情 : 臺港澳交流 Q&A / 大

陸委員會編著 .-- 第 16 版 .-- 臺北市 : 

大陸委員會, 10912 .-- 8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457-55-6 ( 平 裝 ) 

NT$80  

1.兩岸關係 2.大陸事務法規  581.26  

小六法手冊. 2021 年版 / 正大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合

祥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001 .-- 

2429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

85237-2-2 (平裝) NT$60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基本六法 /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著 .-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2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14-7065-8 (平裝)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民法基礎五講 / 李淑明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471-8 (平裝) NT$600  

1.民法  584  

民法精義總則編  / 陳連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59-6 (平裝) NT$380  

1.民法  584  

財團法人法解釋彙編 / 法務部法律

事務司編輯  .-- 臺北市  : 法務部 , 

10912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443-48-1 (精裝) NT$250  

1.法人 2.法規 3.論述分析  584.119  

民法精義債編 / 陳連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460-2 (平裝) NT$380  

1.債法  584.3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子法

立法實錄 / 內政部地政司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11001 .-- 4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83-

0 (精裝) NT$1000  

1.租賃業 2.住宅政策 3.服務業管理  

584.385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立法

實錄 / 內政部地政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 11001 .-- 5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82-3 (精裝) 

NT$1000  

1.租賃業 2.住宅政策 3.服務業管理  

584.385  

租事順利 : 從挑屋、簽約到和平分

手,房東與房客都要懂的租屋金律 / 

蔡志雄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思法苑) .-- ISBN 978-957-14-

7061-0 (平裝)  

1.租賃 2.問題集  584.385022  

親屬法 / 徐美貞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01-1 (平裝) NT$400  

1.親屬法  584.4  

開膛手傑克刀下的五個女人 : 死於

地獄,卻也生活在地獄!歷經 130 年,沉

冤 終 得 昭 雪 ...... / 哈 莉 . 盧 賓 霍 德

(Hallie Rubenhold)作 ; 聞翊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92-4 ( 平 裝 ) 

NT$380  

1.被害者 2.女性勞動者 3.英國  

584.5  

她說 / 茱蒂.坎特(Jodi Kantor), 梅根.圖

伊(Megan Twohey)著 ; 游淑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2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44-870-9 (平裝) 

NT$450  

1.性騷擾 2.犯罪防制 3.採訪  585.34  

醫學與法律. 3, 人體試驗委員會 / 葛

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001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57-2 (精裝)  

1.醫療糾紛 2.醫事法規 3.判決  

585.79  

刑法秩序中愛的含義 = The meaning 

of love in criminal law order / 金日秀著 ; 

李穎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001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464-0 (平裝) 

NT$450  

1.刑法 2.韓國  585.932  

審判的人性弱點 : 美國前檢察官從

心理學與政治學角度解讀冤案成因 / 

馬克.戈德西(Mark Godsey)著 ; 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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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75-8 (平

裝) NT$420  

1.刑法 2.司法制度 3.美國  585.952  

*最高法院學術研討會. 一 0 八、一 0

九年度 /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編 .-- 

臺北市 : 最高法院, 10912 .-- 370 面; 

21 公分 .-- (最高法院學術研討會叢

書 ; 38) .-- ISBN 978-986-5454-75-3 (精

裝)  

1.訴訟法 2.論述分析 3.文集  586.07  

民事及家事裁判之新發展 / 許士宦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500 面; 21 公

分 .--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叢書)(新民

事訴訟法之理論與實務 ; 第 11 卷) .-- 

ISBN 978-986-526-017-0 ( 精 裝 ) 

NT$550  

1.民事訴訟法 2.家事事件法  586.1  

民事訴訟法 / 李淑明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475-6 (第 3 冊:平裝) NT$700  

1.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 下 / 許士宦著 .-- 第 2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750 面; 23 公分 .-- (口

述講義 . 民事及家事程序法  ; 第 1

卷) .-- ISBN 978-986-526-015-6 (平裝) 

NT$800  

1.民事訴訟法  586.1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實務 / 陳文貴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62-6 (上冊:平裝) NT$500  

1.刑事訴訟法  586.2  

鄉鎮市調解常見問答手冊 / 法務部

法律事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 10912 .-- 6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43-53-5 ( 平 裝 ) 

NT$150  

1.調解 2.問題集  586.48  

海納百川.共鑄大成 : 大成台灣律師

事務所 10 周年紀念 / 大成台灣律師

事務所團隊策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出版 ; 臺北市 : 大成台灣律

師事務所發行, 10912 .-- 3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56-5-3 (平裝)  

1.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  586.7  

商事法通論 / 吳嘉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391-5 (平裝) NT$620  

1.商事法  587  

公司法精義 / 陳連順, 黃琪媖著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511-458-9 (平裝) NT$780  

1.公司法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I : 受託義務之理論與

應用 / 黃朝琮著 .-- 3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010-1 (平裝) NT$550  

1.公司法 2.論述分析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II : 特殊交易型態與

資訊揭露 / 黃朝琮著 .-- 3 版 .-- 臺北

市  : 新 學 林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4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6-011-8 (平裝) NT$550  

1.公司法 2.論述分析  587.2  

公司法論文集. III : 企業併購與股東

權益 / 黃朝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012-5 (平裝) NT$550  

1.公司法 2.論述分析  587.2  

閉鎖性公司章程的規劃與撰寫 / 陳

連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1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511-456-5 ( 平 裝 ) 

NT$300  

1.公司法 2.論述分析  587.25  

行政程序法裁判要旨彙編. 十六 / 法

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務部, 10912 .-- 800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443-47-4 ( 精 裝 ) 

NT$550  

1.行政程序法 2.判例彙編  588.135  

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制度之裁判書

彙編. 一 / 最高行政法院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最高行政法院,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4-

76-0 (精裝)  

1.行政裁判 2.行政訴訟  588.17  

超越與精彩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

林分署歷年研究與創作精選集 / 林

靜怡總編輯 .-- 臺北市 : 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士林分署,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43-51-1 ( 第 1 冊 : 精 裝 ) 

NT$500 .-- ISBN 978-986-5443-52-8 (第

2 冊:精裝) NT$500  

1.行政執行法 2.文集  588.1807  

政府資訊公開法解釋暨裁判選輯. 二 

/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 10912 .-- 4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43-54-2 (平裝) 

NT$150  

1.政府資訊公開法 2.判例彙編  

588.933  

軍事 

什麼都有商號 : 澎湖水師的秘密 / 黃

惠鈴腳本 ; 奇兒漫畫 .-- 澎湖縣馬公

市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912 .-- 160

面; 21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

書) .-- ISBN 978-986-5427-49-8 (平裝) 

NT$200  

1.軍事史 2.海防 3.明清史 4.漫畫  

590.9206  

軍政部部務會報紀錄 (1945-1946) = 

Meeting minutes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1945-1946 / 

陳佑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

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319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42) .-- ISBN 

978-986-99750-4-9 (平裝) NT$400  

1.軍事行政  591.2182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軍事社會科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23 屆 : 數位

人文跨域研究與軍事應用展望 / 黃

馨慧, 黃千珮, 羅揚, 林志洋, 林志龍, 

許世宗, 莊捷, 黃賢助, 劉大華, 邊明

道, 盧琮林, 郭盛哲, 胡正申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

院, 10912 .-- 17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65-9 (平裝) NT$250  

1.政治作戰 2.軍事社會學 3.文集  

591.7407  

兵家七书领略 / 童昌森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出版 : 思

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24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兵家七

書領略 .-- ISBN 978-986-06030-1-9 (平

裝) NT$360  

1.兵法 2.中國  592.09  

增訂武經註解 : 六韜 / 夏振翼, 湯綱

纂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奉元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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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383

面; 21 公分 .-- (奉元夏學叢書 ; 3) .-- 

ISBN 978-986-98899-5-7 ( 平 裝 ) 

NT$400  

1.六韜 2.注釋  592.0915  

王盛傳與他的弟兄們 : 烏坵.南海部

隊 / 高丹華, 袁興言合著 .-- 初版 .-- 

金 門 縣 金 城 鎮  : 金 門 縣 文 化 局 , 

10912 .-- 2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97-6 (平裝) NT$350  

1.戰史 2.口述歷史 3.臺灣傳記 4.福

建省金門縣烏坵鄉  592.933  

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 2020 / 蘇紫

雲, 江炘杓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15-8 (平裝) NT$300  

1.國防戰略 2.科學技術  595  

裝甲雄師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

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五部, 

莫斯科在戰慄 = Da schauert Moskau : 

Aufstieg,Kampf und Untergang der 

deutschen Panzertruppen im 2, Weltkrieg 

Band 5 / 滕昕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老戰友工作室軍事文粹部,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裝甲雄師系列 ; 

5) .-- ISBN 978-986-98742-4-3 (平裝) 

NT$320  

1.裝甲兵 2.陸戰史 3.第二次世界大

戰 4.德國  596.943  

憶武銘韜 : 海軍戰系工廠口述歷史 = 

Ncsf oral history / 林育丞, 楊嘉訓, 朱

志平, 林羿汝, 劉欣盈採訪編輯 .-- 高

雄市 : 海軍戰鬥系統工廠, 10912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6-

68-0 (精裝) NT$1200  

1.海軍 2.口述歷史 3.臺灣  597.8  

空總 : 白色檔案考. 上冊 = Air force 

command headquarters : an archaeology 

of the white archive. book 1 / 林傳凱文

字 .-- 臺北市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

驗 場 ,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 文 化 部 , 

10912 .-- 84 面; 20 公分 .-- (場所檔案

Site archive ; 9)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600-7-2 (平裝)  

1.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仁愛營區 2.

史蹟 3.白色恐怖 4.文集  598.12  

Su-35. 第三冊, 航電百科 / 楊政衛著 .-

- 1 版 .-- 新竹市 : 楊可夫斯基, 11001 .-

- 4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49-5 (平裝) NT$1800 .-- ISBN 978-

957-43-8450-1 (精裝) NT$3500  

1.戰鬥機 2.俄國  598.61  

海巡法規(含概要) / 江南編著 .-- 第九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97-5 (平裝)  

1.海防 2.警政法規  599.41  

深化全民國防共識 : 政策推進與政

治作戰 / 林志龍, 田立德, 盧怡君, 程

凱, 陳憶綾, 林冠萍, 林靖, 張書屏, 盧

俊昇, 徐舜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10912 .-- 144

面; 30 公分 .-- (軍事社會科學叢書) .-

- ISBN 978-986-5446-66-6 ( 平 裝 ) 

NT$300  

1.國家安全 2.國防政策 3.文集  

599.707  

頂尖情報員的高效判讀術 : 立辨真

偽、快速反應、精準決策的 10 個技

巧 / 大衛.奧蒙德(David Omand)著 ; 孔

令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7-976-5 (平

裝) NT$420  

1.情報 2.資訊管理 3.決策管理  

599.72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史學與傳統 / 余英時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4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

刊 ; 167) .-- ISBN 978-986-99553-6-2 

(平裝) NT$380  

1.史學 2.中國文化 3.文集  607  

中國史 

一本就懂中國史  / 廖彥博著 .-- 二

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3 公分 .-- (一本就

懂 ; 10) .-- ISBN 978-986-178-532-5 (平

裝) NT$399  

1.中國史  610  

*不一樣的中國史. 7 : 從女帝到胡風,

盛世裂變的時代-隋、唐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8929-6 ( 平 裝 ) 

NT$380  

1.中國史  610  

*不一樣的中國史. 8 : 從外放到內向,

重文輕武的時代-五代十國、宋 / 楊

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30-2 (平裝) 

NT$380  

1.中國史  610  

古人教你混職場 : 諸葛亮如何規畫

「就職三部曲」?蘇東坡怎麼和同事

婉轉 say no?30 則古代一哥的智慧絕

活,帶你輕鬆走跳江湖! / 楊自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72 面; 21 公

分 .-- (人文 ; 18) .-- ISBN 978-986-344-

868-6 (平裝) NT$35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職場成功法  

610.9  

古代妙新聞 / 古人很潮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32-5 (平裝) 

NT$36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史實,說真的 : 解析歷史上總被懷疑

的 65 件「真相」 / 何憶著 .-- 初版 .-

- 新 北 市  : 晶 冠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92 面; 21 公分 .-- (新觀點系

列 ; 17) .-- ISBN 978-986-99458-5-1 (平

裝) NT$380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610.9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 7, 隋唐風雲篇

(萌貓漫畫學歷史) / 肥志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474-7 (平裝)  

1.中國史 2.通俗史話 3.漫畫  610.9  

中國斷代史 

左傳分國集注 / 韓席籌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 80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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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 ISBN 978-986-5541-51-4 (平裝) 

NT$1050  

1.左傳 2.注釋  621.732  

用地理看歷史 : 關羽為何大意失荊

州? / 李不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

列 ; 59) .-- ISBN 978-957-13-8514-3 (平

裝) NT$480  

1.三國史 2.通俗史話  622.3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三 / 士承東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

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61-970-

3 (上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

986-361-971-0 (下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986-361-972-7 (全套:平裝)  

1.唐史 2.通俗史話  624.1  

中國近代史話集 / 左舜生原著 ;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170)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

28-9 (平裝) NT$480  

1.近代史 2.中國史  627.6  

一 二 八 淞 滬 自 衛 作 戰 史 料  =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Shanghai 

incident 1932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

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254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43) .-- ISBN 

978-986-99750-3-2 (平裝) NT$350  

1.一二八事變 2.史料  628.45  

中國文化史 

明公啟示錄 : 解密中華文明真相 / 范

明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15-3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50  

1.文明史 2.中華民族 3.中國文字  

630  

出走與歸鄉 : 喀爾瑪克民族的飄泊

史詩 / 賴盈銓, 陳維新, 隋皓昀, 蔡仲

岳, 趙竹成, 劉國威, 蔡偉傑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化部,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78-

6 (平裝) NT$250  

1.蒙古族 2.民族史 3.文集  639.39  

中國外交史 

中日歷史研究叢書. 第一輯 / 陳鵬仁

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507-3-

2 (全套:精裝) NT$6800  

1.中日關係 2.外交史  643.1  

中國史料 

<<明熹宗實錄>>點校. 十(五五-六 0

卷) / 林燊祿點校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1001 .-- 2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430-3-1 (平裝) 

NT$600  

1.明熹宗 2.實錄  654.68  

<<明熹宗實錄>>點校. 十一(六一-六

六卷) / 林燊祿點校 .-- 初版 .-- 新北

市 : 稻鄉出版社, 1100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30-4-8 (平裝) 

NT$600  

1.明熹宗 2.實錄  654.68  

中國地方志 

藝術游擊 : 10 位藝術創作者在馬祖

的潛伏誌 / 楊蕙瑄, 江佩津, 邱雍晉, 

王盈穎, 鍾志文, 倪苑茹, 李育貞, 李

奕芃, 陳昱榮, 楊志雅撰文與圖片提

供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新竹生活

美學館, 1091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9-4 ( 平 裝 ) 

NT$330  

1.藝文活動 2.藝術 3.福建省連江縣  

673.19/137.4  

看見烏坵燈塔 / 高丹華著 .-- 初版 .-- 

金 門 縣 金 城 鎮  : 金 門 縣 文 化 局 , 

10912 .-- 371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428-98-3 (精裝) NT$350  

1.人文地理 2.燈塔 3.福建省金門縣

烏坵鄉  673.19/205.9/111.4  

香港八十年代回憶. II / 許思庭, 剛田

武, 列當度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04-

5 (平裝) NT$470  

1.歷史 2.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2  

中國地理類志 

水经注地图集 / 張步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高文出版社,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6951-5-2 (全套:平裝) 

NT$1000  

1.水經注 2.地圖集  682  

世界史地 

少年愛讀世界史. 卷 1, 遠古史 : 世界

史的序幕 / 管家琪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字

畝文化,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5-53-0 ( 平 裝 ) 

NT$380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看得到的世界史 : 99 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 1 個答案 / 尼爾.麥葛

瑞格(Neil MacGregor)著 ; 劉道捷, 拾

已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Tell ; 34-

35) .-- ISBN 978-986-5548-34-6 (上冊:

平裝) NT$499 .-- ISBN 978-986-5548-

35-3 (下冊:平裝) NT$499  

1.世界史 2.文明史  711  

*在旅行路上遇見更好的自己 / 李小

龍(Justin Li)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68-11-5 (平裝) 

NT$380  

1.遊記 2.世界地理 3.旅遊文學  719  

青春遊記 / 明士心, 許思庭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0912 .-- 1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07-6 (平裝) NT$50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按圖索驥 : 百聞不如一見,看見世界

的不一樣 / 周昌德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448 面; 21 公分 .-- (時報

悅讀 ; 38) .-- ISBN 978-957-13-8535-8 

(平裝) NT$42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雪泥鴻爪 : 陳維滄的攝影筆記書 / 

陳維滄作 .-- 臺北市 : 川流文化教育

基金會, 10912 .-- 21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0088-1-1 (平裝)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3.照片集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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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家旅行圖誌 : 歷史上的僧侶、

自然學家和旅人們的世界遊記 / 伊

莎 貝 . 明 霍 斯 . 馬 汀 (Isabel Minhόs 

Martins)文 ; 貝納多.卡瓦赫(Bernardo 

P. Carvalho)圖 ; 張淑英翻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1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9380-81-2 (精裝) 

NT$700  

1.遊記 2.世界地理 3.青少年文學  

719  

歐遊情懷 / 白雪, Aima, 列當度, 許思

庭, 銀河鐵道之夜合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5-08-3 (平裝) NT$520  

1.旅遊文學 2.世界地理  719  

環遊世界 105 天 / 張之傑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47-161-4 (平裝)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環遊世界七大洲的追夢計畫 / 吳淑

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

事業網, 1100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267-88-5 ( 平 裝 ) 

NT$380  

1.遊記 2.世界地理  719  

海洋志 

太平洋的多重歷史 : 大洋、土地與

人群 / 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艾利森.巴緒佛（Alison Bashford）作 ; 

方鈞瑋, 黃郁倫譯 .-- 新北市 : 原住民

族委員會, 文化部,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35-43-1 (平裝)  

1.區域研究 2.歷史 3.太平洋  721  

亞洲史地 

你一定想看的亞洲史 / 楊益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

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6) .-- ISBN 978-986-392-359-

6 (平裝) NT$350  

1.亞洲史  730.1  

諸夏的復活 : 一部逆轉的東亞史 : 吳

越民族.江淮民族 / 劉仲敬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24-39-5 (平裝) NT$450  

1.歷史 2.民族史 3.東亞  730.1  

日本之沉亡 : 中國之天命 / 陳福成

著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001 .-- 

20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8822-7-9 (平裝) NT$250  

1.日本史 2.中日關係  731.1  

東大教授的日本史圖鑑 / 山本博文

作 ; 陳薪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1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2-

10-5 (平裝) NT$350  

1.日本史  731.1  

復刻版日本文化圖典. 3, 日本歷史圖

錄 / 笹間良彥作 ; 黃琳雅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3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72-09-9 (平裝) NT$650  

1.文化史 2.社會生活 3.日本  731.3  

*日本情懷 / 列當度, 葉櫻, 君靈鈴, 李

維, 汶莎, 破風作 .-- 臺北市 : 曖維多

媒體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476-0-2 (平裝) NT$400  

1.旅遊文學 2.日本  731.9  

北國的五月 : 東京的北大荒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33-9 (平

裝) NT$260  

1.旅遊文學 2.日本  731.9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 / 施正鋒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國際研

究學會, 1091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85-3-7 ( 平 裝 ) 

NT$340  

1.蒙古史  734.92  

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史料(1946-1950) 

=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a and Sion-Indian 

Relations,1946-1950 / 廖文碩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民國史料 ; 

44-45) .-- ISBN 978-986-5578-00-8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

5578-01-5 (第 2 冊:平裝) NT$350  

1.印度獨立運動 2.中印關係 3.歷史  

737.07  

越南 : 堅忍力與勤奮力 / 凃心怡, 施

怡年作 ; 高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0912 .-- 48 面; 26 公分 .-- 

(小國大業系列 ; 8) .-- ISBN 978-986-

99938-0-7 (精裝) NT$250  

1.人文地理 2.社會生活 3.通俗作品 

4.越南  738.385  

老玩童遊柬埔寨 : 吳哥的破曉 / 鄧予

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1 公

分 .-- (鄧予立博文集 ; 13) .-- ISBN 

978-986-5559-56-4 (精裝) NT$300  

1.遊記 2.柬埔寨  738.49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 二 : 奧古

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 =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I :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 李毓中 , 陳宗仁 , Regalado 

Trota José,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石

文誠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

華大學出版社, 10912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6116-89-6 (精裝) 

NT$2000  

1.菲律賓史 2.手稿 3.史料  739.11  

臺灣史地 

*台灣,媽媽的家 / 周盈萱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周盈萱, 10912 .-- 60 面; 

21X21 公分 .-- 注音版; 中法對照 .-- 

ISBN 978-957-43-8434-1 ( 平 裝 ) 

NT$540  

1.通俗作品 2.臺灣  733  

連易宗影像拾珍 : 1960 年代的淡水/

台灣 / 連易宗作 .-- 新北市 : 真理大

學人文學院臺灣文學系, 10912 .-- 128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86-6758-

76-8 (平裝)  

1.臺灣史 2.照片集  733.21  

百年戰役 : 臺灣疫情史中的人與事

1884-1945 / 王佐榮, 蔡蕙頻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蒼璧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99727-4-1 (平裝) NT$380  

1.臺灣史 2.日據時期  733.28  

看見李火增. III : 這些人與那些人.臺

灣 1935-1945 / 王佐榮著 ; 李火增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出版有限

公司, 11001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27-3-4 (平裝) NT$860  

1.臺灣史 2.攝影集  7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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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廿九, 花蓮縣

政府檔案 / 歐素瑛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史館,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 11001 .-- 64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4-78-4 (精裝) 

NT$630  

1.二二八事件 2.歷史檔案  733.2913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廿八, 屏東縣

政府檔案 / 歐素瑛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史館,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 11001 .-- 74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54-77-7 (精裝) 

NT$700  

1.二二八事件 2.歷史檔案  733.2913  

空總 : 白色檔案考. 下冊 = Air force 

command headquarters : an archaeology 

of the white archive. book2 / 林傳凱文

字 .-- 臺北市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

驗 場 ,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 文 化 部 , 

10912 .-- 72 面; 20 公分 .-- (場所檔案

Site archive ; 10)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600-6-5 (平裝)  

1.白色恐怖 2.政治迫害  733.2931  

四分溪流域的地方記憶與地景建構 / 

林智謀, 謝三明, 潘文彬文.圖 .-- 臺北

市 :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 10912 .-- 

80 面; 21 公分 .-- (南港山系叢書)(生

態環境系列叢書 ; 11) .-- ISBN 978-

986-94530-9-7 (平裝)  

1.自然景觀 2.地景生態學 3.生物多

樣性 4.四分溪  733.32  

溯溪 : 新店溪流域漢人拓墾路徑與

渡口文化關係 / 夏聖禮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史學會 , 

1091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7895-5-5 (平裝) NT$300  

1.河川 2.人文地理 3.墾殖 4.新店溪  

733.321  

*捌零.潮臺北 = 1980s : Fashion Taipei 

/ 沈昆賢, 林雅雯, 胡芷嫣, 徐慈臨, 陳

思安, 陳韋聿, 喀飛, 蕭紫菡, 賴彥甫

文字撰寫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9-31-2 (平

裝) NT$380  

1.社會生活 2.生活史 3.臺灣文化  

733.4  

台二線旅圖速寫 : 東北角的公路旅

行,重現山海與小鎮風情 / 郭正宏著.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

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128 面; 21 公

分 .-- (愛生活 ; 57) .-- ISBN 978-986-

99870-0-4 (平裝) NT$360  

1.臺灣遊記  733.6  

城鄉創生 魅力臺灣. 2 / 蘇文玲總編

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154-2 ( 精 裝 ) 

NT$380  

1.臺灣遊記 2.城鄉關係 3.產業  

733.6  

單車騎士夢想國境  = Taiwan on 2 

wheels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觀

光局, 10912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209-1 (平裝) NT$50  

1.腳踏車旅行 2.臺灣遊記 3.旅遊地

圖  733.6  

全台旅行景點提案 : 在台灣就很好

玩!一次網羅 110 個吃喝玩樂好去處 

/ 台灣東販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1-

580-7 (平裝)  

1.臺灣遊記  733.69  

私房桃花源 : 北北基 90 祕境 / 錦毛

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2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63-2 (平裝) 

NT$300  

1.臺灣遊記 2.旅遊文學  733.69  

跨越世紀的信號. 2 : 日記裡的臺灣史

17-20 世紀 / 簡宏逸, 楊朝傑, 鄭螢憶, 

林紋沛, 陳冠妃, 莊勝全, 劉世溫, 陳

柏棕, 曾獻緯著 ; 張隆志主編 .-- 臺北

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2-452-4 (平裝) NT$499  

1.臺灣史 2.史料 3.書信  733.7  

世紀旅程 : 1920-2020 / 徐立真, 黎浩

琮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

文獻館, 10912 .-- 160 面; 22X22 公分 .-

- ISBN 978-986-5464-26-4 ( 平 裝 ) 

NT$3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臺北市  

733.9/101.2  

台北最好玩 : Muying 帶路深度遊台

北 : 4 大主題 X30 條路線 X199 個景

點 / 李慕盈作 ; 賴雅琦繪 .-- 初版 .-- 

臺 北 市  : 四 塊 玉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10-50-3 (平裝) NT$420  

1.旅遊 2.臺北市  733.9/101.6  

莎喲娜啦!再見塭仔圳 / 吳俊奇, 吳其

融, 林宜蓁, 黃昱傑, 黃子芸, 蕭米棋, 

顏亮一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莊社

區大學, 社團法人新北市全民終身教

育發展協會, 10912 .-- 152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96453-2-4 (平裝) 

NT$20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河川 4.新北市  

733.9/103.4  

編織菁桐的時代記憶 = Down memory 

lane of Jingtong / 杜筱雲, 劉欣沛, 林洛

羽, 盧思妤, 許眾棠, 葉佳昀, 李乃亘, 

張韶恩, 朱芊伃撰文 ; 程凱生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

社區發展協會, 10912 .-- 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894-0-4 (平裝) 

NT$200  

1.人文地理 2.礦業 3.煤礦 4.新北市

平溪區  733.9/103.9/117.4  

情龜山坑 歡迎來入坑 / 王蕙蕙, 呂緣

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龜山地政

事務所, 10912 .-- 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8-2 (平裝)  

1.人文地理 2.旅遊 3.桃園市龜山區  

733.9/103.9/143.4  

今天-海口清 : 八斗子森川里海生活

記事 / 方雅芬編著 .-- 基隆市 : 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1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1-64-5 (平裝) 

NT$400  

1.人文地理 2.基隆市  733.9/105.4  

畫說北成 : 北成聚落水文、地景與

歷史圖說 / 羅暳鎂文字 ; 王力卉, 楊

乃光繪畫 .-- 初版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社區發展協會 , 

10912 .-- 6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43-0-6 (平裝)  

1.人文地理 2.歷史 3.宜蘭縣羅東鎮  

733.9/107.9/121.4  

桃園散策 / 蕭景文撰文 .-- 桃園市 : 桃

園市政府秘書處, 11001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3-21-2 (平裝)  

1.人文地理 2.文化觀光 3.桃園市  

733.9/109.4  

老屋簷新美蹟 = Old house new look / 

陳翠萍總編輯 .-- 新竹市 : 臺灣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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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協會, 10912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906-0-8 (平裝)  

1.人文地理 2.休閒旅遊 3.房屋建築 

4.新竹市  733.9/112.4  

新竹好時光 : 藝術巡禮地圖. 2020 = 

Hsinchu City beautiful life / 林陳煙, 高

韋珉, 吳培寧文稿撰述 .-- 新竹市 : 新

竹市文化局, 10912 .-- 11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421-66-3 (平裝) 

NT$200  

1.文化觀光 2.藝文活動 3.新竹市  

733.9/112.6  

台中捷運小旅行 / 克里斯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 256 面 ; 23 公分  .-- (原味台灣  ; 

2AF221) .-- ISBN 978-986-5534-31-8 

(平裝) NT$360  

1.旅遊 2.大眾捷運系統 3.台中市  

733.9/115.6  

南投學研討會論文集. 2020 : 美哉南

投 / 林榮森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0912 .-- 142 面; 

30 公分 .-- (南投縣文化資產叢書 ; 

235) .-- ISBN 978-986-5422-55-4 (平裝) 

NT$300  

1.區域研究 2.藝術 3.文集 4.南投縣  

733.9/119.07  

風頭水尾 : 雲林縣台西人物誌 / 游曉

薇, 陳玟秀, 屠德妤撰文 .-- 雲林縣台

西鄉  : 財團法人台西文教基金會 , 

109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509-1-9 (平裝)  

1.人物志 2.雲林縣台西鄉  

733.9/123.9/137.7  

安平人 : 安平歷史圖像集 / 周芷茹文

字整編 .-- 第一版 .-- [臺南市] : 財團

法人安平文教基金會, 10912 .-- 12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04-0-

1 (精裝)  

1.人文地理 2.歷史 3.圖錄 4.臺南市

安平區  733.9/127.9/111.4  

幸福前鎮咱的厝 / 楊淑芬撰文 .-- 初

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 

10912 .-- 12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465-14-8 (平裝)  

1.人文地理 2.高雄市前鎮區  

733.9/131.9/109.4  

地質解說手冊 : 煙墩山、講美、西

衛、觀音亭 / 宋聖榮撰文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11001 .-

- 1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7-50-4 (平裝) NT$400  

1.地質學 2.公園 3.玄武岩 4.旅遊 5.澎

湖縣  733.9/141.3  

滬我家鄉 : 吉貝的石滬 / 張慶海作 .-

- 澎湖縣白沙鄉 :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

國民小學, 10912 .-- 27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27-48-1 (平裝)  

1.人文地理 2.田野工作 3.澎湖縣白

沙鄉吉貝村  733.9/141.9/105.4  

歐洲史地 

笑史!了不起的古希臘 / 王冬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 256 面; 21 公分 .-- (NW ; 219) .-- ISBN 

978-986-361-984-0 (平裝)  

1.古希臘 2.希臘史 3.通俗作品  

740.212  

女僕的秘密生活 : 黑衣、白圍裙、

帽子、緞帶,窺探世紀交替的英國底

層社會 / 村上理子著 ; 謝麗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29-5 (平裝) 

NT$380  

1.社會生活 2.女性勞動者 3.僱傭 4.

英國史  741.3  

西班牙文化 / 王鶴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2-393-9 (平裝) NT$300  

1.文化史 2.西班牙  746.13  

800 公里的漫漫思辨 : 追尋自我.朝聖

手札 / 林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林

翰, 1100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390-0 (平裝) NT$280  

1.徒步旅行 2.西班牙  746.19  

俄羅斯 : 一千年的狂野紀事 / 馬丁.西

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著 ; 周全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704 面; 23 公分 .-- (左岸歷史 ; 318) .-

- ISBN 978-986-99444-9-6 ( 平 裝 ) 

NT$900  

1.俄國史  748.1  

美洲史地 

如何隱藏一個帝國 : 「美帝」是如

何形成,此帝國存在的真正意義又是

什麼?一部關於 U.S.A 北美本土之外

的海外領地史  / 丹尼爾 .因默瓦爾

(Daniel Immerwahr)作 ; 林玉菁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3 .-- 560 面; 21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O) .-- ISBN 978-

986-235-897-9 (平裝) NT$600  

1.美國史  752.1  

柯提茲的海 / 史坦貝克, 立克茨著 ; 

黎湛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 416 面; 21 公分 .-- (作家與作品) .-- 

ISBN 978-986-262-453-1 ( 平 裝 ) 

NT$480  

1.遊記 2.墨西哥  754.99  

非洲史地 

暗星薩伐旅 : 非洲大陸的晃遊報告 /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作 ; 麥慧芬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 656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旅行文

學 ; 109) .-- ISBN 978-986-5509-58-3 

(平裝) NT$680  

1.遊記 2.非洲  760.9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呼吸南極 : 在世界盡頭找一條路 / 鄭

有利, 黃麗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272 面 ; 24 公分  .-- (優遊 .Life & 

Leisure) .-- ISBN 978-957-08-5670-5 (平

裝)  

1.旅遊 2.南極  779.9  

傳記 

卡內基五分鐘名人秘史 / 戴爾.卡內

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51-4 (平裝) 

NT$270  

1.世界傳記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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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諾貝爾獎得主一起穿越時空的十

二堂課 / 巴里.馬歇爾(Barry Marshall)

作 ; 吳欣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2 .-- 248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知

識館 ; 15) .-- ISBN 978-957-8544-49-9 

(平裝) NT$380  

1.世界傳記 2.諾貝爾獎 3.科學家 4.

通俗作品  781.053  

南渡北歸 : 北歸. 第二部 / 岳南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800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295) .-- ISBN 978-

957-13-8541-9 (平裝) NT$800  

1.知識分子 2.傳記 3.民國史  

782.238  

南渡北歸 : 南渡. 第一部 / 岳南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800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294) .-- ISBN 978-

957-13-8540-2 (平裝) NT$800  

1.知識分子 2.傳記 3.民國史  

782.238  

南渡北歸 : 離別. 第三部 / 岳南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800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296) .-- ISBN 978-

957-13-8542-6 (平裝) NT$800  

1.知識分子 2.傳記 3.民國史  

782.238  

蘇東坡和他的大宋朝 / 徐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了凡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544 面; 23 公分 .-- (知識庫 ; 

2) .-- ISBN 978-986-99910-1-8 (平裝) 

NT$600  

1.(宋)蘇軾 2.傳記  782.8516  

曾國藩家書 / 曾國藩著 ; 胡亞軍注

釋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6-788-4 (平裝)  

1.(清)曾國藩 2.傳記  782.877  

似水無形 : 李小龍的人生哲學 / 李香

凝(Shannon Lee)作 ;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Style ; 

47) .-- ISBN 978-986-5548-41-4 (平裝) 

NT$360  

1.李小龍 2.傳記 3.人生哲學  

782.886  

吳忠信日記(1941)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1 / 吳忠信原著 ; 王文

隆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196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50) .-- ISBN 

978-986-99750-5-6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42)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2 / 吳忠信原著 ; 王文

隆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51) .-- ISBN 

978-986-99750-6-3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43)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3 / 吳忠信原著 ; 王文

隆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178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52) .-- ISBN 

978-986-99750-7-0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44)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4 / 吳忠信原著 ; 王文

隆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217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53) .-- ISBN 

978-986-99750-8-7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吳忠信日記(1945) = The diaries of Wu 

Chung-hsin, 1945 / 吳忠信原著 ; 王文

隆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0912 .-- 194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54) .-- ISBN 

978-986-99750-9-4 (平裝) NT$350  

1.吳忠信 2.傳記  782.887  

書劍萬里緣 : 吳文津雷頌平合傳 / 王

婉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689-7 (平

裝)  

1.吳文津 2.雷頌平 3.傳記 4.圖書館

學家  782.887  

錢塘人家 / 龔玉和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漢雅資訊有限公司, 11001 .-- 

50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9643-1-9 (平裝) NT$350  

1.龔玉和 2.自傳 3.中國  782.887  

胡適全集 : 章實齋先生年譜 / 潘光哲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 10912 .-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32-78-2 (精裝)  

1.(清)章學誠 2.年譜  782.975  

西川滿日記 / 西川滿作, 張良澤譯, 高

橋明朗校註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

臺灣文學館, 11001 .-- 冊 .-- ISBN 978-

986-532-276-2 (全套:精裝) NT$1000  

1.西川滿 2.作家 3.傳記  783.18  

羊之歌 : 加藤周一自傳 / 加藤周一著 ; 

翁家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

869-3 (平裝) NT$450  

1.加藤周一 2.傳記 3.日本史  783.18  

核災下的首相告白 / 菅直人作 ; 林詠

純, 許郁文, 蔡昭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焦點 ; 

15) .-- ISBN 978-957-9054-80-5 (平裝) 

NT$340  

1.菅直人 2.元首 3.回憶錄 4.核子事

故 5.日本  783.18  

哈囉!山上的朋友 : 台 20 號南橫公路

旅行 / 葉思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08 面; 19 公分 .-- (時報悅

讀 ; 37) .-- ISBN 978-957-13-8506-8 (平

裝) NT$280  

1.臺灣傳記 2.訪談  783.31  

化工人的故事 : 化工界重要人士訪

談記錄 / 王文霞, 高淑媛, 翁鴻山編

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臺 灣 化 工 史 料 館 , 

10912 .-- 264 面; 26 公分 .-- (臺灣化工

史料叢書人物系列 ; 1) .-- ISBN 978-

986-99747-2-1 (平裝) NT$760  

1.臺灣傳記 2.化學工程 3.訪談  

783.32  

飛將鐵翼汗血流 : 飛行員的故事系

列. Ⅴ / 王立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927-2 (平裝) NT$350  

1.飛行員 2.傳記  783.32  

韓戰留下的台胞印記 / 閻崑作 .-- 臺

北市 : 戚嘉林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

行股份有限公司經銷, 11001 .-- 140 面; 

23 公分 .-- (祖國叢書) .-- ISBN 978-

957-43-8462-4 (平裝) N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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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傳記 2.口述歷史 3.韓戰  

783.32  

一個隱性客家台美人的覺醒 : 陳憲

治回憶錄 / 陳憲治口述 ; 王倩慧, 江

昀整理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0912 .-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6531-5-2 (平裝) NT$320  

1.陳憲治 2.回憶錄  783.3886  

八三留痕 / 韓良俊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10912 .-

- 380 面; 26 公分 .-- (醫學人文叢書 ; 

25) .-- ISBN 978-986-5452-38-4 (平裝) 

NT$600  

1.韓良俊 2.醫師 3.傳記 4.臺灣  

783.3886  

八百壯士與我 / 楊惠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雨彤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416 面; 23 公分 .-- (時代回

路 ; 1) .-- 復刻版全集 .-- ISBN 978-

986-90119-2-1 (平裝) NT$400  

1.楊惠敏 2.臺灣傳記  783.3886  

日蝕之後 : 關於我,與我深愛的棒球,

曹錦輝的真實告白 / 曹錦輝, 文生大

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壘文化,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入魂 ; 6) .-- ISBN 

978-986-99410-8-2 (平裝) NT$450  

1.曹錦輝 2.職業棒球 3.運動員 4.臺

灣傳記  783.3886  

永和裁縫楊師傅的一生 / 尚忠義, 程

欣, 楊靜, 趙慧敏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新住民子女成長協會 ,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862-0-5 (平裝)  

1.楊宸寧 2.服裝設計師 3.旗袍 4.臺

灣傳記  783.3886  

用鏡頭記錄歷史 : 楊人凱的攝影與

新聞事業 / 楊人凱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陳彬, 10912 .-- 冊 .-- ISBN 978-

957-43-8469-3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957-43-8470-9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57-43-8471-6 (全套:平裝)  

1.楊人凱 2.記者 3.傳記 4.臺灣  

783.3886  

台灣血液學的鼻祖抗癌化學治療之

父 : 劉禎輝 / 梁妃儀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中華民

國血液病學會, 11001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3378-8-5 (平裝) .-

- ISBN 978-986-93378-9-2 (精裝)  

1.劉禎輝 2.醫師 3.臺灣傳記 4.血液

學 5.化學治療  783.3886  

向右轉動你的人生 : 黃朝文的螺槳

故事 / 黃朝文, 蕭涵綺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出版中

心出版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發行, 10912 .-- 2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811-0-1 (平裝) 

NT$300  

1.黃朝文 2.臺灣傳記 3.船舶工程  

783.3886  

竹風亮節 : 林聖崇傳 / 林聖崇口述 ; 

蔡宜珊撰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

書有限公司, 11001 .-- 292 面; 21 公

分 .-- (山林書院叢書 ; 35) .-- ISBN 

978-957-608-563-5 (平裝) NT$400  

1.林聖崇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戎馬半生 : 侯緯星的跆拳歷程 / 金湘

斌, 施仕倫撰 .-- 初版 .-- 高雄市 : 高

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001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6-234-8 (平

裝) NT$450  

1.侯緯星 2.運動員 3.跆拳道 4.臺灣

傳記  783.3886  

同臺共舞 : 大雅老仙ㄟ的臺灣生活

手札 / 林瑤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康出版社, 11001 .-- 288 面; 21 公

分 .-- (生活誌 ; 35) .-- ISBN 978-986-

6353-40-6 (平裝) NT$350  

1.臺灣傳記  783.3886  

我的體育生活 / 張星賢著 ; 鳳氣至純

平, 杉森藍, 王淑容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253-3 (全套:

平裝) NT$1185  

1.張星賢 2.運動員 3.田徑運動 4.臺

灣傳記  783.3886  

我的鑽石人生 : 林沖回憶錄 / 林沖口

述 ; 吳思薇, 王善卿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台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59-38-7 ( 平 裝 ) 

NT$380  

1.林沖 2.回憶錄  783.3886  

來自遼河口 : 趙文心回憶錄 / 趙文心

口述 ; 游尚傑主筆 .-- 花蓮縣壽豐鄉 : 

趙文心,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86-0 ( 平 裝 ) 

NT$260  

1.趙文心 2.回憶錄 3.口述歷史  

783.3886  

林臥雲的詩書風情 / 林燊祿, 林榮燁, 

李建華著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市

政府文化局, 11001 .-- 190 面; 23 公

分 .-- (嘉義學叢書系列) .-- ISBN 978-

986-5424-66-4 (平裝) NT$300  

1.林臥雲 2.臺灣傳記 3.新詩 4.詩評  

783.3886  

迎風的歲月 : 蕭美玲在衛生署 14600

個日子 / 蕭美玲口述 ; 陳蓉整理 .-- 一

版 .-- 臺北市 : 健康世界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健康世界

叢書 ; 242) .-- ISBN 978-986-98286-0-4 

(平裝) NT$300  

1.蕭美玲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林海音時代 : 聯副十年 / 施英美著 .-

- 再版 .-- 臺北市 :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爾雅

叢書 ; 679) .-- ISBN 978-957-639-650-2 

(平裝) NT$320  

1.林海音 2.作家 3.臺灣傳記 4.文學

評論  783.3886  

浮生零縑. 續集 / 姚輝編著 .-- 新北市 : 

姚輝, 1091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51-8 (平裝)  

1.回憶錄  783.3886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 / 林

承俊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

上善人文基金會中央書局, 11001 .-- 

288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

06033-0-9 (平裝) NT$300  

1.林獻堂 2.臺灣傳記  783.3886  

唯有堅持 : 曾貴海文學與社運及醫

者之路 / 蔡幸娥著 .-- 初版 .-- 苗栗縣

銅鑼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 11001 .-- 310 面; 23.5x17 公分 .-

- ISBN 978-986-5434-19-9 (精裝附數

位影音光碟) NT$350  

1.曾貴海 2.客家 3.臺灣傳記  

783.3886  

郭淑姿日記. 一. 1944-1950 / 郭淑姿

著 ; 許雪姬, 王麗蕉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10912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8-9 (精裝) 

NT$500  

1.郭淑姿 2.臺灣傳記 3.白色恐怖 4.

政治迫害 5.臺灣史  783.3886  

郭淑姿日記. 二. 1951-1953 / 郭淑姿

著 ; 許雪姬, 王麗蕉主編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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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10912 .-- 4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9-6 (精裝) 

NT$500  

1.郭淑姿 2.臺灣傳記 3.白色恐怖 4.

政治迫害 5.臺灣史  783.3886  

雪潤群芳 : 周雪雯傳藝錄 / 周雪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60) .-- ISBN 978-

957-13-8504-4 (平裝) NT$320  

1.周雪雯 2.教師 3.崑曲 4.臺灣傳記  

783.3886  

黃旺成先生日記. 21, 一九三五年 = 

The diary of Ng Ong-seng vol. 21, 1935 

/ 黃旺成著, 許雪姬編註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10912 .-- 4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2-71-3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5432-72-0 (精裝) NT$400  

1.黃旺成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4.史

料  783.3886  

跟著病人跑的肺結核防治專家 : 李

仁智醫師的行醫記 / 李仁智主述 ; 凃

心怡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

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Caring ; 98) .-- ISBN 

978-986-357-198-8 (精裝) NT$320  

1.李仁智 2.醫師 3.臺灣傳記 4.肺結

核  783.3886  

與迪士尼同行 : 簡廷在的三意與十

力 / 簡廷在, 吳仁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16-0 (平

裝) NT$300  

1.簡廷在 2.企業家 3.自傳 4.臺灣  

783.3886  

遺 族 三 部 曲  = Wind from the 

motherland / 陶基強口述 ; 陶宗瑋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陶 宗 瑋 ,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56-3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299  

1.陶基強 2.臺灣傳記  783.3886  

學優則仕 : 蔣廷黻傳 / 江勇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5680-4 (精裝)  

1.蔣廷黻 2.外交人員 3.臺灣傳記  

783.3886  

兄弟相愛撼山河 : 威伯福斯與克拉

朋聯盟 / 張文亮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763-7 (平裝)  

1.威伯福斯(Wilberforce, William, 

1759-1833) 2.傳記 3.奴隸制度  

784.18  

此生如鴿 :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

40 個人生片羽 /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 李靜怡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1 .-- 4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61-9 (平裝) NT$420  

1.勒卡雷(Le Carré, John) 2.作家 3.傳

記  784.18  

南丁格爾與近代護理 / 張文亮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198-765-1 (平裝)  

1.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 2.傳記 3.護理史  784.18  

史 懷 哲 自 傳  / 阿 爾 伯 特 . 史 懷 哲

(Albert Schweitzer)著 ; 鐘寶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77-978-9 ( 平 裝 ) 

NT$360  

1.史懷哲(Schweitzer, Albert, 1875-

1965) 2.自傳  784.38  

*超速贏利 : 金融怪傑賴瑞.海特的順

勢交易原則 / 賴瑞.海特(Larry Hite)

著 ; 李靜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1-54-8 (平裝) NT$450  

1.海特(Hite, Larry) 2.自傳 3.金融業 4.

投資技術 5.美國  785.28  

詹姓護照 / 詹儒德總編輯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詹姓宗親總會 ,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007-1-7 (平裝)  

1.詹氏 2.族譜  789.2  

濟陽玉華公通霄開基蔡氏族譜 / 蔡

振為, 蔡金宏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蔡振為, 11002 .-- 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81-5 (平裝)  

1.蔡氏 2.族譜  789.2  

文物考古 

鑑古  : 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  = 

Appraisal of the Past : the Imperial 

Bronze Collection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 張莅, 胡櫨文, 鐘雅薰, 吳曉筠

文字撰述 ; 張莅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001 .-- 296 面; 

27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

562-842-0 (平裝)  

1.青銅器 2.博物館展覽 3.清代  793  

明代玉器論文集 = Treatises on Ming 

dynasty jades / 張菁琪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玉翫雅集玉協會, 

10912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8847-3-1 (平裝) NT$1300  

1.玉器 2.明代  794.4  

睡虎地秦簡文字辭例新編 / 徐富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0912 .-- 166 面; 35 公

分  .-- ( 出 土 文 獻 譯 注 研 析 叢 刊  ; 

0902B01) .-- ISBN 978-986-478-433-2 

(精裝) NT$10000  

1.簡牘文字 2.研究考訂  796.8  

古物圖譜. 二 : 臺北瑰寶的現代尋蹤 

/ 林春美, 周若詩, 張啟之, 鄭敏玲, 林

詞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

文獻館, 10912 .-- 252 面; 26X19 公分 .-

- ISBN 978-986-5464-27-1 ( 平 裝 ) 

NT$280  

1.古物 2.文物調查 3.臺北市  798.33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請說方言實驗室Ⅱ)文化體驗教育

計畫. 2020 / 林煌廸, 簡子傑, 陳韋鑑, 

簡聖芬, 薛丞倫撰文 .-- 臺南市 : 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19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82-5 (平裝)  

1.方言教學 2.臺灣  801.8933  

破解埃及文 / 希拉蕊.威爾森作 ; 邱佳

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2-11-2 (平裝) 

NT$420  

1.象形文字 2.古埃及  8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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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華語文語料庫 : 華語文教與學

的必備工具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61-63-8 (平裝) NT$80  

1.漢語教學 2.語料庫  802.03  

漫畫成語百科. 科學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

5539-58-0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59-7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60-3 (第

3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

5539-61-0 (第 4 冊:平裝) NT$240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漫畫成語百科. 動物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

5539-62-7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63-4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64-1 (第

3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

5539-65-8 (第 4 冊:平裝) NT$240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漫畫成語百科. 智慧篇 / 小牛頓科學

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

公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

5539-52-8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53-5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54-2 (第

3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

5539-55-9 (第 4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56-6 (第 5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5539-57-3 (第

6 冊:平裝) NT$240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31 屆 / 李淑萍, 何昆益, 彭衍綸總

編輯 .-- 臺中市 : 中國文字學會, 慈濟

大學國際暨跨領域學院, 國立東華大

學中國語文學系, 10912 .-- 64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932-0-3 (平裝) 

NT$1000  

1.漢語 2.中國文字 3.文集  802.207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 =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fiers / 

陳榮安著 .-- 增訂七版 .-- 嘉義市 : 陳

榮安, 10912 .-- 6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405-1 (平裝) NT$2500  

1.漢語詞典 2.量詞  802.39  

不賣祖宗言 : 客家話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 陳秀琪, 江敏華

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10912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653-2-3 (平裝) NT$400  

1.客語 2.文集  802.523807  

客俳風 / 彭碧珠主編 .-- 初版 .-- [新竹

縣芎林鄉] : 新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

會, 10912 .-- 2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385-5-2 (平裝) NT$600  

1.客語 2.讀本  802.52388  

章法論叢. 第十三輯 / 中華民國章法

學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2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辭章修辭

叢刊 ; 812A09) .-- ISBN 978-986-478-

430-1 (平裝) NT$500  

1.漢語 2.作文 3.文集  802.707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 標點符號這一

家 / 謝鴻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小魯語文堡) .-- 

ISBN 978-986-5566-11-1 ( 平 裝 ) 

NT$300  

1.漢語 2.標點符號 3.通俗作品  

802.78  

國文 :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 張良, 方

華編著 .-- 第二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79-

1 (平裝)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國文 :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司法版) / 

張良, 方華編著 .-- 第十七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180-7 (平裝)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應用文 / 張仁青編著 ; 成惕軒校訂 ; 

彭正雄增訂 .-- 第四次增訂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2 .-- 1073 面; 

21 公分 .-- 甲種本 .-- ISBN 978-986-

314-538-7 (平裝) NT$700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華語停看聽. 生活篇 / 周欣穎, 翁子甯, 

王柔文, 吳昀庭, 彭紀瑄, 郭懿瑄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王 柔 文 , 

10912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07-5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 徐弘縉編著 .-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93-7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華文教師手冊 / 羅秋昭主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11001 .-- 冊 .-- 泰國版 .-- ISBN 978-

986-5457-85-3 (第 1 冊:平裝) NT$90 .-

- ISBN 978-986-5457-86-0 (第 2 冊:平

裝) NT$90 .-- ISBN 978-986-5457-87-7 

(第 3 冊:平裝) NT$90 .-- ISBN 978-986-

5457-88-4 (第 6 冊:平裝) NT$90 .-- 

ISBN 978-986-5457-89-1 (第 7 冊:平裝) 

NT$90 .-- ISBN 978-986-5457-90-7 (第

8 冊:平裝) NT$90 .-- ISBN 978-986-

5457-91-4 (第 9 冊:平裝) NT$90 .-- 

ISBN 978-986-5457-92-1 (第 10 冊:平

裝) NT$90 .-- ISBN 978-986-5457-93-8 

(第 11 冊:平裝) NT$9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華文教師手冊 / 羅秋昭主編 .-- 三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11001 .-- 冊 .-- 泰國版 .-- ISBN 978-

986-5457-94-5 (第 4 冊:平裝) NT$90 .-

- ISBN 978-986-5457-95-2 (第 5 冊:平

裝) NT$90 .-- ISBN 978-986-5457-96-9 

(第 12 冊:平裝) NT$90  

1.漢語 2.讀本  802.86  

華文課本 / 羅秋昭主編 .-- 四版 .-- 臺

北市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11001 .-

- 冊 .-- 泰國版;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457-73-0 (第 1 冊:平裝) NT$70 .-

- ISBN 978-986-5457-74-7 (第 2 冊:平

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75-4 

(第 3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

5457-76-1 (第 4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77-8 (第 5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78-5 (第

6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

5457-79-2 (第 7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80-8 (第 8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81-5 (第

9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

5457-82-2 (第 10 冊:平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83-9 (第 11 冊:平

裝) NT$70 .-- ISBN 978-986-5457-84-6 

(第 12 冊:平裝) NT$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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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語 2.讀本  802.86  

TRY!日本語 START! / ABK 公益財団

法人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58-9 (平裝)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日語 50 音完全自學手冊 / 王心怡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語

言學習 ; 16) .-- ISBN 978-986-5529-96-

3 (平裝)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日文結構訓練方法 : 句型與聽力 / 明

智周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明智工

作室, 11001 .-- 冊 .-- (日文結構系列

叢書 ; 12) .-- ISBN 978-986-88479-3-4 

(上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

88479-4-1 (下冊:平裝) NT$320  

1.日語 2.句法  803.169  

文章讀本 / 谷崎潤一郎作 ; 賴明珠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32 面; 21

公分 .-- (聯合譯叢 ; 90) .-- ISBN 978-

986-323-366-4 (平裝) NT$320  

1.日語 2.作文 3.修辭學  803.17  

VOX014 辨識法自學日文超級快 / 陳

源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人民之聲

出版社, 11001 .-- 7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4665-8-6 ( 平 裝 ) 

NT$500  

1.日語 2.讀本  803.18  

日本四季風物詩  / 林潔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元氣日語

系列 ; 42) .-- ISBN 978-986-5560-07-2 

(平裝) NT$380  

1.日語 2.文化 3.讀本  803.18  

日本偉大文豪的不偉大故事集 / 戶

田一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96 面; 

23 公分 .-- (EZ Japan 樂學 ; 23) .-- ISBN 

978-986-248-937-6 (平裝) NT$380  

1.日語 2.讀本  803.18  

串燒延伸學日本話 : 「50 音+單字+

常用會話」再忙也學得會! / 上原小

百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即學即用 ; 16) .-- ISBN 978-

986-246-601-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99  

1.日語 2.讀本  803.18  

圖文式基礎日語速成,看完就會說 / 

朱讌欣, 田中紀子合著 .-- 新北市 : 布

可屋文化,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 (日語通 ; 3) .-- ISBN 978-986-5544-

15-7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日語 2.讀本  803.18  

我的第一本日語會話課本 / 張蓉蓓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002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147-8 (平裝) NT$499  

1.日語 2.會話  803.188  

初級日本語會話 / 葉正德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0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430-682-4 (第 4 冊:平

裝) NT$475  

1.日語 2.會話  803.188  

11 堂掌握日語生活會「畫」 : 聽說

讀寫應用習題+對話,不囉嗦,入門就

上手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6 公分 .-- (即學即用 ; 15) .-- 

ISBN 978-986-246-600-1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TRY!日本語 N1 達陣 : 從日檢文法展

開全方位學習 / ABK 公益財団法人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53-4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TRY!日本語 N2 達陣 : 從日檢文法展

開全方位學習 / ABK 公益財団法人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54-1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TRY!日本語 N3 達陣 : 從日檢文法展

開全方位學習 / ABK 公益財団法人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55-8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TRY!日本語 N4 達陣 : 從日檢文法展

開全方位學習 / ABK 公益財団法人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2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56-5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TRY!日本語 N5 達陣 : 從日檢文法展

開全方位學習 / ABK 公益財団法人

アジア学生文化協会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57-2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關鍵字日檢高得分秘笈類

語單字 N3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

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日檢記憶館 ; 3) .-- ISBN 978-986-246-

599-8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1 : 文法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0-

2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1 : 漢字.語彙 / 佐

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59-6 (平裝)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1 : 讀解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1-

9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1 : 聽解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2-

6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2 : 文法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4-

0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2 : 漢字.語彙 / 佐

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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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63-3 (平裝)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2 : 讀解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5-

7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2 : 聽解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6-

4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3 : 文法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8-

8 (平裝)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3 : 漢字.語彙 / 佐

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67-1 (平裝)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3 : 讀解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69-

5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3 : 聽解 / 佐々木

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570-

1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4 : 文法.讀解.聽解 

/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72-5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4 : 漢字.語彙 / 佐

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眾 文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5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532-571-8 (平裝)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日検完勝対策 N5 : 文法.漢字.語彙.

讀解.聽解 / 佐々木仁子, 松本紀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5 .-- 1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532-573-2 (平裝)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韓語 40 音完全自學手冊 / 郭修蓉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0912 .-- 144 面; 23 公分 .-- (語

言學習 ; 15) .-- ISBN 978-986-5529-97-

0 (平裝) NT$250  

1.韓語 2.發音  803.24  

喙講台灣話,手寫台語文 / 江澄樹撰

文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大屯

社區大學, 10912 .-- 22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5744-6-4 ( 平 裝 ) 

NT$500  

1.臺語 2.讀本  803.38  

學泰語好簡單 / 沈伯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四方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24 面; 30 公分 .-- 中泰

對照 .-- ISBN 978-986-99936-0-9 (平裝) 

NT$480  

1.泰語 2.讀本  803.758  

越語基礎語法 A1-A2 = NGỮ PHÁP 

TIẾNG VIỆT CƠ SỞ / 阮氏美香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鴻儒堂出版社, 

1091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6230-46-2 (平裝) NT$350  

1.越南語 2.語法  803.796  

大學越南語名師教你越南語必學基

本功 : 發音+圖解單字+常用會話 = 

CÔNG PHU CO' BÁN TẤT YẾU 

TRONG TIẾNG VIỆT / 陳紅鸞, 詹春

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0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441-427-7 (平裝)  

1.越南語 2.讀本  803.798  

越南移工.看護會話便利通 / 哈福編

輯部編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越

南 語 系 列  ; 10) .-- ISBN 978-986-

99161-8-9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越南語 2.會話  803.7988  

越南移工會話便利通 : 主.雇溝通超

輕鬆 / 莫莫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

文化,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越

南語系列 ; 1) .-- ISBN 978-986-5544-

14-0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越南語 2.會話  803.7988  

*每天 10 分鐘,聽聽西語人怎麼說 / 游

皓雲, 洛飛南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 ; 99) .-- ISBN 

978-986-5560-06-5 (平裝) NT$380  

1.西班牙語 2.旅遊 3.會話  804.78  

中式英文面面觀 : 英漢辭典主編用

近 1000 則例句,教你全面破解中式英

文的謬誤 / 簡清國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3-8518-1 (平裝) NT$450  

1.英語 2.語言學習 3.學習方法  

805.1  

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 / 曾知立

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語言

學習系列 ; 10) .-- ISBN 978-957-658-

482-4 (平裝) NT$380  

1.英語 2.學習方法  805.1  

大學全英語授課 : 900 句課堂情境句

型與應用 / 廖柏森, 朱雯琪, 李明哲, 

金瑄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574-9 (平裝) 

NT$600  

1.英語教學 2.高等教育  805.103  

MIND MAP 邏輯迷宮英語單字心智

圖學習書 / 許雅雯, 親子學研教學部

著 ; 楊雨杰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親

子學研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0X22 公分 .-- ISBN 978-986-98109-8-

2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心智圖串聯單字記憶法 / 蘇秦, 羅曉

翠, 晉安佑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264 面; 23

公分 .-- (語言學習 ; 16) .-- ISBN 978-

986-5529-98-7 (平裝) NT$350  

1.英語 2.語彙  805.12  

全方面破解英文 7000 單字 : 萬用例

句 X 補充句型 X 文法解析的必勝三

「步」曲 / 張慈庭英語教學團隊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7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07-52-7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字首、字尾活記!增進 10 倍!英文字

彙記憶能力 / 蔣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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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面; 16 公分 .-- 隨身版 .-- ISBN 

978-957-710-805-0 (平裝) NT$380  

1.英語 2.詞彙  805.12  

考前核心單字一本搞定 / 張慈庭, 蔡

文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512 面; 

23 公分 .-- (原來如此 ; E242) .-- ISBN 

978-986-5507-53-4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高效衝刺!英文 7000 單字大突破 : 速

記例句 X 文法 X 搭配詞,不只看懂更

會運用! / 許豪英語教學團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1 .-

- 640 面 ; 23 公分  .-- (易人外語  ; 

E0043) .-- ISBN 978-986-99412-3-5 (平

裝) NT$420  

1.英語 2.詞彙  805.12  

學霸必修課 : 7000 單字這樣背 / 孟瑞

秋, 黃翊帆著作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002 .-- 80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99524-8-4 (平裝) NT$480  

1.英語 2.詞彙  805.12  

關鍵英單 7000 字. Book2, 2201-4400 = 

Learn to use words smartly /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08 面; 26 公分 .-- 寂天雲隨

身聽 APP 版 .-- ISBN 978-986-318-968-

8 (16K 平裝)  

1.英語 2.詞彙  805.12  

Step by Step 圖解狄克生片語 : 一本學

會 470 個關鍵日常英文片語 / Matt 

Coler 作 ; 李盈瑩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18-969-5 (平裝)  

1.英語 2.慣用語  805.123  

考遍天下無敵手英文文法大全 / 王

筱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

教育集團不求人文化, 11002 .-- 512 面; 

23 公分 .-- 虛擬點讀筆版 .-- ISBN 

978-986-99074-7-7 (平裝) NT$499  

1.英語 2.語法  805.16  

我的第一本 5 分鐘英文文法攻略 / 吳

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7-54-1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語文法與修辭  / 陳錦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392-2 ( 平 裝 ) 

NT$300  

1.英語 2.語法  805.16  

高效衝刺!英文文法結構大突破 : 從

零開始學文法,詞類 X 簡單句 X 動詞

時態輕鬆掌握! / 鍾君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 23 公 分  .-- ( 易 人 外 語  ; 

E0044) .-- ISBN 978-986-99412-4-2 (平

裝) NT$380  

1.英語 2.語法  805.16  

每天 6 個小短句 孩子的英文小日記 

/ 鄭會成著 ; 洪智慧繪 ; 陳品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親子學研文化有限

公司, 11002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09-9-9 (平裝)  

1.英語 2.句法  805.169  

英語句型這樣學才會快 / 范欣椈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352 面; 15 公分 .-- (全

民 學 英 文  ; 59) .-- ISBN 978-986-

99431-4-7 (平裝附光碟片) NT$290  

1.英語 2.句法  805.169  

超強英文寫作課 : 英文日常文書基

本範例 / 陶慧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

屋文化,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4) .-- ISBN 978-986-5544-17-

1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英語 2.寫作法  805.17  

奇蹟英語書信寫作 / 娜娜老師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382-4-2 (平裝) NT$299  

1.英語 2.寫作法 3.商業書信  

805.171  

CNN 主播教你一字一句聽懂新聞英

語 / 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團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425-3 (平裝) NT$420  

1.新聞英文 2.讀本  805.18  

In Focus 英語閱讀 : 活用五大關鍵技

巧. 1 / 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Laura Phelps 著 ;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144 面; 26 公分 .-- 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 .-- ISBN 978-986-

318-966-4 (第 1 冊:16K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外師最推薦的歐美經典英語故事集 

= Improve your reading ability with 

classic western stories / 陳豫弘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426-0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字彙與閱讀 / 邱怡慧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48 面; 26 公分 .-- 專科用

書 .-- ISBN 978-957-572-627-0 (第 2 冊:

平裝) NT$510  

1.英語 2.詞彙 3.讀本  805.18  

紅字 /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 ; 

Michael Robert Bradie 改寫 ; 王啥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8-959-6 (平裝

附光碟片)  

1.英語 2.讀本  805.18  

高效衝刺!英文閱讀效率大突破 : 從

零開始練閱讀,步驟解密 X 閱讀訓練

X 文章實例直覺反應! / 許唐(Justin), 

林軒(Joe)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含

章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3 公

分 .-- (易人外語 ; E0045) .-- ISBN 978-

986-99412-5-9 (平裝) NT$360  

1.英語 2.讀本  805.18  

最強商務英語 550 / 岡田兵吾著 ; 陳

亦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0-118-3 (平裝) 

NT$350  

1.商業英文 2.讀本  805.18  

躺著也能教出雙語寶貝 : 睡前 10 分

鐘,超有趣的親子互動英文. 人體篇 / 

Leah Zimmermann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14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407-

156-2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1.英語 2.讀本 3.親子  805.18  

隱形人 / Herbert George Wells 原著 ; 

Julina Alekcangra 改寫 .-- 二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8-960-2 (25K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旅遊英文這樣就 GO / 三民英語編輯

小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4-7062-7 (平裝)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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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用得上的商務職場必備詞彙+實

用句 / 陳豫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

423-9 (平裝)  

1.商業英文 2.會話  805.188  

角落小夥伴全民英檢初級 1200 英語

單字拼字簿 /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

企畫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612-5 (平裝) 

NT$90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角落小夥伴國小必背 300 英語單字

拼字簿 /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企畫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610-1 (平裝) NT$90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角落小夥伴國中必背 1200 英語單字

拼字簿 /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輯企畫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611-8 (平裝) NT$90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閱讀測驗(試

題 本 ) =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 / Andrea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112 面; 26 公分 .-- (堂奧書

碼 ; TAC002) .-- ISBN 978-986-99487-

1-5 (平裝) NT$28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初級閱讀測驗 =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elementary 

level / Andrea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16

面; 26 公分 .-- (堂奧書碼 ; TAC003) .-

- ISBN 978-986-99487-0-8 ( 平 裝 ) 

NT$32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初級口說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speaking 

test(elementary) / 張麗玉, 顧叔剛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92 面; 26 公分 .-- (堂

奧書碼 ; TA0101) .-- ISBN 978-986-

99487-3-9 (平裝附光碟片) NT$30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初級寫作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writing 

test(elementary) / 張麗玉, 顧叔剛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96 面; 26 公分 .-- (堂

奧書碼 ; TA0102) .-- ISBN 978-986-

99487-2-2 (平裝) NT$270  

1.英語 2.作文  805.1892  

圖解文法片語分類單字不規則動詞

600 字 / 林漢忠, 陳宇勝, 蘇軾閔, 鍾

美怡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0912 .-- 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14-265-8 (平裝) 

NT$150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闖關!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必考試題 : 

六回精選試題+完整解析(寂天雲隨

身聽 APP 版) / 王名楷, 江宇玲, Sheng-

chieh Chang 著 ; 王名楷, 江宇玲, 蘇裕

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61-9 

(16K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制多益練武功)YBM 魔鬼教頭閱

讀實戰 1000 題+詳解 / YBM 多益研

究所編著 ; 戴瑜婷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易可數

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576 面; 26 公分 .-- (樂學 ; 13) .-- ISBN 

978-986-99621-4-8 (平裝) NT$630  

1.多益測驗  805.1895  

字根.字首.字尾 NEW TOEIC 必考單

字 / 張小怡, Johnson Mo 合著 .-- 新北

市 : 布可屋文化,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多益系列 ; 1) .-- ISBN 978-

986-5544-16-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新制多益聽力題庫 : 短獨白,附詳盡

解析. 2 / Amanda Chou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3 公分 .-- (考用英語

系列 ; 29) .-- ISBN 978-986-98079-9-9 

(平裝附光碟片) NT$420  

1.多益測驗  805.1895  

我的俄文自由行  / 葉相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

語 ; 100) .-- ISBN 978-986-5560-08-9 

(平裝) NT$450  

1.俄語 2.會話  806.188  

文學 

好點子,怎麼來 / 管家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小

說館 ; 3) .-- ISBN 978-986-99345-4-1 

(平裝) NT$350  

1.寫作法  811.1  

為自己而寫 : 改變人生的簡單寫作

技巧 / 田中泰延著 ; 鄭曉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672 種)(Upward ; 114) .-- ISBN 

978-957-9314-89-3 (平裝)  

1.寫作法  811.1  

寫作治好你心靈的傷 : 心理諮商師

的療癒系寫作解密  / 水淼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內在小革命 ; 56) .-- 

ISBN 978-986-99663-2-0 ( 平 裝 ) 

NT$350  

1.寫作法  811.1  

宗教研究論文寫作與實務 / 張家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宗教研究

叢書 ; 12) .-- ISBN 978-986-99507-4-9 

(平裝) NT$360  

1.論文寫作法 2.宗教學  811.4  

來聊聊繪本吧 / 長新太, 五味太郎等

作 ; 松田素子編 ; 楊明綺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57-77-6 (平裝) NT$480  

1.文學評論 2.繪本  812  

動物們的讀書會. II : 繪本職人的閱

讀地圖. 4 / 賴嘉綾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5-911-

7 (平裝) NT$360  

1.繪本 2.兒童文學 3.讀物研究  

815.9  

世界各國童話繪本 / Eom Hye Suk, 

Lee Sang Kyo 作 ; 陳馨祈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001 .-- 224 面; 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23-603-1 (精裝)  

 815.94  

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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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

論文集. 2020 年 / 游秀雲主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

學系所, 10912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22-8 ( 平 裝 ) 

NT$350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中國文學史 / 臺靜農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 10911 .-- 冊 .--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 ; 

1) .-- ISBN 978-986-350-432-0 (上冊:平

裝) NT$550 .-- ISBN 978-986-350-433-

7 (下冊:平裝) NT$600  

1.中國文學史  820.9  

胡適全集 : 國語文學史 / 潘光哲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 10912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

80-5 (精裝)  

1.中國文學史 2.白話文學史  820.9  

中國詩人新論 / 莫渝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49) .-

- ISBN 978-986-314-541-7 ( 平 裝 ) 

NT$300  

1.新詩 2.詩評  820.9108  

百 年新詩 . 1917-2017 / 黃粱 (Huang 

Liang)作 .-- 初版 .-- 花蓮縣鳳林鎮 : 

青銅社, 10912 .-- 冊 .-- ISBN 978-957-

98321-1-3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98321-2-0 (第 2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98321-3-7 (第

3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

98321-4-4 (第 4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98321-5-1 (第 5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98321-6-8 (第

6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

98321-7-5 (第 7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98321-8-2 (第 8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57-98321-9-9 (全

套:平裝) NT$3000  

1.新詩 2.詩評  820.9108  

兩漢隋唐婦女閨怨詩 / 陳瑞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 (語言文學類 ; PG2164)(文學視界 ; 

122)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81-9 (平裝) NT$600  

1.中國詩 2.詩評 3.漢代 4.隋唐  

821.8  

中國文學總集 

天生我材必有用 : 少年讀古詩 / 周元

白, 林庭安編選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15 公分 .-- (人人讀經典系列 ; 

27) .-- ISBN 978-986-461-233-8 (精裝) 

NT$250  

 831  

狗店長坐火車  : 讀<雜詩> = Boss 

takes a train :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untitled' / 黃郁軒圖.文 .-- 初版 .-

- 臺中市 : 頂晉文創藝術有限公司, 

11002 .-- 8 面; 20X20 公分 .-- (與狗店

長樂讀詩) .-- 點讀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9131-1-9 ( 精 裝 ) 

NT$380  

 831.4  

狗店長乘渡輪 : 讀<宿建德江> = Boss 

takes a ferry :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moored for the night on the Jiande 

river' / 黃郁軒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頂晉文創藝術有限公司, 11002 .-- 8

面; 20X20 公分 .-- (與狗店長樂讀

詩) .-- 點讀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99131-2-6 (精裝) NT$380  

 831.4  

狗店長搭飛機 : 讀<尋隱者不遇> = 

Boss takes an airplane :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visited the hermit but 

missed to see him' / 黃郁軒圖.文 .-- 初

版 .-- 臺中市 : 頂晉文創藝術有限公

司, 11002 .-- 8 面; 20X20 公分 .-- (與

狗店長樂讀詩) .-- 點讀版;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9131-3-3 (精裝) 

NT$380  

 831.4  

狗店長騎單車 : 讀<登樂遊原> = Boss 

takes a bike :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visiting Leyouyuan' / 黃郁軒圖.文 .-- 

初版 .-- 臺中市 : 頂晉文創藝術有限

公司, 11002 .-- 8 面; 20X20 公分 .-- (與

狗店長樂讀詩) .-- 點讀版;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9131-0-2 (精裝) 

NT$380  

 831.4  

春江潮水連海平 : 別選唐詩三百首 / 

羅宗濤選註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

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84 面; 

15 公分 .-- (人人讀經典系列 ; 26) .-- 

ISBN 978-986-461-232-1 ( 精 裝 ) 

NT$250  

 831.4  

唐詩的故事 / 王曙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789-1 (平裝)  

 831.4  

海内外华语诗人自选诗. 2020 / 伊夫

主编 .-- 初版 .-- 新北市 : 驛鯨文化有

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正

體題名:海內外華語詩人自選詩  .-- 

ISBN 978-986-96469-8-7 ( 平 裝 ) 

NT$300  

 831.8  

中国微信诗歌年鉴. 2020 / 月色江河

主编 .-- 第 1 版 .-- 新北市 : 甘露道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360 面; 24 公

分 .-- 正體題名:中國微信詩歌年鑒. 

2020 .-- ISBN 978-957-97899-5-0 (平裝)  

 831.86  

古詞鑑賞 / 許金華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許金華,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8376-4 ( 平 裝 ) 

NT$400  

 833.4  

半小時漫畫宋詞 / 陳磊, 半小時漫畫

團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15-41-6 (平裝) NT$420  

 833.5  

宋詞的故事 / 王曙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790-7 (平裝)  

 833.5  

中國文學別集 

胡適全集 : 胡適文存補卷 / 潘光哲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 10912 .-- 

19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2-

76-8 (精裝)  

 848.6  

張愛玲與<<傳奇>> / 嚴紀華, 鍾正道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68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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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22-425-7 (平裝) 

NT$480  

1.張愛玲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48.6  

民初西化教育的執行家 : 蔣夢麟<<

談學問>>及其他 / 蔣夢麟原著 ;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1 .-- 160 面; 23 公分 .-- (血歷史 ; 

187)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

27-2 (平裝) NT$590  

1.蔣夢麟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湖台夜話 / 哈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240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哈金

作 品 集 ) .-- ISBN 978-957-08-5679-8 

(平裝)  

1.海外華文文學 2.文學評論  850.92  

*杜律旨歸 / 張夢機, 陳文華編著 .-- 

再版 .-- 高雄市 : 學海出版社出版 : 學

海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

346-5 (平裝) NT$400  

1.(唐)杜甫 2.唐詩 3.詩評  851.4415  

虛無之境 / 鄭海軍作 .-- 臺北市 : 東

籬出版社,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832-2-8 ( 平 裝 ) 

NT$480  

 851.487  

中國出了紅太陽 / 巴山草民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4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C0996)(目擊中國  ; 

26)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82-6 (平裝) NT$400  

 855  

青燈有味似兒時 / 琦君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九 歌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琦君作品

集 ; 15) .-- ISBN 978-986-450-328-5 (平

裝) NT$300  

 855  

接住受苦的靈魂 : 親愛的,我知道你

的痛! / 廖玉蕙作 ; 蔡全茂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 (心靈拓展系列 ; D211) .-- ISBN 978-

957-693-949-5 (平裝) NT$360  

 855  

墳 / 魯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

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魯迅雜文精選 ; 1) .-- 

ISBN 978-986-352-953-8 ( 平 裝 ) 

NT$320  

 855  

談龍集 / 周作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320 面; 21 公分 .-- (周作人作品精選 ; 

11) .-- ISBN 978-986-352-952-1 (平裝) 

NT$320  

 855  

靈魂的領地 : 國民散文讀本 / 凌性傑, 

楊佳嫻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中文好行 ; 3) .-- 

ISBN 978-986-344-871-6 ( 平 裝 ) 

NT$360  

 855  

稀見清代尺牘. 第一輯 / 林登昱, 黃顯

功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學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97988-6-0 ( 全 套 : 精 裝 ) 

NT$360000  

 856.17  

幽冥鬼趣與儒家倫常 / 金培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50 面; 23 公分 .-- 

( 文 學 研 究 叢 書 . 古 典 文 學 叢 刊  ; 

803A01) .-- ISBN 978-986-478-428-8 

(平裝) NT$500  

1.筆記小說 2.志怪小說 3.儒家 4.文

學評論  857.2  

異域、異人、異獸 : <<山海經>>在

明代 / 鹿憶鹿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0912 .-- 276 面; 23 公分 .-

- (語言文學類  ; PC0980)(新視野  ; 

69)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86-

3-1 (平裝) NT$500  

1.山海經 2.研究考訂  857.21  

白話聊齋 / 蒲松齡原著 ; 周遊譯注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4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16-787-7 (平裝)  

 857.27  

吳淡如白話經典 : 鏡花緣 : 想像之極 

/ 吳淡如, 李汝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91) .-

- ISBN 978-986-133-742-5 (平裝)  

 857.44  

三國演義 / 羅貫中著 ; 毛宗崗批 ; 饒

彬校注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中國

古典名著) .-- ISBN 978-957-14-7054-2 

(全套:平裝)  

 857.4523  

吳淡如白話經典 : 金瓶梅 : 人性之最 

/ 吳淡如, 蘭陵笑笑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 288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290) .-

- ISBN 978-986-133-741-8 (平裝)  

 857.48  

誘捕和離妻 / 初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8701) .-- 

ISBN 978-986-527-033-9 ( 平 裝 ) 

NT$270  

 857.57  

打邊爐 / 何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0 公分 .-- (故事集 ; 21) .-- ISBN 978-

986-319-523-8 (平裝) NT$250  

 857.63  

*青年叛徒的領袖 : 魯迅小說全集 / 

魯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 512 面; 21 公分 .-- (世紀經典 ; 3) .-- 

ISBN 978-986-99776-0-9 ( 平 裝 ) 

NT$450  

 857.63  

魯迅小說全集 / 魯迅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1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3-5-1 (平裝) 

NT$520  

 857.63  

一寸丹心 / 眉如黛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0-09-7 (平

裝)  

 857.7  

一覺醒來聽說我結婚了 / 木瓜黃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63-1 (全套:

平裝)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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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萬富莫敵 / 顧匆匆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

986-509-178-1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79-8 (下冊:平裝) 

NT$260  

 857.7  

天鵝圖騰 / 姜戎著 .-- 臺北市 : 風雲

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24-

8 (平裝) NT$580  

 857.7  

天驕 / 白芥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架空

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

505-164-8 (全套:平裝)  

 857.7  

用心.忘記 / 展令橋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 160 面; 19 公分 .-- (說，故事 ; 94) .-

- ISBN 978-986-5559-60-1 ( 平 裝 ) 

NT$220  

 857.7  

江山許你 / 白芥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架

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

986-505-165-5 (全套:平裝)  

 857.7  

光之祭司 = Priest of light / 香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1 .-- 224 面; 20 公分 .-- (fresh ; 

PS183-) .-- ISBN 978-986-98651-7-3 (第

3 冊:平裝) NT$199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1 : 駱駝祥子 / 老舍

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22-4 ( 平 裝 ) 

NT$280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2-4 : 四代同堂 / 老舍

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352-964-4 ( 上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86-352-965-1 (中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86-352-966-8 (下

冊:平裝) NT$300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5 : 月牙兒 / 老舍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67-5 (平裝) NT$300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6 : 老張的哲學 / 老舍

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68-2 ( 平 裝 ) 

NT$300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7 : 貓城記 / 老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52-969-9 ( 平 裝 ) 

NT$300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8 : 茶館 / 老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970-5 ( 平 裝 ) 

NT$300  

 857.7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二部 / 我會修空

調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002 .-- 冊 .-- (詭讀 ; G061-G062) .-- 

ISBN 978-957-787-315-6 (卷 7: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16-3 (卷

8: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

317-0 (全套:平裝) NT$560  

 857.7  

抓住卿卿不放手 / 玄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1 .-

- 冊 .-- (藍海系列 ; E99001-E99002) .-- 

ISBN 978-986-527-038-4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039-1 (下

冊:平裝) NT$270  

 857.7  

吾妾阿福 / 月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藍海系列 ; E99401-E99403) .-- ISBN 

978-986-527-045-2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046-9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047-6 (卷 3:平裝) NT$270  

 857.7  

邪染蒼天 / 忌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86-2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

687-9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88-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80  

 857.7  

沉湎 / 小狐狸的大寶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度書

系) .-- ISBN 978-986-505-159-4 (平裝) 

NT$380  

 857.7  

*我當道士那些年. 叁 / 仐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 

冊 .-- (DN ; 242) .-- ISBN 978-986-361-

969-7 (全套:平裝)  

 857.7  

旱龍道 / 王海燕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6-

567-3 (平裝) NT$299  

 857.7  

初次見面,我們閃婚吧! / 酒小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1 .-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

973-4 (平裝)  

 857.7  

金牌虎妻 / 橘子汽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

184-2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85-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186-6 (第

3 冊:平裝) NT$260  

 857.7  

周瑜 : 音律天才赤壁郎 / 陳華勝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05) .-- ISBN 978-986-5541-43-9 

(平裝) NT$360  

 857.7  

相思解藥 / 織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9101) .-- 

ISBN 978-986-527-040-7 ( 平 裝 ) 

NT$280  

 857.7  

皇恩浩蕩 / 白芥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 )(永恆書系 . 

橫) .-- ISBN 978-986-505-157-0 (平裝) 

NT$380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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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自有圓如玉 / 清棠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

986-509-180-4 (第 1 冊:平裝) NT$260 .-

- ISBN 978-986-509-181-1 (第 2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182-

8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86-509-183-5 (第 4 冊:平裝) NT$260  

 857.7  

浮生夢 / 白芥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58-7 ( 平 裝 ) 

NT$150  

 857.7  

財迷表小姐 / 木蘇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8601-E98602) .-- 

ISBN 978-986-527-031-5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032-2 (下

冊:平裝) NT$270  

 857.7  

馬踏天下 / 槍手一號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52-949-

1 (第 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352-950-7 (第 10 冊:平裝) NT$270  

 857.7  

神魔書 / 血紅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81-7 (第 1 冊:

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

682-4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83-1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51-7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752-4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753-1 (第 6 冊:平裝) 

NT$190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 五, 扶搖上

青天 / 烽火戲諸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80-2 (平裝)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 六, 起手撼

崑崙 / 烽火戲諸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81-9 (平裝)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 四, 孤身行

北葬 / 烽火戲諸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79-6 (平裝)  

 857.7  

張良 : 墨道兼修的奇謀大師 / 吳未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002 .-- 31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06) .-- ISBN 978-986-

5541-44-6 (平裝) NT$400  

 857.7  

許妳一世安 / 花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 (藍海系列 ; E98001-E98002) .-- ISBN 

978-986-527-017-9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018-6 (下

冊:平裝) NT$270  

 857.7  

將軍解甲歸甜 / 流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8101-E98102) .-- 

ISBN 978-986-527-022-3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023-0 (下

冊:平裝) NT$270  

 857.7  

黑風城戰記. 第二部 / 耳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1002 .-- 

冊 .-- (PS ; P259-P261) .-- ISBN 978-

986-494-246-6 (卷 5: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47-3 (卷 6: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48-0 (卷

7: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

249-7 (全套:平裝) NT$990  

 857.7  

飯飯之嫁 / 葉東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 (藍海系列 ; E98301-E98302) .-- ISBN 

978-986-527-019-3 ( 上 冊 :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986-527-020-9 (下

冊:平裝) NT$290  

 857.7  

就算從未忘記 / Middl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Middle

作品 ; 7) .-- ISBN 978-957-741-321-5 

(平裝) NT$360  

 857.7  

萬戶侯 / 木微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藍海系列 ; E98901-E98903) .-- ISBN 

978-986-527-035-3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036-0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037-7 (卷 3:平裝) NT$270  

 857.7  

農門典妻 / 陌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001 .-- 冊 .-- 

(藍海系列 ; E99601-E99603) .-- ISBN 

978-986-527-049-0 ( 卷 1: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050-6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

051-3 (卷 3:平裝) NT$270  

 857.7  

滄狼行 / 指雲笑天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52-945-

3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352-946-0 (第 8 冊:平裝) NT$270 .-

- ISBN 978-986-352-947-7 (第 9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948-

4 (第 10 冊:平裝) NT$270  

 857.7  

道醫 /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1002 .-- 冊 .-- 

(PS ; P274-P276) .-- ISBN 978-986-494-

242-8 (上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243-5 ( 中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244-2 (下

冊 :平裝 ) NT$330 .-- ISBN 978-986-

494-245-9 (全套:平裝) NT$990  

 857.7  

摘星令 / 一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001 .-- 冊 .-- 

(藍海系列 ; E99201-E99204) .-- ISBN 

978-986-527-041-4 ( 卷 1: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27-042-1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

043-8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

986-527-044-5 (卷 4:平裝) NT$260  

 857.7  

暴雨翩飛 / 梁耀忠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59-64-9 (平裝) NT$280  

 857.7  

數著日子等和離 / 朱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 352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7901) .-- ISBN 978-986-527-021-6 

(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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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7  

劍舞輪迴 = Sword Chronicle / Setsuna

著 .-- 臺北市 : 獵海人, 1091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23-3-

0 (第 2 冊:平裝) NT$450  

 857.7  

學渣大逆襲 / 鍾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文創風) .-- ISBN 978-986-509-

187-3 (上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188-0 ( 下 冊 : 平 裝 ) 

NT$260  

 857.7  

獵光 / 靡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

向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架空之

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

505-162-4 (全套:平裝)  

 857.7  

醫家嫡女 / 安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8801) .-- 

ISBN 978-986-527-034-6 ( 平 裝 ) 

NT$280  

 857.7  

醫統江山. 第二輯 / 石章魚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52-956-

9 (第 1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352-957-6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958-3 (第

1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352-959-0 (第 1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960-6 (第 17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86-352-961-

3 (第 18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352-962-0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352-963-7 (第

20 冊:平裝) NT$270  

 857.7  

寵妃至上 / 亦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0912 .-- 冊 .-- 

(藍海系列 ; E98501-E98505) .-- ISBN 

978-986-527-025-4 ( 卷 1: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27-026-1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

027-8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

986-527-028-5 (卷 4: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029-2 (卷 5:平裝) 

NT$260  

 857.7  

殘像 17 : 新疫時期的殺意 / 燕返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001 .-- 

236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82)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61-2 (平

裝) NT$300  

 857.81  

四大名捕走龍蛇  / 溫瑞安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352-933-0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52-934-7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52-935-4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352-936-1 (第 4 冊:平裝) NT$250  

 857.9  

四大名捕會京師  / 溫瑞安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352-925-5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52-926-2 (第 2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52-927-9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

352-928-6 (第 4 冊:平裝) NT$250  

 857.9  

武俠小說史話 / 林遙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52-929-

3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

986-352-930-9 (下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352-931-6 (全套:平裝)  

1.武俠小說 2.文學評論  857.9  

逆水寒 / 溫瑞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冊 .-- ISBN 978-986-352-939-2 (上冊: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52-

940-8 (中冊 :平裝 ) NT$250 .-- ISBN 

978-986-352-941-5 ( 下 冊 : 平 裝 ) 

NT$250  

 857.9  

逆水寒. 續集 / 溫瑞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52-

942-2 (上冊 :平裝 ) NT$250 .-- ISBN 

978-986-352-943-9 ( 中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86-352-944-6 (下

冊:平裝) NT$250  

 857.9  

骷髏畫 / 溫瑞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冊 .-- 武俠經典新版 .-- ISBN 978-

986-352-937-8 (上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52-938-5 (下冊:平裝) 

NT$250  

 857.9  

兒童文學 

頂六國民小學 85 週年紀念特刊暨頂

六報一報. 第 28 期 / 趙玲瑛總編輯 .-

- 嘉義縣中埔鄉 : 嘉義縣中埔鄉頂六

國民小學,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4-60-2 (平裝)  

1.兒童文學 2.兒童讀物 3.期刊  

859.05  

遇到你們是我的小確幸 / 旺旺餅文 ; 

布丁畫 .-- 初版 .-- 臺中市 : 印書小舖, 

11002 .-- 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659-65-2 (平裝)  

 859.6  

小年獸 / 熊亮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4

面; 26X24 公分 .-- (迷繪本 ; 71)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448-7 (精裝) 

NT$300  

 859.9  

小哪吒航海記 / 李惠祥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0912 .-- 20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59-8 (平裝) 

NT$260  

 859.9  

外婆家的馬 / 謝華文 ; 黃麗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30-0 (精裝) 

NT$360  

 859.9  

胖兔子嘟嘟 / 李惠祥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0912 .-- 91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60-4 ( 平 裝 ) 

NT$250  

 859.9  

東方文學 

Fate/strange Fake / TYPE-MOON 原作 ; 

成田良悟作 ;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40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

229-9 (第 6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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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7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外傳 Gun 

Gale Online. 9, 4th 特攻強襲. 下 / 時雨

沢惠一作 ; 周庭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5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

228-2 (平裝)  

 861.57  

Top knife / 林宏司著 ; 緋華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43-11-2 ( 平 裝 ) 

NT$380  

 861.57  

丈夫的骨頭 / 矢樹純著 ; 王華懋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003 .-- 304 面; 21 公

分 .-- (E-Fiction ; 44) .-- ISBN 978-986-

5580-00-1 (平裝) NT$360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四部, 貴族院的自

稱圖書委員. VI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

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001 .-- 368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08 種)(mild ; 

32) .-- ISBN 978-957-33-3648-8 (平裝) 

NT$299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FANBOOK. 3 : 為了

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 香月美

夜著 ; 椎名優繪 ; 鈴華, 波野涼漫畫 ;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72 面; 26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89 種)(mild ; 

903) .-- ISBN 978-957-33-3649-5 (平裝) 

NT$249  

 861.57  

天人五衰 / 三島由紀夫作 ; 林少華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

分 .-- (豐饒之海四部曲 ; 4) .-- ISBN 

978-986-359-859-6 (平裝) NT$320  

 861.57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3, 暗中活躍

的陰影 / 八ツ橋皓作 ; 黃品玟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34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36-4 (平裝)  

 861.57  

公主殿下貌似大發雷霆. 3, 暗中活躍

的陰影(限定版) / 八ツ橋皓作 ; 黃品

玟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4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84-5 (平裝)  

 861.57  

今昔百鬼拾遺 : 河童 / 京極夏彥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

化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3 .-- 

336 面; 21 公分 .-- (京極夏彥作品集 ; 

24) .-- ISBN 978-986-99810-7-1 (平裝) 

NT$380  

 861.57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

活 / 月夜淚原作 ; 月見隆士漫畫 ; 風

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34-0 (第 1 冊:

平裝)  

 861.57  

光之犬 / 松家仁之著 ; 王華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8502-0 (平裝) 

NT$500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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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ざ

っぽん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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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986-524-244-2 (第

4 冊:平裝)  

 861.57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5, 堅

強而虛幻的新遊戲 / 十文字青作 ; 曾

柏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1-8 (平

裝)  

 861.57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5, 堅

強而虛幻的新遊戲(限定版) / 十文字

青作 ; 曾柏穎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7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82-1 (平裝)  

 861.57  

我所預感的悲傷未來 / 加納朋子著 ; 

韓宛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 ; 19) .-- ISBN 

978-986-507-259-9 (平裝) NT$350  

 861.57  

身為前貴族大小姐兼未婚媽媽,女兒

們太可愛了就算當冒險者也一點都

不辛苦 / 大小判作 ; 譚志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6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0-1 (第 3 冊:平裝)  

 861.57  

我適合當人嗎? / 黑澤泉水著 ; 王華

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97) .-- 

ISBN 978-986-344-863-1 ( 平 裝 ) 

NT$320  

 861.57  

奔馬 / 三島由紀夫 ; 許金龍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1 .-- 536 面; 21 公

分 .-- (豐饒之海四部曲 ; 2) .-- ISBN 

978-986-359-857-2 (平裝) NT$480  

 861.57  

金閣寺 / 三島由紀夫著 ; 黃瀞瑤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 (文豪書齋 ; 9) .-- ISBN 978-986-384-

476-1 (平裝)  

 861.57  

怪談錄音帶檔案 / 三津田信三作 ; 黑

燕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62-0 (平

裝) NT$360  

 861.57  

*花戰 = はないくさ / 鬼塚忠編著 ; 

詹湘茹譯 .-- 初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

化有限公司, 10912 .-- 362 面; 21 公

分 .-- (小說系列 ; 2) .-- ISBN 978-986-

97784-4-2 (平裝) NT$380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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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獲鳥之夏 / 京極夏彥著 ; 林哲逸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京極夏彥作品集 ; 1) .-- 

ISBN 978-986-99810-8-8 ( 平 裝 ) 

NT$450  

 861.57  

春雪 / 三島由紀夫作 ; 唐月梅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1 .-- 472 面; 21 公

分 .-- (豐饒之海四部曲 ; 1) .-- ISBN 

978-986-359-856-5 (平裝) NT$420  

 861.57  

昴宿七星 / 田尾典丈作 ; 御門幻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31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39-5 (平裝)  

 861.57  

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 21, 美好

結局十香. 上 / 橘公司作 ; Q 太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002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27-5 (平裝)  

 861.57  

倖存鍊金術師的城市慢活記 / のの

原兎太作 ;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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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986-524-231-2 (第

5 冊:平裝)  

 861.57  

格林血色童話. 5 : 殘虐癲狂的禁斷之

謎 / 櫻澤麻衣作 ; 鍾明秀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Mystery ; 

34) .-- ISBN 978-986-99622-5-4 (平裝) 

NT$350  

 861.57  

迷宮裡的魔術師 / 東野圭吾著 ; 王蘊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002 .-- 416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16 種)(東野圭

吾作品集 ; 37) .-- ISBN 978-957-33-

3661-7 ( 平 裝 ) .-- ISBN 978-957-33-

3662-4 (精裝)  

 861.57  

倒數五秒月牙 / 李琴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68 面; 20 公分 .-- (聯

合譯叢 ; 91) .-- ISBN 978-986-323-368-

8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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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7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

232-9 (第 7 冊:平裝)  

 861.57  

紫色裙子的女人 / 今村夏子作 ; 蘇文

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

分 .-- (iREAD ; 134) .-- ISBN 978-957-

658-472-5 (平裝) NT$380  

 861.57  

項羽對劉邦 : 楚漢雙雄爭霸史 / 司馬

遼太郎著 ; 鍾憲譯 .-- 四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冊 .-- (日本館.潮) .-- ISBN 978-957-

32-8940-1 ( 上 冊 : 平 裝 ) NT$480 .-- 

ISBN 978-957-32-8941-8 (下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957-32-8942-5 (全

套:平裝)  

 861.57  

堤亞穆帝國物語 :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 餅月望作 ; 張

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35-7 (第 2

冊:平裝)  

 861.57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

為鄉下的衛兵 / 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 

呂郁青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38-8 (第

2 冊:平裝)  

 861.57  

最強的魔導士,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

為鄉下的衛兵(限定版). 2 / えぞぎん

ぎつね作 ; 呂郁青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2-881-4 (平裝)  

 861.57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佯裝無能的 SS 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

繼承戰 / タンバ作 ; 鄭人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247-3 (第 2 冊:平裝)  

 861.57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 橘由華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60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30-5 (第 5 冊:平裝)  

 861.57  

愛情總是不經意地開始 / 林伸次作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93) .-- ISBN 

978-957-741-322-2 (平裝) NT$270  

 861.57  

毀滅魔導王與魔像蠻妃 / 北下路來

名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94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46-6 (第

2 冊:平裝)  

 861.57  

曉寺 / 三島由紀夫 ; 劉光宇, 徐秉潔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408 面; 

21 公分 .-- (豐饒之海四部曲 ; 3) .-- 

ISBN 978-986-359-858-9 ( 平 裝 ) 

NT$400  

 861.57  

瓢蟲 / 伊坂幸太郎著 ; 王華懋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3 .-- 496

面; 21 公分 .-- (伊坂幸太郎作品集 ; 

17) .-- ISBN 978-986-99810-9-5 (平裝) 

NT$499  

 861.57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7 =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 / 岬著 ; 簡

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18 種)(YA! ; 

67) .-- ISBN 978-957-33-3659-4 (平裝)  

 861.57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限定版). 8 / 山口悟作 ;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83-8 (平

裝)  



86 

 

 861.57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 松浦作 ;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2 .-- 25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43-5 (第 3 冊:平裝)  

 861.57  

魔女之旅(限定版). 11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6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2-885-2 (平

裝)  

 861.57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30, 奪還篇 / 佐

島勤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4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26-8 (平

裝)  

 861.57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 司波達也暗

殺計畫 / 佐島勤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2 .-- 29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45-9 (第 3 冊:平裝)  

 861.57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 浜千鳥

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248-0 (第

1 冊:平裝)  

 861.596  

沒有人怪你 / 宮川比呂文 ; 藤田陽生

子圖 ; 朱燕翔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78-9 ( 平 裝 ) 

NT$230  

 861.596  

明天的風 / 壺井榮文 ; 阿力金吉兒圖 ;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 遠足 文 化 事業 股 份有 限公 司 , 

11001 .-- 8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380-79-9 ( 平 裝 ) 

NT$260  

 861.596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二丸修一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

249-7 (第 1 冊:平裝)  

 861.596  

魔女的決心 / 中島和子作 ; 秋里信子

繪 ; 林文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38-

379-6 (平裝) NT$230  

 861.596  

我討厭去幼兒園 / 長谷川義史文.圖 ; 

林真美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

374-5 (精裝)  

 861.599  

你最愛誰? / 內田麟太郎文 ; 長谷川

義史圖 ; 陳光棻譯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25-019-5 (精裝) NT$300  

 861.599  

爸爸大集合 / 宮西達也文.圖 ; 許婷婷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4 面; 21X22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

372-1 (精裝)  

 861.599  

哇哇大哭! / 瀨名惠子文.圖 ; 陸崇文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 面; 16X16 公

分 .-- (小繪本大世界)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03-893-2 (精裝)  

 861.599  

便便迷宮大冒險 / 杉山實著.繪 ; 張東

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30

公分 .-- (繪本館) .-- ISBN 978-957-08-

5691-0 (精裝)  

 861.599  

神奇魔法棒,變身! / 玉置永吉文 ; 中

川貴雄圖 ; 蘇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11001 .-- 36 面; 26 公

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986-

5503-94-9 (精裝) NT$320  

 861.599  

迷宮偵探. 3 : 天空之城的奇幻旅程 / 

Hiro Kamigaki, IC4DESIGN 作 ; 黃筱

涵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36 面; 35 公分 .-- (創意

家 ; 38) .-- ISBN 978-957-658-477-0 (精

裝) NT$420  

 861.599  

鼠小弟的鬆餅派對 / 中江嘉男文 ; 上

野紀子圖 ; 劉握瑜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0 面; 24 公分 .-- (繪本時間 ; 

67N)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66-

10-4 (精裝)  

 861.599  

愛生氣的貓 / 瀨名惠子文.圖 ; 沈晨音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 面; 16X16 公

分 .-- (小繪本大世界)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03-894-9 (精裝)  

 861.599  

跟飯糰一起插秧 / 加岳井廣文.圖 ; 林

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

373-8 (精裝)  

 861.599  

亂糟糟 / 瀨名惠子文.圖 ; 陸崇文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4 面; 16X16 公

分 .-- (小繪本大視界)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03-892-5 (精裝)  

 861.599  

管家貓 / 竹下文子作 ; 鈴木守繪 ; 林

文茜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8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338-375-8 (平裝) NT$230  

 861.599  

誰的箱子? / 瀨名惠子文.圖 ; 黃克文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 面; 16X16 公

分 .-- (小繪本大視界)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03-890-1 (精裝)  

 861.599  

擦!擦!擦! / 林明子文.圖 ; 陸崇文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4 面; 18X18 公

分 .-- (小繪本大世界)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03-891-8 (精裝)  

 861.599  

櫟樹森林的松鼠學校 / 福澤由美子

文.圖 ; 黃立忻譯 .-- 新北市 : 九童國

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442-165-7 (精裝) NT$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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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99  

鱷魚的不行不行小黃瓜 / 隅倉智子

文圖 ; 米雅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拾光工作室, 11001 .-- 32 面; 26 公分 .-

- (繪本屋 ; 12)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98736-2-8 (精裝) NT$320  

 861.599  

大坊珈琲店手記 : 把在這裡的時間,

變成重要的時間 / 大坊勝次著 ; 賴明

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

傳播有限公司, 10912 .-- 240 面; 21 公

分 .-- (Essential ; YY0925)(文學森林 ; 

YY0925) .-- ISBN 978-986-99687-2-0 

(平裝) NT$360  

 861.67  

我是黃,也是白,還帶著一點藍 / 美佳

子.布雷迪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10-125-1 (平裝) NT$360  

 861.67  

奇比小語 / 澎湃野吉繪.著 ; 楊明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11002 .-- 128 面; 15X16 公分 .-- 

(Titan ; 135) .-- ISBN 978-986-179-620-

8 (平裝) NT$350  

 861.67  

思考的蘆葦 / 太宰治作 ; 劉子倩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9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1-56-2 (平

裝) NT$380  

 861.67  

鬼滅之刃生存之道語錄 / 藤寺郁光

作 ; 王詩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

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701-4-3 (平裝)  

 861.67  

工作的快樂與悲傷 / 張琉珍作 ; 王品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

傳播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

分 .-- (文學森林 ; LF0140) .-- ISBN 

978-986-99687-3-7 (平裝) NT$350  

 862.57  

63 日 / 許禎允文 ; 高貞順圖 ; 莫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44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99905-1-6 ( 精 裝 ) 

NT$330  

 862.599  

小蜘蛛丹丹 / 劉明錦文.圖 ; 魏嘉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07-1 (精裝) 

NT$300  

 862.599  

奶奶在哪裡呢? / 安恩永文.圖 ; 陳思

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70-06-4 (精裝) 

NT$300  

 862.599  

好習慣,讓感冒蟲跑光光 / 渼釪作.繪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6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68)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07-257-5 (精裝) 

NT$320  

 862.599  

我是你的啦啦隊 / 朴貞和作繪 ; 孔奕

涵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58-483-1 (精裝) NT$320  

 862.599  

貪吃糖的倒楣怪獸 / 渼釪作.繪 ; 林建

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6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67) .-- ISBN 

978-986-507-256-8 (精裝) NT$320  

 862.599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7, 維也納 / 

宋道樹文 ; 徐正銀圖 ; 牟仁慧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60 面; 25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

476-3 (平裝) NT$300  

 862.599  

不狂不及 : 鄭範錫的人生滋味與生

活散文 / 鄭範錫著 ; 謝宜倫, 明言翻

譯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

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51-8 (平

裝) NT$360  

 862.6  

再這樣會死掉吧!所以我開始運動 : 

弱雞上班族的生存運動手記 / 金芝

媛(김지원)著 ; 張鈺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308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化 ; 162) .-- ISBN 978-957-13-

8527-3 (平裝) NT$360  

 862.6  

我不是懶,而是在充電中 / 跳舞蝸牛

著 ; 張召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39) .-- 

ISBN 978-986-248-936-9 ( 平 裝 ) 

NT$360  

 862.6  

兩個女人一起住 / 金荷娜, 黃善宇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Life ; 49) .-- ISBN 

978-957-13-8520-4 (平裝) NT$380  

 862.6  

給我自己一點時間 / 鴨子小姐繪.著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

版有限公司, 11002 .-- 272 面; 21 公

分 .-- (K 原創 ; 12) .-- ISBN 978-986-

179-619-2 (平裝) NT$380  

 862.6  

蛻 :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 第七屆移民

工文學獎作品集 / 東南亞移民工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四方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381-9-9 (平裝) NT$320  

 868.03  

Love Storm 戀愛風暴 / Mame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1002 .-- 

冊 .-- (MM ; MM009-MM010) .-- ISBN 

978-986-494-239-8 (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240-4 (下

冊 :平裝 ) NT$350 .-- ISBN 978-986-

494-241-1 (全套:平裝) NT$700  

 868.257  

*愛情理論 / JittiRain 作 ; 鄧爽譯 ; 飄

緹亞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

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出版 : 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1 .-- 冊 .-- (CRS ; 1-2) .-

- ISBN 978-986-361-974-1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61-975-8 (下冊:

平裝) .-- ISBN 978-986-361-976-5 (全

套:平裝)  

 868.257  

我竟然把我自己的肚子搞大了 / 朱

佩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1 公

分 .-- (圓神文叢 ; 293) .-- ISBN 978-

986-133-739-5 (平裝) NT$320  

 86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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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 

台灣文學年鑑. 2019 = The almanac of 

Taiwan Literature 2019 / 蘇碩斌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

館, 10912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1-8 (平裝) NT$450  

1.臺灣文學 2.年鑑  863.058  

不服來戰 / 國立臺灣文學館企劃 .-- 

初版 .-- 臺北市 :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

限公司, 1091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8-8-5 ( 平 裝 ) 

NT$350  

1.臺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化研究  

863.2  

大武山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十九屆 

/ 吳明榮主編 .-- 第一版 .-- 屏東縣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6-86-6 (平

裝) NT$220  

 863.3  

中興湖文學獎. 第 37 屆 / 中興大學中

文系總編輯 .-- 臺中市 : 國立中興大

學中國文學系, 10912 .-- 297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014-8-2 (平裝) 

NT$450  

 863.3  

玉墨清吟 : 玉屑詩社成立五週年紀

念專刊 / 林宏達主編 .-- 初版 .-- 高雄

市 :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 10912 .-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29-

401-3 (平裝) NT$250  

 863.3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 

/ 孫梓評, 謝麗笙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

會,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417-1-2 (平裝)  

 863.3  

靜思湖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 趙善

如, 王國安總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

內埔鄉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912 .-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486-5-7 (平裝)  

 863.3  

美麗蒼茫 / 王定國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叢 ; 673) .-- ISBN 978-986-323-367-1 

(平裝) NT$380  

 863.4  

(煙雨。江南)詩選輯 / 伍阿戈著 .-- 屏

東縣潮州鎮 : 柏呈印刷行, 10912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287-

3-8 (平裝)  

 863.51  

小願詩集 : 繪意清眷詩情畫 / 中港高

中國中部美術班學生楊晴渝等 38 人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清水小

願文化創意協會, 11001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207-2-3 (平裝)  

 863.51  

白萩詩選 / 白萩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品味經典) .-- ISBN 

978-957-14-7064-1 (平裝)  

 863.51  

再給你失戀一次  / 陳去非(陳朝松)

著 .-- [新竹市] : 陳去非, 10912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8442-

6 (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43-

8443-3 (精裝) NT$400  

 863.51  

我只好是海 / 姚進成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 11001 .-

- 160 面; 21 公分 .-- (藝文誌 ; 37) .-- 

ISBN 978-986-99110-4-7 ( 平 裝 ) 

NT$300  

 863.51  

忐忑 / 栩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雙囍出版,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雙囍文

學 ; 3) .-- ISBN 978-986-98388-6-3 (平

裝) NT$300  

 863.51  

舍籬 : 漂帆詩集 / 漂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漂帆漢文工作室, 11002 .-- 

23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99-2-3 (平裝) NT$380  

 863.51  

風雲情歌 : 現代詩集 / 陳去非(陳朝

松)作 .-- 新竹市 : 陳去非, 10912 .-- 

17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37-2 (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43-8438-9 (精裝) NT$400  

 863.51  

神州祖土壯遊詩鈔 : 生身中國人的

難得與光榮史詩 / 陳福成著 .-- 臺北

市 : 時英出版社,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22-6-2 (平裝) 

NT$300  

 863.51  

時光膠囊 / 桑梓蘭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6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471)(秀詩人 ; 83) .-- BOD 版 .-

- ISBN 978-986-326-878-9 ( 平 裝 ) 

NT$380  

 863.51  

捨入誤差 = Rounding error / 生奶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島座放送, 11002 .-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8572-1-5 (平裝) NT$500  

 863.51  

淡煙集 : 盧勝彥文集. 第一冊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34-6 (平

裝) NT$260  

 863.51  

筆筆偕事 : 真理大學在地文創特色

課程詩歌創作集 / 劉沛慈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124 面; 21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56) .-- 

ISBN 978-986-478-432-5 (平裝)  

 863.51  

詩非詩 / 石手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0912 .-- 164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

445-912-4 (平裝) NT$200  

 863.51  

漂帆都會生活詩集  / 漂帆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漂帆漢文工作室 , 

11001 .-- 2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899-1-6 (平裝) NT$380  

 863.51  

漂帆詩集 / 漂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漂帆漢文工作室, 11001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99-0-9 (平裝) 

NT$380  

 863.51  

廖雨濃詩集. 情繪篇 / 廖雨濃作 .-- 初

版 .-- 雲林縣崙背鄉 : 廖雨濃出版 ; 臺

北 市  : 美 璟 文 化 有 限 中 心 發 行 ,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82-2 (精裝) NT$320  

 863.51  

羅家倫精選集. 新詩卷 : 海邊的凝望 

/ 李瑞騰主編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

學, 10912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53-6-1 (平裝) NT$220  

 863.51  



89 

 

羅家倫精選集. 舊詩卷 : 熱鬧場中冷

靜人 / 李宜學, 卓清芬主編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0912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53-4-7 (平裝) 

NT$220  

 863.51  

護城河 : 陳皓詩集 / 陳皓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小雅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192 面; 18 公分 .-- (詩意雅

集 ; 12) .-- ISBN 978-986-99020-7-6 (平

裝) NT$360  

 863.51  

靈海 / 沙白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

暉出版社,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8524-57-6 ( 平 裝 ) 

NT$300  

 863.51  

花樣戲劇節原創劇本集. 夢想冊 / 余

浩瑋主編 .-- 新北市 : 青少年表演藝

術聯盟, 10912 .-- 3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88-1-0 ( 平 裝 ) 

NT$270  

 863.54  

花樣戲劇節原創劇本集. 熱血冊 / 余

浩瑋主編 .-- 新北市 : 青少年表演藝

術聯盟, 10912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88-2-7 ( 平 裝 ) 

NT$270  

 863.54  

花樣戲劇節原創劇本集. 青春冊 / 余

浩瑋主編 .-- 新北市 : 青少年表演藝

術聯盟, 10912 .-- 3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88-0-3 ( 平 裝 ) 

NT$270  

 863.54  

12 元的高雄 / 黃信恩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 208 面 ;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47) .-- ISBN 978-986-450-327-8 (平

裝) NT$320  

 863.55  

36 年,我在海軍的美好時光 / 洪金鳳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57-1 ( 平 裝 ) 

NT$450  

 863.55  

人生感言 / 許思庭, 剛田武, 鄭湯尼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0912 .-- 12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75-06-9 ( 平 裝 ) 

NT$260  

 863.55  

山東少年傳奇 / 高秉涵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爾 雅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232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

書 ; 678) .-- ISBN 978-957-639-649-6 

(平裝) NT$280  

 863.55  

夕陽醉了 / 葉櫻, 君靈鈴, 藍色水銀, 

破風, 曼殊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11-

3 (平裝) NT$260  

 863.55  

日日朵朵愛之花 / 朵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002 .-- 208 面; 19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913 種)(朵朵作品集 ; 13) .-- 

ISBN 978-957-33-3660-0 ( 精 裝 ) 

NT$399  

 863.55  

不能說的祕密 / 陳啟淦文 ; 徐建國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2 公分 .-- 

(就是愛．散文 ; 2) .-- ISBN 978-957-

9047-88-3 (平裝) NT$280  

 863.55  

心裏的夢田 / 三毛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 30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15 種)(三毛典藏 ; 6) .-- ISBN 978-

957-33-3655-6 (平裝)  

 863.55  

世事如棋 / Jaja, 君靈鈴, 六色羽, 藍色

水銀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12-0 (平裝) 

NT$260  

 863.55  

世界上距離陸地最遙遠的小島 / 初

安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507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91) .-- ISBN 

978-986-99553-7-9 (平裝) NT$350  

 863.55  

*玉想 / 張曉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張曉風作品集 ; 15) .-- 

ISBN 978-986-450-324-7 ( 平 裝 ) 

NT$380  

 863.55  

只願在有你的光景裡慢慢老去 / 愛

莉兒小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

8528-0 (平裝) NT$340  

 863.55  

行者 / 吳先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吳先健, 11001 .-- 19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87-7 ( 平 裝 ) 

NT$950  

 863.55  

*行星燦爛的時候 / 翁禎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46) .-- ISBN 978-986-450-323-0 

(平裝) NT$300  

 863.55  

在最好的情況下  / 朱嘉漢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7-386-0 (平

裝) NT$280  

 863.55  

把快樂當傳染病 / 三毛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906 種)(三毛典藏 ; 7) .-- ISBN 

978-957-33-3653-2 (平裝)  

 863.55  

走馬 : 督察長的馬祖人生筆記 / 蕭惠

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美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0912 .-- 2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836-6-5 (平裝) 

NT$320  

 863.55  

快樂鬧學去 / 三毛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1 .-

- 24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05 種)(三毛典藏 ; 4) .-- ISBN 978-

957-33-3652-5 (平裝)  

 863.55  

彼年春天 : 廖玉蕙的台語散文 / 廖玉

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 (廖玉蕙作品集 ; 110721) .-- ISBN 

978-986-450-325-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863.55  

非常好看 : 之般若的短箋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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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30 面; 

21 公分 .-- (盧勝彥文集 ; 134) .-- ISBN 

978-986-5551-27-8 (平裝) NT$260  

 863.55  

芳菲年華 : 晴空下的翩翩絮語 / 亦草

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

出版社, 10912 .-- 192 面; 21 公分 .-- 

(藝文誌 ; 36) .-- ISBN 978-986-99110-

2-3 (平裝)  

 863.55  

春天奏鳴曲 / 郭鴻韻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八正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608-1-6 (精裝) NT$420  

 863.55  

美兮散文集 / 石徳蓋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1001 .-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6-

235-5 (平裝) NT$250  

 863.55  

看見自己.看清世界. 五 : 七十個鼓舞

孩子的生命錦囊 / 蘇蔡彩秋編撰 .-- 

初版 .-- 高雄市 :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608-562-8 (平裝) NT$320  

 863.55  

流浪的終站 / 三毛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05 種)(三毛典藏 ; 5) .-- ISBN 978-

957-33-3657-0 (平裝)  

 863.55  

飛散藍夢 : 一點心語 / 盧勝彥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36-0 (平裝) 

NT$260  

 863.55  

紅塵煙雨 / 王耀德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喬林圖書有限公司, 10912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143-8-

3 (平裝) NT$220  

 863.55  

時光行旅 / 楊裕貿, 劉君[], 江右瑜編

著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488-3-1 (平裝) NT$280  

 863.55  

時光莖 / 林佑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3-8513-6 (平裝) NT$360  

 863.55  

臭屁禪 / 丁強著 .-- [桃園市] : 丁強, 

11001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46-4 (第 2 冊:平裝) NT$220  

 863.55  

原來 ,你在等著我找到你  / 苗可麗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002 .-- 208 面; 23 公分 .-- (Good life ; 

39) .-- ISBN 978-986-99852-4-6 (平裝) 

NT$580  

 863.55  

旅記 : 這世界的裂痕,我們在此 / 黃恭

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2 .-- 200 面; 21 公分 .-

- (九歌文庫 ; 1348) .-- ISBN 978-986-

450-326-1 (平裝) NT$300  

 863.55  

發光的人 / 鍾玲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57-575-

6 (平裝) NT$350  

 863.55  

極地紀 : 穿越象徵的森林 / 林奇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53-2 (平

裝) NT$420  

 863.55  

萬寂殘紅一笑中 : 臺靜農與他的時

代 / 蔣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188) .-- 

ISBN 978-986-6281-93-8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550  

 863.55  

夢中的橄欖樹 / 三毛作 .-- 二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96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905 種)(三毛典藏 ; 3) .-- ISBN 

978-957-33-3656-3 (平裝)  

 863.55  

夢園小語 : 坿風中葉風 / 盧勝彥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001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35-3 (平裝) 

NT$260  

 863.55  

稻草人的微笑 / 三毛作 .-- 二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904 種)(三毛典藏 ; 2) .-- ISBN 

978-957-33-3651-8 (平裝)  

 863.55  

調靜音,聽到每一種美麗的聲音 / 洪

金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43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59-5 (平裝) 

NT$400  

 863.55  

貓非貓 : 伸展在文字與攝影之間、

藝術與文學之間。 / 謝佩霓文字.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0

公分 .-- (Tone ; 36) .-- ISBN 978-986-

5549-40-4 (精裝) NT$420  

 863.55  

獨語術 / 許琇禎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12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C0000)(秀文學 ; 00)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80-2 ( 精 裝 ) 

NT$200  

 863.55  

轉山 / 謝旺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作家作品

集 ; 95) .-- ISBN 978-957-13-8530-3 (平

裝) NT$380  

 863.55  

羅家倫精選集. 散文卷 : 冷寂中的驕

傲 / 莊宜文, 孫致文主編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 10912 .-- 1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53-5-4 (平裝) 

NT$220  

 863.55  

一個留學生的奇幻情緣 = The fantasy 

journey of a Taiwanese student overseas 

/ 杜震華著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發行,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 (遠景叢書 ; 192) .-- ISBN 978-957-39-

1124-1 (平裝) NT$350  

 863.57  

十種寂寞 / 簡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8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46) .-- ISBN 978-986-387-

387-7 (平裝) NT$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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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上了初夜的當 / 石秀作 .-- 初版 .-- [彰

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2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08-56-2 (平裝) NT$190  

 863.57  

*三生三世十里白荷 / 蔡芸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 10912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48-8 (平裝) NT$300  

 863.57  

山在虛無縹緲間 / 尼西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出版 : 寸田文

化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77-2-1 (平裝) 

NT$320  

 863.57  

小狐狸撩表心意 / 杜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花園系

列 ; G3104) .-- ISBN 978-986-98030-8-

3 (平裝) NT$250  

 863.57  

夕陽山外山 : 李叔同傳奇 / 潘弘輝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

分 .--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

5687-3 (平裝) NT$380  

 863.57  

天王星 / 自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685-

5 (平裝) NT$250  

 863.57  

日光為鄰 / 希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POPO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52) .-- ISBN 978-986-99230-

5-7 (平裝) NT$280  

 863.57  

水鬼 : 橋墩下的紅眼睛 / 天野翔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188 面; 21 公分 .-

- (說妖 ) .-- ISBN 978-957-08-5683-5 

(平裝)  

 863.57  

不能愛的愛人 / 黃萱萱, 鄭湯尼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1001 .-- 11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75-13-7 ( 平 裝 ) 

NT$250  

 863.57  

太歲 / 星子 teensy 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 20 公 分  .-- ( 星 子 故 事 書 房  ; 

TS026) .-- ISBN 978-986-319-527-6 (卷

7:平裝) NT$299  

 863.57  

太歲. 外傳, 奇異旅程 / 星子 teensy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

公司, 11001 .-- 192 面; 20 公分 .-- (星

子故事書房 ; TS027) .-- ISBN 978-986-

319-528-3 (平裝) NT$199  

 863.57  

台北車站 / 蔡素芬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16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 ISBN 978-957-08-5688-0 (平裝)  

 863.57  

未來媽媽 : 原創小說 / 三立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監製 ; 劉中薇原創故事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250-3 (平裝)  

 863.57  

永遠的第一名 : WBL 第一部 / 羽宸

寰小說作者 ; 林珮瑜原著編劇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67-3 (平裝)  

 863.57  

布醫王妃 / 夢南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8401) .-- 

ISBN 978-986-527-030-8 ( 平 裝 ) 

NT$270  

 863.57  

江山如夢 / 自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689-

3 (第 1 冊:平裝) NT$250  

 863.57  

百日青 / 鹿場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出版 : 寸田文化有限

公司發行,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9877-1-4 ( 平 裝 ) 

NT$320  

 863.57  

先有後婚 / 許芸齊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久畝故事發展有限公司, 10912 .-

- 96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920-0-8 (平裝) NT$400  

 863.57  

乩身 : 冥船 / 星子(teensy)著 .-- 初版 .-

- 臺 北 市  :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336 面; 20 公分 .-- (星子故事

書房 ; TS028) .-- ISBN 978-986-319-

535-1 (平裝) NT$270  

 863.57  

百鬼夜行. 卷 3, 魔神仔 / 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15) .-- ISBN 978-

986-99766-3-3 (平裝) NT$320  

 863.57  

有特殊怪癖的主人能不能退貨 / 草

子信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5-684-8 (平裝) 

NT$260  

 863.57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12.5 

/ 甜咖啡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353-6 (平

裝)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82-) .-- ISBN 

978-986-98651-6-6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40  

 863.57  

忘川盡 : 秋染衣 / 慕容紫煙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1 .-- 168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44)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38-9 (平裝) 

NT$250  

 863.57  

我在等你,你在等雨停 / 煙波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411-6-7 (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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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妖怪料亭 / 微混吃等死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1-978-9 (第

1 冊:平裝)  

 863.57  

灶雞仔 : 台語短篇小說集 / 陳正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01-924-9 (平裝) NT$250  

 863.57  

佛羅里達變形記  / 陳思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02-5-1 (平裝) NT$360  

 863.57  

奈何總裁不想生 / 金晶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57-9 (平裝) NT$190  

 863.57  

乖乖老公愛 / 桔子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

62-3 (平裝) NT$190  

 863.57  

花落春又殘. 第四部, 花落誰家 / 陳垣

三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春醒文學雜

誌社, 1091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5496-5-4 (平裝) NT$350  

 863.57  

玫瑰色鬼室友. vol. 8, 禍潮湧現 / 林

賾流著 ; 哈尼正太郎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冊  .-- 

(Fresh ; PS184) .-- ISBN 978-986-98651-

8-0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

98651-9-7 (下冊:平裝) .-- ISBN 978-

986-06010-0-8 (全套:平裝) NT$399  

 863.57  

沸點 / 鄭如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新人間叢

書 ; 314) .-- ISBN 978-957-13-8523-5 

(平裝) NT$380  

 863.57  

為你補妝. 一, 永恆之愛 / 王竹語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王竹語出版社,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830-1-6 (平裝) NT$299  

 863.57  

故事柑仔店. 2 : 被偷的父親 / 陳默安, 

語屋文創工作室作 .-- 初版 .-- 宜蘭

市 : 松鼠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1 公分 .-- (松齡 ; 3) .-- ISBN 978-

986-99868-0-9 (平裝) NT$380  

 863.57  

是英雄?還是流氓? / 老溫, 六色羽, 藍

色水銀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1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10-6 (平

裝) NT$240  

 863.57  

候 / 許琇禎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8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秀文

學) .-- ISBN 978-986-326-879-6 (精裝) 

NT$240  

 863.57  

娘子不講理 / 青微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

60-9 (平裝) NT$190  

 863.57  

缺心老婆不好寵 / 喬湛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63-0 (平裝) NT$190  

 863.57  

冥府狩獵者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45) .-- ISBN 978-986-302-569-6 (平裝) 

NT$250  

 863.57  

笑容崩壞的女高中生與不能露出破

綻的我 / 甜咖啡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

9354-3 (第 3 冊:平裝)  

 863.57  

特殊傳說. III / 護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

533-7 (第 2 冊:平裝) NT$250  

 863.57  

秘書嬌滴滴 / 喬湛作 .-- 初版 .-- [彰化

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

58-6 (平裝) NT$190  

 863.57  

蛇郎君 : 蠔鏡窗的新娘 / 長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說妖) .-- ISBN 978-957-08-5684-2 (平

裝)  

 863.57  

救贖之城 : 水晶約束之城「艾星翠」 

/ 曹飛鳥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001 .-- 260 面; 21 公分 .-- (釀奇

幻 ; 52)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437-2 (平裝) NT$320  

 863.57  

救贖之城 : 有去無回之地「派克斯」 

/ 曹飛鳥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釀奇

幻 ; 51) .-- BOD 版 .-- ISBN 978-986-

445-436-5 (平裝) NT$320  

 863.57  

黃昏的初戀 : 我遇見賽斯心法 / 停雲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2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59-65-6 ( 平 裝 ) 

NT$320  

 863.57  

渴望救贖的男孩 / 林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百香果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001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493-6-7 (平裝) NT$250  

 863.57  

超殘虐愛神 / 林明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冊 .-- (ST ; 21-22) .-- ISBN 978-986-319-

529-0 (第 1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319-530-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50  

 863.57  

愛在末世倒數前  / 林家華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1 .-- 242

面; 21 公分 .-- (釀愛情 ; 9)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40-2 (平裝) 

NT$300  

 863.57  

*溫州街上有什麼? / 陳柏言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0912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9-854-1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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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7  

當我想你的時候 / 文刀莎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2 .-- 190

面; 21 公分 .-- (釀小說 ; 11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39-6 (平裝) 

NT$250  

 863.57  

解鎖黑貓的 108 式 / 夜行喵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1 .-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米國

度 書 系 ) .-- ISBN 978-986-505-160-0 

(平裝) NT$380  

 863.57  

韶光有染 / 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0912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8201) .-- 

ISBN 978-986-527-024-7 ( 平 裝 ) 

NT$300  

 863.57  

摘星咬一口 / 凝微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001 .-- 220 面; 21 公分 .-

- (要青春 ; 76) .-- BOD 版 .-- ISBN 978-

986-6992-60-5 (平裝) NT$280  

 863.57  

與野獸老公分居中  / 夜煒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61-6 (平裝) NT$190  

 863.57  

嬌妻力拔山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99301) .-- 

ISBN 978-986-527-048-3 ( 平 裝 ) 

NT$280  

 863.57  

擁抱冬天 / 秋陽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178) .-- ISBN 978-986-99792-1-4 

(平裝) NT$300  

 863.57  

親愛的同謀 / 陳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8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41) .-- 

ISBN 978-986-99502-7-5 ( 平 裝 ) 

NT$400  

 863.57  

薛丁格的社會 / 999 日蝕, Allie, 邱海

靖, 雪倫 2 號, 路里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未來敘事工場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76 面; 21 公分 .-- (未來敘事

工場)(未來小說 ; 2) .-- ISBN 978-986-

98529-3-7 (平裝) NT$250  

 863.57  

總裁老婆很嫌棄 / 金晶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08-59-3 (平裝) NT$190  

 863.57  

燦爛的夕陽 / 張茂榮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001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8-3 (平

裝) NT$350  

 863.57  

雙子神遺棄之境 / underscore 原作 ; 蝕

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有

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96-3-5 (平裝)  

 863.57  

藍屋子 / 蔡素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384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 

ISBN 978-957-08-5676-7 (平裝)  

 863.57  

魔神仔 : 被牽走的巨人 / 蕭湘神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1 公分 .-

- (說妖 ) .-- ISBN 978-957-08-5685-9 

(平裝)  

 863.57  

霸道追妻套路深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

子熊工作室發行,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67) .-- ISBN 978-

986-335-641-7 (平裝) NT$240  

 863.57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 異世界冒

險篇 / 黑暗之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 )(米國度書系 ) .-- 

ISBN 978-986-505-161-7 (第 3 冊:平裝)  

 863.57  

蠻姑兒 / 蝴蝶 Seba 原著 ; 曉君, 釋鷲

雨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

館,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蝴蝶

美繪館 ; 4) .-- 漫畫插圖版 .-- ISBN 

978-986-7018-53-3 (平裝) NT$350  

 863.57  

南方口傳 / 黃瓊瑩總編纂 .-- 初版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出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發行, 10912 .-- 

23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7122-9-3 (平裝) NT$200  

1.臺灣文學 2.民間文學  863.58  

二年五班,愛貓咪! / 洪志明著 ; 黃雄

生繪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1

公 分  .-- ( 小 魯 兒 童 成 長 小 說  ; 

BGF014R) .-- ISBN 978-986-5566-12-8 

(平裝) NT$280  

 863.596  

又破又舊的麵包車 / 李威使作 ; 施暖

暖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

社有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 (閱讀展翅飛) .-- ISBN 978-957-9047-

84-5 (平裝) NT$260  

 863.596  

小四愛作怪 / 阿德蝸作 ; 任華斌插

畫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小四愛作怪  ; 1) .-- ISBN 978-957-

9047-93-7 (平裝) NT$280  

 863.596  

小飛龍的黑色危機 / 安石榴文 ; 徐建

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22 公分 .-- 

(小飛龍歷險記 ; 2) .-- ISBN 978-957-

9047-78-4 (平裝) NT$230  

 863.596  

三國亂傳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小四愛作

怪 ; 6) .-- ISBN 978-957-9047-98-2 (平

裝) NT$300  

 863.596  

大番薯的小綠芽 : 台灣月曆的故事 / 

鄭宗弦作 ; 陳維霖繪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48 面; 21 公分 .-- (文學館) .-

- ISBN 978-957-08-5673-6 ( 平 裝 ) 

NT$320  

 863.596  

天使的約定 / 林翔文 ; 法蘭克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新閱讀快

車 ; 2) .-- ISBN 978-957-9047-89-0 (平

裝) NT$280  

 863.596  

奶奶們的比基尼 / 彭素華文 ; 達姆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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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小說精選 ; 11) .-- ISBN 978-957-

9047-86-9 (平裝) NT$280  

 863.596  

用點心學校. 12, 不打不相識 / 林哲璋

文 ;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25-028-7 (平裝) NT$300  

 863.596  

地牛不翻身 / 陳素宜文 ; 法蘭克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

事百匯. II ; 1) .-- ISBN 978-957-9047-

82-1 (平裝) NT$190  

 863.596  

好骨怪成妖記 / 施養慧作 ; 李長駿插

畫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912 .-- 108 面; 21 公分 .-- 

(小兵故事百匯. II ; 19) .-- ISBN 978-

957-9047-76-0 (平裝) NT$230  

 863.596  

我的老師虎姑婆 / 王文華文 ; 嚴凱信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王文華經典校園故事 ; 2)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9047-85-2 (平裝) 

NT$280  

 863.596  

*我和阿布的狗日記 / 邱靖巧著 ; 劉

彤渲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

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81) .-- ISBN 

978-986-450-322-3 (平裝) NT$280  

 863.596  

孟子駕到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小四愛作

怪 ; 5) .-- ISBN 978-957-9047-97-5 (平

裝) NT$300  

 863.596  

狐狸澡堂 / 亞平著 ; 黃雅玲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51-864-4 (第 4 冊:平裝) NT$280  

 863.596  

挑戰孔夫子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小四

愛作怪 ; 4) .-- ISBN 978-957-9047-96-8 

(平裝) NT$300  

 863.596  

保護寶貝蛋 / 管家琪著: 郭莉蓁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21 公分 .-

- (故事館 ; 75) .-- ISBN 978-986-449-

214-5 (平裝) NT$280  

 863.596  

脫線黑線三條線 / 謝鴻文文 ; 蔡兆倫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小

兵故事百匯. II ; 13) .-- ISBN 978-957-

9047-80-7 (平裝) NT$190  

 863.596  

愛哭鬼國王 / 洪國隆作 ; 陳志鴻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0912 .-- 112 面; 21 公分 .-- 

(閱讀展翅飛  ; 4) .-- ISBN 978-957-

9047-83-8 (平裝) NT$260  

 863.596  

媽媽的愛,有幾斤? / 花格子文 ; 鰻魚

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

有限公司, 10912 .-- 112 面; 21 公分 .-

- (小兵故事百匯. II ; 6) .-- ISBN 978-

957-9047-81-4 (平裝) NT$230  

 863.596  

熊大班 / 王文華文 ; 吳子平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1 公分 .-- (王文華經

典校 園故 事  ; 3) .-- ISBN 978-957-

9047-90-6 (平裝) NT$280  

 863.596  

瘋狂動物園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小四

愛作怪 ; 2) .-- ISBN 978-957-9047-94-4 

(平裝) NT$280  

 863.596  

影子要跳舞 / 洪瓊君作 ; 陳姵瑄, 陳

采悠, 鄭桂英繪 .-- 臺東市 : 會唱歌的

石頭工作室, 10912 .-- 10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6562-1-4 (平裝) 

NT$320  

 863.596  

橋頭外科醫生 / 李光福作 ; 嚕嚕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2 .-- 96 面; 21 公分 .-- (閱

讀展翅飛) .-- ISBN 978-957-9047-87-6 

(平裝) NT$260  

 863.596  

霹靂二十四孝 / 阿德蝸文 ; 任華斌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小四愛作怪  ; 3) .-- ISBN 978-957-

9047-95-1 (平裝) NT$300  

 863.596  

*春天跟我玩捉迷藏 / 陳玉青著 .-- 臺

中市 :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10912 .-- 

104 面; 21 公分 .-- (小鹿兒童文學叢

書 ; 1) .-- ISBN 978-986-86352-3-4 (平

裝) NT$200  

 863.598  

詩情畫意 : 彰化詩歌節 : 小文青詩畫

作品輯. 2020 第一屆 / 張雀芬總編

輯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0912 .-- 13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23-93-3 (平裝) NT$200  

 863.598  

一百萬個親親 / 諶淑婷文 ; 詹廸薾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

公司, 11001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8803-7-4 (精裝) NT$350  

 863.599  

小怪獸 / 鄭晴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鄭晴, 10912 .-- 32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89-4 (精裝)  

 863.599  

小飛的冒險之旅 / 吳睿綸圖.文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環境保

護局, 10912 .-- 22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

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5425-85-2 

(平裝)  

 863.599  

小飛龍的瘋狂木偶劇 / 安石榴文 ; 徐

建國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001 .-- 96 面; 22 公分 .-

- (小飛龍歷險記 ; 3) .-- ISBN 978-957-

9047-79-1 (平裝) NT$230  

 863.599  

三隻小豬(內含拇指姑娘) = The three 

little pigs / 杜冠臻, 李玉倩繪圖 ; 林文

珠, 沈豔紅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96 面; 17X1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607-1 (精裝) NT$135  

 863.599  

小島的洄龜 / 玉米辰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 11001 .-- 4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1-

206-0 (精裝) NT$360  

 863.599  

小淘淘和藍捲捲 / 童漫秀多媒體股

份有限公司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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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 44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889-1-9 (精裝) NT$360  

 863.599  

三棵櫸木(華語/萬大泰雅語) = Tugal 

Kahuni' tgbgil / 張阿蘭, 卓惠美中文文

字 ; 張阿蘭, 張美花, 高玉梅族語文

字 ; 卓惠美繪圖 .-- 南投市 : 南投縣

政府, 10912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58-5 (平裝)  

 863.599  

三 棵櫸木 ( 華語 /澤敖 利泰雅 語 ) = 

Tugan Khuni tgbin / 張阿蘭, 卓惠美中

文文字 ; 張阿蘭, 張美花, 高玉梅族語

文字 ; 卓惠美繪圖 .-- 南投市 : 南投

縣政府, 10912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57-8 (平裝)  

 863.599  

三棵櫸木(華語/賽考利克泰雅語) = 

Cyugal Puqing tgbin / 張阿蘭, 卓惠美

中文文字 ; 張阿蘭, 張美花, 高玉梅族

語文字 ; 卓惠美繪圖 .-- 南投市 : 南

投縣政府, 10912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59-2 (平裝)  

 863.599  

上愛的是你 / 陳顯智, 楊菁惠, 楊晴雯

文 ; 艾瑪圖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

縣政府, 11001 .-- 40 面; 25 公分 .-- 108

學年度閩南語親子動畫 .-- ISBN 978-

986-5421-65-6 (精裝)  

 863.599  

久釀幸福 / 鍾曦賢, 蕭永晨, 陳菀婷, 

黃芷妍, 柯孟君, 林雨臻, 鄭兆文, 李

柏霖圖文 .-- 屏東縣內埔鄉 : 屏東縣

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81-1 (精

裝) NT$250  

 863.599  

牛埔尋溪趣 / 王昱程, 阮芷晴, 吳隆齊, 

林峻亦, 洪暐智, 郭紓岑, 陳冠役圖.

文 .-- 屏東縣南州鄉 : 屏東縣南州鄉

同安國民小學, 1091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80-4 (精裝) 

NT$250  

 863.599  

未來,就蟄伏在每一個轉彎處 / Meet

文 ; Bingking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4 公分 .-- (典藏繪本閣 ; 20) .-- ISBN 

978-986-97830-4-0 (精裝) NT$300  

 863.599  

老街上的咚咚聲 / 黃惠玲著 ; 鄭心荷

繪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

斗六市公所,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25-90-6 

(精裝) NT$300  

 863.599  

好想變成貓 / 闕莉珊, 李羿璇文 ; 胡

敏祺, 黃子芹圖 .-- 初版 .-- 新北市 : 

點點文創工作室, 109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95-0-3 (精裝)  

 863.599  

沒人去過的星球 / 葉晏如文.圖 .-- 初

版  .-- 新 北 市  : Amanda 繪 本 吧 , 

10912 .-- 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9864-0-3 (精裝)  

 863.599  

我今天很乖 : 李宏鎰教授 X 黃彥鈞

老師帶家長認識 ADHD,孩子你很棒 / 

李宏鎰, 黃彥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002 .-- 48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56-6-9 (精裝)  

 863.599  

我有一個身體,我會笑 = Laughing like 

the wind / 童羽(SL Pan)文 ; 俞靜如

(Sylvia Yu)圖 .-- 初版 .-- 新竹縣寶山

鄉 : 潘秀玲, 10912 .-- 52 面; 30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8433-4 

(精裝) NT$380  

 863.599  

找找照照 / 王若伊, 黃玲禎圖.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點點文創工作室 , 

1091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895-1-0 (精裝)  

 863.599  

我受不了了 / 曹舒婷圖文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0912 .-- 36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6079-4-0 (平裝)  

 863.599  

我家不見了!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10912 .-- 40

面 ; 24X27 公 分  .-- ISBN 978-986-

99903-0-1 (精裝)  

 863.599  

我家住在蟾蜍山 / 王書江, 王芸君, 王

永芝, 王泳棠, 伍靜芬, 伍復明, 杜政

治, 吳玉鶯, 邱慈蕙, 李春梅, 李淳琳, 

李海燕, 周秋涼, 林慧瑜, 洪淑貞, 陳

鎮渝, 陳徐鳳妹, 陳珠妹, 陳利達, 張

貝梅, 張卓立, 張宗平, 梁玉玫, 黃慶

隆, 楊年耀, 葉美娥, 董國俊, 塗旺松, 

葉阿桃, 楊碧華, 楊黎花, 劉淑麗, 歐

陽甜甜, 劉英美, 劉孫年樂, 劉玉娟故

事口述 ; 周彥彤文字編輯 ; 伍靜芬, 

杜政治, 李春梅, 周秋涼, 林慧瑜, 洪

淑貞, 陳珠妹, 陳姚麵, 陳利達, 張貝

梅, 楊黎花, 董國俊, 塗旺松, 蔡鑾, 劉

淑麗, 繆之芬, 謝佳吟繪畫創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為為設計有限公司, 好

蟾蜍工作室, 10912 .-- 5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887-0-4 (精裝)  

 863.599  

我們班的新同學 斑傑明.馬利 / 賴馬

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503-758-1 (精裝) 

NT$380  

 863.599  

你都不會 / 陳虹伃圖.文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14-6 (精裝) NT$320  

 863.599  

走揣灣裡啥物味? / 臺南市南區省躬

國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王佳妍, 余

密楷, 林雯琳, 林義文, 陳芊妤, 陳芮

萱, 楊又云, 謝瑤琪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 

11001 .-- 40 面; 30 公分 .-- (臺南市兒

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 48) .-- 

ISBN 978-986-5430-90-0 (精裝附光碟

片) NT$200  

 863.599  

走鏢台江 / 王文華文 ; 蔡豫寧圖 .-- 臺

南市 :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12 .-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50-61-8 (精裝) NT$300  

 863.599  

佮水共生 = Living with water / 黃萱儀

作 .-- 初版 .-- 宜蘭縣礁溪鄉 : 番割田

創意工作室, 10912 .-- 50 面; 21X30 公

分 .-- (礁溪ㄝ歌台語繪本) .-- 中英對

照;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913-1-5 

(精裝) NT$500  

 863.599  

阿公的秘密基地 / 王文華文 ; 程宜方

圖 .-- 臺南市 :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450-62-5 ( 精 裝 ) 

NT$300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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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花東好好玩 / 陳穎曦圖.文 .-- 初

版  .-- 新 北 市  : Amanda 繪 本 吧 , 

10912 .-- 24 面; 27 公分 .-- 中英對照 .-

- ISBN 978-986-99864-1-0 (精裝)  

 863.599  

咚咚,咚! /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

司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童漫秀多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4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89-0-

2 (精裝) NT$360  

 863.599  

阿迪和朱莉 / 陳致元作繪 .-- 四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513-2-6 (精裝) 

NT$396  

 863.599  

來喲,來買喔! /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

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張旆綸, 康芷

綺, 王妤如, 楊鎧銓, 賴韋克, 邱沛璇, 

洪忻妤, 陳毓綺, 莊沐澂繪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

民小學, 10912 .-- 40 面; 29 公分 .-- (臺

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系列  ; 

52) .-- ISBN 978-986-5430-78-8 (精裝

附光碟片) NT$200  

 863.599  

刺蝟先生的擁抱 / 馮湘婷作 ; 曼蒂

Mandie Kuo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5X25 公分 .-- (兒童博雅 ; 91)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419-6 

(精裝) NT$300  

 863.599  

食育天團. 3 : 熱情破壞王 / 妙蒜小農

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8 面; 23X23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99015-7-4 (精裝)  

 863.599  

時光魔戒 / 王玉鳳文.圖 .-- 初版 .-- 雲

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 

11001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89-0 (精裝) NT$300  

 863.599  

神奇の千斤頂 / 陳芓予, 謝庭媗, 周宜

錚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林縣環境保護局,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環境教

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986-

5425-87-6 (平裝)  

 863.599  

射寮溪怎麼了? / 陳凱鈞, 林妍伶, 劉

思媛, 黃浚庭, 張鈞愷, 林蕙玟, 張家

愷, 王彥承文.圖 .-- 屏東縣車城鄉 : 屏

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射寮分校, 

10912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82-8 (精裝) NT$250  

 863.599  

頂三庄上的小學 / 邱怡菁, 吳宛霖文

字 ; 張裕祥繪圖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 11001 .-

- 3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58-51-5 (精裝)  

 863.599  

彩虹森林. 1 : 好好說 說好好 / CPU 作 ; 

妙蒜小農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妙

蒜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100 面; 

18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015-6-

7 (精裝)  

 863.599  

給我一個球場 /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

年純潔運動協會作 ; 蔡雪純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

純潔運動協會, 10912 .-- 32 面; 21X21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99914-0-7 (精裝)  

 863.599  

雲林古坑 : 螢火蟲的夏夜舞會 / 陳逸

慈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

林縣環境保護局 , 10912 .-- 20 面 ;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

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賽 .-- ISBN 978-

986-5425-84-5 (平裝)  

 863.599  

喵喵 / 桂文亞文 ; 黃海蒂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出版 : 

巴巴文化發行, 11001 .-- 40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8803-

8-1 (精裝) NT$350  

 863.599  

蛙蛙!哇哇! / 王尹伸圖.文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0912 .-- 22 面; 21X30 公分 .-- 注音版; 

109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競

賽 .-- ISBN 978-986-5425-86-9 (平裝)  

 863.599  

想不到大飯店 / 周姚萍文 ; 楊麗玲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7 公

分 .-- (小魯創作繪本 ; 69) .-- ISBN 

978-986-5566-08-1 (精裝) NT$320  

 863.599  

像什麼呢? = Like what / 劉芷妤, 胡敏

祺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點點文創

工作室, 10912 .-- 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95-2-7 (精裝)  

 863.599  

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 / 陳致元

作繪 .-- 三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44 面; 23

公分 .-- (我們的故事系列)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513-3-3 (精裝) 

NT$350  

 863.599  

樹上的魚 : Lokot 鳥巢蕨 = The fish 

that lived in a tree Lokot (A tale from the 

Pangcah tribe) / 桂春.米雅文字 ; 種籽

設計圖像創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001 .-- 44

面; 30X24 公分 .-- ISBN 978-986-5455-

08-8 (精裝) NT$380  

 863.599  

礁溪阿媽我愛妳 = Jiaosi ama I love 

you / 黃萱儀作 .-- 初版 .-- 宜蘭縣礁

溪鄉 :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 10912 .-- 

34 面; 21X30 公分 .-- (礁溪ㄝ歌台語

繪本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9913-0-8 (精裝) NT$500  

 863.599  

賽德克與小矮人(華語/德固達雅語) 

= Seedia' daka' snsinguc / 溫黃輝芝, 卓

惠美中文文字 ; 溫黃輝芝, 許貴蘭, 蔡

瑪莉族語文字 ; 卓惠美繪圖 .-- 南投

市 : 南投縣政府, 10912 .-- 3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2-60-8 (平裝)  

 863.599  

賽德克與小矮人(華語/德路固語) = 

Seejia'ni seejia snsunguc / 溫黃輝芝, 卓

惠美中文文字 ; 溫黃輝芝, 許貴蘭, 蔡

瑪莉族語文字 ; 卓惠美繪圖 .-- 南投

市 : 南投縣政府, 10912 .-- 3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2-61-5 (平裝)  

 863.599  

賽德克與小矮人(華語/賽德克都達

語) = Sunguc'mi sedia' snsunguc / 溫黃

輝芝, 卓惠美中文文字 ; 溫黃輝芝, 許

貴蘭, 蔡瑪莉族語文字 ; 卓惠美繪

圖 .--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10912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

62-2 (平裝)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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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栗同心 / 楊智傑文 ; 洪郡佑, 洪逸

文, 陳靖宇, 曾品浤, 葉承瑜, 劉芷妘

圖 .-- 屏東縣東港鎮 : 屏東縣東港鎮

以栗國民小學, 1091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85-9 (精裝) 

NT$250  

 863.599  

藝童話客趣 : 客家語童詩創作繪本 / 

李國海總編輯 .-- [苗栗市] : 苗栗縣政

府教育處, 10912 .-- 76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0-68-0 (平裝) 

NT$220  

 863.759  

*銀色个夢 = A silver dream / 張㨗明

作 ; 阮元繪圖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晴光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發行, 10911 .-- 96 面; 30 公

分 .-- (遠景繪本系列 ; 18) .-- 正體題

名 : 銀 色 個 夢  .-- ISBN 978-957-39-

1123-4 (精裝附光碟片) NT$450  

 863.7599  

mlata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 109 年第 11 屆 / 林二郎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1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35-41-7 (平裝) NT$420  

 863.83  

Kulumah,回家唸歌 : 母語新詩讀本 / 

董恕明, 簡齊儒編輯 .-- 臺東市 : 國立

臺東生活美學館, 10911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40-3 (平裝) 

NT$200  

 863.851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 / 張友漁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0912 .-- 224 面; 21 公分 .-

- (福爾摩沙冒險小說 ; 13) .-- ISBN 

978-986-99149-4-9 (平裝)  

 863.857  

sikamanguaq na qeminal janan i Tjal 

jakavus a zaljum : i macacukes a taruran 

= 來義水寶藏 : 二峰圳 / 曾莉婷(Vais)

文 ;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附

設幼兒園圖 .-- 屏東縣來義鄉 : 屏東

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6-84-2 (精裝) NT$250  

 863.859  

告別單身-送情柴 = kipusaw tua kina 

maqacuvucuvungan-papuljiva / 霍維娣, 

柳程浩, 鄭子勤, 黃鈺婷, 高銓佑, 呂

佾恩文.圖 .-- 屏東縣春日鄉 : 屏東縣

春日鄉春日國民小學,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83-5 (精

裝) NT$250  

 863.859  

雷女比娃與神奇葫蘆 / 賴奇郁作 ; 黃

岳琳繪圖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少

年, 11002 .-- 56 面; 30 公分 .-- (臺灣本

土繪本. 臺灣原住民族 ; 1) .-- BOD

版 .-- ISBN 978-986-99614-2-4 (平裝) 

NT$300  

 863.859  

西洋文學 

死亡的重量 / 約翰.哈威(John Harvey)

著 ; 李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東

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3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36-5-8 (平

裝) NT$400  

 873.57  

彼得潘 / 巴利文 ; 克拉迪奧圖 ; 劉思

源譯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6-03-5 (平

裝) NT$320  

 873.57  

消失的字母 J : 布克獎得主扣問歷史

與記憶之作 / 霍華.傑可布森(Howard 

Jacobson)作 ; 陳逸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0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65-5 (平裝) NT$420  

 873.57  

金 魚 男 孩  / 麗 莎 . 湯 普 森 (Lisa 

Thompson) 著  ; 麥 克 . 羅 利 (Mike 

Lowery)繪 ;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0487-

43-5 (平裝)  

 873.59  

甲蟲男孩. 3, 最終決戰 / M. G.里奧納

(M. G. Leonard)著 ; 黃意然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少年

天下系列 ; 61) .-- ISBN 978-957-503-

716-1 (平裝) NT$360  

 873.596  

奇異的星星 / 愛瑪.卡蘿(Emma Carroll)

著 ; 林亭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

事館) .-- ISBN 978-986-344-867-9 (平

裝) NT$320  

 873.596  

貓戰士七部曲破滅守則. 二, 靜默融

雪 /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 約翰.

韋伯(Johannes Wiebel)繪 ; 高子梅譯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4-4-8 (平裝) NT$250  

 873.596  

小小比利熊成長繪本 / 米莉安.莫斯

(Miriam Moss)作  ; 安娜 .庫里 (Anna 

Currey)繪 ; 王鈺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冊 .-- (童心園 ; 135-137) .-- 

ISBN 978-986-507-250-6 (全套:精裝) 

NT$900  

 873.599  

小小的我 / 艾瑪.達德(Emma Dodd)文.

圖 ; 李貞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6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13-8507-5 (精裝)  

 873.599  

大自然玩具箱 / 溫達.舒爾蒂(Wenda 

Shurety)文 ; 哈里特.霍布戴尼(Harriet 

Hobday)圖 ; 巫芷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570-08-8 (精裝)  

 873.599  

工程龍上火星  / 邁可 .懷特(Michael 

Whaite)文圖 ; 李紫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6 面; 25X25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274-531-1 (精裝)  

 873.599  

飛天企鵝傑洛尼莫 /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作 ; 東尼.羅斯(Tony Ross)

繪 ; 謝雅文譯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8X28 公

分 .-- (大衛威廉繪本 ; 1) .-- ISBN 978-

986-5529-93-2 (精裝) NT$330  

 873.599  

第一個登陸月球的河馬 / 大衛.威廉

(David Walliams)作 ; 東尼.羅斯(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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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繪 ; 謝雅文譯 .-- 臺中市 : 晨星

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8X28

公分 .-- (大衛威廉繪本 ; 3) .-- ISBN 

978-986-99904-2-4 (精裝) NT$310  

 873.599  

越來越愛你 / 艾瑪.達德(Emma Dodd)

文.圖 ; 李貞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26 面; 24X24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13-8508-2 (精裝)  

 873.599  

最棒的企鵝表演家  / 露西 .弗雷加

(Lucy Freegard)文.圖 ; 范媛媛(Elly Fa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05-7 (精裝) 

NT$300  

 873.599  

躲躲躲貓貓 : 海洋朋友 / IglooBooks

作 ; Betsy Luk 插畫 ; 張之逸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2 .-- 1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5528-56-0 (精裝) NT$450  

 873.599  

躲躲躲貓貓 : 森林朋友 / IglooBooks

作 ; Noémie Gionet Landry 插畫 ; 張之

逸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

限公司, 11002 .-- 1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528-57-7 ( 精 裝 ) 

NT$450  

 873.599  

誰吞了史丹利  / 莎拉.蘿柏茲(Sarah 

Roberts)文 ; 漢娜.佩克(Hannah Peck)

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 

11002 .-- 40 面; 25X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17-56-4 (精裝)  

 873.599  

鱷魚艾倫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 賈維

斯(Jarvis)文.圖 ; 黃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2 面; 28X26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440-368-4 (精裝)  

 873.599  

大競走 / 史蒂芬.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 352 面; 21 公分 .-- (史蒂芬金選 ; 

44) .-- ISBN 978-957-33-3658-7 (平裝)  

 874.57  

尼安德塔人 / 約翰.達頓著 ; 楊淑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

公司, 11001 .-- 4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8-2 (平裝) NT$450  

 874.57  

失控的陪審團 / 約翰.葛里遜著 ; 郭坤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

公司, 11001 .-- 6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9-9 (平裝) NT$640  

 874.57  

行善的誘惑  / 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 陳耀宗譯 .-- 臺北市 : 博

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32 面; 

22 公分 .-- (跨世紀大師彼得.杜拉克

全集 ; 22) .-- ISBN 978-986-99851-3-0 

(精裝) NT$340  

 874.57  

來自地心世界的訊息 / 戴安娜.羅賓

斯(Dianne Robbins)著 ; 蔡寬呈譯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0912 .-- 2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75-09-0 (平裝) NT$500  

 874.57  

重生的女巫 / 凱薩琳.艾登(Katherine 

Arden)作 ; 穆卓芸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416 面; 21 公分 .-- (藍小

說 ; 298) .-- ISBN 978-957-13-8512-9 

(平裝) NT$420  

 874.57  

麥卡的難題 / 安.泰勒(Anne Tyler)作 ; 

余國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196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7) .-- ISBN 978-

986-406-212-6 (平裝) NT$270  

 874.57  

造雨人 / 約翰.葛里遜著 ; 喬瑟芬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9-10-5 (平裝) NT$600  

 874.57  

*掠殺 / 莫琳.卡拉漢(Maureen Callahan)

著 ; 葉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8932-6 (平裝)  

 874.57  

替 身  / 蘇 菲 . 漢 娜 (Sophie Hannah), 

B.A.(芭莉斯 B. A. Paris), 克萊爾.麥金

托(Clare Mackintosh), 荷莉.布朗(Holly 

Brown) ; 楊睿珊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3 .-- 416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72) .-- ISBN 978-986-235-900-

6 (平裝) NT$400  

 874.57  

黑森林的白玫瑰 / 約恩.丹普西作 ; 李

靜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320-8 (平

裝) NT$390  

 874.57  

善惡魔法學院. 4 : 王者的考驗 / 蘇曼.

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 王娟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94-94-8 (平裝) 

NT$480  

 874.57  

邊境. 4 : 銀色死神 / 伊洛娜.安德魯斯

(Ilona Andrews)著 ; 蔡心語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0912 .-- 448 面; 21 公分 .-- (Fever ; 

FR075) .-- ISBN 978-986-319-525-2 (平

裝) NT$450  

 874.57  

魔法師的預言 / 狄巴克.喬布拉著 ; 陳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001 .-- 4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07-5 ( 平 裝 ) 

NT$450  

 874.57  

出 事 的 那 一 天  / 瑪 利 安 . 丹 . 包 爾

(Marion Dane Bauer)作 ; 鄒嘉容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144 面; 21 公

分 .-- (金獎小說) .-- ISBN 978-986-

338-376-5 (精裝) NT$260  

 874.59  

乞丐王子 / 馬克 .吐溫(Mark Twain)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60 面; 23 公

分 .-- (大師名著 ; 10) .-- ISBN 978-986-

99212-8-2 (平裝) NT$320  

 874.596  

小烏龜楚門 / 珍.瑞迪(Jean Reidy)文 ; 

露西.魯絲.庫敏士(Lucy Ruth Cummins)

圖 ; 張淑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001 .-- 48 面; 24X26 公

分 .-- (生命花園 ; 47) .-- ISBN 978-986-

400-320-4 (精裝)  

 87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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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3, 奇異的花束 / 

南西.史賓格(Nancy Springer)著 ; 金瑄

桓, 林虹瑜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58-474-9 (平裝) 

NT$280  

 874.596  

天鵝絨毛兔 / 瑪格利.威廉斯(Margery 

Williams)著 ; 恩佐繪 ; 劉清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3 公分 .-- (愛經典 ; 

18) .-- ISBN 978-986-99917-1-1 (平裝) 

NT$250  

 874.596  

告 訴我生命 的故事  / 陸可鐸 (Max 

Lucado)文 ; 隆.迪西安尼(Ron DiCianni)

圖 ; 郭恩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001 .-- 200 面; 21 公分 .-

- (iRead ; 9) .-- 中英對照 .-- ISBN 978-

986-400-322-8 (平裝)  

 874.596  

顛覆童話. 12, 小紅帽救大野狼 / 莎拉.

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 舒

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

分 .-- (Much 讀本 ; 80) .-- ISBN 978-

957-521-451-7 (平裝) NT$200  

 874.596  

魔咒不靈公主. 6, 尋找骷髏灣 / 伊莉

莎白 .道森 .貝克(E.D.Baker)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Plus

讀本 ; 14) .-- ISBN 978-957-521-450-0 

(平裝) NT$250  

 874.596  

小茱蒂的生日禮物 / 南西.派倫特文 ; 

薇薇安.吳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003 .-- 32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986-5517-64-9 (精裝)  

 874.599  

小茱蒂掉牙齒 / 南西.派倫特文 ; 薇薇

安.吳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

光點, 11003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63-2 (精裝)  

 874.599  

小茱蒂騎腳踏車 / 南西.派倫特文 ; 薇

薇安.吳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

光點, 11003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65-6 (精裝)  

 874.599  

五分鐘真的好久(才不會呢)(真的久) 

/ 莉 茲 . 卡 東 . 史 康 隆 (Liz Garton 

Scanlon), 奧 黛 莉 . 維 尼 克 (Audrey 

Vernick)文 ;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 何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32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76-00-4 (精裝)  

 874.599  

辛巴有乖乖聽話嗎? / 南西.派倫特文 ; 

丸山傑哈德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小光點, 11002 .-- 30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517-60-1 (精裝)  

 874.599  

我可以很平靜 : 一起練習正向思考 /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 彼得.雷

諾茲(Peter H. Reynolds)圖  ; 劉清彥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0X20 公

分 .-- (繪本 ; 266)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729-1 (精裝) NT$320  

 874.599  

我們都是人 : 一起練習同理心 / 蘇珊.

維爾德(Susan Verde)文 ; 彼得.雷諾茲

(Peter H. Reynolds)圖 ; 劉清彥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40 面; 20X20 公分 .-- 

(繪本 ; 267)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03-732-1 (精裝) NT$320  

 874.599  

我會自律 : 剛出生的弟弟回家了 / 康

妮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

文  ; 維 多 利 亞 . 阿 薩 內 利 (Victoria 

Assanelli)圖 ; 馬玲波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5X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46-23-6 (精裝) 

NT$300  

 874.599  

我會負責任 : 該收拾房間了 / 康妮科

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

圖 ; 馬玲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5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6-20-5 (精裝) NT$300  

 874.599  

我會誠實 : 糟糕,闖禍了! / 康妮科威

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 維

多利亞 .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

圖 ; 馬玲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5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6-22-9 (精裝) NT$300  

 874.599  

我會遵守約定 : 出門逛街去! / 康妮

科威爾.米勒(Connie Colwell Miller)文 ; 

維多利亞.阿薩內利(Victoria Assanelli)

圖 ; 馬玲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5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6-21-2 (精裝) NT$300  

 874.599  

拯救鄉村 : 碧雅翠絲.波特與彼得兔

的 故 事  / 琳 達 . 艾 洛 威 茲 . 馬 歇 爾

(Linda Elovitz Marshall)文 ; 伊拉莉亞.

烏比娜提(Ilaria Urbinati)圖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 40 面; 29 公分 .-- (Thinking ; 66) .-- 

ISBN 978-986-5505-54-7 ( 精 裝 ) 

NT$350  

 874.599  

馬拉拉和伊克巴勒 : 世界上最勇敢

的女孩和男孩  / 貞娜 .溫特(Jeanette 

Winter)作 ; 翁雅如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44 面; 28 公分 .-- (小米粒 ; 43)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99917-2-8 (精裝) 

NT$300  

 874.599  

最完美的生日蛋糕  / 凱蒂 .哈德森

(Katy Hudson)作.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70)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449-4 (精裝) 

NT$300  

 874.599  

森 林 裡 的 夢  / 凱 倫 . 詹 姆 森 (Karen 

Jameson) 文  ; 馬 克 . 布 塔 方 (Marc 

Boutavant)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9057-76-9 (精裝) NT$350  

 874.599  

傳家寶被 / 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 廖春美譯 .-- 二版 .-- 



100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44 面; 27 公分 .-- (波拉蔻

故事繪本) .-- ISBN 978-957-32-8944-9 

(精裝) NT$300  

 874.599  

蜜蜂樹  / 派翠西亞 .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 廖春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6 面; 28 公分 .-- (波拉蔻

故事繪本) .-- ISBN 978-957-32-8943-2 

(精裝) NT$280  

 874.599  

*誰寫的情書? / 阿妮卡.艾兒德米.德

妮絲(Anika Aldamuy Denise)文 ; 露西.

露絲.康明斯(Lucy Ruth Cummins)圖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

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40 面; 26

公 分  .-- 注 音 版  .-- ISBN 978-986-

99875-0-9 (精裝) NT$300  

 874.599  

蘇莉的魔髮 / Matthew A. Cherry 文 ; 

Vashti Harrison 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002 .-- 4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517-57-1 (精裝)  

 874.599  

風景線上那一抹鮮亮的紅 / 韓秀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00 面; 21 公分 .-

- (當代名家. 韓秀作品集) .-- ISBN 

978-957-08-5690-3 (平裝)  

 874.6  

海涅站在哲學路上的詩人 / 林郁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49-7-5 (平裝)  

 875.4  

* 牛 津 王 妃  / 摩 娜 . 凱 絲 頓 (Mona 

Kasten)著 ; 廖芳婕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8926-5 (平裝) NT$350  

 875.57  

魂 斷 威 尼 斯  / 托 瑪 斯 . 曼 (Thomas 

Mann)作 ; 姬健梅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002 .-- 180 面; 19 公分 .-- (木馬

文學 ; 150) .-- ISBN 978-986-359-864-0 

(平裝) NT$300  

 875.57  

禮物 /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作 ; 方子恆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77-977-2 (平裝) NT$420  

 875.57  

三個問號偵探團. 1, 天堂動物園事件 

/ 晤爾伏.布朗克文 ; 阿力圖 ; 宋淑明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

733-8 (平裝) NT$300  

 875.596  

三個問號偵探團. 2, 勇闖恐龍島 / 晤

爾伏.布朗克文 ; 阿力圖 ; 宋淑明譯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03-734-5 (平裝) 

NT$300  

 875.596  

三個問號偵探團. 3, 唱歌的幽靈 / 晤

爾伏.布朗克, 波里斯.菲佛文 ; 阿力

圖 ; 洪清怡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03-735-2 (平裝) NT$300  

 875.596  

鯊魚島 / 波里斯.菲佛文 ; 阿力圖 ; 洪

清怡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1

公分 .-- (3 個問號偵探團 ; 4)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503-736-9 (平裝) 

NT$300  

 875.596  

飛到白雲裡 / 伊莎貝拉.貢根(Isabelle 

Göntgen)作 ; 牟羿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4 面; 34 公分 .-- ISBN 978-

986-522-422-6 (精裝) NT$280  

 875.599  

巴黎的憂鬱 / 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作 ; 郭宏安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版社, 11001 .-- 

274 面; 26 公分 .-- (經典 ; 18) .-- ISBN 

978-986-227-288-6 (平裝)  

 876.51  

孤獨 / 克里斯多福.夏布特(Christophe 

Chabouté)作 ; 劉厚妤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2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9-862-6 (平裝) NT$450  

 876.57  

紅與黑 / 司湯達著 ; 楊平譯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52-971-2 (平裝) NT$480  

 876.57  

唯一的玫瑰 / 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著 ;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獨.小說 ; 

46) .-- ISBN 978-986-477-983-3 (平裝) 

NT$280  

 876.57  

鐘樓怪人 / 維克多.雨果著 ; 山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656 面; 21 公

分 .-- (愛經典 ; 47) .-- ISBN 978-957-

13-8525-9 (精裝) NT$750  

 876.57  

*那些消失的事 / 碧翠絲.阿雷馬娜

(Beatrice Alemagna)文.圖 ; 王卉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

限公司, 11001 .-- 70 面; 26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876-99-9 (精裝) 

NT$399  

 876.599  

叢林動物的聲音  / Marion Zoubenko

作 ; Charlie pOp 插畫 ; 李旻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2 .-- 12 面; 17X15 公分 .-- ISBN 

978-986-5528-61-4 (精裝) NT$450  

 876.599  

麗莎和卡斯柏 : Hello Kitty 在巴黎! / 

安.居特曼(Anne Gutman)文 ; 喬治.哈

朗斯勒本(Georg Hallensleben)圖 ; 尉

遲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9380-

80-5 (精裝) NT$320  

 876.599  

在雪豹峽谷中等待 / 席爾凡.戴松著 ; 

林佑軒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

860-2 (平裝) NT$360  

 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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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 : 一名精神分析師夏日海

灣 的 拾 貝 留 聲  / 彭 大 歷 斯 (Jean-

Bertrand Pontalis)著 ; 許薰月, 謝朝唐, 

葉偉忠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130 面; 

22 公分 .-- (風格翻譯文學叢書 ; 1) .-- 

ISBN 978-986-98242-7-9 ( 平 裝 ) 

NT$320  

 876.6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安娜.卡列尼娜 / L.托爾斯泰著 ; 邢琳

琳譯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352-954-5 (上冊:平裝) NT$480 .-- 

ISBN 978-986-352-955-2 (下冊:平裝) 

NT$480  

 880.57  

銀 色 公 路  / 史 蒂 娜 . 傑 克 森 (Stina 

Jackson)著 ; 楊佳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Laurel) .-- ISBN 978-

986-319-531-3 (平裝) NT$340  

 881.357  

許 願 地 球 儀  / 克 莉 絲 汀 娜 . 奧 森

(Kristina Ohlsson)著 ; 張玉亮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957-08-5675-

0 (平裝)  

 881.359  

如果我住在別的地方 / 艾力克斯.豪

思(Alex Howes)文圖 ; 陳可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1 .-- 32 面 ; 

23X23 公分 .-- (繪本滴 ; 84)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9529-72-3 (精裝) 

NT$320  

 881.3599  

我們的狗,阿拉斯加 / 安娜.沃茲(Anna 

Woltz)著 ; 林敏雅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029-4 (平裝) NT$350  

 881.6596  

第 59 街的畫家 / 特莉絲.馬蒂(Truus 

Matti)著 ; 林敏雅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1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023-2 (平裝) NT$350  

 881.6596  

考古學家都在做什麼? / 莉斯貝特.史

列荷斯(Liesbet Slegers)圖文 ; 謝維玲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2 .-- 

32 面; 25X26 公分 .-- (繪本滴 ; 91) .-- 

ISBN 978-957-9529-75-4 ( 精 裝 ) 

NT$360  

 881.6599  

大野狼和他的 14 隻小狼,還有小紅帽 

/ 克 莉 絲 汀 . 諾 曼 維 明 (Christine 

Naumann-Villemin) 作  ; 戴 維 . 塔 貝

(David B. Draper)繪 ; 吳愉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74-530-4 (精裝)  

 881.7599  

尼莫船長 / 溫妮.洪(Winny Ang)文 ; 夏

綠蒂 . 瑟 維 倫斯 (Charlotte Severeyns)

圖 ;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

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9905-0-9 (精

裝) NT$320  

 881.7599  

尋找黃色小鴨  / 馬格努斯 .魏特曼

(Magnus Weightman)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2 面; 3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762-699-8 (精裝) 

NT$300  

 881.7599  

獵魔士 : 風暴季節 / 安傑.薩普科夫斯

基(Andrzej Sapkowski)著 ; 葉祉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001 .-- 416 面; 21 公分 .-- (Fever ; 

FR) .-- ISBN 978-986-319-524-5 (平裝) 

NT$420  

 882.157  

白色瘟疫 / 卡雷爾.恰佩克作 ; 陳柏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硫酸俱樂部有

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90-0-8 ( 平 裝 ) 

NT$320  

 882.457  

小黃傘 = The little yellow umbrella / 湯

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文.圖 .-- 新

北市 : 捷克商麋鹿多媒體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23X23 公分 .-- 中英捷

克對照 .-- ISBN 978-986-97307-3-0 (精

裝)  

 882.4599  

狐 狸 愛 上 圖 書 館  / 羅 倫 斯 . 波 利

(Lorenz Pauli) 文  ; 卡 特 琳 . 莎 樂 爾

(Kathrin Schärer)圖 ; 李紫蓉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36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22-5 (精裝) 

NT$320  

 882.5599  

戰 火 下 的 小 花  / 黛 博 拉 . 艾 里 斯

(Deborah Ellis)原著 ; 諾拉.托美(Nora 

Twomey)改編 ; 李靜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字畝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Thinking ; 65) .-- ISBN 978-

986-5505-52-3 (平裝) NT$350  

 885.3596  

異 鄉 客  / 加 布 列 . 賈 西 亞 . 馬 奎 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 葉淑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1 .-- 256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4903 種)(Classic ; 

109) .-- ISBN 978-957-33-3654-9 (平裝) 

NT$350  

 885.7357  

藝術類 

總論 

穿孔城市 = Perforated city / 駱麗真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

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當代藝術館 , 

10912 .-- 192 面; 25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8966-5-8 (平裝) 

NT$800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  

超音樂 .異聲驅動  = Living Sound : 

expanding the extramusical / 潘小雪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

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當代藝術館 , 

10912 .-- 128 面; 24 公分 .-- 中英對照

版 .-- ISBN 978-986-98966-2-7 (平裝) 

NT$550  

1.現代藝術 2.聲音傳播 3.作品集  

902  

藝無界 : 藝術家國際交流展. 2021 = 

The art without borders :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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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Exchange Exhibition. 2021 / 蕭瓊瑞, 

鄭宏章文稿 ; 鄭宏章, 邵英莉編輯 .-- 

臺南市 : 華拓藝術家國際交流協會, 

10912 .-- 2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9900-0-4 (平裝) NT$1000  

1.藝術 2.作品集 3.亞洲  902.3  

十 日 談  : 虛 構 且 真 實 的 異 域  = 

Decameron : a figurative and literal 

sphere / 陳慧君總編輯 ; 蕭雅心, 李佩

姍, 周柏翰, 張書毓, 林衍馨, 蕭珮宜, 

林郁珮, 陳肇彤, 洪瑄, 邵士銘[作] .-- 

臺北市 : 赤粒藝術經紀策展有限公

司, 11001 .-- 1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052-9-5 (平裝) NT$10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女口武林 : 蔡海如作品集. 1988-2020 

/ 蔡海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蔡海

如出版 : 詹氏書局總經銷, 1091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03-7 (平裝)  

1.現代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朱德群 : 寧靜.光燦百歲誕辰紀念展 

= Chu Teh Chun / 朱德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名山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6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5773-6-6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如藝傳 / 賈霈雯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

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美術

班, 11001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8-53-9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桃源美展. 2020 = Taoyuan Fine Arts 

Exhibition / 黃慕薇執行編輯  .-- 初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 

10912 .-- 3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3-32-8 (平裝) NT$10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象外.圜中 : 蕭勤八五大展 = Hsiao 

Chin at 85 : An Exhibition of 

Transcendent Art / 鍾承學, 鍾承柔, 梁

雅蓮, 蔡碧華執行編輯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11001 .-- 3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465-13-

1 (平裝) NT$12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雲林文化藝術獎專輯 : 美術獎/表演

藝術獎 /貢獻獎 . 2020 16th = Yunlin 

Culture and Art Award : arts 

award/performing arts award/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 陳璧君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001 .-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25-91-3 (平裝) NT$50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跨 世 代  : 專 題 特 展  = Across 

generations / 吳守哲總編輯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 

10912 .-- 12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689-90-2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搖動的風 = Swinging wind / 趙茂東總

編輯  .-- 新北市  : 問空間工作室 , 

10912 .-- 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450-2-8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臺 南 國 際 藝 術 進 駐 計 畫 . 2020 = 

Artists-in-Residence Program in Tainan / 

劉冠吟, 潘美君撰文 .-- 臺南市 : 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 10912 .-- 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89-4 (平裝) 

NT$300  

1.藝術 2.藝術家 3.機關團體 4.臺南

市  906  

七步走.找東 C : 東區原住民族地方

文化館聯合策展導覽手冊. 109 年 / 

謝美蘭主編 .-- 屏東縣瑪家鄉 : 原住

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1091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35-39-4 (平裝)  

1.藝術展覽 2.臺灣原住民族  906.6  

少年當代 : 未終結的過去進行式 = 

Once upon a time : unfinished 

progressive past / 潘小雪總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

基金會臺北當代藝術館出版 : 財團

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發行, 10912 .-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966-4-1 (精裝) NT$80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6.6  

合力組裝米克斯 / 駱麗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文

化基金會臺北當代藝術館, 10912 .-- 

192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966-6-5 (平裝) NT$80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6.6  

查無此人 : 小花計劃展 =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 These Flowers. 

Musical Memory & Art Exhibition / 潘

小雪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當代藝

術館, 10912 .-- 138 面; 26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98966-3-4 (平

裝) NT$60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6.6  

姚瑞中 : 犬儒共和國 = Yao Jui Chung : 

Republic of Cynic(R.O.C.) / 游崴, 姚瑞

中作 .-- 臺北市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

實驗場, 1091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00-5-8 ( 平 裝 ) 

NT$30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6.6  

常/變 : 斜槓的萬華鏡 = Constant/Shift : 

Kaleidoscope Slashes / 許峰旗策劃主

編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1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289-2 (平

裝)  

1.藝術展覽 2.作品集  906.6  

新派繪畫的拼合/裝置 : 臺灣在巴西

聖保羅雙年展的參展脈絡 1957-1973 

= Combine and install the "New 

Painting" : Taiwan art in São Paulo 

Biennial (1957-1973) / 蔣伯欣著 .-- 臺

南市 :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10912 .-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06023-0-2 (平裝)  

1.藝術展覽 2.臺灣 3.巴西  906.6  

歐布澤宇宙 = From object to cosmos / 

方彥翔撰文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

雄市立美術館, 11001 .-- 144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5465-15-5 (平裝) 

NT$25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6.6  

心靈越界與歸返 : 臺南市美術館典

藏主題展. 2020 年 = Back & Beyond : 

Selected Works from the TAM 

Collection / 潘襎總編輯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市美術館, 10912 .-- 1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0-80-1 (精

裝) NT$850  

1.臺南市美術館 2.藝術展覽 3.作品

集  906.8  

走入.走出 = X-site 2014-2020 / 熊思婷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

術館,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464-09-7 (精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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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市立美術館 2.藝術展覽 3.作

品集  906.8  

*臺灣畫廊.產業史年表. 1991-2000 / 

鍾經新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藝

術家出版社, 10912 .-- 4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282-264-7 (平裝) 

NT$800  

1.藝廊 2.產業發展 3.歷史 4.臺灣  

906.8  

羅浮宮給世界的藝術課 / 程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

86-1 (平裝) NT$399  

1.羅浮宮(Le Louvre) 2.藝術品 3.藝術

欣賞  906.8  

自成徑 : 台灣境派藝術 = Sui generis : 

Jing-Pai of Taiwan / 許遠達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伊通國際有限公司, 

10912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3958-1-6 (平裝) NT$500  

1.藝術評論 2.文集 3.臺灣  907  

翱翔的大冠鷲 : 臺灣當代原住民藝

術演講與論述 / 許瀞月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64-9-4 ( 平 裝 ) 

NT$420  

1.現代藝術 2.臺灣原住民族 3.文集  

907  

方聞的中國藝術史九講 / 方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9057-78-3 ( 平 裝 ) 

NT$480  

1.藝術史 2.中國  909.2  

書寫、消費與生活 : 二十世紀初期

中國的美術風景  / 劉瑞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001 .-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2-

265-4 (平裝) NT$360  

1.美術史 2.中國  909.2  

竹光重現 : 戰後新竹美術發展 / 徐婉

禎, 黃義雄, 張晴文, 張馨之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10912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21-64-9 (平裝) NT$450  

1.美術史 2.文集 3.新竹市  

909.33/112  

林風眠 : 中國現代藝術之父 / 莊喬伊

主編  .-- 臺北市  : 大藝術家畫廊 , 

10912 .-- 216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986-98480-2-2 (精裝)  

1.林風眠 2.藝術家 3.傳記 4.中國  

909.887  

望天之光 : 李登元一筆畫能量藝術 / 

李登元, 林秀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808-1-4 (平裝) NT$380  

1.李登元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歌頌人生揮健筆 川流不息朔源頭 : 

黃歌川傳記暨檔案彙編 = Huang, Ko-

chuan's biography and archive / 邱琳婷, 

王明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歷史博物館, 10912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47-2 (平裝) 

NT$600  

1.黃歌川 2.藝術家 3.臺灣傳記  

909.933  

音樂 

偉大音樂家 : 巴哈、莫札特、貝多

芬、路易斯阿姆斯壯 / 張玲玲, 王欣

榆, 劉思源, 殷麗君文 ; 丹尼斯, 佛米

娜, 維達利, 佛朗索瓦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76-02-8 (平裝) NT$320  

1.音樂家 2.傳記  910.99  

玩真的!朱宗慶的文化藝術必修課 / 

朱宗慶口述 ; 盧家珍, 林冠婷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08 面; 21 公

分 .-- (觀成長 ; 32) .-- ISBN 978-957-

13-8509-9 (平裝) NT$360  

1.朱宗慶 2.音樂家 3.自傳 4.臺灣  

910.9933  

演奏與詮釋 :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2020 / 黃新財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912 .-- 

23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06018-0-0 (平裝) NT$300  

1.演奏 2.樂評 3.文集  911.807  

從不知量力的心出發 : 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的故事 / 朱心嚴, 何貞青撰

文 .-- 初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財團法

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1091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511-6-0 (平

裝) NT$350  

1.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  912.9  

黃炳煌與音樂的邂逅 : 臺灣鄉土歌

謠創作 / 黃炳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383-0 (平裝) NT$250  

1.民謠 2.臺灣  913.533  

圖解貝斯過門 / 板谷直樹著 ; 陳弘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134-3 (平

裝) NT$600  

1.絃樂器 2.音樂教學法  916.6905  

TALENT 薩克斯風探索團 / 丁文祺, 

李淑玫, 林旭承, 林月盛, 唐苡翔, 廖

光明, 王漢瑞, 陳映輝, 黃冠鈞, 蔡常

文, 李宗育, 張銘仁, 李奉彬, 蔡淑芬, 

黃嫊惠, 邱柏維編輯 .-- 高雄市 : 卓著

出版社出版 : 卓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0912 .-- 1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777-3-9 (平裝)  

1.薩克斯風  918.3  

薩克斯風演奏不能說的祕密. 初階篇 

/ 法藍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盧卡

斯薩克斯風愛樂社, 11001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81-0-0 (平

裝) NT$800  

1.薩克斯風  918.3  

二胡的民歌謠世界 / 郭長松編著 .-- 

[ 臺 中 市 ] : 中 華 商 道 發 展 協 會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3389-8-

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

93389-9-8 (第 2 冊:平裝)  

1.胡琴 2.音樂教學法  919.2105  

二胡的民歌謠世界. 第三冊, 臺灣民

謠篇 / 郭長松編著 .-- [臺中市] : 中華

商道發展協會, 11001 .-- 6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002-0-9 (平裝)  

1.胡琴 2.音樂教學法  919.2105  

古調留聲 : 泰武古謠收集冊 = lemaulj 

ta sinicuayan a ljingav .-- 屏東縣泰武

鄉 :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1091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6-79-

8 (平裝)  

1.原住民族音樂 2.排灣族 3.歌謠 4.

屏東縣泰武鄉  919.7  

樂舞原住民 : 花蓮縣政府「第二期

(105-108 年)花東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原住民族樂舞人才培育暨扶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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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計畫」成果專輯 / 陳建村總編

輯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 

10912 .-- 180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9-32-4 (精裝) NT$1200  

1.原住民族音樂 2.民族舞蹈 3.臺灣

原住民族  919.7  

建築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2 : 摩天大樓 / 莎

莉.史普雷文 ; 馬克.呂弗福爾圖 ; 金

瑄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17-

59-5 (精裝)  

1.建築物 2.建築工程 3.通俗作品  

920  

二零二零建築畢業設計南向國際論

壇 : 台灣與東南亞 = 2020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 in 

Taiwan & southeast Asia / 吳光庭, 賴啟

建, 薛丞倫主編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

大學建築學系, 11001 .-- 256 面; 27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99747-4-5 (平裝)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食衣住行綠建築 = Green building in 

our life / 張雅雲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11001 .-

- 43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06017-0-1 (精裝) NT$1500  

1.綠建築 2.建築節能 3.作品集  

920.25  

高雄市建築師作品年鑑. 2021 / 侯慶

謀主編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高雄市

建築師公會, 11003 .-- 3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062-0-1 (精裝) 

NT$1200  

1.建築美術設計 2.作品集  920.25  

公共藝術年鑑. 108 年 = Public art in 

Taiwan annual. 2019 / 古奕潔主編 .-- 

新北市 : 文化部, 11001 .-- 3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258-8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500  

1.公共藝術 2.年鑑  920.58  

兩岸三地國際空間設計大獎專集  / 

黃長美總編 .-- 臺北市 : 臺灣建築報

導雜誌社, 10912 .-- 440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95086-9-8 ( 精 裝 ) 

NT$1500  

1.建築美術設計 2.空間設計 3.室內

設計  921  

雕塑 

氣韻 : 許文融創作輯 / 許文融創作 .-

- 臺中市  : 超藝術空間有限公司 , 

11001 .-- 72 面; 29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36-0-6 (精裝) NT$600  

1.雕塑 2.繪畫 3.作品集  930.8  

大觀印林. 第十輯 / 李宗仁, 蔡介騰總

編輯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出版 : 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發行, 10912 .-- 1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620-7-

0 (平裝) NT$300  

1.印譜  931.7  

台灣印社社刊. 第二十二集 / 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印社, 10912 .-- 172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86-93784-8-2 ( 平 裝 ) 

NT$220  

1.印譜  931.7  

竹 刻 之 美  = The beauty of bamboo 

carving / 洪三雄, 張富荃, 楊孟玲, 彭

盈真, 魏可欣, 黃蘭茵, 陳勇成, 慕文

泊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雙

清文教基金會, 10912 .-- 351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97487-2-8 (平裝)  

1.竹刻 2.竹雕 3.古器物 4.文集  

933.07  

狗札記 : 黃柏仁作品集 = The dog's 

notes : a portfolio of HUANG Poren's 

sculptures / 黃柏仁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紅野畫廊有限公司, 10912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0559-4-

9 (精裝) NT$1200  

1.銅雕 2.作品集  935.3  

中華民國版印年畫. 第 36 屆 : 喜牛迎

春─牛年年畫特展 = The 36th New 

Year Prints Exhibition of R.O.C. : Happy 

Oxen Welcoming the Spring / 蔡雅純主

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 

11001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66-3 (平裝) NT$450  

1.版畫 2.年畫 3.畫冊  937  

紅土銹然大器 : 陳金旺創作專輯 / 陳

金旺作 .-- 彰化縣彰化市 : 國立彰化

生活美學館, 10912 .-- 6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2-284-7 ( 平 裝 ) 

NT$5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漆知天命 : 梁晊瑋漆藝創作集 / 梁晊

瑋作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82-

3 (精裝)  

1.漆藝 2.作品集  938.9  

書畫 

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開館藏品續

集 = Collection of the Lingnan Fine Arts 

Museum of Academia Sinica. volume 3 / 

歐豪年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 10912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2-73-7 (平

裝)  

1.嶺南畫派 2.書畫 3.畫論 4.中國  

940.98  

雲水逸情 : 林進忠書畫集 = Leisure 

Flavor-Lin Chin-Chung :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Painting Exhibition / 林進忠

作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 

10912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57-1 (平裝) NT$12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自得其樂 : 台北藝術院書畫印師生

聯展作品集. 二 0 二 0 / 台北藝術院

師生作  .-- 臺北市  : 台北藝術院 , 

109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25-0-0 (平裝) NT$600  

1.書畫 2.篆刻 3.作品集  941.6  

裴紫綺書畫回顧展畫集 / 裴紫綺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虹文化企業有限

公司, 1100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928-2-9 (平裝) NT$10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翰墨風華 : 中華民國書法教學研究

學會 30 週年書畫作品集 / 陳秀玉等

作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書法教學研

究學會,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436-1-2 ( 平 裝 ) 

NT$10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鯤島墨痕 : 百年台灣書法現象與墨

跡 / 汪世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千出版社, 10912 .-- 294 面; 26 公分 .-

- (書法藝術 ; 10901) .-- ISBN 978-957-

447-351-9 (平裝) NT$399  

1.書法 2.歷史 3.臺灣  942.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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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筆傳音 : 鄭文音書法作品集 / 鄭文

音作 .--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政府

文化局, 10912 .-- 128 面; 30 公分 .-- 

(澎湖縣文化資產叢書 ; 316) .-- ISBN 

978-986-5427-54-2 (平裝) NT$35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花語翰墨香 : 吳炳銅書法‧攝影作

品集 / 吳炳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冠學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89681-6-5 (平裝) NT$500  

1.書法 2.攝影 3.作品集  943.5  

劉登科老師書法教學作品集 / 劉乃

榕, 劉加宥編輯 .-- 臺北市 : 劉登科, 

110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57-0 (平裝) NT$8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墨緣起性 : 羅凡晸詩書創作展 / 羅凡

晸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羅凡晸, 

109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19-8 (平裝)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霽廬指月 / 宋秉修著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宋秉修出版 : 彌陀齋盧精舍發

行, 11001 .-- 155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57-43-8472-3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天鶴天來翠嘉邦 : 臺日書法聯合展

覽 / 葉碧苓主編 .-- 初版 .-- 嘉義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1001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67-1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台日書法交流六十週年紀念展 .-- 新

北市 : 吳翼中出版 ; [臺北市] : 心太

平室書會發行, 10912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75-7 (平裝) 

NT$12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清華大學校友書法聯展-竹師芳華 / 

賴煥琳, 曹靜琍, 詹坤艋, 謝石鴻, 羅

際鴻, 駱明春, 劉松炎作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 11001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424-8-8 (平裝)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國際蘭亭筆會書法展. 第 36 回, 臺灣.

臺東展 = The 36nd Exhib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ting Calligraphy 

Society in Taitung. 2020 / 張炳煌, 鍾青

柏總編輯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19-43-1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新編圖解水墨畫教室 / 美術編輯組

主編 .-- 第一版 .-- 臺南市 : 文國書局, 

1100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247-204-0 (平裝) NT$250  

1.水墨畫 2.繪畫技法  944.38  

山水寄情  : 陳宗鎮紀念展  = Deep 

Affectiion Natural Landscape : A 

Memorial Exhibition of Chen Tsung-

Chen / 許秀珠著 .-- 桃園市 : 桃園市

政府文化局,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63-22-9 ( 精 裝 ) 

NT$1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自然之淬 生生不息 : 劉雪娥膠彩畫

展 = The essence of nature everlasting 

life :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Liu, 

Hsueh-E's creations / 劉雪娥作 .-- 臺中

市 : 劉雪娥, 10912 .-- 60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99-3 (平裝) 

NT$500  

1.膠彩畫 2.畫冊  945.6  

吳冠中 : 吳帶當風 / 莊喬伊主編 .-- 臺

北市 : 大藝術家畫廊, 10912 .-- 189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986-98480-1-

5 (精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高宛珍國畫作品集 = Gao Wan-Jhen 

painting collections. II / 高宛珍作 .-- 臺

中市 : 高宛珍, 11001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64-8 (第 2

集:平裝)  

1.花卉畫 2.工筆畫 3.畫冊  945.6  

張大千 vs.梅竹雙清 梅蘭竹菊(合訂

本) / 何恭上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圖書公司, 10912 .-- 218 面; 29 公

分 .-- (看懂大師) .-- ISBN 978-957-

672-407-7 (精裝) NT$930  

1.張大千 2.水墨畫 3.畫論  945.6  

梁西燕水墨回顧展畫集 / 梁西燕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虹文化企業有限

公司, 1100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928-3-6 (平裝) NT$1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墨緣星光 : 吳嘉羚彩墨畫集 / 吳嘉羚

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 

11001 .-- 7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82-0-9 (平裝) NT$3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隨勢生機 : 戴武光、李源海、范乾

海文人合作畫展 = In Perfect Harmony : 

Exhibition of Collaborated Paintings of 

Tai Wu-Kuang, Lee Yuan-Hai and Fan 

Chien-Hai / 戴武光, 李源海, 范乾海

作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 109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1-62-5 (精裝) NT$2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巨匠的風情 : 日本名畫散步 / 赤瀨川

原平著 ; 陳令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

084-6 (平裝) NT$320  

1.東洋畫 2.藝術欣賞 3.日本  946.17  

韓國繪師的動漫角色速繪祕技 / 崔

元喜作 ; 林芳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3 .-- 731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6-7 (平

裝) NT$550  

1.人物畫 2.繪畫技法  947.2  

Q 萌小可愛漫畫角色入門 : 不藏私 Q

版漫畫完全教學 / 蔡蕙憶(橘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192 面; 26 公分 .-- (多

彩多藝 ; 4) .-- ISBN 978-957-686-803-0 

(平裝) NT$320  

1.漫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1  

四方雲集 : 臺.港.中.新的繪本漫畫文

圖學 / 衣若芬, 莫忠明, 孔令俐, 朱維

理, 羅樂然作 ; 衣若芬主編 .-- 初版 .-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59-37-0 (平裝) NT$450  

1.漫畫 2.繪本 3.讀物研究  947.41  

找死的兔子 : 再見兔兔 / 安迪.萊利

(Andy Riley)繪.著 ; 梁若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2 公分 .-- (Titan ; 

134) .-- ISBN 978-986-179-618-5 (平裝) 

NT$250  

1.漫畫 2.幽默 3.自殺  947.41  

紅豆綠豆碰 : 給我一顆聰明丸 / 吳佐

晰文 ; 吳淑華, 謝文瑰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112 面; 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46-18-2 (平裝) 

NT$270  

1.漫畫  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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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滅 教 我 們 的 事  / 最 強 欄 不 柱 -

TAMON( 敵 な ど い な い 程 強 い -

TAMO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拾青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 11002 .-- 208 面 ; 19 公 分  .-- 

(Epiphany ; 1) .-- ISBN 978-986-99559-

3-5 (平裝)  

1.漫畫  947.41  

漫畫敘事表現解剖學 / 威爾.艾斯納

(Will Eisner)作 ; 蔡宜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 11001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136-

7 (平裝) NT$80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可愛生活插畫 = 

Lovely illustration / Anita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622-4-7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一學就會!用鋼筆畫創意插畫手帳 = 

Creative Layout design / Anita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22-3-0 (平裝)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虎斑貓 Bon Bon 與世界動物朋友的

奇遇 : 365 日,天天都是動物狂歡節 / 

中西直子著 ;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1 .-- 3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9-418-5 ( 精 裝 ) 

NT$799  

1.插畫 2.畫冊  947.45  

超寫實.格鬥技全作畫指南 / 大黑屋

炎雀著 ; 王幼正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9392-3-2 (平裝) NT$42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滬尾畫帖 : 淡水古蹟擬人誌 / 蚩尤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

公司, 10912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9-526-9 (平裝)  

1.插畫 2.畫冊  947.45  

獸人角色繪製技法 / むらき, ひつじ

ロボ, 山羊ヤマ, yow, マダカン作 ; 洪

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出版社, 11003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5-0 ( 平 裝 ) 

NT$380  

1.插畫 2.繪畫技法  947.45  

夢想的海洋 : 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

賽得獎作品集 .-- 初版 .-- 高雄市 : 國

家海洋研究院, 10912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58-7 (精裝)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隱形翅膀翱遊世界 149 國 : 中華民國

世界兒童畫展 50 週年紀念專刊 = 

50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Republic of China / 盧安來主編 .-- 高

雄市 :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10912 .-- 324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99435-0-5 (平裝)  

1.兒童畫 2.畫冊  947.47  

中山青年藝術獎. 2020 / 楊同慧總編

輯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 

109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51-9 (平裝) NT$450  

1.繪畫 2.書法 3.作品集  947.5  

名家藝起來 : 毫詩揚畫樂霄遙傳頌

貓貍永流芳暨支持電力建設宣導活

動 / 謝明玟總編輯 .-- 臺北市 : 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6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3-159-

7 (平裝)  

1.繪畫 2.畫冊  947.5  

*植物情人 / 黃湘玲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128 面; 30 公分 .-- (Catch ; 

266) .-- ISBN 978-986-5549-34-3 (精裝) 

NT$680  

1.繪畫 2.植物 3.畫冊  947.5  

畫說宏疄 = An art life of Hung-Lin / 林

宏疄作 .-- 臺北市 : 中華九鼎藝術家

協會, 中國收藏家協會, 10912 .-- 169

面 ;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9022-1-2 (平裝) NT$16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澳大利亞人的客家城 = The Hakka 

town of the Australians / 杜岳作 .-- 臺

北市 : 杜岳, 10912 .-- 62 面; 30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43-8444-0 

(平裝) NT$750  

1.繪畫 2.畫冊  947.5  

戴明德作品集. 2021 : 感性製圖機器 

= Tai Ming Te. 2021 : Perceptual 

drawing machine / 戴明德[作] .-- 嘉義

市 : 嘉義市立美術館, 11003 .-- 242 面; 

27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65-

7 (精裝) NT$10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水彩畫不藏私的技法 : 水彩秘笈 / 莊

宏哲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莊宏哲,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84-9 (平裝) NT$32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水彩畫課程花朵與風景 : 昇華色彩

觀念的見解 / 玉神輝美作 ; 林廷健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9559-72-0 (平裝) 

NT$40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周福番 90 語文暨畫集 = The collected 

paintings & writing at ninety year olds of 

Chou Full-Fun / 周福番著 .-- 宜蘭市 : 

周福番, 11001 .-- 174 面; 24X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8460-0 ( 精 裝 ) 

NT$800  

1.水彩畫 2.畫冊  948.4  

7 天就能畫得更好 : 油畫初級課程 / 

小屋哲雄著 ; 楊哲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

9559-71-3 (平裝) NT$400  

1.油畫 2.繪畫技法  948.5  

吳盈著油畫集 : 繪畫美好時光 / 吳盈

著[作] .-- 彰化縣北斗鎮 : 吳盈著 , 

10912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31-0 (平裝) NT$1000  

1.油畫 2.畫冊  948.5  

佳美腳蹤 : 聯合畫展畫刊. 2021 / 王

娟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基督藝術協會, 10912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5391-4-2 (平裝) 

NT$360  

1.油畫 2.畫冊  948.5  

思培斯.城市記憶 : 尹信方創作個展

畫冊 = Space. city memory / 尹信方

[作] .-- 嘉義市 : 尹信方, 11001 .-- 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397-

9 (平裝) NT$5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淑花秋實 : 郭淑華油畫精選集 = No 

autumn fruit without spring bossoms / 郭

淑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郭淑華,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72-6 (平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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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渺的光 : 王思佳畫集 / 王思佳作 .-

- 桃園市 : 王思佳, 109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71-9 (平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頌讚寶島 : 趙宗冠巨幅創作展 = Chao 

Tsung Kwan Huge in Art / 趙宗冠作 .-- 

彰化縣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館, 10912 .-- 72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283-0 ( 平 裝 ) 

NT$500  

1.油畫 2.膠彩畫 3.畫冊  948.5  

靜淨境 : 陳秀炘油畫作品集 / 陳秀炘

作 .-- 臺中市 : 陳秀炘, 11001 .-- 1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02-0 (精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豐采璀璨. 2021 : 郭掌從原住民油畫

輯 / 郭掌從著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

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10912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3-23-

6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攝影；電腦藝術 

「圖解」商品攝影的極意 : 手機也

能活用的職人關鍵技法 / 南雲曉彥

作 ; 周明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00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10-9358-1 (平裝)  

1.攝影技術 2.商品攝影  953.2  

ANIMA 阿尼瑪 : 台灣國際錄像藝術

展 . 第 七 屆  = TIVA Taiwan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Exhibition. 2020 

/ 林怡華, 游崴, 陳含瑜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

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 10912 .-- 256

面; 24 公分 .-- 部分內容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9871-0-3 ( 平 裝 ) 

NT$500  

1.錄影藝術 2.作品集  955  

聯成電腦設計年鑑. 2021 = The best of 

the year. 2021 / 聯成電腦及優秀學員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成電腦有

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55-1-6 ( 精 裝 ) 

NT$420  

1.數位藝術 2.設計 3.作品集  956  

藝 術 跨 域 發 展 計 畫 年 鑑 . 2020 = 

Trans-disciplinary arts development 

project yearbook / 邱誌勇撰文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912 .-- 1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250-2 (平

裝)  

1.數位藝術 2.數位科技 3.視覺藝術  

956  

工藝之外,還要多久才到?紀實影輯 = 

Beyond craftsmanship : are we there yet? 

/ 陳靜汝, 林忠義編著 .-- 南投縣草屯

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 南

投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 10912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79-3 (精裝) NT$150  

1.攝影集  957  

生活取樣 : 向左看,向右看。 : 手機全

景攝影集 / 趙樹人攝影與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

業設計系, 10912 .-- 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8-6-2 (精裝)  

1.攝影集 2.風景攝影  957.2  

*泰雅四季 : 陳志榮自然攝影集 / 陳

志榮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志榮, 

10912 .-- 112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455-6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7.2  

泰雅風情 : 陳志榮自然攝影集 / 陳志

榮著作 .-- 第二版 .-- 新北市 : 陳志榮, 

11001 .-- 112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454-9 (精裝) NT$3000  

1.攝影集  957.2  

獵人帶路 : 曾文溪溯源影像誌 / 龔卓

軍主編 ; 陳伯義, 張景泓, 莊榮華攝

影 .-- 臺南市 : 臺南藝術公社, 10912 .-

- 112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

99880-0-1 (平裝)  

1.攝影集 2.自然景觀 3.曾文溪  

957.2  

不老職人 : 鏡頭下的凝視 / 邱垂龍撰

文.攝影 .-- 初版 .-- 桃園市 : 古裕發商

號, 10912 .-- 39 面; 22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908-0-6 ( 平 裝 ) 

NT$500  

1.攝影集 2.人像攝影  957.5  

生活取樣 : 小麥樂週歲的成長紀錄 : 

爺爺的觀點篇手機攝影集 / 趙樹人, 

張百穗, 趙晨, 林安然文字 ; 趙樹人攝

影與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

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10912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8-4-

8 (平裝)  

1.攝影集 2.人像攝影  957.5  

海峽兩岸攝影家攝影展. 20202 第二

屆 / 桃園觀光雜誌社, 四川省旅遊協

會旅遊攝影分會合編 .-- 桃園市 : 桃

園觀光雜誌社, 10912 .-- 16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19-0-2 (精裝) 

NT$600  

1.攝影集  958  

109 年高教深耕「古法新繪與玄妙攝

影創作集錦」 / 謝家豪, 林靜芝, 呂廷

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2 .-- 9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99384-9-5 (平裝) NT$450  

1.攝影集 2.繪畫 3.畫冊  958.33  

生活取樣 : 就是那道光 : 手機攝影集 

/ 趙樹人攝影與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 

10912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48-5-5 (精裝)  

1.攝影集  958.33  

高教深耕 : 海洋文化淡水古蹟全國

學生攝影競賽策展作品冊. 2020 第二

屆 / 謝宜芳, 張維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0912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923-0-5 (平裝) 

NT$350  

1.攝影集  958.33  

滿州邊界故鄉 : 洪秀道攝影集. 2020 

= Hsiu-Tao Hung's photo album / 洪秀

珠執行編輯 .-- 屏東縣恆春鎮 : 洪秀

道攝影工作室, 10912 .-- 19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4754-1-0 (精裝) 

NT$1000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2020A+文資創意季成果專刊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59-5 (平裝) NT$150  

1.設計 2.作品集  960  

日本設計大師道 / SendPoints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2-85-

4 (平裝) NT$450  

1.設計 2.訪談 3.日本美學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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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未來藍圖 = Taiwan's design 

blueprint / 張基義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091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14-6 (平

裝)  

1.設計 2.產業發展 3.臺灣  960  

幾何之森 : 吳寬瀛個展 / 吳寬瀛作 .-

- 臺 中 市  : 靜 宜 大 學 藝 術 中 心 , 

1091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295-4-0 (平裝) NT$500  

1.空間藝術 2.作品集  960  

循跡線 : 臺菲工藝產業合作交流計

畫 = Tracing lines : Taiwan-Philippines 

craft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rogram / 陳靜汝主編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發展中心, 10912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273-1 ( 平 裝 ) 

NT$250  

1.工藝 2.工藝設計 3.臺灣 4.菲律賓  

960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成果專

刊 . 2020 = 2020 Action :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 林磐聳專輯主編 .-- 臺

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412 面; 30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61-

53-9 (精裝)  

1.設計 2.創意 3.數位藝術 4.作品集  

960  

創新、創客. 2020 第三屆 : 時尚形像

美學研討會論文集 / 徐珮清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1001 .-- 

120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923-2-9 (平裝) NT$800  

1.設計 2.美學 3.時尚 4.文集  960.7  

一看就懂配色設計 : 從色彩知識、

配色規則到輸出創意,隨看即用的最

強色彩指南 / ARENKI 著 ; 汫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32-8947-0 ( 平 裝 ) 

NT$480  

1.色彩學  963  

版面研究所 . 3, 混搭元素版面學  / 

ingectar-e 著 ; 黃筱涵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240 面; 

23 公分 .-- (創意家 ; 38) .-- ISBN 978-

957-658-473-2 (平裝) NT$450  

1.版面設計  964  

設計的造形特徵與感知研究 / 蕭坤

安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圖

書出版社,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76-232-4 ( 平 裝 ) 

NT$280  

1.產品設計 2.文集  964.07  

設計摺學 : 立體包裝 : 從完美展開圖

到絕妙包裝盒,設計師不可不知的立

體結構生成術  / 保羅 .傑克森 (Paul 

Jackson)著 ; 李弘善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積木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912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9-258-6 (平裝) NT$550  

1.包裝設計 2.摺紙  964.1  

依婉.姑牧的織布課 / 吳俊德著 .-- 二

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吳俊德(南投縣), 

10912 .-- 108 面; 18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436-5 (活頁裝) NT$850  

1.服裝工藝美術 2.服飾 3.民族文化 

4.賽德克族  966  

深化、內化、轉化之美學生活與實

踐  : 傳統與創新之應用與設計  = 

Deepen, internalize, transform : the 

practice of lifestyle aesthetics, th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by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 林國棟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

學 織 品 服 裝 學 院 織 品 服 裝 學 系 , 

10912 .-- 17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8843-64-6 (平裝) NT$880  

1.服裝工藝美術 2.服裝設計 3.生活

美學  966.9  

SketchUP 3D 建築與室內設計寶典 / 

李國棟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 

11001 .-- 6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15-452-2 (平裝)  

1.SketchUp(電腦程式) 2.室內設計 3.

電腦繪圖  967.029  

熟手熟手の慢工細活. 三 : 高雄百工

之內陸縱貫線&聚落 : 生活工藝師老

手藝 / 王昭華, 朱珮甄, 余嘉榮, 妍音, 

林佩穎, 林芷琪, 洪榆橙, 潘弘輝, 蘇

福男採訪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

政府文化局, 10912 .-- 304 面; 21X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5-08-7 (平裝) 

NT$420  

1.民間工藝 2.傳統技藝 3.聚落 4.高

雄市  969  

Varung 迴念 : 接續排灣族織布記憶

與技藝 / 楊奕, 黃雨葳, 劉家妤, 何妍

蓉作 ; 張至善主編 .-- 臺東市 : 國立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0912 .-- 216 面; 

20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7-

0 (精裝)  

1.編織工藝 2.排灣族 3.臺灣原住民

族  969.7  

技藝 

一起插花吧!從零開始,有系統地學習

花藝設計 / 陳淑娟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176 面; 26 公

分 .-- (花之道 ; 66) .-- ISBN 978-986-

99282-1-2 (精裝) NT$1200  

1.花藝  971  

和孩子一起插花吧! : 美好日常的自

然 採 集 ＆ 親 子 共 學 花 草 設 計  = 

Flowers arrangement for kids / 陳淑娟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陳 淑 娟 , 

11001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76-1 (平裝) NT$580  

1.花藝  971  

就是愛花心 : 林家琳生活花藝手作

集  = Kaye Lin's handmade flowers 

design for a happy creative life / 林家琳

(瑞敏)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大屯社區

大學,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744-7-1 (平裝) NT$500  

1.花藝  971  

簡單迷人的捲紙巧飾 / [藝風堂出版

社]編輯部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藝風

堂出版社, 10912 .-- 12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933-7-4 (平裝)  

1.紙工藝術 2.手工藝  972  

闻香说香 / 一明山人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出版 : 思行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發行, 10912 .-- 236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聞香說香 .-- 

ISBN 978-986-06030-0-2 ( 平 裝 ) 

NT$380  

1.香道  973  

缶中之罐 : 明清紫砂藝術選粹 = The 

best of the best : the Han Fang Zhai 

collection of Yixing tea caddie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李哲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藏新藝術有限公司, 

10912 .-- 40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97579-1-1 (精裝) NT$4500  

1.茶具 2.壺 3.蒐藏  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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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房茶學 / 戴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38-1 (平

裝) NT$500  

1.茶藝 2.茶葉 3.文化 4.中國  974.8  

雲水茶心 : 茶藝編創與人文解讀 / 林

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00 面; 23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宋韻唐風茶文

化叢刊 ; 1303C01) .-- ISBN 978-986-

478-429-5 (平裝) NT$300  

1.茶藝 2.文化 3.中國  974.8  

戲劇 

藝術吧!我們 = Makotaay-Kakacawan .-

- 初版 .-- 花蓮縣豐濱鄉 : 哇大創意整

合有限公司, 10912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026-0-9 (線裝) 

NT$880  

1.表演藝術 2.民族文化 3.臺灣原住

民  980  

中 大型 劇場 風險 管理 初探  = Risk 

management of medium and large size 

theaters / 陳尚盈著 .-- 新北市 : 華藝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出版  :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

186-0 (平裝)  

1.劇場 2.風險管理  981  

島嶼上的劇場 : 馬祖居民劇場操作

手冊 / 謝淑靖, 陳妍君文 ; 魏振庭, 吳

逸茹圖 .-- 連江縣南竿鄉 : 連江縣政

府, 10912 .-- 16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8-96-9 (平裝)  

1.劇場 2.劇場藝術 3.表演藝術  981  

我的青春,在劇場 : 20 年劇場紀念 x12

段生命歷程,那些被戲劇包容、療癒、

鼓舞的人生故事 / 青少年表演藝術

聯盟, 吳奕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88-3-4 (平

裝) NT$300  

1.劇場藝術 2.表演藝術 3.文集  

981.07  

戲曲導演 : 文學劇場創作實務 / 張旭

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 10912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08-1-9 ( 平 裝 ) 

NT$400  

1.導演 2.戲曲 3.戲劇劇本  981.4  

大井頭放電影 : 臺南全美戲院 / 王振

愷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1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8-083-9 (平裝) 

NT$500  

1.電影院 2.歷史 3.臺南市  981.933  

臨風度曲.岳美緹. 二 : 崑劇小生表演

藝術 / 岳美緹口述 ; 楊汗如編撰 .-- 初

版 .-- 臺北市 : 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091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660-44-3 (平裝) NT$420  

1.崑劇  982.521  

相聲百人一首 / 馮翊綱, 徐妙凡選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7-

383-9 (平裝) NT$360  

1.相聲 2.表演藝術  982.582  

踏過煙花,靈光乍現 : 1970 年代大學

生靈安社行動 / 邱坤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

教基金會, 10912 .-- 58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80719-1-9 ( 平 裝 ) 

NT$800  

1.傳統戲劇 2.花部 3.文集 4.臺灣  

983.32  

匠藝心授巧成真 : 偶頭雕刻師徐柄

垣工藝生命史 / 蔡坤龍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091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3-91-

9 (平裝) NT$400  

1.徐柄垣 2.布袋戲 3.雕刻 4.民間工

藝美術 5.傳統技藝  983.371  

中華民國電影史論著資料目錄舉要 / 

胡平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

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32-264-9 (全套:精裝) 

NT$5300  

1.電影史 2.目錄 3.臺灣  987.0933  

諾 蘭 變 奏 曲  : 當 代 國 際 名 導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全書(諾蘭首度

親自解說|全彩精裝)(完整收錄導演

生涯 11+4 部作品,228 幅劇照、片場

照、分鏡及概念手稿) / 湯姆 .邵恩

(Tom Shone)著 ; 但唐謨, 黃政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400 面; 26 公分 .-

- (Taste ; 14) .-- ISBN 978-986-384-469-

3 (精裝)  

1.諾蘭(Nolan, Christopher, 1970-) 2.電

影導演 3.訪談 4.影評  987.31  

電 影 攝 影 . 第 三 十 二 期  = CSC 

cinematography yearly 2021/2 no.32 / 陳

武雄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電影

攝影協會, 11002 .-- 64 面; 26 公分 .-- 

年刊 .-- ISBN 978-986-96127-4-6 (平裝)  

1.電影攝影 2.期刊  987.405  

盧米埃星系 : 未來電影的七個關鍵

詞  / 法蘭西斯科 .卡塞提 (Francesco 

Casetti)作 ; 陳儒修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人出版社, 1091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51-4-2 (平裝) 

NT$380  

1.電影 2.影視科技 3.產業發展  

987.79  

<<她們創業的那些鳥事>>製作全紀

錄 : 獨家收錄未曝光劇照、劇組幕

後訪談及製作花絮歷程 / 可米傳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1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43-10-5 (平

裝) NT$399  

1.電視劇  989.2  

We Best Love : 永遠的第一名 / 結果

娛樂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

行, 1100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355-0 (平裝)  

1.電視劇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東京古民宅咖啡 : 踏上時光之旅的

40 家咖啡館 / 川口葉子著 ; 連雪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發行, 11002 .-- 144 面; 21 公

分 .-- (愛生活 ; 56) .-- ISBN 978-986-

99083-9-9 (平裝) NT$360  

1.咖啡館 2.旅遊 3.日本東京都  

991.7  

將顯神威 拱吉堂 = Gon-Gi temple / 温

宗翰著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出版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發行 , 

10912 .-- 200 面; 23 公分 .-- (嘉義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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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化資產叢書) .-- ISBN 978-986-

97122-8-6 (平裝) NT$380  

1.藝陣 2.民俗藝術 3.歷史 4.嘉義市  

991.87  

Magic!讓你人氣百分百的小魔術、

妙把戲 / 尹萬策, 李代廣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224 面; 23 公分 .-- (遊藝

館 ; 20) .-- ISBN 978-986-99542-2-8 (平

裝) NT$300  

1.魔術  991.96  

*中國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2021 / 詹志

宏主編 .-- 第 13 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912 .-- 1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9498-84-5 (平

裝)  

1.旅遊 2.手冊 3.中國  992.026  

軌道經濟未來式 : 珍珠串鍊下的車

站城市 / 王思佳, 江明麗, 江瑞庭, 許

麗芩, 許樂, 陳書孜, 陳立宇, 李欣怡, 

吳思瑩, 黃彥瑜, 廖桂寧, 趙樹洋, 謝

欣珈, 戴卓玫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216 面; 23 公分 .-- (工作生

活  ; BWL087) .-- ISBN 978-986-525-

027-0 (平裝) NT$480  

1.觀光行政 2.鐵路 3.臺灣  992.2  

出發吧!環遊世界國家公園 / 亞歷珊

卓 . 米 契 林 斯 卡 (Aleksandra 

Mizielińska), 丹 尼 爾 . 米 契 林 斯 基

(Daniel Mizieliński)文.圖 ; 林蔚昀譯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25-033-1 (精裝) 

NT$1200  

1.國家公園 2.世界地理 3.旅遊  

992.38  

臺 灣 國 家 公 園  =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 廖東坤攝影 .撰文 .-- 第五

版 .-- 臺北市 : 內政部營建署, 10912 .-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

51-9 (平裝) NT$150  

1.國家公園 2.自然保育 3.臺灣  

992.3833  

臺灣鐵道旅館(1908-1945)特展專書 = 

Taiwan railway hotel(1908-1945) 

exhibition / 沈佳姍, 蔡龍保, 蔣朝根, 

凌宗魁, 馮佳福, 吳宗岳等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 

10912 .-- 1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87-8 (精裝) NT$420  

1.旅館 2.日據時期 3.博物館特展  

992.61  

郵輪遊.自由 / 江寶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4-50-1 (平裝) NT$280  

1.旅遊文學 2.郵輪旅行  992.75  

丹大札記 / 台大登山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448 面; 23 公

分 .-- (Smart ; 32) .-- ISBN 978-986-387-

384-6 (平裝) NT$580  

1.登山 2.旅遊文學 3.臺灣  992.77  

休旅健談 / 蕭正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59-61-8 (平裝) NT$220  

1.登山 2.健行 3.臺灣  992.77  

101 道邏輯遊戲玩出思辨腦 : 挑戰你

的極限!100+腦力全開的邏輯益智遊

戲,考驗推理力、想像力和分析思考

力! / 葛瑞斯.摩爾(Gareth Moore)作 ; 

黃筱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273-2 (平裝)  

1.益智遊戲  997  

童話大冒險迷宮 / 莊雅芸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多元智能迷宮書 ; 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613-2 (平裝)  

1.益智遊戲  997  

遊樂園大冒險迷宮 / 莊雅芸總編輯 .-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多元智能迷宮書 ; 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29-614-9 (平裝)  

1.益智遊戲  997  

僵腦突破 : 打破思考框架的水平思

考 解 謎 遊 戲 書  = Lateral thinking 

puzzles / 楊東岳, 黃楷倫, 閃雷恩, 涂

怡安, 謝清佑, 陳昭儒, 閃琳作 .-- 初

版 .-- 桃園市 : 大玩創意有限公司, 

10912 .-- 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06009-0-2 (第 1 冊:平裝) NT$350  

1.益智遊戲  997  

圍棋自學手冊. 死活篇 / 丁開明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001 .-- 224 面; 23 公分 .-

- (遊藝館 ; 20) .-- ISBN 978-986-99542-

1-1 (平裝) NT$280  

1.圍棋  997.11  

圍棋自學手冊. 官子篇 / 杜維新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 (遊藝館 ; 21) .-- ISBN 978-986-99542-

3-5 (平裝) NT$280  

1.圍棋  997.11  

巧妙智慧數學積木教案 / 楊儒勳作 .-

- 初版 .-- 臺中市 : 陞運事業有限公司, 

10912 .-- 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89887-7-4 (平裝)  

1.數學遊戲  997.6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Koizumiuns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1-596-8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1-603-3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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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45-1 (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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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44-4 (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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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47-5 (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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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46-8 (第 30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Arsies 的塗裝工具書 / Javier González 

Lozano 作 ; 林庭如翻譯 .-- 臺中市 : 

小人工作室, 10912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939-0-6 (平裝) 

NT$1200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戰車模型製作指南 . 舊化入門篇  / 

Armour modelling 編輯部作 ; 孫豐澤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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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1003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57-4 (平裝) NT$380  

1.模型 2.戰車 3.工藝美術  999  

手揉黏土小物課 : 迷你可愛單品 x 雜

貨裝飾應用 78 選 / 胡瑞娟 Regin 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

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 10912 .-- 112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04) .-- ISBN 978-957-

9623-62-9 (平裝) NT$350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用超輕黏土製作可愛的大小企鵝  : 

捏一捏、搓一搓,讓企鵝大軍包圍你

的房間! / ヨシオミドリ著 ; 安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1-579-1 (平裝)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鋁線的生活札記 / 柚子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001 .-- 1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933-8-

1 (平裝)  

1.金工 2.裝飾品 3.手工藝  999.8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2019 亞洲藝術論壇暨藝術家座談會

專輯= Collected Papers of the Asian Art 

Forum and Artist Forum/何子彥, 許家

維, 安藤禮二, 由宓, 劉窗, 陳璽安, 派

崔克.佛洛雷斯, 雷南.拉魯安撰文; 蔡

昭儀主編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280-9 (PDF)  

*A day at school: a handbook f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 張 綾 峰 , 

Kobus Daffue, 林雅文, 吳怡儒, 陳姿頴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63-25-

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63-

26-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63-27-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63-28-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63-29-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63-30-4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63-31-1 (全套:

平裝)  

Between Earth and the Sky: The Spiritual 

State of Our Times= 藍天之下: 我們時

代 的 精 神 狀 況 /[author Baboo, 

FAMEME, Su-Yuan Wu, Slow Geng 

(Motif Design), Chen-Wei Lee, James 

Ming-Hseuh Lee, Ching-Yueh Roan, 

Hui-Chih Hsu, Chia-Ying Chang, Chih-

Chung Chang, Liang-Hsuan Chen, 

Musquiqui Chihying, Clockwork Noses, 

Resident Island Dance Theatre] .-- 1st 

ed.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4-15-8 

(PDF)  

Bomber in the mountains/author Global 

Kids Books; illustrator Huang, Chi-Chia; 

translator Huang, Cheng-Yao .-- 1st ed. .-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9-90-2 (PDF)  

Commerce, knowledge, and faith: 

islamization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and Han-speaking Muslim Ummahs= 商

業、知識與信仰: 現代印尼與漢語穆

斯林社群之伊斯蘭化/edited by Nabil 

Chang-Kuan Lin(林長寬) .-- 1st ed. .-- 

臺南市  : 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747-3-8 (PD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Accessibi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2019/editor in chief Chia-Li Chen; 

translation team Ting-Ru Lin, Jennifer 

Shih Carson, Jonathan Joel Neris Alicea, 

Cameo Marlatt Jones, Eric Chen .-- 臺中

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281-6 (PDF)  

MAPS Taiwan 鳥類繫放識別手冊/蘇

美如, 林瑞興編 .-- 南投縣 : 農委會特

有生物中心 , 109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449-75-9 (PDF)  

Nhà bên núi/Tác giả Ngô Lập Bình; Họa 

sỹ minh họa Thẩm Tố Mai, Trương 

Chấn Tùng, Khấu Ý Huệ, Quách Lợi 

Trân .-- lần đầu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49-91-9 (PDF) NT$280  

一鹿典藏: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5

週年機關檔案紀念專刊. II/吳宏國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就業服務處, 

10912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63-19-9 (平裝)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藝術

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梁譯云, 鍾

政岳, 董述帆, 黃心華, 方美玲, 王秋

燕, 王琪羿, 吳有情, 宋明芬, 李尉慈, 

汪倩如, 卓靖雪, 周盈君, 林怡君, 柳

皓中, 范瀞文, 翁宗裕, 翁語萱, 康毓

庭, 張純綾, 曹銘倉, 莊浩志, 陳羽鵑, 

黃莉雯, 楊芬林, 劉純英, 蔡佩芬, 蔡

秉峪, 蔡郁君, 鄭怡苹, 蕭家盈, 簡俊

成, 羅孟真編著; 吳舜文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3-33-6 (PDF)  

人工智慧物聯網與多元異質感知技

術整合應用於建築物火災偵測之研

究/游坤明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66-3 (平

裝)  

下一步未來 : 臺灣里山農村實踐= 

Satoyama initiative to future/梁大慶主

編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南投分

局, 10912 .-- 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99-5 (平裝)  

大專校院彈性薪資法規彙編. 2020/周

麗芳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部

彈薪辦公室, 10912 .-- 69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65-2 (平裝)  

大 園 航 空 城 客 庄 創 意 夢 = Hakka 

creative dream of Dayuan aviation city/

林楨坤, 張捷明, 鍾駿楠, 莊月雲, 李

添丁, 黃瑞楨, 吳淑鈺, 胡玉琴, 鄧鳳

玄, 徐運松, 羅玉新, 蔡淑華, 蕭詩美, 

許玉美, 黃麗雲, 郭國梁, 黃春美, 卓

玉珠, 戴宏興, 梁進財, 陳靜瑩, 趙彩

雲, 曾喜助, 吳彩月, 林少方, 李鴻宗, 

張淑華, 賈敏, 王玉文, 吳秋蘭作; 吳

秋蘭, 王玉文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大園區公所, 10911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5-1 (平

裝)  

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20 年/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系編著 .-- 高雄市 : 高雄科

大文創系,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01-4-4 (PDF)  

文化領導力論壇. 2020: 創造城市藝

術 節 點 會 議 實 錄 = Taipei Cultural 

Leadership Forum: Establishing City Art 

Fields Forum Report/ .-- 初版 .-- 臺北

市 : 北市文化局, 10912 .-- 11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4-17-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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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水下數位影像重建及模擬作業

系統研究. 109 年/經濟部水利署, 國

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編著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0912 .-- 1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3-137-5 (平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運作意見調

查十二次結果之比較: 公務人員及教

育人員部分/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編 .-- 臺北市 : 退撫基金

監委會, 10912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80-7 ( 平 裝 ) 

NT$350  

公職人員選舉及公民投票電子領票

作業之研究/中央選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選會,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7-59-4 (PDF)  

失智者安全安心生活環境設計手冊

之研究/陳柏宗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

56-4 (平裝)  

全人文化近用與社會共融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 第一屆=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Accessibi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陳佳利主編; 林庭如

(Rye Lin), 施彥如, Jonathan Joel Neris 

Alicea, Cameo Marlatt Jones, Eric Chen

譯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2-268-7 

(PDF)  

西川滿日記: 手稿本(昭和二十二-昭

和二十三)/西川滿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臺灣文學館, 11001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74-8 (精裝)  

西川滿日記: 中譯本(一九四七-一九

八四)/西川滿作; 張良澤譯; 高橋明朗

校註 .-- 初版 .-- 臺南市 : 臺灣文學館, 

11001 .-- 40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32-275-5 (精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年報. 

108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編著 .-- 初版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49-95-7 (PDF) NT$3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組織病理研討會專輯. 109 年度/許聰

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農委會家

畜衛驗所, 10912 .-- 10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55-06-4 ( 平 裝 ) 

NT$200  

全國兒少陶藝獎: 童話故事-東方傳

奇. 2021/龔雅雯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 市  : 新 北 市 鶯 歌 陶 瓷 博 物 館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2-13-0 (EPUB)  

因應高齡社會建置震災後特殊避難

需求者避難收容處所可行性研究/蔡

綽芳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79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68-7 (平裝)  

每人每日用水量評估與分析計畫成

果 報 告 =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plan for per 

capita/經濟部水利署, 中華民國自來

水協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

部水利署, 10912 .-- 24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3-146-7 (平裝)  

住宅類綠建築能源計算基準與標示

之研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

72-4 (平裝)  

我的健康桌餐: 電鍋料理食譜/陳淑

娟總編輯 .-- 臺南市 : 南市衛生局, 

1091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30-81-8 (平裝) NT$250  

*走讀水返腳 汐說山河戀/王俊杰, 黃

鈺樺, 劉國華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教育局, 109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2-10-9 (平

裝) NT$400  

定 向 行 動 : 行 動 技 法 教 學 手 冊 =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mobility 

techniques instruction manual/謝文婉總

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10912 .-- 7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58-50-8 (平裝)  

坡地社區智慧防災系統研發驗證: 推

估社區整合型監測儀器安全管理值

大尺寸試驗模型建置/郭治平研究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80-9 (平裝)  

拉洛山下的小記者: 新竹縣尖石鄉錦

屏國民小學寫作成果冊. 109 年度/張

世傑總編輯 .-- 新竹縣 : 竹縣錦屏國

小, 10912 .-- 5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21-63-2 (平裝)  

近海水文觀測站網維護管理與運作

成果報告. 109 年度/財團法人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

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0912 .-- 5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47-4 (平裝) NT$700  

社會住宅青銀共居公共空間設計原

則之研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 1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50-57-1 (平裝)  

*花蓮縣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推動

藝術深耕學校成果專輯. 108 學年度/

饒忠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 : 花縣

府, 10912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31-7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性騷擾事件再申訴調查程序範本/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912 .-- 3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39-90-

3 (平裝)  

洪水災後復原韌性強化策略與指引

手冊之研究/鄭元良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50-70-0 (平裝)  

既有建築物室內環境氣密性能之調

查研究資料蒐集分析研究/鄭元良研

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0912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55-7 (平裝)  

既有建築綠建築能源耗用案例試評

之研究/羅時麒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77-

9 (平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職掌與工作倫理(甲乙級): 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訓練教材/袁仲宇編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12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38-8 (平

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職掌與工作倫理(丙級): 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

練教材/袁仲宇編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12 .-- 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43-2 (平裝)  

前沿科技轉化暨推廣. 2020: 人工智

慧及生技醫藥-科普文稿電子書/李名

揚, 沈佩泠, 林佳蓉, 陳玫岑, 黃群雅, 

楊敏, 葉玟萱, 鄭瑞洲編輯小組 .-- 高

雄市 :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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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應用推廣 , 10912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436-23-0 (PDF)  

食品標示法規手冊/吳秀梅總編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10912 .-- 

4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

87-3 (平裝)  

食品標示法規指引手冊/吳秀梅總編

輯 .-- 第四版 .-- 臺北市 : 食藥署 , 

10912 .-- 20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39-88-0 (平裝)  

食品標示問答集彙整手冊/吳秀梅總

編輯 .-- 臺北市 : 食藥署, 1091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39-86-

6 (平裝)  

客家社會祭儀: 姑婆牌、入祖塔(家

塚)、女性禮生田野紀實/戴正倫, 羅

亭雅, 賴郁晴撰文 .-- 第二版 .-- 苗栗

縣 : 客委會客發中心, 10912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34-17-5 (平

裝) NT$200  

美國、日本與我所國既有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法令之比較/

張志源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84-7 (平

裝)  

建築空調系統整合物聯網與智慧型

運轉模式之研究/羅時麒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0-69-4 (平裝)  

建築產業碳足跡服務平台之建置與

發展研究/楊詩弘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50-79-3 (平裝)  

建築溫室氣體排放預測及減量措施

之分析/羅時麒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73-

1 (平裝)  

看檔案說故事: 改名潮面面觀 世紀

臺中百年舵手/ .-- 臺中市 : 中市秘書

處, 10912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49-2 (平裝)  

原有合法護理及老人福利機構建築

物水平區劃之改善內容及方式研究/

蔡綽芳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74-8 (平

裝)  

家的價值再定義: 從他鄉到故鄉的歷

程= Yonghe Dachen unit 2/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都更處,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2-15-

4 (平裝)  

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太融合

教育與生涯發展論文集. 2020/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師大特教中心, 1091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3-31-2 

(PDF)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金門縣選舉實錄/金門縣選

舉委員會編著 .-- 金門縣 : 金縣選委

會, 10912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7-64-8 ( 精 裝 附 光 碟 片 ) 

NT$600  

國小資優課程素養導向設計指引/呂

金燮, 詹婷雅主編 .-- 臺北市 : 臺北教

育大學, 10912 .-- 279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255-4-9 (平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篇對災

害韌性之衝擊與規劃策略研究/王安

強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0912 .-- 16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60-1 (平裝)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報. 2019/呂惠慈, 

楊佳禎編輯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291-5 (PDF)  

教育部偏鄉藝術美感育苗計畫. 2020: 

教案教學指引手冊/陳志誠, 陳嘉成

主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 10912 .-- 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1-51-

5 (平裝)  

動物方程式: 以 STEM 為基礎之幼兒

科學探究/張茹茵, 陳婷姿, 陳宣諭, 丁

懷岑, 吳若慈著; 張茹茵主編 .-- 初

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0912 .--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723-5-

2 (平裝) NT$250  

設計.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設計

工 作 營 成 果 專 集 . 2020= 2020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design & culture/張妃滿總

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 11001 .-- 

28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620-9-4 (平裝) NT$500  

結合社區鄰里休憩設施與長照服務

據點之高齡友善地圖應用研究/簡君

翰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0912 .-- 10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78-6 (平裝)  

*創制 75 專刊: 邁向醫療新視界/曾志

弘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國軍高

雄總醫院, 10910 .-- 124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986-5446-64-2 (平裝)  

勞資爭議類型化個案選輯. 第十七輯

= Selection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disputes/吳仁煜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

北市勞工局, 10912 .-- 12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62-11-6 (平裝)  

智慧建築安全監控資料應用之法制

課題及對策之研究 /王自雄計畫主

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

所, 10912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76-2 (平裝)  

*農村百 WAY/蔡宇珊, 胡瑋珊, 葛晶

瑩撰文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49-88-9 (PDF)  

跨域趨勢: 臺灣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

基準整合應用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1-59-1 (PDF)  

解詞造句: 華語文基礎詞語彙編/國

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

教育研究院 , 110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461-58-4 (PDF)  

萬華筒: 轉個角度看見不一樣的萬華

/黑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採執行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4-32-5 

(PDF) NT$315  

運算思維融入國小自然科實驗教材: 

實用教學實作設計與技巧 /楊志強

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 

1091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723-2-1 (平裝) NT$250  

廉潔寶寶聯盟: 看到怪怪的請舉手

(勇敢吹哨): 幼兒廉潔教育教材/蕭淑

芬, 賴佳盈, 黃小珊, 林易青編輯委

員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風處,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4-22-6 (PDF)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數理資優班

專題研究作品集. 第 15 屆/陳志郎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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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直高中, 

10911 .-- 2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5464-13-4 (平裝)  

*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暨錢穆先生

逝世三十周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 . 

2020/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編輯 .-- 一版 .-- 臺北市 : 北市大史地

系, 10912 .-- 3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4-12-7 (平裝) NT$380  

臺北市演藝團體經營手冊: 從開辦到

日常一次搞懂/游蕙芬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北市文化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4-28-8 (PDF)  

對抗 COVID-19 有您相隨/衛生福利

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福部,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439-83-

5 (全套:平裝) NT$700  

綠建築相關設施設備建置與維護成

本之研究/王榮進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50-67-0 (平裝)  

說情話境: 華語文詞語情境分類/國

家教育研究院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

教育研究院 , 11001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5461-52-2 (PDF)  

臺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

展系畢業成果展專刊. 106 級/吳宇凡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科大文

發系, 11001 .-- 160 面; 16X19 公分 .-- 

ISBN 978-986-98713-3-4 (平裝)  

銀髮友善住宅設計原則之研究/陳震

宇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建研所, 10912 .-- 21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0-65-6 (平裝)  

臺灣美術經典講座暨新秀論壇論文

集 . 2020=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Master Lectures and Young Scholars 

Forum on Taiwanese Art/陳遵旭, 蘇俞

安, 陳怡真, 沈觀毓, 陳韋寧, 梁廷毓, 

王振愷, 陳品潔, 郭芷廷, 王信瑜, 徐

靖軒, 王秋敏, 黃佳音, 李娉儀, 董姿

嫻, 侯曉蓓撰文; 黃可萱執行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2-245-8 (PDF)  

臺灣海域風力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18 年/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

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

海洋研究院, 10912 .-- 3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66-2 (平裝)  

臺灣海域海流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18 年/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

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

海洋研究院, 10912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65-5 (平裝)  

臺灣海域潮汐觀測資料月統計年報. 

2018 年/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

資訊研究中心編著 .-- 高雄市 : 國家

海洋研究院, 10912 .-- 3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7-67-9 (平裝)  

廚房玩科學: 甜點製作學探究與運算

思維/楊桂瓊, 曾嘉民, 鄭喬芹, 蔡秉真, 

古文森, 蔡沛緗, 張一州, 李彥慧, 蔡

春惠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0912 .-- 9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723-3-8 (平裝) NT$250  

編碼解問題: 從程式邏輯探究運算思

維/吳聲毅, 李宛庭, 黃婉禎, 劉冠辰, 

周炫辰, 王俞翔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大學, 10912 .-- 137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723-4-5 ( 平 裝 ) 

NT$250  

辦公類智慧建築效益量化評估合理

性研究/張效通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2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

75-5 (平裝)  

擁有一個安心的所在= Luzhou Minyi 

section/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都

更處,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2-16-1 (平裝)  

蕭吉川八十書法展: 行草的律動與節

奏展覽專輯/許有仁總編輯 .-- 嘉義

縣 : 嘉縣文化觀光局, 11001 .-- 6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63-3 (平

裝) NT$800  

應用人工智慧科技提升建築物維運

管理效益之研究/王榮進計畫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0-58-8 (平裝)  

應用智慧化設施設備防範高齡者居

家意外之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 政部 建研所 , 

10912 .-- 1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0-85-4 (平裝)  

環境教育計畫成果報告. 109 年/經濟

部水利署, 鼎澤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 

10912 .-- 3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3-131-3 (平裝)  

藍天之下 :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Between Earth and the Sky: The Spiritual 

State of Our Times/Baboo, FAMEME, 

吳書原, 耿寧, 李貞葳, 李明學, 阮慶

岳, 許悔之, 張嘉穎, 張致中, 陳亮璇, 

致穎 , 發條鼻子 , 滯留島舞蹈劇場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4-14-1 (PDF)  

醫院友善療癒空間設計原則之研究/

王順治研究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

市 : 內政部建研所, 109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0-64-9 (平

裝)  

關於那些山坡上的事/蔡叡昕, 鄭純

娟, 王愉文執行編輯 .-- 南投縣 : 農委

會水保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9-96-4 (PDF) NT$250  

警政金檔 典藏在嘉: 「三十而立 嘉

園風華」警政金檔/賴銘助總編輯 .-- 

嘉義市 : 嘉義市警察局, 1091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4-62-

6 (平裝)  

讓我們宅在一起  台北市居住正義

2.0/張語羚, 陳怡如, 郭柏均, 劉懿慧, 

張雅淳, 黃映嘉, Stacy Chiu 文字作

者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觀光傳播

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4-30-1 (PDF)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中華民國一 0

八年: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 2019/蔡宜

家, 吳永達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43-50-4 (PDF)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台電)電工(機)機械. 110 版/楊柏, 鄭

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59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659-7 (平裝) NT$580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中冊/

鄭吉成, 尤文良, 曹美華, 劉瑋編著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2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7-2 (平

裝) NT$263  

Health care improvement project: clinical 

scenario/author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臺北市 : 五南, 109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396-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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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syllabus 單字句型手冊/邱靖媛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1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0-8 (平裝) NT$199  

Makeblock AIoT CyberPi 程式學習控

制器: 使用mBlock 5/Makeblock編著 .-

- 初版二刷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2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59-0 (精裝)  

Reading all around/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

司, 11001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424-6 (平裝)  

Style syllabus 單字句型手冊/邱靖媛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577-9-6 (平裝) NT$199  

Ａ++聖經 . 2021/米蘭老師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蘭教育, 1100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7-2-

4 (平裝) NT$400  

土木 .結構技師歷屆試題詳解 (109-

104 年)/高點理工師資群聯合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

559-3 (平裝) NT$600  

工程力學焦點速成+高分題庫/良運

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0912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86-9 (平裝)  

大數據: 刑法(測驗題)/陳介中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670-7-5 ( 平 裝 ) 

NT$500  

大數據考點直擊: 刑法(申論題)/司平, 

學鎮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1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9-9 (平

裝) NT$550  

大數據考點直擊: 刑法總則(申論題)/

司平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1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8-2 (平

裝) NT$400  

大數據考點直擊: 政治學(測驗題)/韓

菲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6-8 (平裝) 

NT$500  

大學入試歷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詳解. 英文考科/張勝溢編著 .-- 新北

市 : 建興文化, 11001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224-393-0 (平裝) 

NT$190  

小學生全方位作文/學生週刊出版有

限公司編輯 .-- 初版三刷 .-- 臺北市 : 

學生週刊, 10912 .-- 24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3696-3-3 ( 精 裝 ) 

NT$1200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1: 物理

(107-109 年試題)/周哲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3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37-

8 (平裝) NT$280  

中小學生的圖解[電腦][大數據][AI],

成為新課綱資訊科技達人/湧井良幸

等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2-427-

1 (全套:平裝) NT$960  

日文檢定日本電視劇: 1.特殊第 2 類

動詞 2.自動詞/他動詞全收錄!(JLPT-

N5~N1)/蕭明鈞作 .-- 臺北市 : 蕭明鈞,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392-4 (PDF)  

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洪令家, 張心

悌, 朱德芳, 許耀云, 陳連順, 王明勝, 

賈棕凱, 陳塘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66-4 (平裝) NT$250  

引航高中化學總複習. 學測篇/洪煌

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康寧泰順書

坊, 11002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66-22-8 (平裝)  

引航選修化學. III, 化學反應與平衡/

洪煌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康寧

泰順書坊, 10912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866-21-1 (平裝)  

公務人員考試/專技人員考試: 民法

(含概要)/胡劭安編 .-- 十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001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42-0 (平裝)  

公務人員考試: 刑事訴訟法(含概要)/

全道豐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58-41-3 (平裝)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土地

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4-4 (平

裝) NT$520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不動

產估價概要/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00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3-7 ( 平 裝 ) 

NT$520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不動

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強登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5-1 (平裝) 

NT$520  

不動產經紀人: 強登金榜寶典: 民法

概要/強登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001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6-8 ( 平 裝 ) 

NT$520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歷年試

題)/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 第十三版 .-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1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181-4 (平裝)  

中華民國憲法頻出題庫 /羅格思編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001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82-1 (平裝)  

中華郵政從業人員甄試: 企業管理非

選題型完全攻略/畢斯尼斯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6-9 (平

裝)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技能檢定專業證

照用書/宥宸餐旅群科研究室彙編 .-- 

第六版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2 .-

- 3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934-48-4 (平裝) NT$490  

民用航空法/鄭中基編著 .-- 第四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667-2 (平裝) NT$520  

外交特考試題大補帖 (外交領事人

員)(普通+專業). 2021(107-109 試題)/

李華, 林泉, 牧翰, 楊華, 黃崴, 聞仲, 衛

彬,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1 .-- 30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43-9 ( 平 裝 ) 

NT$360  

*以車輛診斷介面為基礎之駕駛安全

關鍵模組開發/陳啟鈞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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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0912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40-2 (平裝)  

司法特考: 刑事訴訟法. 110 版/周昉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0912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14-665-8 (平裝) NT$650  

幼兒教保概論. II/蔡春美, 謝智玲, 洪

福財, 鄭寶猜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1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24-0 (平裝)  

民法總則/池錚編著 .-- 2 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60-3 (平

裝) NT$380  

民法總則/陳義龍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64-7 (平裝) 

NT$480  

民法變得好簡單/強登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3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664-5 (平裝) 

NT$400  

民航人員考試: 民用航空法/胡劭安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1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58-

43-7 (平裝)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冠勁工作室編著 .-- 八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1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41-9 (平裝)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 

林台生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002 .-- 3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42-6 (平裝) NT$360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Inventor 學科

參考題庫與術科實戰秘笈/3D 工作室

編 著  .-- 九 版  .-- 新 北 市  : 科 友 , 

11001 .-- 5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64-296-0 (平裝) NT$600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教學教材/薛文

彬作 .-- 初版 .-- 臺南市 : 僑高科技,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370-0-9 (EPUB)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招

考: 國文(作文、論文)/李杰編 .-- 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1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52-9 (平

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 國文(論文)題庫/李杰編 .-- 十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48-2 (平

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 管理學/管尚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47-5 (平裝)  

台電公司新進僱用人員(養成班)招

考: 經濟學(含概要)/平心編 .-- 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8-50-5 (平裝)  

主題式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高分題

庫/鄭祥瑞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1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195-1 (平裝)  

主題式電路學高分題庫 /甄家灝編

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0912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92-0 (平裝)  

刑事訴訟法. 110 版/周昉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664-1 (平

裝) NT$650  

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曉丘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1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233-5 (平裝) NT$450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Jango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0912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08-

8 (平裝) NT$730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完全攻略四合一/

林育智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001 .-- 67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670-2 (平裝) 

NT$680  

行政法(概要)/邱顯丞(葛律師)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

556-2 (平裝) NT$650  

行政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嶺律

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1 .-- 57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269-561-6 (平裝) NT$600  

行政學重要名詞/程明, 王濬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001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1-794-

8 (平裝) NT$420  

行政學概要.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

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王捷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83-6 (平

裝) NT$500  

自然 A 計畫. 2021/米蘭老師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蘭教育, 1100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7-1-

7 (平裝) NT$400  

自然 B 計畫. 2021/米蘭老師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米蘭教育,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7-0-

0 (平裝) NT$200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台電考

試用/王毅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57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658-0 (平裝) 

NT$630  

企業管理(含管理學)必 K 600 組關鍵

考點/藍天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0912 .-- 6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5-

1 (平裝) NT$520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 Q 歷

屆試題解析/吳俊, 吳江林編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676-4 (平裝) NT$630  

企業管理概論(含管理學). 2021/楊鈞

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9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0-

6 (平裝) NT$620  

身分法(親屬、繼承)爭點地圖/輕愉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31-1 (平裝) NT$450  

* 求 生 艇 筏 及 救 難 艇 之 熟 練 = 

Proficiency in survival craft and rescue 

boats/周和平編著 .-- 臺北市 : 倫悅企

業, 10912 .-- 5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249-7-8 (平裝) NT$500  

汽車工業英文/葛慶柏編著 .-- 三版 .-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1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62-

0 (平裝)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總整理/柳威

廷編著 .-- 第 31 版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001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95-9 (平裝) NT$350  

材料力學/程中鼎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269-557-9 ( 上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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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50 .-- ISBN 978-986-269-558-6 (下

冊:平裝) NT$450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中階英

文 閱 讀 與 寫 作 練 習 . 下 冊 /Joseph 

Schier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100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22-33-9 (平裝附光碟片)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中階英

語聽講練習. 下冊/Casey Malarcher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 

11001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22-34-6 (平裝附光碟片)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電工機械 .下冊 /梁賢達 , 黃慧容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2 .-- 25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53-8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 B. 四, 隨

堂講義/康盛編著 .-- 臺北市 : 啟芳, 

1091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697-1-0 (平裝) NT$185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旅遊實

務. 下冊/劉碧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2 .-- 22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152-1 (平裝)  

*私醫國文狂刷題/簡正崇著作 .-- 臺

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0911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6-3-5 (平

裝) NT$400  

近十年公民與社會指定科目試題解

析/華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

文教科技, 10912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48-089-0 ( 平 裝 ) 

NT$180  

近十年化學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1-3 (平裝) NT$160  

近十年生物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2-0 (平裝) NT$200  

近十年地理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7-6 (平裝) NT$160  

近十年物理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0-6 (平裝) NT$160  

近十年英文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逵

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

技, 10912 .-- 3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4-5 (平裝) NT$280  

近十年國文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3-8 (平裝) NT$160  

近十年數學乙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6-9 (平裝) NT$130  

近十年數學甲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5-2 (平裝) NT$120  

近十年歷史科指定科目試題解析/華

逵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091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88-3 (平裝) NT$160  

周易的四等刑法選擇題/周易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30-4 (平裝) NT$450  

周易的刑事訴訟法選擇題 /周易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28-1 (平裝) NT$450  

初級英檢萬試達: 複試試題+解析全

6 回/謝柏均, Ted Pigott 作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敦煌, 11001 .-- 1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606-917-8 (平裝)  

物理.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重點

整理+精選考題/艾理, 林錦村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5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80-5 (平

裝) NT$500  

初等考試: 公職英文題庫(精選題庫

完全攻略)/殷文強編 .-- 十二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58-49-9 (平裝)  

兒 童 英 檢 練 習 手 冊 . 第 一 級 =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1/邱靖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1-5 (平裝) NT$299  

兒 童 英 檢 練 習 手 冊 . 第 二 級 =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2/邱靖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2-2 (平裝) NT$299  

兒 童 英 檢 練 習 手 冊 . 第 三 級 =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3/邱靖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3-9 (平裝) NT$299  

兒 童 英 檢 練 習 手 冊 . 第 五 級 =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5/邱靖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5-3 (平裝) NT$299  

兒 童 英 檢 練 習 手 冊 . 第 六 級 =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6/邱靖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6-0 (平裝) NT$299  

兒 童 英 檢 練 習 手 冊 . 第 四 級 = 

Pathways to style level 4/邱靖媛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34-4-6 (平裝) NT$299  

金融科技力知識: 速成總整理/柳威

廷編著 .-- 第 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001 .-- 4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85-0 (平裝) NT$400  

法學緒論. 2021: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伍迪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001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682-9 (平裝) NT$500  

知識圖解: 法院組織法/陳敬曜編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657-3 (平裝) NT$620  

知識圖解: 政治學測驗+申論題型實

戰出擊. 110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7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14-668-9 (平裝) 

NT$620  

知識圖解: 經典憲法/陞鑌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 6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666-5 (平裝) NT$550  

知識圖解: 經典警察行政法/陞鑌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1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656-6 (平裝) NT$620  

知識圖解: 奪標刑法概要測驗題庫完

全解析. 110 版/顏台大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52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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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71-9 (平

裝) NT$650  

*後中國文狂刷題/簡正崇著作 .-- 臺

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0911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6-4-2 (平

裝) NT$40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柳威

廷, 詹偉成編著 .-- 第 5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669-0 ( 平 裝 ) 

NT$400  

活用國中數學會考通(H4)/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12 .-- 

10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76-0-8 (平裝)  

活用國中數學會考通(N4)/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12 .-- 

10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876-1-5 (平裝)  

活用國中數學會考通. K4/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12 .-- 

108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45-9-8 (平裝)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企研所、

工管所). 2021(107-109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翔, 郭明慶, 張璇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4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44-

6 (平裝) NT$5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財金所). 

2021(107-109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

翔, 郭明慶, 張璇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32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945-3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經濟所). 

2021(107-109 年試題)/李昱, 林碩, 張

翔, 郭明慶, 張璇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0912 .-- 23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345-946-0 (平裝) 

NT$50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1, 企研

所). 2021(107-109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1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938-5 (平裝) NT$5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 財金

所). 2021(107-109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1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939-2 (平裝) NT$5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3, 經濟

所). 2021(107-109 年試題)/牧翰,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1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345-940-8 (平裝) NT$60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

會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91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1-1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3-5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4-2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0-4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4-2-8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7-6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6-9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

數學乙.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會, 1091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8-3 (平裝) 

NT$5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09 學年度/黃璧君, 曾佩芬, 江志儀

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

心基金會,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66-9-0 (平裝) NT$50  

政府會計(概要)/陳友心, 羅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1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

565-4 (平裝) NT$680  

品格 AI: 不插電樂學系列. 2/中華經

典研究學會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161-5-

4 (平裝) NT$600  

信託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劉憶娥編著 .-- 第 17 版 .-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1-3 (平

裝) NT$450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 .-- 增修訂

十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

678-2 (平裝) NT$500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保健食品概論 

金榜寶典/黃賢齊, 郭南編 .-- 增修訂

十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

677-5 (平裝) NT$500  

美髮. Ⅳ/呂美煥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0912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297-7 ( 平 裝 ) 

NT$411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最新重點+

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

桓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091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3-8 (平裝) NT$400  

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重點統整+高分

題庫/林柏超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1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196-8 (平

裝)  

高考稅務法規申論題庫 Q&A. 110 版

/張建昭, 柏威編著 .-- 第十七版 .-- 臺

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69-6 (平

裝) NT$650  

家事事件法爭點整理/逍遙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1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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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13-

2 (平裝) NT$300  

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喬律師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27-4 (平裝) NT$450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001 .-- 63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73-3 ( 平 裝 ) 

NT$630  

高普特考: 人力資源管理/胡鼎華編 .-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51-

2 (平裝)  

高普國文測驗秒速記憶(附加影音). 

110 版/田丹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001 .-- 34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62-7 ( 平 裝 ) 

NT$480  

破解英文.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羅然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84-3 (平裝) 

NT$500  

配管基礎實務與應用(含自來水配管.

自來水管學科解析)/林英男, 蕭志村, 

沈家興, 林世維, 林勝隆, 林英凱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160-6 (平裝)  

素養導向: 中學類教師檢定教育專業

科目全真模擬試題/舒勁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0912 .-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175-3 (平裝)  

*高齡飲食菜單設計/林振廉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宥宸文化, 10912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34-47-

7 (平裝) NT$300  

國文(測驗). 2021: 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余訢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9-9 (平裝) 

NT$500  

國文(測驗):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考

題/得勝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4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686-7 (平裝) NT$450  

國文+英文: 最新題庫完全攻略(二合

一)/宏典文化金融基測/行招考對策

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687-4 (平裝) NT$450  

國中生命數學延伸教材. 4/盧建民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建弘,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45-

8-1 (平裝)  

國中資優數學= Top math for junior 

high school/陳惠民編著 .-- 臺北市 : 博

志企業, 11001 .-- 1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0106-9-6 (第 2 冊:平裝)  

基本電學(電工原理). 2021: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陳澤編著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001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81-2 ( 平 裝 ) 

NT$500  

教育行政學: 高普考專用/羅正, 裴宇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1 .-- 5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74-0 (平裝) NT$500  

教育行政學: 高普考專用/黃天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1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14-675-7 (平裝) NT$480  

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

新解(含教行、教心、測統、教史哲、

比較、教概等)/陳培林編著 .-- 第十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001 .-- 4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183-8 (平裝)  

專利師歷屆試題詳解(含生物技術)/

郭熙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0912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62-3 (平裝) NT$450  

這是一本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共人力

資源管理解題書/良文, 育成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34-2 (平裝) NT$450  

理財規劃人員: 最新重點整理+試題

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冠秀編著 .-- 第

17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690-4 (平裝) NT$450  

捷運招考: 捷運法規及常識一本通/

全道豐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558-40-6 (平裝)  

捷運招考: 捷運英文/沈凱莉編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53-

6 (平裝)  

貨幣銀行學(概要)1000 題/宏典文化

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666-9 (平裝) NT$500  

國際關係解題本. 110 版/韓青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61-

0 (平裝) NT$450  

票據法(細說). 2021/林崇漢編著 .-- 第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693-5 (平裝) NT$450  

票據法(概要)1000 題/宏典文化金融

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7-6 (平

裝) NT$450  

票據法+銀行法 2 合 1 題庫. 2021/宏

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

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001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92-8 (平裝) NT$300  

張璐的物權法有聲解題書 /張璐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232-8 (平裝) NT$450  

國營事業招考: 勞工法令/廖震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44-

4 (平裝)  

就是這本公務員法體系+解題書/良

文育成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

數位文化, 10912 .-- 4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64-226-7 ( 平 裝 ) 

NT$450  

就是這本刑事訴訟法體系+解題書/

言頁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29-8 ( 平 裝 ) 

NT$450  

普通生物學. 6, 動物生理(三)與生態

學= Biology/黃彪著作 .-- 臺南市 : 高

元進階智庫, 10912 .-- 48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6-5-9 (平裝)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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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

會課本. I/張樹倫, 劉恆妏, 楊智元, 賴

柷宏, 楊貴智編撰委員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1002 .-- 164 面; 43 公分 .-

- ISBN 978-957-443-711-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III, 動物

體的構造與功能, 教師手冊/鍾楊聰, 

吳雨哲, 鄭乃彧, 龔雍任, 詹濠先等編

撰委員; 胡哲明主編 .-- 初版 .-- 臺南

市 : 南一, 10912 .-- 冊 .-- ISBN 978-

957-443-712-2 (全套: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師手冊. 

III, 波動、光及聲音/王俊乃, 張良肇, 

趙臨軒, 謝易霖, 何俊昌, 呂健嘉, 方

文宗編撰委員 .-- 初版 .-- 臺南市 : 南

一, 10912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3-708-5 (平裝)  

提琴樹. 三: 奧福小提琴教學系列/劉

妙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芽, 

1091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858-0-2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99858-1-9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400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檢定: 學科.術

科快速記憶法/林閔政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0912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70-4-4 (平裝) NT$500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入門基

礎級模擬試題 . 5= TOCFL listening 

reading band A/ .-- 新北市 : 華測會, 

10912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81-3-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智慧財產權法爭點解讀 /伊律師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001 .-- 6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269-563-0 (平裝) NT$650  

開箱復習講義: 公民與社會/于宣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冊 .-- ISBN 978-957-443-709-2 (全套:

平裝)  

開箱復習講義: 地理/彭佳偉, 湯凱齡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002 .-- 冊 .-- ISBN 978-957-443-713-

9 (全套:平裝)  

開箱復習講義: 歷史/念青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冊 .-- 

ISBN 978-957-443-710-8 (全套:平裝)  

電子學歷屆試題大破解/劉明彰, 劉

曙滔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偉文, 

10912 .-- 6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8879-3-9 (平裝) NT$1000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N4 文法整

理/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園

市 : 江山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22-2-5 (EPUB)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3 文法整理(日

文版)/江山文化社編輯 .-- 初版 .-- 桃

園市 : 江山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422-1-8 (EPUB)  

新制 New TOEIC 聽力超高分: 最新多

益改版黃金試題 1000 題(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著; 王傳明

譯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2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18-967-1 (16K 平裝)  

債法題型破解/張璐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1001 .-- 6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007-1 (平裝) 

NT$700  

會計學(概要)/劉憶娥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6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688-1 ( 平 裝 ) 

NT$650  

會計學(概要)1000 題/宏典文化金融

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 .-- 初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5-

2 (平裝) NT$600  

會計學+貨幣銀行學 2 合 1 題庫. 2021/

宏典文化金融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

究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001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91-1 (平裝) NT$600  

新時代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研讀攻

略含術科作答本/陳富民, 周碩言, 黃

俊宇, 張議文編著 .-- 十二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1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167-5 (平裝)  

新時代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研

讀範本 /林謙育 , 楊瑋倫編著  .-- 十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165-1 (平裝)  

新時代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研讀範

本/毛駿騰編著 .-- 12 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001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166-8 (平裝)  

新時代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含資訊類

題庫工作項目解析與技能檢定共用

項學術科研讀範本/佳彥資訊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1 .-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163-7 (平裝)  

新時代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研

讀攻略(Windows 10+Word 2016)/JYiC

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 六版 .-- 新北

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1 .-- 4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164-4 (平裝)  

解剖生理學解題書/何宣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091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60-

9 (平裝) NT$400  

業務類: 運輸營業類. 企業管理大意

X 鐵路運輸學大意-大進擊/王毅, 林

敏玄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0912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672-6 ( 平 裝 ) 

NT$530  

電腦常識(含概論)/蔡穎編著 .-- 第十

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0-198-2 (PDF)  

農業概論引導式筆記/文字復興編輯

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

興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98773-5-0 ( 上 冊 : 平 裝 ) NT$430 .-- 

ISBN 978-986-98773-6-7 (下冊:平裝) 

NT$430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最新重點+試題

解析速成總整理/林崇漢編著 .-- 第 16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0912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72-

0 (平裝) NT$480  

銀行法(概要)1000 題/宏典文化金融

基測/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68-3 (平

裝) NT$360  

銀行招考: 票據法(含概要)/趙朗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45-

1 (平裝)  

銀行招考: 銀行法(概要)與洗錢防制

法規/金道亨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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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1001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46-8 (平裝)  

銀行招考、金融雇員: 金融科技力知

識檢定通關速成/陳金知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311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8-37-6 (平裝)  

銀行法概要: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林

崇漢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001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694-2 (平裝) NT$450  

銀行專業英文: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羅然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1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689-8 (平裝) NT$550  

圖解文法分類單字 300 字: 練習及試

卷/林漢忠, 陳宇勝, 蘇軾閔, 鍾美怡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瑞華教育科技, 

11001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14-266-5 (平裝) NT$120  

精準制高中學測英文總複習/張勝溢

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001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394-7 (平裝) NT$420  

臺灣菸酒新進人員甄試: 倉儲管理與

作業(含運輸)安全概要/張世勳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091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38-

3 (平裝)  

學測地球科學嘿皮書/龍飛天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1 .-- 3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3-

7 (平裝) NT$380  

戰勝國中會考英聽滿分: 20 回實戰模

擬測驗(試題+中譯)(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English listening for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Joseph Schier,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 Rob 

Webb 著; 賴祖兒譯 .-- 初版二刷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1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64-0 (16K

平裝)  

營養師考試歷屆試題/楊耀東, 邱湘

茹, 高翊翔, 露比, 常瑛編著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0912 .-

- 5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

663-4 (平裝) NT$620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 年: 基礎醫

學/楊俊臻, 吳承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合記, 11001 .-- 23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368-384-1 (平裝)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2020 年: 臨床醫

學/吳秉仲, 吳柏毅, 歐弦哲, 賴昱鈞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 11001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386-5 (平裝)  

羅文國考公民/羅文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1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35-

9 (平裝) NT$450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2, 狐狸魔

術師.大象媽媽的小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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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4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92055-9-

7 (平裝) NT$400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4, 愛打瞌

睡的小青蛙.小龍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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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2 .-- 40 面 ; 

24X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57-0-

3 (平裝) NT$400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 6, 跳跳豆.

最亮的小星星/音樂童年教學研發部

故事; 南君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童年, 10912 .-- 40 面; 24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857-1-0 (平裝) 

NT$400  

*藝童玩樂.音樂素養花園.故事繪本

(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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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 48 面; 44

公分 .-- ISBN 978-986-99857-2-7 (平裝) 

NT$900  

兒童讀物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系列一/

平木光枝作.繪;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07-253-7 (全套:精裝) 

NT$1050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系列二/

平木光枝作.繪;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07-254-4 (全套:精裝) 

NT$1050  

0-3 歲寶寶全腦開發遊戲書. 系列三/

平木光枝作.繪; 林佩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07-255-1 (全套:精裝) 

NT$1050  

Abc Storytime/author 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 1st ed.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5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9314-5-8 (平裝)  

All of us reader. 2A: here we go pony 

trekking/by Ann Evans de Bernard .-- 臺

北市 : 麥格羅希爾, 11001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41-457-5 (平裝)  

All of us reader. 2B: let's go to Mexico/by 

Ann Evans de Bernard .-- 1st ed. .-- 臺北

市 : 麥格羅希爾, 11001 .-- 2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41-458-2 (平裝)  

All of us reader. 2C: the smart rabbit/by 

Ann Evans de Bernard .-- 臺北市 : 麥格

羅希爾, 11001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41-459-9 (平裝)  

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日常生活/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12 .-- 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99-7 (精裝)  

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交通工具/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12 .-- 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95-9 (精裝)  

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有趣形狀/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12 .-- 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97-3 (精裝)  

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我會 123/風車

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

書, 10912 .-- 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00-0 (精裝)  

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動物王國/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12 .-- 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98-0 (精裝)  

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認識顏色/風

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0912 .-- 1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596-6 (精裝)  

FOOD 超人成語故事平板電腦/風車

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

書, 11002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01-7 (精裝)  

FOOD 超人兒童生活英語點讀百科/

風車編輯群作; 日光路插畫 .-- 初版 .-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2 .-- 5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223-602-4 (精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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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proud of Dounan!/author Chi,Li-

Chiu, Lan,Yi-Chen, Tsai,Wen-Yi, 

Tsai,Yu-Chen; illustrator Lee,Mei-Ying, 

Jiang,xin min .-- 1st ed. .-- 臺北市 : 國

匠科技, 10912 .-- 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38-1-2 ( 平 裝 ) 

NT$300  

*The adventures of Miss papaya/author 

Li-Chiu Chi, Ting-Yun Chen, Jo-Hsuan 

Huang, Chia-Feng Chou, Yi-Chiao Hsu; 

illustrator Jo-Hsuan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國匠科技, 10912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38-3-6 (平裝) 

NT$250  

*Where have the pumpkin gone 

to?/author Li-Chiu Chi, Chuan-Chiao 

Yang, Chia-Feng Chou, Jia-Jian Syu; 

illustrator Chuan-Chiao Yang, I-Shin Liu, 

Yi-Chiao Hsu, Chia-Feng Chou .-- 1st 

ed. .-- 臺北市 : 國匠科技,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138-2-

9 (平裝) NT$250  

十萬個為什麼?(注音大字版)/崔鍾雷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冊 .-- ISBN 978-986-491-542-

2 (全套:精裝) NT$2240  

小小的小小的.波可波可/酒井幸栄文.

圖; 黃立忻譯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

化, 10912 .-- 冊 .-- ISBN 978-986-442-

166-4 (全套:精裝) NT$447  

小四愛作怪/阿德蝸作; 任華斌插畫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001 .-- 冊 .-

- ISBN 978-957-9047-99-9 (全套:平裝) 

NT$1760  

山林的守護神/李軒婷繪圖 .-- 臺北

市 :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10912 .-

- 2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629-

400-6 (平裝)  

小飛龍歷險記/安石榴文; 徐建國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 11001 .-- 冊 .-

- ISBN 978-957-9047-92-0 (全套:平裝) 

NT$690  

三個問號偵探團 1-4 套書: 冒險序章/

晤爾伏.布朗克, 波里斯.菲佛文; 阿力

圖; 宋淑明, 洪清怡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503-759-8 ( 全 套 : 平 裝 ) 

NT$120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陳暉著; 阿

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2 .-- 冊 .-- ISBN 978-986-491-563-

7 (全套:精裝) NT$224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小熊壯壯/

陳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5-2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天黑了/陳

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6-9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去不去/陳

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7-6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早春的一天

/陳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8-3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找媽媽/陳

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59-0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松果在哪裡

/陳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0-6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是我不小心

/陳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1-3 ( 精 裝 ) 

NT$280  

小熊兄妹快樂成長系列: 第一次過河

/陳暉著; 阿咚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2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2-0 ( 精 裝 ) 

NT$280  

小熊學校: 孩子的第一套多元智能成

長繪本: 傑琪上學去/相原博之文; 足

立奈實圖; 綿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98939-8-5 (全套:精裝) NT$1370  

小熊學校: 孩子的第一套多元智能成

長繪本: 傑琪有夢想/相原博之文; 足

立奈實圖; 綿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99917-0-4 (全套:精裝) NT$1500  

小熊學校: 孩子的第一套多元智能成

長繪本: 傑琪運動去/相原博之文; 足

立奈實圖; 綿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98939-9-2 (全套:精裝) NT$1440  

公車上有幾個人?/張雅婷作; Pirdou

林柏辰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001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76-8 (精裝)  

心 情 不 好 的 小 猴 子 / 蘇 珊 妮 . 連 恩

(Suzanne Lang)文; 麥克斯.連恩(Max 

Lang)圖;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002 .-- 40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440-370-7 (精裝)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 生命啟示 

精選/阿米契斯, 安東尼.聖.修伯里, 

海明威, 伊索, 莫里斯.梅特林克, 史杜

威夫人原著; 王玨, 杜子西, 區國強, 

周願同, 林懷卿改寫; 奇亞子, 黃薏文, 

陳亭亭, 樂本漾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38-377-2 ( 全 套 : 平 裝 ) 

NT$1200  

*出發吧!藤雄/王宥棋, 許藍方文.圖 .-

- 初版 .-- 新北市 : 許藍方, 10912 .-- 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21-

1 (平裝) NT$300  

台灣早餐地圖/百果著.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1 .-- 5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08-5682-8 (精裝)  

全國兒童美語: 可愛動物園= Go for 

English: animals/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002 .-

- 55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

99763-2-9 (平裝附光碟片)  

全國兒童美語 : 交通工具= Go for 

English: traffic/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編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002 .-

- 39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

99763-1-2 (平裝附光碟片)  

收集色彩的魔術師: 迪士尼獨一無二

的藝術家瑪莉.布萊爾的神奇世界/艾

美.古格里耶摩(Amy Guglielmo), 賈桂

琳.圖維爾(Jacqueline Tourville)文; 布

莉吉.巴拉傑(Brigette Barrager)圖; 宋

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003 .-- 48 面; 28X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375-2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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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識你/陶綺彤文; 橘子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001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07-

5 (平裝) NT$300  

我出生的這一天/中川宏貴文; 長谷

川義史圖; 米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002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0-369-1 (精裝)  

我的互動學習翻翻書: 有趣的日常/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223-604-8 (全套:精裝)  

我的互動學習翻翻書: 有趣的英文/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223-606-2 (全套:精裝)  

我的互動學習翻翻書: 有趣的數學/

風車編輯群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223-605-5 (全套:精裝)  

你看過台灣大山嗎?/Soarppy 文字 ; 

jing group 青團隊設計繪圖 .-- 臺北市 : 

幸聞園, 10912 .-- 3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9897-0-1 (精裝)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王嘉琪 , 

陳姿曄, 楊舒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9512-6-5 (全套:

精裝)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1, 衝啊!

洗澡囉!/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

練中心,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12-1-0 (精裝)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2, 啊哈!

我也要生小寶寶!/王嘉琪, 陳姿曄, 楊

舒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

商專業訓練中心,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12-2-7 (精裝)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3, 好奇寶

寶就是我!/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商專

業訓練中心,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512-3-4 (精裝)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4, 我不喜

歡!停/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

練中心,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12-4-1 (精裝)  

阿光小芸日常的嘰哩呱啦. 5, 小寶寶

出生的秘密/王嘉琪, 陳姿曄, 楊舒聿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荷光性諮商專

業訓練中心,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512-5-8 (精裝)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A=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09-9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 Book B=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10-5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 Book C=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11-2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D=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12-9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 Book E=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13-6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 Book F=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14-3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Book G=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15-0 (平裝) 

NT$10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A=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2-8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B=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4-2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C=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6-6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D=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7-3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E=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8-0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F=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9-7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 檔案夾 G= Mechanical 

creations for kids/劉上慈, 李翊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2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30-3 (平裝) 

NT$600  

初遊創客機械課本/劉上慈, 李翊寧

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冊 .-- 

ISBN 978-957-43-8416-7 (全套:平裝)  

初遊創客機械檔案夾/劉上慈, 李翊

寧作 .-- 桃園市 : 李翊寧, 11001 .-- 

冊 .-- ISBN 978-957-43-8432-7 (全套:

平裝)  

咦?我的玩具呢?/張雅婷作; Pirdou 林

伯辰插畫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001 .-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

477-875-1 (精裝)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黃宇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0911 .-- 冊 .-- ISBN 978-986-491-554-

5 (全套:精裝) NT$3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大洋洲

與極地: 澳洲 紐西蘭 斐濟/黃宇編著; 

安娜.法迪耶娃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1-543-9 ( 精 裝 ) 

NT$300  

孩子的第一套世界地理百科: 非洲: 

埃及 南非 摩洛哥 衣索比亞/黃宇編

著; 納沃揚.塔季亞娜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0911 .-- 36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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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491-548-4 (精裝) 

NT$300  

為什麼不能等一下/王宏哲文; 侯小

妍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大腦, 

10912 .-- 4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6315-2-5 (精裝) NT$360  

食育天團: 健康三拒頭/妙蒜小農故

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015-8-

1 (全套:精裝)  

故事百匯. 第一輯/姜子安, 廖炳焜, 陳

昇群, 李光福, 黃文輝, 鄭宗弦, 山鷹, 

陳肇宜, 林佑儒, 荷莉, 賴曉珍, 林惠

珍, 王文華, 陳碏, 謝鴻文, 鄒敦怜, 王

洛夫, 賴玉敏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 10912 .-- 冊 .-- ISBN 978-957-

9047-77-7 (全套:平裝)  

科學不思議/吉谷昭憲, 犬塚則久, 松

岡徹, 高柳芳惠, 小波秀雄文; 吉谷昭

憲, 大島裕子, 松岡徹, 水上實,小松真

也繪; 邱承宗, 張東君, 李佳霖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503-728-4 (全套:

精裝) NT$1600  

假日去了哪裡玩?/張雅婷作; Pirdou

林柏辰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何嘉

仁, 11001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77-5 (精裝)  

培養孩子的挫折耐受力套書/謝淑美

(Carol Hsieh)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穎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70-09-5 ( 全 套 : 精 裝 ) 

NT$1480  

紫 色 貓 咪 音 樂 劇 /by Alice and Lily 

Cheng .-- 臺北市 : Alice and Lily Cheng, 

11001 .-- 24 面; 14X15 公分 .-- ISBN 

978-957-43-8473-0 (精裝)  

喵喵不要!/黃郁欽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玉山社, 10912 .-- 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94-268-0 ( 精 裝 ) 

NT$300  

嗨!你住在哪裡?/張雅婷作; Pirdou 林

柏辰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001 .-- 28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57-477-878-2 (精裝)  

新動物寓言繪本系列套書/瑞秋.布萊

特(Rachel Bright)文; 吉姆.菲爾德(Jim 

Field)圖; 林鈺城, 謝靜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517-61-8 (全套:精裝)  

憶起來敲門= The memories of luzhu 

doorplate history/桃園市蘆竹區戶政

事務所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

蘆竹區戶政事務所, 1091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3-24-3 (平裝)  

壞蛋爸爸三部曲系列套書/板橋雅弘

作; 吉田尚令, 佐藤真規繪; 林宜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光 點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517-62-

5 (全套:精裝)  

寶寶的大發現= Baby's discovery/鄧立

平作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252-618-7 (全套:

精裝)  

*七劍十三俠/(清)唐芸洲原著; 張博

鈞編寫 .-- 臺北市 : 三民,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055-9 

(EPUB)  

木蘭奇女傳/(明)瀛園舊主原著; 史玉

琪編寫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058-0 (EPUB)  

繪本動起來/王淑芬作; 陳怡今道具

製作.插畫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717-8 (PDF) NT$380  

漫畫書 

333 APP 抹消軟體/彭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78-4 (第 1 冊:

平裝)  

5 個國王/恵庭原作; 絵歩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48-6 (第

5 冊:平裝) NT$130  

B.B.G: 帝國百貨店地下外商部/けん

たろう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5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84-5 (第 3 冊:

平裝)  

Day off/每日青菜作 .-- 一版 .-- 新北

市 : 留守番工作室,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77-0-7 (平

裝) NT$400  

dear signal 戀愛信號/末広マチ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20-

2 (平裝) NT$130  

DOGS 糾纏/里つばめ作; 尤靜慧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13-4 (平裝) 

NT$130  

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鳥山明

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56-4 (第 14

冊:平裝) NT$100  

Dragon tail/story and illustration Hinyi 

Cheuk; translator Yanto Chandra .-- 1st 

ed. .-- 高雄市 : 巨流,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07-2 (PDF) 

NT$200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267-

0 (第 13 冊:平裝) NT$100  

Go go monster/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002 .-- 4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49-35-0 (精裝) NT$750  

GOGO!小淫魔/織島ユポポ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07-

3 (平裝) NT$130  

home 家 /つゆきゆるこ作 ; 游若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77-7 (平裝)  

HOUSEBACKER 心之歸屬/夏目維朔

作 ; 蔡 夣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6290-8 (平裝) NT$140  

JOJO 的奇妙冒險 PART 8 JOJO 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258-8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00  

K-ON!輕音部 /かきふらい作 ; 虛羽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冊 .-- ISBN 978-957-10-9359-8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57-10-9360-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361-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

9362-8 (第 4 冊:平裝)  

K-ON!輕音部: college/かきふらい作; 

虛羽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0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0-9363-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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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輕音部 highschool/かきふらい

作; 虛羽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0-9364-2 (平裝)  

Kyrie. 1, 被咀咒的蛇 /冥花すゐ作 ;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86-9 (平裝)  

K 老師的戀愛日常/夏水りつ作; 小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88-3 (平裝)  

Mad spicy resto/story and illustration 

Wai Yu Chan; translator Yanto 

Chandra .-- 1st ed. .-- 高雄市 : 巨流,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32-608-9 (PDF) NT$200  

NIGHT TRAP 深夜陷阱/柳ゆと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43-

4 (平裝) NT$130  

noe67: 不笑的人形機器人/朔ヒロ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27-

1 (平裝) NT$130  

OVERLORD/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

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20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24-220-6 (第 13

冊:平裝)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遠藤達哉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1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6261-8 (第 6 冊:平裝) NT$110  

The O's lab/story and illustration Wing 

Ki To; translator Yanto Chandra .-- 1st 

ed. .-- 高雄市 : 巨流,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32-609-6 (PDF) 

NT$200  

一起去玩吧/佐藤宏海作; 林武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

585-2 (第 2 冊:平裝)  

人外的星期五. 1, 百怪爭艷= Modern 

mogal/漢揚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

來數位, 10912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24-4-7 ( 平 裝 ) 

NT$300  

人間觀察同好會/日乃チハヤ作; 江

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36-

3 (平裝) NT$130  

三十歲的虛擬 UP 主約炮中/凪田十

子作; 曾瀞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27-2 (平裝)  

工作血小板/柿原優子原作; ヤス漫

畫;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63-2 (第 3 冊:平裝) NT$130  

小兒子. 1, 阿甯咕大戰想像蟲/駱以

軍原作 ; 漢寶包編劇 ; LONLON 漫

畫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動 力 , 

11001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79-4-6 (平裝)  

女朋友 vs.女朋友/ヒロユキ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91-5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292-2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

26-6293-9 (第 3 冊:平裝) NT$100  

大東京玩具箱 ES/UME 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18-9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319-6 (第

2 冊:平裝) NT$130  

大叔與貓/桜井海作; 李芸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274-8 (第 6 冊:平裝) 

NT$140  

小 島 的 柔 情 日 常 / 麻 倉 カ ム イ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706-1 (平裝)  

小 島 的 柔 情 戀 語 / 麻 倉 カ ム イ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705-4 (平裝)  

下跪吧,女王陛下/千葉たゆり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38-7 (上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6339-4 (下冊:平裝) NT$130  

三貓俱樂部. 六/咪仔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陳雨琦, 10912 .-- 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86-3 (平裝) 

NT$280  

小繆將軍歐賣尬/まつだこうた原作; 

もりちか作畫; 倪湘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2 .-- 12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2-826-5 (第 3 冊:平

裝)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52-6 (第 4 冊:

平裝) NT$100  

不完美也沒關係/うり作; 江昱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09-7 (平裝) 

NT$130  

厄里斯的聖杯/常磐くじら原作; 桃

山ひなせ漫畫; 賴詠新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28-9 (第 1 冊:

平裝)  

天降雷神纏上我/RENA 作; 九流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238-1 (第 4 冊:平裝)  

不能沒有愛!/ゆん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94-1 (平

裝)  

不能委託他/雪広うたこ作;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44-8 (第

3 冊:平裝) NT$130  

不倫食堂/山口譲司作; 謝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59-5 (第 16

冊:平裝) NT$130  

不健全藥師的妖怪見聞錄/nyaroro 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94-6 (第 1 冊:平裝) NT$130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春場蔥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68-7 (第 9 冊: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57-26-

6400-1 (第 10 冊:平裝) NT$190  

不喜歡色色的我嗎?/鳩屋タマ作; 李

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34-

9 (平裝) NT$130  

心愛的,我的命定之人!/餅野おこげ

作 ; 蔡 夢 芳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33-2 (平裝) NT$130  

不當哥哥了 !/ねことうふ作 ;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52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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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43-1 (第

4 冊:平裝) NT$130  

火鳳燎原/陳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350-9 (第 69 冊:平裝)  

王領騎士/銀甫[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54-7 (第 5 冊:平裝)  

不適合有秘密的職業/金井桂作; 陳

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88-5 (上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

6289-2 (下冊:平裝) NT$140  

主人的屍體/藤近小梅作; 魏嫚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25-

8 (第 1 冊:平裝)  

生者的行進/美千代丸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04-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305-9 (第

2 冊:平裝) NT$130  

可怕的鄰居之愛/九尾かや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06-6 (平

裝) NT$130  

半澤直樹(漫畫版)/池井戸潤原作; フ

ジモトシゲキ漫畫; 黃娟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70-3 (第

3 冊:平裝)  

年下小男友/とりよし漫畫;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239-8 (第 2 冊:平裝)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大場鶇原作; 小

畑健漫畫; 柯明鈺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81-

6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26-6282-3 (第 2 冊:平裝) NT$280 .-

- ISBN 978-957-26-6283-0 (第 3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957-26-6284-

7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26-6285-4 (第 5 冊:平裝) NT$280 .-

- ISBN 978-957-26-6286-1 (第 6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957-26-6287-

8 (第 7 冊:平裝) NT$280  

再見了,青梅竹馬/ねもと咲作; 陳靖

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92-0 (平裝)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

法師(限定版). 5/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86-9 (平裝)  

同居人有時在腿上,有時在頭上/みな

つき原作; 二ツ家あす作畫;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45-5 (第

6 冊:平裝) NT$130  

因果性之吻/阿仁谷コイジ作; 呂郁

青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824-1 (第 2 冊:平裝)  

臣服於獸人的夜晚/慧作; 徐柔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26-4 (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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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ざっ

ぽん原作; 池野雅博漫畫;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225-1 (第 3 冊:平裝)  

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Vol.1, 奪心魔/賴

惟智作; 尼太漫畫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12 .-- 1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424-3-0 ( 平 裝 ) 

NT$250  

名偵探柯南: 背叛的舞台/掀起漣漪

的魔法師/青山剛昌原作; 和靜清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2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23-4 (平裝)  

妄想老師初體驗/春輝作; 李俊銘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8-

7 (第 1 冊:平裝)  

地獄樂/賀来ゆうじ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08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57-1 (第 12

冊:平裝) NT$105  

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90-6 (第 11 冊:平裝)  

抖 S 老師的愛太強烈/百瀬あん作; 李

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30-

1 (平裝) NT$140  

你不懂那份難以言喻的情感/四宮和

作 ; 曾 怡 華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41-7 (平裝) NT$130  

吸血鬼的佳餚/吉尾アキラ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31-8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332-5 (第

2 冊: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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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81-1 (第 16 冊:平裝)  

佐伯同學在睡覺/春原ロビンソン原

作; 小菊路よう漫畫;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7-0 (第

4 冊:平裝)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茉雪ゆえ原作; 

早瀬ジュン漫畫; 飛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4-241-1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4-242-8 (第 2 冊:

平裝)  

我們在謝幕後是專屬伴侶/ざらめ鮫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001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07-8 (平裝)  

吟詠花戀/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72-4 (第 6 冊:

平裝) NT$130  

你對我一直是最重要的/こうじま奈

月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87-6 (平裝)  

狂賭之淵/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

作畫; 賴俊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512-890-6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2-891-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92-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93-7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894-4 (第 5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895-1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96-8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

897-5 (第 8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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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賭之淵(假)/河本ほむら原作.監修; 

川村拓作畫; 湯伊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2 .-- 17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2-846-3 (第 7 冊:平

裝)  

妖豔的王作著一千零一夜美夢/おも

い央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16-0 (平裝)  

玦: 孿生/曾耀慶漫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0912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19-534-4 (平裝) 

NT$240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368-0 (第

3 冊:平裝)  

東京 MIDDLE 俱樂部/嶋二作; 王薇

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08-

0 (平裝) NT$130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 Gozir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空文化 ,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7633-1-

8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97633-6-3 (第 7 冊:平裝)  

怪怪守護神/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78-6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279-3 (第

26 冊:平裝) NT$100  

阿油的動物溝通日記: 動物心內話大

公開/阿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

玉文創,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0-49-7 ( 平 裝 ) 

NT$300  

彼岸島 48 天後.../松本光司作;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91-3 (第 15 冊:平裝)  

社長島耕作/弘兼憲史作; 許嘉祥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冊 .-

- ISBN 978-957-10-9356-7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357-4 (第 11

冊:平裝)  

姊姊對小學女生很有興趣。/柚木涼

太作;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5-6 (第 3 冊:平裝)  

刺客守則 ASSASSINSPRIDE/天城ケ

イ原作; 加藤吉江漫畫; 豬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04-684-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4-685-9 (第 2 冊:

平裝)  

取消申請-誘惑的同居邀約. 第 9 冊/

優木那智作; 蔡雅婷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0906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10-7946-2 (平裝)  

姑娘壯如山/一撇漫畫 .-- 初版 .-- 臺

中市 : 心融動漫拼圖,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65-2-1 (平

裝)  

孤島部長/八海摘作; 黎維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4-9 (第

1 冊:平裝)  

芝麻開笑門. 4/康軒編輯群文; 劉俊

良等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2 .-- 10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46-19-9 (平裝) NT$240  

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し

めさば原作; 足立いまる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00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24-234-3 (第 3 冊:平裝)  

孤單石榴石/あずみ京平作; 林玟伶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21-9 (平

裝) NT$130  

金黃色的朝霞 THE IDOLM@STER 偶

像大師/BNEI, PROJECT iM@S 原作; 

まな漫畫;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0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3-2 (第 1 冊:平裝)  

夜畫帳 . 第二部 . 第三卷 /Byeonduck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1002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94-238-1 (平裝) NT$380  

奈落 /紺色ルナ作; 流川昴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593-

7 (平裝)  

幸運女神求職中/青木 U 平原作; よ

しづきくみち漫畫;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

957-26-6249-6 (第 1 冊:平裝) NT$140 .-

- ISBN 978-957-26-6250-2 (第 2 冊:平

裝) NT$140  

亞爾斯蘭戰記/荒川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62-5 (第 14 冊:平裝) NT$100  

空難求生驚魂記/黃嘉俊, 格子幫編

劇; 黃嘉俊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001 .-- 1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56-06-8 ( 平 裝 ) 

NT$260  

毒 之 櫻 /MITA 原 作 ; Yammy 

Yamamoto 作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20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55-5 (第 1 冊:

平裝)  

香好同學嗅個不停 /壱日千次原作; 

赤秩父漫畫;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2 .-- 15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2-854-8 (平裝)  

星辰墜落之國的妮娜 /RIKACHI 作;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24-0 (第 1 冊:平裝) NT$100  

勇者成為魔王的媽媽了!/片岡とんち

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00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2-5 (第 3 冊:平裝)  

相會在林間陽光下 /椎名まうみ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42-7 (平裝) NT$130  

前輩,等我一下/いさき李果作; 林香

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4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94-4 (平裝)  

急戰 5 秒殊死鬥/はらわたさいぞう

原案 ;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63-0 (第 5 冊:平裝)  

哪一個是我的甜心!?/鷹丘志成作; 流

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1-595-1 (平裝)  

素人的我被那個了/秋良ろじ作; 楊

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002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710-8 (平裝)  

浪人劍客 . 37/井上雄彥作 ; 游若琪

譯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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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

9366-6 (平裝)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3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10-9369-7 (第 19 冊:平

裝)  

桐谷他不懂怎麼反抗 /加森奇紀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97-2 (平裝)  

恐怖寵物店. 漂泊方舟篇/秋乃茉莉

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10-3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6311-0 (第 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312-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凌辱 !潛入搜查官 /柊柾葵作 ;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08-5 (平裝)  

鬼滅之刃/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51-6 (第 23

冊:平裝) NT$100  

神劍闖江湖: 明治劍客浪漫傳奇. 北

海道篇/和月伸宏作; 林佳祥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57-26-6253-3 (第 5 冊:平

裝) NT$105  

記憶裡的矛盾/暮田マキネ作; 黛西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00-9 (平裝)  

部下止不住對我的色色妄想/背筋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25-7 (平裝) NT$130  

深不可測地下迷宮攻略記: 我的異世

界轉生冒險譚/KAKERU 作; 梁勝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53-1 (第 1 冊:平裝)  

淡水的陶德先生/kiya 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張季雅, 10912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58-7 (平裝)  

將太的壽司(愛藏版)/寺沢大介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295-3 (第 1 冊: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26-

6296-0 (第 2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297-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57-26-6298-4 (第

4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

26-6299-1 (第 5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300-4 (第 6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301-1 (第

7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

26-6302-8 (第 8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57-26-6303-5 (第 9 冊:平裝) 

NT$240  

異世界跟奴隸做色色事情漫畫短篇

集/一迅社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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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24-4 (第 4 冊:平裝)  

都市傳說冒險團: 嬰靈= Urban legend 

scout/瀟湘神原著; 李懿芳漫畫劇本; 

NOFI 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76-2 (平裝)  

這次我絕對不再犯錯!/空谷玲奈原作; 

はるかわ陽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33-6 (第

2 冊:平裝)  

通往內心的橋: 兒童心理診所/竹村

優作原作; ヨンチャン漫畫;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16-5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317-2 (第

2 冊:平裝) NT$130  

盛夏疑情/櫻川なろ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37-0 (平裝) 

NT$130  

異國日記/山下知子作; 籃球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32-

6 (第 4 冊:平裝)  

採集人的野帳/英張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動力, 11001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79-3-9 (平裝) 

NT$260  

盛開在籠中的陰之花 /羽野ちせ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2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86-512-831-9 (第 3 冊:平裝)  

被無敵看門犬咬到了 /夜神里奈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002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04-714-6 (第 1 冊:平裝)  

掠奪者/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221-3 (第 15 冊:平裝)  

偶像的真實面貌/縞ほっけ作; 林玟

伶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28-

8 (平裝) NT$130  

堀與宮村(特別版). 15/HERO 原作; 荻

原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8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80-7 (平裝)  

偶 像 夢 幻 祭 Ready For Star/Happy 

Elements K.K 原作; 南々菜奈々漫畫;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0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715-3 (第 1 冊:平裝)  

教練我好想殺球/一撇漫畫 .-- 初版 .-

- 臺中市 : 心融動漫拼圖, 10912 .-- 

18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9365-3-8 (平裝)  

殺戮的天使/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

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24-222-0 (第 11

冊:平裝)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 作 ; 

黃依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77-9 (第 34 冊:平裝) NT$100  

朝 5 晚 9/相原実貴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2 .-- 168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57-26-6346-2 (第 16 冊:平

裝) NT$100  

超人力霸王 ULTRAMAN/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280-9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10  

給不滅的你/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66-3 (第 14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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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雙性人醫生被慢慢攻略的故事/

花音千尋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04-695-8 (平裝)  

博兒的東瀛紀行/佐々大河作; 劉子

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4-217-

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

218-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4-219-0 (第 7 冊:平裝)  

無法開口對你說的事/もふもふ枝子

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29-5 (平裝) NT$130  

無法填滿的洞  人妻夜未眠 /Naomi 

Ogura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251-0 (EPUB3)  

惑星少女/大石日日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29-6 (第

1 冊:平裝)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滝川廉治作; 弁

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86-512-862-3 (第 2 冊:平裝)  

童貞滅絕列島/川崎順平作; 林香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61-6 (第 1 冊:平裝)  

尋神的旅途/高山しのぶ作; 豬排飯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7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04-7 (第 12 冊:平裝)  

發情 Ω 到府服務/菊池ばみ作; 楊采

儒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98-9 (平裝)  

就從平凡受開始、吧?/うえちゃ作; 

巫白白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92-7 (平裝)  

渴望你觸碰制服下的我/登田好美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14-1 (第 2 冊:平裝) NT$130  

短跑女神/原田重光原作; karoti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46-5 (第 3 冊:平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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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35-

0 (第 2 冊:平裝)  

虛構推理/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

畫; 光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65-6 (第 14 冊:平裝) NT$105  

視線交會的三秒後/藍叉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4-702-3 (平裝)  

無敵怪醫 K2/真船一雄作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957-26-6269-4 (第 36 冊:平

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270-

0 (第 37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6271-7 (第 38 冊:平裝) NT$130  

畫貓.歸漢. 漢朝風情繪卷/天聞角川

編; 蘇徵樓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2 .-- 1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24-240-4 (平裝)  

單蠢女孩/ヒロユキ作; 九十九夜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830-

2 (第 12 冊:平裝)  

路人超能 100/ONE 作; 陳鈞然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2-864-7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865-4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866-1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67-8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

868-5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12-869-2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2-870-8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71-5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12-872-2 (第 13 冊:平

裝)  

愛在征服世界後/野田宏原作; 若松

卓宏漫畫;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22-

6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6323-3 (第 2 冊:平裝) NT$130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三浦忠弘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254-

0 (第 24 冊:平裝) NT$100  

落果的 α 王/中村まきの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696-5 (平裝)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一智和

智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24-236-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4-237-4 (第 2 冊:平裝)  

過度保護我的青梅竹馬/隈浪さえ原

作; 吾田なぐさ作畫; midori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59-3 (第

1 冊:平裝)  

極彩之家/びっけ作; 李芝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6273-1 (第 7 冊:平

裝) NT$140  

*極密殭屍戰隊= Soldier blues/小林源

文作; 張詠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091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27-1-0 (平裝) NT$300  

準備好和我談戀愛吧/大橋キッカ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35-6 (平裝) NT$130  

碎裂的項圈/TOTIKO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699-

6 (平裝)  

愛就是如此無可救藥/峰島なわこ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709-2 (平裝)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

858-6 (第 17 冊:平裝)  

新網球王子/許斐剛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12-860-9 (第

26 冊:平裝)  

與妳相戀到生命盡頭/あおのなち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42-4 (第 3 冊:平裝) NT$130  

境界之輪迴. 16/高橋留美子作; 施凡

譯 .-- 2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365-9 (平裝)  

摺紙戰士 A/周顯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1 .-- 160 面; 18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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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12-889-0 (第 5 冊:平

裝)  

輕輕灑落的晨曦/子葉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4-703-0 (平裝)  

夢醒之時/阿噗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01-6 (平裝)  

臺灣名人傳記漫畫: 湯德章(臺文版)/

蠢羊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2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531-0 (平裝) NT$320  

賢者如星/依歡[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47-9 (第 4 冊:精裝)  

廢柴謬思/アヒル森下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76-

0 (平裝)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零的

執行人/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

次郎作畫; 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12-851-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12-852-4 (第 2 冊:平裝)  

模擬後宮體驗/齊藤祐作; yoshiki 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57-

9 (第 3 冊:平裝)  

魅魔&殺手/深見真原作; 刻夜セイゴ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2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40-0 (第 1 冊:平裝) NT$140  

戰士黑豹= Warrior panther/鄭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496-3-7 (第 1 冊:平裝) 

NT$550 .-- ISBN 978-986-99496-2-0 (第

1 冊:精裝) NT$1200  

龍神夫婿: 亡國之神/須嵜朱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349-

3 (平裝) NT$130  

燄凰: 凝秦遺夢/吳柔萱作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76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504-688-0 (第 17

冊:平裝)  

學園奶爸/時計野はり作; 黃依齡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75-5 (第 21

冊:平裝) NT$100  

錯亂的迷宮/高永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04-690-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691-0 (第 2 冊:平裝)  

錦繡年代= Age of the glorious/日下棗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日 下 棗 , 

10912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91-7 (平裝)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347-5 (第 12 冊:平裝)  

雖然作為救世主被召喚到異世界,但

因年過 30,只好來偷開咖啡廳。/和泉

杏花原作 ; 櫻田靈子作畫 ;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689-7 (第 1 冊:平裝)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特別版). 5/山口悟原作; 

ひだかなみ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14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2-887-6 (平裝)  

騎乘之王/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264-9 (第 5 冊:

平裝) NT$140  

魏特曼戰記 1943 新編/王佐榮監修;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蒼璧, 11001 .-- 11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9727-2-7 ( 平 裝 ) 

NT$380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小超人帕門/

藤子.F.不二雄作; 李素菁, kimi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冊 .-- 

ISBN 978-986-512-873-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12-874-6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12-875-3 (第 3

冊:平裝)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 A 夢/藤

子.F.不二雄作; 八雲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1 .-- 6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2-900-2 (第 20 冊:平

裝)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 A 夢/藤

子.F.不二雄作; Akitos, 王怡菁, 黃曉

筠, 夏綠, 邱昶凱, 洪怡菁, 陳鈞然, 王

筱晴, 雅惠, 詹雅惠, 唐儀齡, 葉廷昭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1 .-- 

5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

901-9 (第 19 冊:平裝)  

蟻之帝國/文善やよひ作; 陳姿君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冊 .-- ISBN 

978-957-26-6352-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6353-0 (第

2 冊:平裝) NT$140  

關於大叔教女 O 中生作壞壞的事情

這檔事/久川はる作; 志野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2-856-2 (第

1 冊:平裝)  

羅曼史 Romance/カシオ作; 陳幼雯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693-4 (平裝)  

羅賽塔: 時光的宣敘調/Eli Li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0912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

532-0 (平裝) NT$350  

麵包&奶油/芦原妃名子作; 翁蛉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260-1 (第

10 冊:平裝) NT$100  

蘑菇魔女/樋口橘作; Akane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683-5 (第

1 冊:平裝)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もち作; 豬

排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87-3 (第 9 冊:平裝)  

魔王難為/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15-8 (第 8 冊:

平裝)  

鐵男孩 : 山寨之城= Iron boy: pirate 

town/麥人杰(Richard Metson)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辣, 10911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96-1-3 (第

2 冊:平裝) NT$450  

魔法使的印刷廠/もちんち原作; 深

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2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23-7 (第 4

冊:平裝)  

鐵界戰士/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1 .-- 冊 .-- ISBN 978-

957-26-6247-2 (第 1 冊:平裝) NT$130 .-

- ISBN 978-957-26-6248-9 (第 2 冊:平

裝) NT$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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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上 MOON DOG/山田南平作; 陳幼

雯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04-686-6 (第 1 冊:平裝)  

變身成黑辣妹之後就和死黨上床了。

/織島ユポポ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2 .-- 16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2-879-1 (平裝)  

戀愛生存論/菲希納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002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04-682-8 (平裝)  

戀愛與國會/西炯子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50-

0 (第 1 冊:平裝)  

靈異教師神眉 S/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1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6255-7 (第 3 冊:平裝) NT$100  

靈異醬有口難言/橋本かヱ原作; 本

多創漫畫;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49-4 (第 2 冊:平裝)  

蠻姑兒/蝴蝶 Seba 原著; 曉君, 釋鷲雨

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001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7018-52-6 (第 3 冊:平裝) NT$280  

觀 景 窗 內 不 聚 焦 = The blurry 

viewfinder/M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避風港文化, 11001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69-0-8 (平裝)  

小說及雜文 

Dr.STONE 新石紀 星之夢、地之歌/

稲垣理一郎原作; 森本市夫作; 陳靖

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51-

9 (平裝) NT$200  

NARUTO 火影忍者 鹿丸新傳 擔憂花

瓣飄散的雲朵/岸本斉史原作; 矢野

隆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55-4 (平裝) NT$200  

TEST LOVE 同居試愛/MAME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04-712-2 (第 1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04-713-9 (第

2 冊:平裝) NT$360  

The selected Andersen's tales/autho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臺北市 : 敦

煌, 1100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8-5 (平裝)  

九陽武神/我吃麵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14-2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715-9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716-6 (第 6 冊:平裝) NT$180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951-2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52-9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53-6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54-3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955-0 (第 35 冊: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21-875-1 (第 5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64-2 (第 56 冊:平裝)  

大周仙吏/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696-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97-8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698-5 (第 6 冊:平裝) NT$180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健速作; 何宜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62-2 (第

35 冊:平裝) NT$200  

大俠等一等/神邦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23-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24-1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725-8 (第 6 冊:平裝) NT$190  

小閣老/三戒大師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959-8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21-960-4 (第

27 冊:平裝) NT$170  

月下西江/LittleSweeti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001 .-- 2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337-8-0 (平裝) 

NT$260  

今年怎麼沒有蛙鳴的聲音 /姚守衷

作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姚 守 衷 , 

10912 .-- 1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08-2 (平裝)  

少年聖主/黑夜彌天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883-6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21-5 (第 28 冊:平

裝)  

不敗武神/鐵鐘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15-708-1 (第 4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986-515-709-8 (第 5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10-

4 (第 6 冊:平裝) NT$180  

元龍(新裝版)/任怨作 .-- 二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79-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15-680-0 (第

4 冊:平裝) NT$380  

公爵千金的家庭教師. 3, 以魔法革命

指引迷茫聖女/七野りく作; 偽善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58-5 (平裝) 

NT$200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867-6 (第

103 冊:平裝)  

可以讀檔的旅店: 聽說能力值滿點的

轉生冒險者在旅店開始培育新人/稲

荷竜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56-1 (第 4 冊:平裝) NT$200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

化身世界最強/瀬戸メグル作; 陳士

晉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57-

8 (第 5 冊:平裝) NT$200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15-717-3 ( 第 4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18-0 (第

4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719-7 (第 45 冊:平裝) NT$190  

失格紋的最強賢者: 世界最強的賢者

為了變得更強而轉生了/進行諸島作; 

偽善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64-

6 (第 3 冊:平裝) NT$200  

巧嘴俏掌櫃/是麥穗啊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904-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05-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906-2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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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07-9 

(第 4 冊:平裝)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21-908-6 ( 第 109 冊 : 平裝 ) .-- 

ISBN 978-986-521-935-2 (第 110 冊:平

裝)  

百味廚神/噸噸噸噸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878-2 (第 3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79-9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80-5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881-2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882-9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914-7 (第 3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15-4 (第 3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16-1 (第 3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17-8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18-5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19-2 (第 40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920-8 (第 41 冊:平裝)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

運/美紅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59-2 (第 2 冊:平裝) NT$200  

*色情直播主/天王星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王星出版, 11002 .-- 1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42-7-7 (平

裝) NT$250  

百萬倍攻速/碎月流江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05-0 (第 1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06-

7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707-4 (第 15 冊:平裝) NT$180  

全職公敵/石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15-742-5 (第 7 冊:平裝) NT$190 .-

- ISBN 978-986-515-743-2 (第 8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744-

9 (第 9 冊:平裝) NT$190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941-3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21-942-0 (第

4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521-943-7 (第 4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21-944-4 (第 49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21-945-

1 (第 50 冊:平裝) NT$170  

我有一個童養夫/魚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892-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93-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894-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95-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896-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897-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898-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99-7 (第 8 冊:平裝)  

沒有魔力的我與精靈公主的命定契

約/無胥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73-8 (第 1 冊:平裝) NT$200  

我的怪物眷族/日暮眠都作; 吳天立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68-4 (第

6 冊:平裝) NT$200  

妖怪紀元/平凡心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693-0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694-7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695-4 (第 9 冊:平裝) NT$190  

牧人薪傳/羅玲玲編 .-- 臺北市 : 文化

大學動科系, 11002 .-- 1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596-377-4 (平裝) 

NT$300  

金粉世家/張恨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52-932-3 ( 全 套 : 平 裝 ) 

NT$1350  

牧神記/宅豬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21-909-3 (第 5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910-9 (第 5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11-6 (第 5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12-3 (第 5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13-0 (第 55

冊:平裝)  

咒術迴戰 夏去秋返/芥見下々原作; 

北國ばらっど作; 曾柏穎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71-4 ( 平 裝 ) 

NT$200  

制裁列车/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

位文創,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44-2 (EPUB)  

制裁列車/笭菁作 .-- 臺北市 : 嗨森數

位文創,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43-5 (EPUB)  

姑爺有點壞/琉璃書生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900-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01-7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902-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03-1 

(第 4 冊:平裝)  

武道通神/木士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

986-515-739-5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40-1 (第

1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741-8 (第 18 冊:平裝) NT$190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21-934-5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961-1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62-8 (第 22 冊:平裝)  

重生之醫手遮天/肥尾蠍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69-5 (第 30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670-

1 (第 3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671-8 (第 32 冊:平裝) NT$180  

星際涅槃/羅霸道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

986-515-666-4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67-1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668-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神國之上/見異思劍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11-1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712-8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713-5 (第 6 冊:平裝) NT$180  

鬼滅之刃: 炭治郎與禰豆子. 命運初

始篇/吾峠呼世晴原作; 松田朱夏作;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6244-1 (平裝) NT$200  

鬼滅之刃劇場版小說. 無限列車篇/

吾峠呼世晴原作; 矢島綾作; 林佳祥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1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245-8 (平

裝) NT$20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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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521-872-0 (第 2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73-7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30-7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31-4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32-1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33-8 (第 30 冊:平裝)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十屆/林

品言等著作; 古錦松主編 .-- 高雄市 :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10912 .-

- 1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06013-0-5 (平裝)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946-8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70 .-- ISBN 978-986-521-947-5 (第

37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

521-948-2 (第 38 冊:平裝) NT$170 .-- 

ISBN 978-986-521-949-9 (第 39 冊:平

裝) NT$170 .-- ISBN 978-986-521-950-

5 (第 40 冊:平裝) NT$170  

第一神醫/手握寸關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36-4 (第 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37-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738-8 (第 9 冊:平裝) NT$180  

雪中悍刀行. 第一部. 下/烽火戲諸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61-982-

6 (全套:平裝)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

986-515-651-0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652-7 (第

1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653-4 (第 15 冊:平裝) NT$190  

異形= Alien/艾倫.狄恩.佛斯特(Alan 

Dean Foster)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003 .-- 冊 .-- ISBN 978-957-10-

9372-7 (全套:平裝)  

許你萬丈光芒好/囧囧有妖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75-6 (第 2 冊:

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

676-3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677-0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50  

眾神之誰與爭鋒/典玄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72-5 (第 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673-2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674-9 (第 9 冊:平裝) NT$190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冬原

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6361-5 (第 22 冊:平裝) NT$200  

*畢業後的樂活文創筆記/林淑萍著 .-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2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79-2 (平裝)  

魚龍舞. 卷十二/默默猴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未來數位, 1091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424-5-4 (平

裝) NT$180  

梟寵女主播/陌上纖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20-3 (第 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721-0 (第

6 冊:平裝) NT$250  

剩女嫁高門/疏桐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21-886-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87-4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888-1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889-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90-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891-1 (第 6 冊:平裝)  

腎友川柳/黃柏軒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愛文社, 11002 .-- 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298-4-0 ( 平 裝 ) 

NT$200  

就只為表達宮本櫻有多可愛而存在

的小說。/鈴木大輔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66-0 (第 3 冊:

平裝) NT$200  

絕代神主/百里龍蝦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868-3 (第 1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74-4 (第 11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36-9 (第 113

冊:平裝)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57-2 ( 第 2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58-9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659-6 (第 24 冊:平裝) NT$180  

開局成了二世祖/小明太難了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02-9 (第 16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

515-703-6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04-3 (第 18 冊:平

裝) NT$180  

無限血核/蠱真人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60-2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61-9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662-6 (第 9 冊:平裝) NT$180  

最強奴隸商的烙印魔術與美少女的

墮落/初美陽一作; 王仁鴻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60-8 (第 3 冊:平裝) 

NT$200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699-2 (第 35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00-

5 (第 3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701-2 (第 37 冊:平裝) NT$180  

無夢系列/夜非夜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5-729-6 (第 2 冊:

平裝) NT$240  

筆疇; 懺摩錄; 牧牛圖頌/(明)王達, (清)

彭兆蓀撰; 釋普明輯 .-- 再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12 .-- 1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60-1 ( 精 裝 ) 

NT$520  

腳尖上的糖癮/接骨木花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長鴻, 11001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711-5 (平裝) 

NT$260  

愛而不得那十年= Out of love for the 

years/微辣不是麻辣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旭儒, 11001 .-- 3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337-7-3 ( 平 裝 ) 

NT$380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21-869-0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876-8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877-5 (第 5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37-6 (第 5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38-3 (第 5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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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40-6 (第 54 冊:平裝)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1-870-

6 (第 23 冊:平裝)  

詭秘之主/愛潛水的烏賊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678-7 (第

3 冊:平裝) NT$250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884-3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29-1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56-7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57-4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958-1 (第 35 冊:平裝)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54-1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55-8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656-5 (第 9 冊:平裝) NT$180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33-3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734-0 (第

1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735-7 (第 12 冊:平裝) NT$180  

萬道戰皇/EK 巧克力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15-663-3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664-0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665-7 (第 15 冊:平裝) NT$180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作; 王仁

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65-

3 (第 3 冊:平裝) NT$200  

說出這邊交給我你們先走以後十年

過去成了傳說。(限定版). 2/えぞぎ

んぎつね作; 陳柏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1 .-- 32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12-899-9 (平裝)  

與星火相伴的微光/貓邏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369-1 (第 1 冊:平裝) 

NT$200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871-3 (第 24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22-2 (第 2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23-9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24-6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1-925-3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1-926-0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27-7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65-9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66-6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67-3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

968-0 (第 34 冊:平裝)  

黎明之劍/遠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1 .-- 冊 .-- ISBN 978-

986-515-648-0 (第 4 冊:平裝) NT$240 .-

- ISBN 978-986-515-647-3 (第 3 冊:平

裝) NT$240  

請跪下吧,董事長先生/風流涕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74-5 (第 2 冊:

平裝) NT$200  

誰說 Omega 就不能 A 爆了/青梅醬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002 .-- 

冊 .-- ISBN 978-986-99337-9-7 (第 1 冊:

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06027-

0-8 (第 2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06027-1-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800 .-- ISBN 978-986-06027-2-2 (全

套: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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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67-7 (第 6 冊:

平裝) NT$200  

機械狂潮/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21-885-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1-928-4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1-963-5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1-990-1 (第

10 冊:平裝)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6= A mild 

noble's vacation suggestion/岬著; さん

ど圖;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650-1 (PDF)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

女友嗎?. 3, 跨越時間的愛/望公太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6363-9 (平裝) NT$200  

騎士&魔法/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70-7 (第 10

冊:平裝) NT$200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限定版). 7/山口悟作; 霖

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1 .-- 2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2-898-2 (平裝)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2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372-1 (第 2 冊:

平裝) NT$200  

瓊明神女錄/劍氣長存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26-5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515-727-2 (第

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728-9 (第 6 冊:平裝) NT$190  

蘭若仙緣/糖醋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730-2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731-9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732-6 (第 6 冊:平裝) NT$180  

爛柯棋緣/真費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5-690-9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691-6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986-

515-692-3 (第 12 冊:平裝) NT$190  

魔族少女的藥引/花鈴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722-7 (第

3 冊:平裝) NT$240  

其他 

3 piece stories( 中英對照 )/Cindy Lee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002 .-- 11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5559-70-0 (平裝) NT$550  

30 招,教出高 EQ 小孩/楊俐容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52-9 

(EPUB)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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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道>>五十九道/李家雄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44-4 

(EPUB) NT$300  

濳夫論 明夷待訪錄/(漢)王符, (清)黃

宗羲撰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 

10912 .-- 29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70-0 (平裝) NT$300  

A 2018-2019 biennial report for Taiwan 

Hakka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chief editor 

Yu-Ching Lai .-- 1st ed. .-- 苗栗縣 : 客

委會客發中心, 10912 .-- 1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34-18-2 (平裝) 

NT$350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 Volume 10/editor 

Cheng F. Lee .-- 新北市 : Ainosco Press, 

10912 .-- 2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6286-76-6 (平裝)  

Bomber in the mountains/author Global 

Kids Books, a division of Global Views 

–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translator Huang, Cheng-Yao; illustrator 

Huang, Chi-Chia .-- 1st ed.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0912 .-- 6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449-77-3 (精裝)  

Casting the light of knowledge/editor 

NCKU, Headquarters of University 

Advancement .-- 臺 南 市  : 成 大 , 

10912 .-- 7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747-5-2 (平裝)  

*CEG 關於商學企管的思考與提問/

林淑萍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林淑萍, 

10912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480-8 (平裝)  

Centeredness/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100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7-9-

3 (精裝)  

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 2020/ .-- 

臺 北 市  :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11002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99-0 (平裝) NT$200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下 美國通路

市場新商機: 消費趨勢及商機動向關

鍵密碼/林瑋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會,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30-8 (PDF) NT$200  

*Das Antiphonarium CCl 65-68 der 

Stiftsbibliothek Klosterneuburg: Eine 

quellen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s 

vierbändigen Antiphonars aus dem 

Augustiner-Chorherrenstift 

Klosterneuburg mit beigefügtem 

CANTUS-Index/何家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斐亞文化藝術, 11001 .-- 261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433-0-

7 (平裝) NT$860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ialogue 

with social innovation/editor in chief 

Julian Chow, Pei-shan Yang,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 1st ed. .-- 臺北

市 : 伊甸基金會, 11001 .-- 3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8819-40-5 (平裝)  

E.P.1. 凍卵篇/何曼莊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南方家園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85-4-7 (EPUB) 

NT$100  

English roots. 2/written by Toby Shaw .-

- 1st ed. .-- 臺北市 : 夏恩國際教育, 

110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997-8-9 (平裝)  

Enjoy Taiwan's museum= 悠遊台灣博

物館/ .-- 1st ed.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 10912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012-0-6 (平裝)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 

2/written by Y. H. Mew .-- 臺北市 : 敦

煌, 11001 .-- 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16-1 (平裝)  

Hear & Say: 英語聽講練習. 中階/陳豫

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0912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421-5 (下冊:平裝)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0A/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6-

4 (平裝) NT$60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0B/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9-

5 (平裝) NT$60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1A/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7-

1 (平裝) NT$50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1B/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8-

8 (平裝) NT$50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2A/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4-

0 (平裝) NT$600  

Hi academy practical English. 2B/杜威

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0912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59-5-

7 (平裝) NT$600  

Hong Yin. III: the grand verses/by 

Hongzhi Li .-- 臺北市 : 益群, 11002 .-- 

1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8632-

61-5 (平裝) .-- ISBN 978-957-8632-62-

2 (精裝)  

*HPV 疫苗衛教手冊(民眾版)/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 第四版 .-- 臺北

市 : 健康署, 10911 .-- 23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39-81-1 ( 平 裝 ) 

NT$29  

HTML5、CSS3、JavaScript、 jQuery、

jQuery UI、Ajax、RWD 網頁程式設

計/陳惠貞作 .-- 七版 .-- 臺北市 : 碁峰

資訊,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2-694-3 (PDF) NT$540  

Immune milk: a histor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Robert Stohrer 作 .-- 臺北市 : 

活石文化, 10912 .-- 1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915-9-5 (平裝)  

Indonesian creativity, ingenuity, and 

innovation in a world in transition= 轉型

世界中印尼的原創力、獨創性與創

新力/edited by Frank Dhont .-- 1st ed. .-

- 臺南市 : 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1091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747-6-9 (精裝)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0912 .-- 

4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

275-9 (平裝)  

*Interpretation und Analyse der 

Geschichte des grenzüberschreitenden 

und Durchbruchs neuer Musik in der 

neuen Ara: Von Ravel Debussy 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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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winsky=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ory of the cross-border and 

breakthrough of new music in the new 

era: from Ravel Debussy all the way to 

Stravinsky= 新時代新音樂的跨界與

突破的故事解析: 從拉威爾德布西一

路舞到史特拉文斯基/張惠玲著 .-- 第

一版 .-- 桃園市 : 維高文化, 10912 .-- 

25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0127-3-7 (平裝) NT$400  

Lanes of protean encounter/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100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157-7-9 (精裝)  

Management: digital disruption on 

service innovation/editor Jao-Hong 

Cheng, Huan-Ming Chuang, Meihua Koo, 

Imam Baihaqi, Ming-Hslung Hsiao .-- 雲

林縣 : 雲林科大, 10912 .-- 6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925-0-3 (平裝)  

Management: Insights from boundary 

spanning innovation. 2021/editor Jao-

Hong Cheng, Ming-Hisung Hsiao, Huan-

Ming Chuang, Meihua Koo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 10912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26-9-4 (平裝)  

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COM Kyoto 2019,selected 

papers from Taiwan= 博物館作為文化

樞鈕: 傳統的未來: 國際博物館協會

京都大會京都大會論文選輯 .臺灣

/chief editor Kuo-Ning Chen .-- 1st ed. .-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 

10911 .-- 7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1506-8-2 (平裝)  

My dear Ak' i, please don't be upset/by 

Faisu Mukunana; translator Yao-Chung 

Tsao .-- 臺 北 市  : 山 海 文 化 雜 誌 ,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245-05-3 (平裝) NT$380  

Nhà bên núi/Tác giả Ngô Lập Bình; Họa 

sỹ minh họa Thẩm Tố Mai, Trương 

Chấn Tùng, Khấu Ý Huệ, Quách Lợi 

Trân .-- 南 投 縣  :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 

10912 .-- 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449-78-0 (精裝) NT$280  

One Art Taipei 藝術台北. 2021/鄭庭薇, 

柯 乃 禎 (Jessica Ko), 林 怡 君 (Sophia 

Lin), 陳 瑩 真 (Doris Chen), 韋 怡 忻

(Tiffany Wei)責任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亞太連線藝術, 11001 .-- 1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7251-2-5 (平

裝) NT$450  

Pagpalain ka! ako, Diyos, ikaw/by 

F.Sabo L. Ulechong .-- 臺北市 : F.Sabo 

L. Ulechong, 10912 .-- 55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8374-0 (平裝)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fertilizers and 

biopesticides/editor in chief Hsiu-Fen 

Lin .-- 新竹市  : 農業科技研究院 , 

10912 .-- 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021-2-8 (平裝)  

Python 初學特訓班: 從快速入門到主

流應用全面實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鄧文淵總監製 .-- 四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91-2 (PDF) NT$480  

Reader's theater junior high 

school,Taoyuan city. volume 2/Yi-Chi 

Chang 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

教育局, 10912 .-- 74 面; 44 公分 .-- 

ISBN 978-986-5463-20-5 (平裝)  

Risk premia/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100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7-6-2 (精

裝)  

RNA 病毒專利分析= Patent analysis of 

RNA viruses/王惠瑜, 樊晉源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619-300-2 (PDF)  

SDDI 永續發展與數位智慧之創新人

才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20/陳映羽等

合著; 陳瑞陽總編輯 .-- 新北市 : 真理

大學管理學院, 10912 .-- 370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6758-75-1 (隨身碟)  

Serendipity/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100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004-0-7 (精

裝)  

SOLIDWORKS Marco VBA 實務應用. 

下冊/羅文男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羅文男,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380-1 (EPUB)  

Speed up. book8, student book/editor 

Ryan Ybanez, Maxine Chen, Lilia 

Chen .-- 臺南市 :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11002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6612-9-4 (平裝) NT$600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4 (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Laura Phelps, Richard Luhrs

著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1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18-965-7 (16K 平裝)  

Strafzumessungsrelevanz der 

Vorsatzformen= 故意類型對量刑的影

響/by Hung-Ping Chung .-- 1 版 .-- 臺北

市 : 鍾宏彬, 10912 .-- 327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3-8447-1 ( 平 裝 ) 

NT$650 .-- ISBN 978-957-43-8448-8 (精

裝) NT$800  

Super me advanced. IV/福瑞斯特文教

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保進文教, 11002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567-3-7 (平裝附

光碟片)  

Taiwan Tourism 2030: Taiwan tourism 

policy white paper/ .-- 臺北市 : 交通部

觀光局, 10912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1-215-2 ( 平 裝 ) 

NT$399  

Target reading. 1: 6 keys to 

comprehension(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Michelle Witte,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 著 .-- 三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1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63-3 

(16K 平裝)  

Taste of Huwei/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Evgeny Bondarenko .-- 1st ed. .-- 雲林

縣 : 雲縣府, 10912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5-88-3 ( 精 裝 ) 

NT$320  

Teachings and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infinite meanings/author Shih Cheng 

Yen; translation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604-6-

5 (全套:平裝)  

TensorFlow 2.x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超炫範例 200+/柯博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695-0 (PDF) 

NT$560  

The acausal/written by Leroy Caen .-- 1st 

ed. .-- 屏東縣 : 香遠, 11001 .-- 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7-8-6 (精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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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ia-Pacific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the prospects of APEC/editor-in-

chief Grace Chung .-- 臺北市 : APEC 研

究中心, 10912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157-3-8 (平裝)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editor-

in-chief Da-Li Lin, Scott Pursner, Allen 

Lyu .-- 臺北市 : 野鳥學會, 1091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425-8-

7 (平裝)  

The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of Yuanta 

ETF Development in Asia/author Julian, 

Tsung Sheng Liu .-- 臺北市 : 元大投信, 

11001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701-3-2 (平裝)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of Taiwan: 台灣

文化巡禮/徐美堅編 .-- 高雄市 : 東方

設計大學, 10912 .-- 14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6415-73-9 (平裝)  

Time for Yunlin: shine marvelous and 

exciting/editorial board Shu-Ling Liao, 

Chun-Yen Huang, Hsiu-Ju Wang, Kuo-

Nan Wu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91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5-

83-8 (平裝)  

Visual C# 2019 程式設計經典: 邁向

Azure 雲端與 AI 影像辨識服務(適用

Visual C# 2019/2017)/蔡文龍, 何嘉益, 

張志成, 張力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93-6 (PDF) NT$680  

Vkids. book 10/creative editors Robert A. 

Madrigal, Rosie Kao, Cherry Hsieh, Cher 

Huang .-- 2nd ed. .-- 新北市 : 維多利亞

文化教育, 11001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3190-7-3 (平裝)  

Vkids. book 4/creative editors Robert A. 

Madrigal, Cherry Hsieh, Rebecca Yao, 

Connie Chou, Teresa Lee .-- 2nd ed. .-- 

新北市 : 維多利亞文化教育, 11001 .-

- 80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3190-5-9 (平裝)  

Vkids. book 6/creative editors Robert A. 

Madrigal, Rosie Kao, Cherry Hsieh, Cher 

Huang .-- 2nd ed. .-- 新北市 : 維多利亞

文化教育,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3190-6-6 (平裝)  

When the sun falls asleep/author 

ChocoLoco .-- 臺北市  : 大立文 創 , 

10912 .-- 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87989-5-3 (精裝)  

Word 2016/2019 高效實用範例必修 16

課/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鄧文淵總監

製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92-9 (PDF) NT$480  

YES 就業力組合量表 : 指導手冊= 

Your employability scale,yes/ 吳 毓 瑩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001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191-

938-6 (平裝) NT$600  

Yue-Lao culture game book/written and 

edited by Allison Chia Yi Li, Olivia 

Fang-Yu Lin, Summer L-Ching Chiu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001 .-- 7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47-929-3 (平

裝) NT$500  

ボクは野良犬/古城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001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526-4-4 (平裝) 

NT$300  

*アゝ台湾玉里明治医院亡き父母の

影を慕いて/徐蓮英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黃千芳, 11001 .-- 1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25-9 (平裝)  

「教育的現在與未來: 跨域、創新、

共創、共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洪

川茹, 白惠如, 陳玫鈴, 張國威, 林卉

淇, 高宏儀, 謝璧璟編輯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 10912 .-- 15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8434-9-2 (平裝)  

一天 25 小時: 300 位創業家都在用的

40 個高效生產力工具,讓每天多出一

小 時 = The extra hour: powerful 

techniques to create more time in your 

day/威爾 .迪克萊 (Guillaume Declair), 

鮑.汀(Bao Dinh), 傑洛姆.杜蒙(Jérôme 

Dumont)著; 沈聿德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42-3 (PDF) NT$320  

一個人 ,你也要活得晴空萬里 /角子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平 裝 本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611-7-2 (EPUB) NT$245  

人工智慧改變世界: 你的財富和競爭

力將如何被影響 中國進行式/王建國, 

吳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64-0 (EPUB)  

三十坪菜園復興農業: 森林生態天然

堆肥自然農場/吳睿保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博毓學園吳睿保,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926-0-2 

(PDF) NT$300  

小心 !男人就這樣騙你 /羅剛 , 蘭心

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52-9 (EPUB) NT$250  

大方廣佛華嚴寶懺/ .-- 一版二刷 .-- 

臺中市 : 瑞成, 10912 .-- 28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57-785-903-7 (經摺裝) 

NT$250  

小幸運= Lucky star/幾米(Jimmy Lia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002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

986-5549-38-1 (精裝) NT$380  

口述歷史. 首卷/安嘉芳主編 .-- 基隆

市  : 基 隆 社 區 大 學 教 育 基 金 會 , 

10912 .-- 3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94187-4-4 (精裝) NT$300  

大家的日本語: 會話(點讀.點視)/ス

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002 .-- 2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21-195-2 (精

裝) NT$280  

三國大贏家司馬懿. 上卷, 三方博弈/

陸杰峰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54-5 (平裝) NT$299  

三國大贏家司馬懿. 下卷, 巔峰對決/

陸杰峰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

出版, 11001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55-2 (平裝) NT$299  

*大清盛世忙什麼: 來去紫禁城打卡,

體驗當皇上的日常!/李純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314-88-6 (PDF)  

大腦的主張/洪蘭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38-3 (PDF)  

大 數 據 時 代 的 智 慧 型 企 業 /Venkat 

Srinivasan 著; 游荻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98-1 (PDF) NT$380  

小螞蟻爬呀爬: 教學手冊(7-12 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 北 市 寶 貝 媽 咪 托 嬰 中 心 ,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03-1-5 (平裝)  

天上人間-霄裡/吳餘鎬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退愚廬工作室, 11002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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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774-2-

6 (平裝) NT$400  

元大投信實習紀實. 2020 年:培育年

輕世代結合 ESG+USR 新典範/張明

珠, 楊邱霖策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元大投信, 10912 .-- 2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701-2-5 (平裝)  

心月造境: 卓麗秋(心月)山水青花瓷

專輯/卓麗秋(心月)創作 .-- 再版 .-- 彰

化縣 : 卓麗秋, 11001 .-- 1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68-6 (平裝) 

NT$1000  

幻 化 零 件 / 謝 秉 諺 = Transforming 

Parts/Bing-Yan HSIEH/謝秉諺作 .-- 臺

南市 : 德鴻畫廊, 10912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4675-3-8 (平裝) 

NT$500  

日不落金融戰: 倫敦金融城的前世今

生/李俊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53-6 (EPUB) NT$398  

文化體驗課程教師手冊: 另眼發現臺

灣/陳韻文, 陳怡庭, 吳彥霆, 郭元興

作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0912 .-- 

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

252-6 (平裝)  

中世における「源氏物語」享受の

樣相: いわゆる別本に属する麦生本

系統の場合/林欣慧著 .-- 新北市 : 尚

昂文化, 10912 .-- 1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27-1-2 ( 平 裝 ) 

NT$400  

文末に用いられる助詞の意味機能: 

話し手の心的態度を表現する「し」

「けど」「って」を中心に/深尾ま

ど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 

10912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26-3-7 (平裝) NT$600  

五 四 畫 會 年 展 . 2021= 54 Painting 

Association 2021 Exhibition/新北市南

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 .-- 新北

市 : 新北市南山中學, 11001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91-3-1 (平

裝)  

*少年新眼光讀經: 讓黑夜有黎明的

盼 望 / 少 年 新 眼 光 推 動 小 組 (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教會公報, 11001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88-9 (平裝)  

天巡者寫真書= The devil punisher/三

立電視作  .-- 臺北市  : 水靈文創 , 

10912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459-5-0 (平裝) NT$450  

不要再扯自己後腿了: 透過練習,不

再將美好人生拒之門外=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overcoming self-

defeating behavior/馬克 .葛斯登(Mark 

Goulston), 菲 利 浦 . 高 德 堡 (Philip 

Goldberg)著; 廖亭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智,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579-3 (EPUB)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

九屆: 天帝教復興四十週年覺世興仁: 

憂患中的樂觀/李翠嬌總編輯 .-- 初

版 .-- 南投縣 :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11003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649-0-9 (平裝)  

日常紀行/董鴻宗著作 .-- 臺北市 : 首

席文化, 1091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961-39-8 ( 平 裝 ) 

NT$450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MRI 安全指

南. 2021/何子龍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放射線醫學會, 11001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5989-4-2 (平裝) 

NT$700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論文摘要集. 2020 第十五屆/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 初

版 .-- 雲林縣 :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749-3-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50  

中說; 太公家教殘存/(隋)王通撰; (宋)

阮逸注; (清)王國維記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12 .-- 13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81-6 ( 精 裝 ) 

NT$460  

*日語文法練習與測驗/余金龍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合慶國際圖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7403-0-

2 (第 1 冊:平裝) NT$500 .-- ISBN 978-

986-97403-1-9 (第 2 冊:平裝) NT$500 .-

- ISBN 978-986-97403-2-6 (第 3 冊:平

裝) NT$1000 .-- ISBN 978-986-97403-

3-3 (第 4 冊:平裝) NT$500  

什 麼 將 把 你 帶 走 = What will be 

bringing you away/王小苗文; CROTER

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洪添賢插畫設

計工作室, 1100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34-0-1 ( 精 裝 ) 

NT$540  

日語發音/平川美穂著 .-- 一版 .-- 新

北市 : 豪風, 11002 .-- 13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6134-97-5 (平裝附光

碟片) NT$300  

月慧山三清觀 . 三 /真慶觀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月慧山觀音禪院 , 

11001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0388-4-3 (平裝)  

*心靜的力量/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著; 李慧泉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356-5 (EPUB) NT$299  

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成果手冊 . 

109 年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

化學物質局作 .-- 1 版 .-- 臺北市 : 環

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0912 .-- 7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38-56-2 

(光碟片)  

中醫的原理: 黃帝內經: 素問卷. 冊一

/波通 AI-Fi 執行部編輯 .-- 1 版 .-- 高

雄市 : 波通有限公司,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909-0-5 (PDF)  

文藝論稿/王建生作 .-- 臺中市 : 東海

圖書館,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78-3 (PDF)  

生き生きと輝く 雲林の登場/廖淑玲, 

黃俊彥, 王秀如, 吳國男編集委員 .-- 

雲林縣 : 雲縣府, 10912 .-- 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25-82-1 (平裝)  

另一個面孔: 袁世凱的人生世界/高

有鵬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54-3 (EPUB) NT$288  

用七色飲食打造不生病的身體: 醫學

博士親身實證 ,一週有感 ,兩周變健

康!/刑部恒男著; 陳聖怡譯 .-- 臺北市 : 

如何,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6-568-8 (EPUB)  

市民畫廊: 粉彩交響詩: 洪秀敏個人

畫展= Pastel: Symphony Poem: Hung 

Hsiu-Min Solo Exhibition/張艾茹執行

主編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術

館, 11001 .-- 48 面; 30X32 公分 .-- 

ISBN 978-986-5465-10-0 ( 平 裝 ) 

NT$250  

生東集西/蕭一凡, 錢瑞英, 鹿鶴松, 劉

冠意, 簡銓廷, 廖美蘭, 陳忠建, 施伯

松, 宋崗, 張峰碧, 楊旭堂, 陳明德,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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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 尤振宇, 黃伯思著作 .-- 臺中市 : 

正大光明毛筆, 10912 .-- 9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3761-8-1 (平裝) 

NT$500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2020/吳

宛靜, 酷派音樂編輯群編著 .-- 第四

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樂, 10912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698-0-

2 (第 1 冊: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用幽默的方法,說出你的真心話/文彥

博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56-9 (平裝) NT$380  

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水澤利忠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33-80-9 (精裝) 

NT$5200  

以雲林縣三類客家聚落檢視客家聚

落的宇宙觀= To inspect the idea of 

cosmos of Hakka settlements through the 

three kinds of Hakka settlements/黃衍明

作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建築室內設

計系, 10912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25-2-7 (平裝) NT$100  

左傳事緯/馬驌撰; 廣文編譯所校補 .-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冊 .-

- ISBN 978-986-5533-76-2 (全套:平裝) 

NT$1050  

布農歌謠= Bunun sing'av/陳慧音編譜; 

卓惠美繪圖; 王秀鳳, 金彩鳳, 松惠玲, 

伍阿味, 方玉媛, 邱美惠, 谷秀貞, 幸

玉燕中文文字族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0912 .-- 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63-9 (平裝)  

用微營養元素抗老防癌: 德國國家藥

師的保健養生法 在生活夾縫中快速

正確的補充營養,讓身體電池滿格/陳

諦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646-1 (PDF)  

台 灣 各 產 業 景 氣 趨 勢 調 查 報 告 . 

2021= Annual survey on Taiwan 

industrial trends/孫明德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經院, 110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793-104-7 (PDF) 

NT$6000  

台灣咖啡澀= Taiwan coffee, eroticism, 

photography= 台湾カフエの渋み /賴

彥亘主編 .-- 1 版 .-- 彰化縣 : 賴彥亘, 

11001 .-- 96 面; 25X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79-5 (精裝)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20: 邁向文化情境學習的

設 計 與 研 究 論 文 集 = Taiw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AECT 2020): 

towards culturally-situated learning 

design and research/李世忠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淡大教科系, 10912 .-- 

2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736-

73-3 (光碟片)  

台灣設計力. 2020/台灣室內設計專技

協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立詰企業, 

10912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1697-4-5 (精裝) NT$380  

安心自在/玄玄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玄玄, 11001 .-- 17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339-9 (平裝) NT$500  

在台湾日系企業昇給率.福利厚生調

査 . 2021= Salary increase & benefit 

survey report. 2021/保聖那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保聖那管

理顧問, 10912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5-0-2 ( 平 裝 ) 

NT$8000  

成功心理學: 21 條心理學法則,今天

開始揮別魯蛇人生/李世強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46-8 

(EPUB) NT$300  

成功的反思: 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

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著 ; 賴 盈 滿 譯  .-- 臺 北 市  : 先 覺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371-6 (EPUB)  

名字,你以為你懂= Behind the name/陳

鳳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318-1 (PDF)  

牟吉= Mou-Ji and the sun/角斯文字.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002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549-43-5 (精裝) NT$600  

百合寫真集: 女孩們的祕密花園/須

崎祐次著; 基基安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1 .-- 8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11-577-7 (平裝)  

*再見孔子<<論語心>>的 100 講/李家

雄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45-1 (EPUB) NT$400  

好玩的捉迷藏 : 教學手冊(19-24 個

月)/廖婉真文; 郭芯羽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03-3-9 (平裝)  

肉食星球= Meat planet: artificial flesh 

and the future of food/班哲明.阿爾德斯.

烏爾加夫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

作; 林潔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260-9 (EPUB) NT$43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成果發表全文彙編. 108/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原能會核研所, 10912 .-- 430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7-60-0 

(光碟片) NT$6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簡介/姜金龍總編輯 .-- 再版 .-- 桃

園市 : 農委會桃園農改場,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9-

94-0 (平裝) NT$100  

在家啟動創造力: 55 個超簡單的親子

手作 ,拼拼貼貼玩出好教養 !/Selena 

Hung(洪淑青)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50-5 (EPUB) NT$380  

有效閱讀 : 閱讀理解 ,如何學?怎麼

教?/鄭圓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54-3 (EPUB) NT$320  

再笨也要懂厚黑(彩色版)/李宗吾原

著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37-0 (PDF)  

成就每一個孩子: 從芬蘭到台北,陳

之華的教育觀察筆記/陳之華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42-0 

(EPUB) NT$350  

西 湖 佳話 十八 景圖 說 /(清 )墨浪子

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21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33-

75-5 (平裝) NT$300  

*西遊記/吳承恩撰; 繆天華校注 .-- 臺

北市 : 三民,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057-3 (EPUB)  

地 貌 . 輿 圖 . 穿 越 劇 : 周 代 焌 = 

Terrain,Maps,Time Travel: Chou Tai-



140 

 

Chun/尊彩藝術中心編著 .-- 臺北市 : 

尊彩國際, 10912 .-- 108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7200-5-2 (平裝)  

孝经浅释/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

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48-0-5 

(PDF)  

孝经浅释/日常老和尚讲述; 财团法

人台湾省苗栗县月称光明寺编辑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48-1-2 

(EPUB)  

*身心障礙者懷孕手冊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編著 .-- 臺北市 : 

身心障礙聯盟, 10912 .-- 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6805-9-3 (平裝)  

我只是改變地址 葛理翰/威廉.馬丁

(William Martin)作; 鄭毓淇, 蔣義, 鄭

惟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317-4 (PDF)  

巫 地 北 投 : 一 個 生 態 文 史 走 讀 = 

Beitou the witchland: an eco-historical 

walk/徐文瑞, 梁廷毓, 曾韻潔, 劉珊珊, 

Elliott Cheung 張依諾撰文; 徐文瑞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邱再興基金會, 

10912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3131-9-3 (平裝)  

別老是抱怨: 為什麼(彩色版)/韓菲編

著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33-6 (PDF)  

別再說都是為我好: 情緒能量 X 愛的

語言 X 正念溝通,改變家庭能量動力,

化解家人關係難題/許瑞云, 陳德中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580-9 

(EPUB) NT$380  

育兒 ,不怕不怕!/許秦蓉作; 綠抹茶

繪 .-- 嘉義市 : 嘉義市媽爸寶貝育兒

發展協會, 11001 .-- 48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907-0-7 (精裝)  

我的第一本九型人格/陳思宏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前進出版, 11001 .-- 

冊 .-- ISBN 978-986-99382-3-5 (全套:

平裝) NT$399  

你的團隊,該怎麼帶/楊挺偉著 .-- 修

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64-2 (EPUB)  

我是小孩,我有話要說/林真美文; 陳

潔晧, 徐思寧, 王春子, 陳盈帆, 蘇雅

純, 謝璧卉, 鍾易真, 南君, 陶樂蒂, 黃

郁欽, 王孟婷, 黃薏文, 達姆, 林柏廷, 

潘家欣, 周見信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9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256-4 (精裝) 

NT$360  

我要準時下班!終結瞎忙的「超.時短

術」 /越川慎司著;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314-91-6 

(EPUB) NT$225  

找個理由來退休: 夏韻芬富樂中年學

/夏韻芬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98-648-5 (PDF) NT$430  

吳淡如白話經典/吳淡如, 蘭陵笑笑

生, 李汝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圓

神, 11002 .-- 冊 .-- ISBN 978-986-133-

743-2 (全套:平裝) NT$580  

吳淡如白話經典套書: 金瓶梅、鏡花

緣/吳淡如, 蘭陵笑笑生, 李汝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3-744-9 (EPUB)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會議手冊. 2021 第

十三屆/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所有

投稿作者作 .-- 初版 .-- 新竹市 : 中華

系統性創新學會, 11001 .-- 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016-5-2 (平裝) 

NT$800  

快速保養技術規格資料表: 磅數表= 

Technical data sheet for quickly service 

& care/林永憲著作代表 .-- 臺北市 : 

松祿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

986-95399-7-5 (全套:精裝) NT$8000  

我想做個好父母/蔡穎卿文.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37-6 

(EPUB) NT$360  

佛說<<灌頂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

>>. 上品經卷第九/ .-- 高雄市 : 睿和

茶, 10912 .-- 4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06064-0-9 (平裝) NT$150  

佈線系統的設計、施工、營運手冊/

李裕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

建築調適協會, 11001 .-- 19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6157-4-7 (平裝) 

NT$500  

庚子年祈安清醮/童靜瑩撰文.編輯 .-- 

南投縣 : 暨大, 10912 .-- 39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98411-7-7 (精裝)  

弦中水月: 南管二弦弓法指法研究/

施恆德編著 .-- 臺北市 : 江之翠劇場, 

1091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929-0-9 (平裝)  

金公祖師闡道篇/路中一作 .-- 新北

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945-1-4 (PDF)  

物含妙理: 像費曼那樣機智的教與學

/包景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52-59-6 (EPUB)  

油車店傳奇: 少年武功蓋埔心/黃旋

今繪圖; 楊翠蓉, 張春回, 張慶清撰

文  .-- 彰化縣  : 彰縣埔心鄉公所 , 

10912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3-92-6 (精裝)  

知 足 常 足 = Enough: a life of 

appreciation and fulfillment/蔡珍娜作 .-

- 臺中市 : 常名, 10912 .-- 16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99940-0-2 (平裝) 

NT$320  

*兩岸和平的機會之窗: 馬習會五週

年研討會/馬英九, 邱坤玄, 趙春山, 劉

必榮, 寇健文, 黃奎博, 張競, 周陽山, 

張五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馬英九

文教基金會, 10912 .-- 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860-1-4 ( 平 裝 ) 

NT$300  

周易義海撮要/(宋)李衡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77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62-5 (精裝) 

NT$1200  

東協廣場的前世今生: 舊臺中第一市

場印記/楊愉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11001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933-0-2 (平

裝)  

房事辭典/賣厝阿明著 .-- 1 版 .-- 臺中

市  : 臺 灣 厝 買 賣 文 化 發 展 協 會 , 

11001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452-1-9 (平裝) NT$299  

泥是唯一: 泥泥 JANiE 寫真書/泥泥作; 

藍陳福堂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1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4-216-9 (平裝)  

初荐.初見= At first time/張凱琋, 楊舒

琦編輯 .-- 基隆市 : 張凱琋, 10912 .-- 



141 

 

9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

43-8452-5 (平裝) NT$560  

東海大學音樂治療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 年第一屆: 「我歌,故我在」-音

樂治療於失智症長者服務模式與訓

練 方 案 = 2020 Music Therap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Tunghai: "I 

sing, therefore I am" -music therapy for 

elders with dementia: intervention 

models and training program/蕭斐璘等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東海, 10912 .--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48-

077-6 (平裝) NT$200  

河馬教授說故事: 大自然裡的生命教

育/張文亮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755-0 (EPUB) NT$330  

性理釋疑/活佛師尊, 道場前賢作 .-- 

新北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945-2-1 

(PDF)  

波隆納國際插畫展年度插畫作品 . 

2018= Illustrators annual. 2018/穆艾真

策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翡冷翠

文創, 1100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943-0-9 (平裝) NT$1000  

長期照顧法制之建構/李玉春, 林金

立, 黃惠玲, 方喜恩, 吳懷玨, 黃三榮, 

余尚儒, 劉梅君, 吳秀玲, 祝健芳, 林

谷燕, 袁義昕, 俞百羽, 日宏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001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67-1 (平

裝) NT$400  

拒絕職場情緒耗竭: 一流菁英必學的

24 個高情商溝通技巧,主動回擊主管、

同事、下屬的情緒傷害/張敏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41-6 

(PDF) NT$360  

取經: 褪去西遊記的神怪外皮,還原

歷史上真實的玄奘/李爭平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63-5 

(EPUB)  

林 媽 利 創 作 作 品 集 . 2020= 2020 

Album of Dr. Marie Lin/林媽利作 .-- 臺

中市 : 凡亞藝術空間, 11001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400-4-8 (平

裝)  

幸運遇見你/幾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002 .-- 1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49-36-7 (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5549-37-4 (精

裝) NT$52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四

十週年紀念專書: 中華藝文在寶島/

高明達作 .-- 臺北市 : 團結自強協會, 

10912 .-- 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30003-6-5 (平裝)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四

十週年紀念專書: 海峽兩岸七十年/

黃筱薌作 .-- 臺北市 : 團結自強協會, 

10912 .--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30003-7-2 (平裝)  

幸福的斑斑: 教學手冊(13-18 個月)/

廖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 北 市 寶 貝 媽 咪 托 嬰 中 心 ,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003-2-2 (平裝)  

花漾情懷: 陳能玉紙黏土創作展/陳

能玉總編輯 .-- 臺北市 : 康寧大學, 

1091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2673-7-3 (平裝)  

花 蓮 食 通 信 : 一 起 有 機 = Hualien 

Taberu Tsushin/陳翠蘭, 朱呈呈, 林靜

怡, 陳品潔, 葉維禎, 閣薏群採訪撰

稿  .-- 初 版  .-- 花 蓮 縣  : 花 縣 府 ,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35-5 (平裝) NT$200  

花 蓮 食 通 信 : 快 樂 有 機 = Hualien 

Taberu Tsushin/陳翠蘭, 朱呈呈, 林靜

怡, 陳品潔, 葉維禎, 閣薏群採訪撰

稿  .-- 初 版  .-- 花 蓮 縣  : 花 縣 府 , 

10912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29-36-2 (平裝) NT$200  

*阿德勒的理解人性/阿爾弗雷德.阿

德勒(Alfred Adler)著; 徐珊譯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357-2 (EPUB) 

NT$340  

官營移民 吉野村回顧錄/清水半平著; 

斎藤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04-34-2 (EPUB) NT$380  

宜蘭市/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001 .-- 面; 78X54 公分 .-- ISBN 978-

986-5736-47-7 (半開單張) NT$100  

初續合刊 醒廬詩集/徐醒民著 .-- 臺

中市 : 中市佛教蓮社,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953-5-4 (PDF)  

宜蘭縣/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001 .-- 面; 78X54 公分 .-- ISBN 978-

986-5736-45-3 (半開單張) NT$100  

皇[]訓子十誡/明明上帝作 .-- 新北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1091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99945-0-7 (PDF)  

*看不見的風景: 金門視覺設計紀實. 

2002-2020/翁翁圖.文 .-- 臺北市 : 華品

文創,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71-46-7 (PDF) NT$350  

帝王春秋/易白沙著; 章太炎序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22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33-67-0 (平

裝) NT$270  

英文閱讀策略教學: 理論與實務/朱

秀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0912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22-35-3 (平裝)  

信仰的大未來: 人類需要的 20 個信

念/謝木水著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766-8 (EPUB)  

思考領導: 高效主管的六大黃金思考

術/孫繼濱著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65-7 (EPUB) NT$350  

看見台灣.林磐聳/林磐聳[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伊德品牌設計, 10912 .-

- 816 面; 10X10 公分 .-- ISBN 978-986-

99941-0-1 (精裝) NT$600  

亮 見 南 台 灣 : 山 海 農 旅 = Regional 

spotlight of south Taiwan/施馨婷, 宋美

玲編撰 .-- 臺南市 : 農委會水保局臺

南分局, 1091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5-09-5 (平裝)  

亮見南台灣: 金門= Regional spotlight 

of south Taiwan/碁業整合創意策略有

限公司編撰 .-- 臺南市 : 農委會水保

局臺南分局, 10912 .-- 2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55-11-8 (平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預防與應

變實作(甲乙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李家

麟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

訓所, 10912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40-1 (平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演練 (甲

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

管理人員訓練教材/袁仲宇編著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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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12 .-

- 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8-

41-8 (平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申報

實務(丙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賈筱蓉編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10912 .-- 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8-45-6 (平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

(丙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

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袁仲宇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 

1091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8-44-9 (平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環境概論(甲

乙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

術管理人員訓練教材/趙浩然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保署環訓所 , 

10912 .-- 3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38-39-5 (平裝)  

急性冠心症用藥教育手冊 /吳宜真 , 

吳家瑋, 陳建豪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臺大醫院藥劑部, 10912 .-- 2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39-1 (平

裝) NT$150  

勉忠詩八百首與建言集: 嘉義縣大林

地政事務所等機關不作為 /林添旺

撰  .-- 初 版  .-- 高 雄 市  : 林 添 旺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8394-8 (PDF)  

建設 AI 智慧學校/陳麗英, 蔡珮琪, 顏

子軒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學校建築

學會, 10912 .-- 29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0159-6-7 (光碟片)  

珍惜台灣美景 關懷世界遺產: 趙宗

冠 86 回顧邀請展專輯. 二十/洪千惠

編輯 .-- 臺中市 : 趙宗冠, 10912 .-- 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23-5 (平裝)  

建造具感染力的教會: 讓佈道事工全

然改觀/馬可. 米道堡(Mark Mittelberg)

著; 許惠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0-319-8 (PDF)  

思問錄內篇; 思問錄外篇; 黃書/(清)

王夫之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83-0 (精裝) NT$430  

俟解; 噩夢; 搔首問/(清)王夫之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72-

4 (精裝) NT$430  

皇極經世鈐/(宋)祝泌撰 .-- 三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12 .-- 46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68-7 ( 精 裝 ) 

NT$550  

首楞嚴經通議/(明)南嶽沙門憨山釋

德清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551-9-5 (PDF)  

炫歌/炫哥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黃文

炫, 1100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477-8 (平裝) NT$150  

科學少年學習誌: 科學閱讀素養. 4/

科學少年編輯部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003 .-- 冊 .-- ISBN 978-

957-32-8938-8 (全套:平裝) NT$499  

科學引流賺錢手冊首部曲: 內化思維

心法/陳寬鴻編著 .-- 第 1 版 .-- 台中

市 : 鴻恆行銷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011-0-7 

(EPUB) NT$500  

高石大叔看臺北/社團法人台灣歷史

資源經理學會文; 在地偏好工作室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10912 .-- 36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9915-0-6 (精裝)  

留金歲月= Golden memories/若貽 Lois 

Su 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若貽, 

10912 .-- 10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461-7 (平裝)  

書香綻放. 第三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北極宮, 10912 .-- 25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9779-1-4 (平裝)  

祖師四十八訓/王覺一作 .-- 第一版 .-

- 新北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945-3-8 

(PDF)  

祖師師尊師母略傳/韓雨霖作 .-- 新北

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945-4-5 (PDF)  

*效率日語學習 /余金龍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合慶國際圖書, 10912 .-

- 冊 .-- ISBN 978-986-97403-4-0 (上冊: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97403-

5-7 (下冊:平裝) NT$500  

馬雲: 一路這樣走來/李亮著 .-- 修訂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47-5 

(EPUB) NT$300  

時間的三種步伐: 林熺俊創作個展= 

Hsi-Chun Lin: times's pace is threefold/

林熺俊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林熺俊, 

10912 .-- 9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57-43-8381-8 (平裝) NT$500 .-- ISBN 

978-957-43-8382-5 (精裝) NT$650  

高雄港及附近/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九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0912 .-- 1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986-5446-69-7 (全開單張) NT$450  

桃園散策/蕭景文文 .-- 桃園市 : 桃園

市秘書處, 11001 .-- 12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3-33-5 (平裝)  

海龜在哪裡?: 教學手冊(0-3 個月)/廖

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61-

9-7 (平裝)  

神蹟的器皿: 不一樣的人生/陳斯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望文化 , 

10911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8983-5-5 (平裝)  

*第一次買房包租就成達人(初階版)/

劉宸宇著 .-- 第一版 .-- 桃園市 : 劉宸

宇,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43-8393-1 (EPUB)  

做人靠智慧,做事靠謀略. 人性攻略

篇/金澤南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

天出版,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57-6 ( 平 裝 ) 

NT$380  

現代客家語的時移世異: 臺灣客家語

海陸腔詞彙的青年使用情形初探-以

新竹地區海陸腔為例/曾櫳震著 .-- 新

竹縣 : 曾櫳震, 11003 .-- 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63-1 (平裝)  

莫札特長笛協奏曲集 . II=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flute concerto K.314/

馬曉珮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原笙

國際, 11001 .-- 5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7842-5-2 (平裝) NT$400  

現代家豬育種與基因體學國際論壇

論文集= International Forum on Modern 

Pig Breeding and Genomics/羅玲玲編 .-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動科系, 11002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

375-0 (平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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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系 統 簡 介 = 

Introduction to National Taiwan 

Museum/黃星達主編 .-- 臺北市 : 臺灣

博物館, 1091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239-7 (平裝)  

從此不打呼: 耳鼻喉科醫師親傳,免

開刀、免呼吸器自療秘笈大公開/曾

鴻鉦, 曾宇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6-569-5 (EPUB) NT$340  

推在通路/吳文輝著 .-- 修訂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65-9 (EPUB)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際視野

與多元文化暨相關英語文課程短篇

教學論文集. 2020/朱介國主編; 鄭秀

彬, 李香蘭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明財經科大, 11001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847-3-0 (平裝)  

深呼吸: 解密肺癌/李治中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60-2 

(EPUB)  

乾坤變異錄/(唐)李淳風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3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69-4 (精裝) 

NT$520  

做孩子的學習好夥伴: 超級老師王文

華,給親師的 20 道學習錦囊/王文華

著; 水腦插圖 .-- 一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47-5 (EPUB) NT$280  

張皋文手寫墨子經說解/(清)張惠言

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

64-9 (精裝) NT$470  

*國家不安全 臺灣如何轉危為安?/馬

英九, 蘇起, 趙建民, 何思因, 黃奎博, 

蔡得勝, 黃介正, 揭仲, 尹啟銘, 林祖

嘉, 單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馬英

九文教基金會, 10912 .-- 13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60-0-7 (平裝) 

NT$300  

推浪的人: 編輯與作家們共同締造的

藝文副刊金色年代/林黛嫚作 .-- 臺北

市 : 華品文創,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1-47-4 (PDF) NT$360  

敏捷化警務思維與合作研討會論文

集=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agile police thinking and cooperation/蘇

志強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刑

事偵防協會, 10912 .-- 33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9866-0-1 (平裝附

數位影音光碟)  

釣魚臺風雲五十年: 主權爭議的回顧

與展望/馬英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10912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60-2-1 (平

裝) NT$300  

掉進兔子洞: 幸佳慧帶路,跟著經典

童書遊英國/幸佳慧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49-9 (EPUB) 

NT$320  

莊黃京華女士紀念集/莊建隆, 張臨

蘇, 莊思沛, 莊思敏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莊建隆, 10912 .-- 35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478-5 (平裝)  

終結霸凌: 洞察孩子內心世界,打破

霸凌的惡循環/王美恩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45-1 (EPUB) 

NT$250  

悠 遊 台 灣 博 物 館 = Enjoy Taiwan's 

museums/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博物館學會, 10912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1506-9-9 (平裝)  

婆媳的美好關係/五瓣花著 .-- 修訂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48-2 

(EPUB) NT$250  

都會區工程環境地質圖集. Ⅰ= Urban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Ⅰ/紀宗吉主編 .-- 新北市 : 中央

地質調查所, 10912 .-- 22 面; 43 公分 .-

- ISBN 978-986-533-155-9 ( 平 裝 ) 

NT$700  

區塊鏈實戰: 比特幣×以太坊×分散式

帳本×非對稱加密×大數據×人工智慧

/吳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55-0 (EPUB) NT$500  

*啄鼻仔路新語/鄭春山口述; 傅吳碧

琴(山城歲月)著 .-- 初版 .-- 桃園市 : 

傅吳碧琴, 10911 .-- 201 面; 25 公分 .-

- ISBN 978-957-43-8373-3 ( 平 裝 ) 

NT$250  

這麼多年過去,= After all these years,/

鄧兆旻作 .-- 新北市 : 鄧兆旻, 11001 .-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

8459-4 (平裝)  

情緒芳療. 下集/鄭雅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09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6-00-8 (下

集:平裝) NT$399  

情緒教養,從家庭開始/楊俐容 .-- 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51-2 

(EPUB) NT$300  

陳維斌台語歌曲集. 重唱篇/陳維斌

詞曲 .-- 初版 .-- 臺北市 : 典歌詩台灣

音樂坊, 1091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43-3-9 (平裝)  

從說話方式,看透對方的心思/左逢源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001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58-3 (平裝) NT$380  

御篡性理精義/(清)聖祖纂; 李光地等

編 校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12 .-- 6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33-73-1 (精裝) NT$750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章太炎等講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13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3-61-8 (平

裝) NT$230  

御篡詩義折中/(清)孫嘉淦等撰 .-- 再

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33-79-3 (精裝) 

NT$1300  

採購談判與議價技巧/丁振國, 黃憲

仁編著 .-- 增訂四版 .-- 臺北市 : 憲業

企管, 11001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095-5 (平裝) NT$450  

通識教育學報. 第八期/明志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10912 .-

- 19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873-31-8 (平裝)  

黃天麟論壇/黃天麟作 .-- 臺北市 : 台

灣國家聯盟, 11001 .-- 冊 .-- ISBN 978-

986-99892-0-6 (全套:平裝)  

*幾米袖珍本. 2010-2012/幾米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549-32-9 (全套:

平裝) NT$965  

黃豆北追根畫: 可以朗讀的抽象畫= 

The art of Dragon Huang: readable 

abstract painting/黃豆北著作 .-- 臺南

市  : 東門美術館 , 10912 .-- 88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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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7982-5-

9 (平裝) NT$800  

減肥不是鬧著玩兒/小小四月花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57-4 (EPUB) NT$390  

博 物 館 智 慧 財 產 管 理 =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museums/芮娜.

伊 斯 特 . 潘 塔 洛 妮 (Rina Elster 

Pantalony)著; 張瑜倩, 蔡立德, 洪誠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博物

館學會, 10912 .-- 1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1506-7-5 (平裝)  

雲南文獻. 第五十期/黃通鎰主編 .-- 

臺 北 市  : 台 北 市 雲 南 省 同 鄉 會 , 

1091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9893-0-5 (平裝)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

集. 2020/羅玲玲編 .-- 臺北市 : 文化大

學動科系, 11002 .-- 2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596-376-7 ( 平 裝 ) 

NT$300  

華為的執行力/華通諮詢編著 .-- 修定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49-9 

(EPUB) NT$250  

無限賽局= The infinite game/賽門.西

奈克(Simon Sinek)著; 黃庭敏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45-4 

(PDF) NT$420  

發現孩子的亮點/詹志禹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57-4 (EPUB) 

NT$300  

勞動僱用資本: 以經濟民主翻轉資本

主義之路= When labor hires capital: 

overturning capitalism with ''economic 

democracy''/張烽益, 洪敬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勞工陣線, 11001 .-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8707-4-1 (平裝) NT$300  

復甦在地共同的榮譽感: 馬六甲青雲

亭甲必丹李為經肖像畫修復記/陳莉

晴, 顏祁貞, 陳逸君, 林煥盛編輯 .-- 初

版 .-- 雲林縣 : 雲林科大, 1100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26-8-

7 (平裝)  

診間裡的女人/林靜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10912 .-- 冊 .-- ISBN 

978-986-99502-6-8 ( 全 套 : 平 裝 ) 

NT$690  

*創新教學的自我對話: 校務研究與

大學社會責任研討會論文集. 2020/王

俊權, 林家禎, 鄭志文主編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

公室, 10912 .-- 1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96-0-2 (平裝) NT$380  

翕實影真/李建榮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李建榮, 10912 .-- 108 面; 30X45 公

分 .-- ISBN 978-957-43-8387-0 (精裝) 

NT$7000  

詞選 /(清 )張惠言錄 ; (清)董子遠續

錄 .-- 三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1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533-

63-2 (精裝) NT$390  

詞學全書/(清)查培繼輯 .-- 再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0912 .-- 6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33-66-3 ( 精 裝 ) 

NT$780  

詞選箋註 續詞選箋註 /(清)張惠言 , 

(清)董子遠選; 姜亮夫箋註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38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65-6 (平裝) 

NT$320  

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宋)淨源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928-2-4 (PDF)  

傳.新藝: 謝東哲/蔡承哲/周讓廷聯展

專輯/許有仁總編輯 .-- 嘉義縣 : 嘉縣

文化觀光局, 11001 .-- 48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4-64-0 ( 平 裝 ) 

NT$500  

當 代 雕 塑 五 四 三 = Contemporary 

sculpture five for three/陳曉朋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Studio 116, 10912 .--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253-4-

8 (平裝)  

遇見虎靈的女孩/泰.凱勒(Tae Keller)

著 ; 王 儀 筠 譯  .-- 臺 北 市  : 三 民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059-7 (EPUB)  

當我們一起: 疏離時代,愛與連結是

弭平傷痕、終結孤獨的最強大復原

力量= Together: the healing power of 

human connection in a sometimes lonely 

world/維偉克.莫西(Vivek H. Murthy)

著;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36-2 (PDF) NT$400  

賈伯斯法則: 推出最偉大的產品,做

最殘酷的完美主義者/王奇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56-7 

(EPUB) NT$360  

想改變未來 ,先改變你的心態 /黛恩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091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753-8 (平裝) NT$380  

*新知研討會羊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

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12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74-2-5 (平

裝)  

*新知研討會寵物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9 年度/夏良宙主編 .-- 初版 .-- 屏東

縣 : 育宙農業生技, 1091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74-1-8 (平

裝)  

新春 10 天禱告日誌/楊寧亞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

會, 11001 .-- 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021-8-2 (平裝)  

*媽祖的祝福,心的力量: 白沙屯媽祖

音樂創作專輯/演奏樂譜/鄭宥媃音樂

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心麗創藝, 

1091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883-0-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00  

運氣是可以鍛鍊的: 工學博士 36 年

親身實證!淨化心靈的 3 大技術/田坂

廣志著; 龔婉如譯 .-- 臺北市 : 方智,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5-581-6 (EPUB)  

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志/(清)吳大鎔

纂 修  .-- 再 版  .-- 新 北 市  : 廣 文 , 

10912 .--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5533-78-6 (精裝) NT$1300  

解開文句的方程式: 啟動你的認知閱

讀模式/張榮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001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47-930-9 (平裝) NT$300  

當開發遇見遺址說明手冊: 拆解考古

遺址 14 題/郭貞儀撰作 .-- 桃園市 : 桃

市文化局, 11001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3-16-8 (平裝)  

暖暖心光: 綺莉思散文集/綺莉思作 .-

- 一版 .-- 台北市 : 綺莉思出版社, 



145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879-0-5 (EPUB) NT$220  

聖經和合本: 皮面彩印(熱情黃)= The 

Holy Bible/ .-- 初版 .-- 新北市 : 聖經

資源中心, 11001 .-- 1568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86-99008-6-7 (精裝)  

微演說: 讓每句話直指人心/王風範

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50-5 (EPUB) NT$299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李偉文 , AB 寶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743-7 (EPUB) NT$320  

極簡新藥發現史/彭雷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61-9 

(EPUB)  

實用臺灣手語教材/張榮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001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7-931-6 (平

裝) NT$500  

維恩的秘密莊園= 2021 Photo book 

Sharon's secret manor/ .-- 初版 .-- 臺北

市 : 紅嬰媒體資訊,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935-4-4 (精

裝)  

豪記龍虎榜. 22/ .-- 臺南市 : 豪記影視

唱片,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6-4-1 (平裝) NT$150  

管理心理學: 一本書讀懂上司跟下屬

在想什麼/趙海男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62-8 (EPUB) 

NT$360  

奪單: 銷售就該這麼做/臧其超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51-2 (EPUB) NT$468  

圖解物聯網與 5G 的商業應用/神谷

雅史, 株式会社 CAMI&Co.著; 衛宮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697-4 (PDF) NT$380  

夢想零極限: 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

熱血人生/陳彥博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31-4 (EPUB) 

NT$350  

精準銷售: 王牌業務不告訴你的客戶

心理學/李恆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16-561-1 (EPUB) 

NT$360  

慢養功能肌力: 台灣第一本從醫學、

營養運動與實踐,全方位說明肌少症,

顛覆傳統熟齡健康迷思,以功能性訓

練 X 多元運動模式,搭配台灣特色健

康飲食,漸進式增加活動量,告別痠痛、

無力的退休生活,未來十年都能維持

健康、活力/劉燦宏, 黃惠如, 黃惠宇, 

李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644-7 (PDF) NT$360  

*福慧集. 十, 佛典故事/釋厚觀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福嚴精舍, 11001 .-- 

27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7357-1-1 (第 9 冊:平裝)  

精靈寶可夢太陽&月亮: 寶可夢全國

大圖鑑/小學館作; 霖之助譯 .-- 初版

11 刷 .-- 臺北市 : 青文, 10912 .-- 1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2-888-

3 (平裝)  

臺灣 (Formosa)自治政府 (PAJF)參議

院成立大會議程/曾勁元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曾勁元, 1091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398-6 (平裝)  

臺灣國家鳥類報告. 2020= The state of 

Taiwan's birds. 2020/丁宗蘇, 方文揚, 

王文千, 王振芳, 王齡敏, 池文傑, 吳

世鴻, 呂亞融, 呂佳家, 呂翊維, 李文

珍, 李培芬, 李翊僑, 林大利, 林昆海, 

林惠珊, 林湧倫, 林瑞興, 柯智仁, 洪

孝宇, 洪崇航, 范孟雯, 孫元勳, 翁榮

炫, 張安瑜, 張舜雲, 張瑄, 張樂寧, 許

正德, 許皓捷, 郭姿蒨, 陳一菁, 陳宛

均, 陳恩理, 陳雪琴, 彭千容, 黃永坤, 

黃向文, 溫唯佳, 葉裕民, 潘森識, 蔡

世鵬, 蔡若詩, 蔣功國, 蔣忠祐, 鄭謙

遜, 蘇于真, 蘇美如作; 林大利, 呂翊

維總編輯  .-- 臺北市  : 野鳥學會 , 

10912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85425-9-4 (平裝)  

談判心理學/李維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558-1 (EPUB) 

NT$360  

數位科技應用 4.0=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4.0/詹文男, 施柏榮, 勵秀

玲, 林信亨, 林巧珍, 盧冠芸, 陳俐陵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091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635-5 (PDF) NT$41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空軍軍官學校

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執行情形/

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912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4-83-8 (平裝) NT$10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桃園市埔頂污

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執行情形/審計部

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審 計 部 , 

10912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4-82-1 (平裝) NT$10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臺南市公共自

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情形/

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912 .-- 2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4-81-4 (平裝) NT$100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臺灣菸酒股

份有限公司及所屬採購作業與內部

控制執行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計部, 10912 .-- 2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4-79-1 (平裝) 

NT$100  

請問洪蘭老師/洪蘭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48-2 (EPUB) 

NT$280  

誰謂荼苦: 宋人說飲饌烹調/翁彪, 夢

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63-3 (EPUB)  

調 薪 率 . 福 利 調 查 . 2021= Salary 

increase & benefit survey report/保聖那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 臺北市 : 

保聖那管理顧問, 10912 .-- 1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65-1-9 (平裝) 

NT$8000  

閱讀,動起來. 2, 香港閱讀現場: 開啟

一場新的閱讀實驗/天下雜誌教育基

金會策劃.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41-3 (EPUB) NT$350  

閱讀,動起來: 借鏡國際成功經驗 看

見孩子微笑閱讀/天下雜誌教育基金

會策劃.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740-6 (EPUB) NT$499  

曉肚知腸: 腸菌的小心思/段雲峰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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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62-6 (EPUB)  

龍門子凝道記/(明)宋濂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11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71-7 (精裝) 

NT$430  

學易記/(元)李簡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冊 .-- ISBN 978-986-

5533-77-9 (全套:精裝) NT$1300  

親師 SOS: 寫給父母、老師的 20 個

教養創新提案/蘇明進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53-6 (EPUB) 

NT$300  

橫渠易說/(宋)張載撰 .-- 三版 .-- 新北

市 : 廣文, 10912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3-74-8 ( 精 裝 ) 

NT$720  

膽小的河豚: 教學手冊(4-6 個月)/廖

婉真文; 陳文綺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10912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03-

0-8 (平裝)  

隱性優勢/Laura Huang 著, 朱靜女譯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天 下 雜 誌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637-9 (PDF) NT$400  

環球科技大學百位校友職涯典範/林

靜欣執行編輯 .-- 雲林縣 : 環球科大, 

1091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417-52-8 (第 1 集:精裝) NT$1500  

*瞳話視界: 讓您的視界,睛彩每一天/

王秀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王秀華, 

10912 .-- 30 面; 22X27 公分 .-- ISBN 

978-957-43-8439-6 (平裝) NT$220  

環境毒物學概論(甲級): 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教

材/趙浩然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環

保署環訓所,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38-42-5 (平裝)  

*營養蔬食 5 餐: 校園蔬食套餐 X 跨

國風味料理/林茜, 李宛芸文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灃食基金會, 10912 .-

- 1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

97422-2-1 (平裝) NT$380  

職場決勝關鍵 Excel 商業資料分析: 

正確分析+用對圖表,你的報告更有

說服力!/平井明夫著;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696-7 (PDF) 

NT$450  

雙線法則: 卓越總裁管理模式/聞毅

著 .-- 修訂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566-6 (EPUB)  

翻轉教育: 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

未來的孩子/何琦瑜, 賓靜蓀, 陳雅慧

等<<親子天下>>雜誌編輯部文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56-7 

(EPUB) NT$250  

豐饒之海 四部曲/三島由紀夫作; 唐

月梅, 許金龍, 劉光宇, 徐秉潔, 林少

華譯 .-- 三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359-863-

3 (全套:平裝) NT$1620  

穩: 學會接住自己,為不安人生解套

的 4 堂課/加藤諦三著; 井思瑤譯 .-- 

臺北市 : 究竟,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12-6 (EPUB)  

繪本之眼/林真美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44-4 (EPUB) 

NT$320  

關於核子事故,你應該知道的事!: 易

讀版核子事故應變指南/黃國鐘, 張

晴宜, 廖婉伶編輯 .-- 新北市 : 原能會, 

1091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7-68-6 (平裝)  

羅東鎮/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金時代文化, 

11001 .-- 面; 78X54 公分 .-- ISBN 978-

986-5736-46-0 (半開單張) NT$100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吳慕亮

譯解 .-- 臺中市 : 廖英琪, 10912 .-- 5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441-

9 (平裝)  

關鍵七十一天: 二戰前後臺灣主體意

識的萌芽與論爭/阿部賢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35-9 

(EPUB) NT$320  

競爭實力: 台灣百萬大學生如何由人

力變人才/蕭富元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39-0 (EPUB) 

NT$280  

寶寶愛遊戲: 親子手冊/鄧立平作 .-- 

新北市 : 元將文化, 11001 .-- 9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252-617-

0 (平裝)  

蘭城故事. 3: 穿越古今宜蘭河/陳世

強繪圖; 黃文瀚編撰 .-- 初版 .-- 宜蘭

縣 : 宜縣宜蘭市公所, 11001 .-- 20 面; 

37 公分 .-- ISBN 978-986-5418-42-7 (平

裝)  

聽障教育期刊 . 第 19 期= Hearing 

imparied education 19/樓威主編 .-- 臺

北市 : 北市教育局, 1091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4-25-7 (平裝)  

讓孩子安心做自己/李坤珊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46-8 

(EPUB) NT$260  

鹽鐵論 新序/(漢)桓寬, (漢)劉向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廣文, 10912 .-- 37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33-82-

3 (平裝) NT$270  

讚頌天主: 鳳山耶穌君王堂 2020 年

紀念刊= Praise the lord/許景華主編 .-- 

高雄市  : 天主教鳳山耶穌君王堂 , 

1100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931-0-4 (平裝)  

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中期學術思想

史研究/余英時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070-2 (EPUB)  

生命的轉化/吳怡著 .-- 臺北市 : 東大,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

3247-7 (EPUB)  

生命的哲學/吳怡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060-3 (EPUB)  

學思達增能: 張輝誠的創新教學心法

/張輝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721-5 (EPUB) NT$340  

學習就像終身幼兒園/米契爾.瑞斯尼

克(Mitchel Resnick)著; 江坤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20-8 

(EPUB) NT$380  

溫美玉數學趴/溫美玉, 王智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23-9 

(PDF) NT$380  

溫美玉社會趴/溫美玉, 王智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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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25-3 

(PDF) NT$360  

溫美玉備課趴. 2: 閱讀理解延伸寫作 

五卡教學實錄/溫美玉, 王智琪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24-6 

(EPUB) NT$300  

愛的生存遊戲: 引導孩子做對選擇、

遠離危險的安全課/羅怡君, 單信瑜

著; iamct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726-0 (EPUB) NT$350  

媽媽財務長的幸福理財學: 給孩子一

生受用的金錢價值觀/陳怡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727-7 

(EPUB) NT$320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 發展正向性格,

培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恆久能力/

保羅.塔夫(Paul Tough)著; 張怡沁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19-2 

(EPUB) NT$380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 從繪本裡預見美

麗人生/劉清彥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22-2 (EPUB) NT$350  

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黃寬重著 .-- 修訂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9-3246-0 (EPUB)  

戰國時代/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09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8939-5 (EPUB)  

繪本 100+輕鬆打造英語文法力/李貞

慧著; 水腦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718-5 (EPUB) NT$380  

*窗外有棵相思/逯耀東著 .-- 臺北市 : 

三民,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4-7056-6 (EPUB)  

水滸傳/施耐庵撰; 羅貫中纂修; 金聖

嘆批; 繆天華校注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091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4-7069-6 (EP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