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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6 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類、

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傳記、

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類，詳情

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政府出版

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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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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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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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類 

特藏 

臺灣查禁文藝書刊史 / 古遠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0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 臺灣文 學叢刊  ; 

810YA2) .-- ISBN 978-986-478-449-3 

(精裝) NT$500  

1.禁書 2.出版品檢查  009  

目錄學；文獻學 

明槧寶光 : 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 Proceedings of 2018 Ming 

Qian Bao Guang Conference on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 王國良, 李瑋皓, 張家維, 郭明芳, 黃

東陽, 黃思穎, 賴貴三, 謝玉玲作 ; 柯

皓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1003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69-

9 (平裝)  

1.文獻學 2.版本學 3.明代 4.文集  

011.07  

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年度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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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696-9 ( 平 裝 ) 

NT$100  

1.閱讀 2.圖書館 3.讀者使用調查  

011.99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人體機智題 / 劉瑋琦, 是非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74-9 ( 平 裝 )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世界昆蟲動物圖鑑大百科 / YOUNG

著 .-- 新北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7 公分 .-- (知識圖

鑑百科 ; 10) .-- ISBN 978-986-99075-

8-3 (平裝) NT$38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宇宙大探索 / 陳愷禕文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71-8 (平裝)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地理小百科 / 劉瑋琦, 是非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75-6 ( 平 裝 )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動物奧祕行為 / 楊正維, 劉芝麟文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3 公分 .-

- (趣味知識 王 ) .-- ISBN 978-986-

5523-77-0 (平裝)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植物奇特生態 / 林書妍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68-8 (平裝)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數學趣味猜謎 / 莊思筠, 吳智仁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23-70-1 ( 平 裝 )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歷史小百科 / 劉瑋琦, 是非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72-5 ( 平 裝 ) 

NT$24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047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7 : 巨量資料(大

數據) / BomBom Story 文 ; 張昊燦圖 ; 

蔡宜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68 面; 25 公分 .-

- (漫畫大英百科系列) .-- ISBN 978-

957-658-503-6 (精裝)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3.漫畫  

049.41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8 : 生物科技 / 

BomBom Story 文 ; 金德永圖 ; 牟仁

慧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5 .-- 164 面; 25 公分 .-- (漫

畫大英百科系列 ; 53) .-- ISBN 978-

957-658-508-1 (精裝) NT$420  

1.百科全書 2.兒童讀物 3.漫畫  

049.4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南工八十榮耀再起紀念專刊暨南工

青年 159 期 / 鄭祐晴主編 .-- 臺南市 : 

財 團 法 人 臺 南 高 工 文 教 基 金 會 , 

11003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613-2-9 (平裝)  

1.臺南高工文教基金會  068.33  

普通論叢 

山居物語 : 68 山路與乾溪畔 / 陳玉

峯整理.攝影 .-- 初版 .-- 高雄市 : 愛

智圖書有限公司, 11002 .-- 324 面; 21

公分 .-- (山林書院叢書 ; 36) .-- ISBN 

978-957-608-565-9 (平裝) NT$400  

1.言論集  078  

公民對話錄 :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

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 33 集 /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 初版 .-- 

宜蘭縣宜蘭市 : 財團法人宜蘭社區

大學教育基金會, 11003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67-2-8 (平

裝) NT$300  

1.言論集  078  

心靈點滴 :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

題講座彙編. 第 40 集 / 宜蘭暨羅東

社區大學等作 .-- 初版 .-- 宜蘭縣宜

蘭市 : 財團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

基金會, 110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67-1-1 ( 平 裝 ) 

NT$300  

1.言論集  078  

揚帆再發今曉 / 吳榮泰編著 .-- 屏東

縣屏東市 : 吳榮泰, 11002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8-6 

(平裝)  

1.言論集  078  

誠樸精勤書院 : 喜願塾黃集 / 吳振榮, 

游基聰, 林正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永正出版工作室, 11003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959-5-4 (平

裝) NT$200  

1.言論集  078  

蔣介石日記的濫用 : 楊天石的抄襲、

模仿與治學謬誤 / 李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08-3-8 ( 平 裝 ) 

NT$380  

1.言論集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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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學術思想概論 

江城潛研 : 中國學術思潮叢論 / 劉芝

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1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叢書. 學術思想研

究叢刊 ; 701021) .-- ISBN 978-986-

478-452-3 (平裝) NT$500  

1.思想史 2.中國哲學史  112  

中國哲學 

周易時義 / 蔡茂寅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蔡茂寅出版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3 .-- 6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8628-4 (平裝) 

NT$75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周易探究. 上經 / 王春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004 .-- 640

面; 23 公分 .-- (易經研究 ; 6) .-- ISBN 

978-986-99507-6-3 (平裝) NT$8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周易探究. 下經 / 王春元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004 .-- 544

面; 23 公分 .-- (易經研究 ; 7) .-- ISBN 

978-986-99507-7-0 (平裝) NT$800  

1.易經 2.研究考訂  121.17  

易經研究 / 廖慶六著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廖慶六, 11003 .-- 4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627-7 (精裝)  

1.易經 2.研究考訂 3.臺語  121.17  

滄桑 01(乾-坤) : 易卦品味生活 / 耿

大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寒亭書社, 

11002 .-- 52 面; 21 公分 .-- (寒亭書社

經典沙龍易卦生活系列 ) .-- ISBN 

978-986-99443-4-2 (平裝) NT$100  

1.易經 2.道德經 3.研究考訂  121.17  

滄桑 02(屯-蒙) : 競爭不外和諧 / 耿

大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寒亭書社, 

11002 .-- 52 面; 21 公分 .-- (寒亭書社

經典沙龍易卦生活系列 ) .-- ISBN 

978-986-99443-5-9 (平裝) NT$100  

1.易經 2.道德經 3.研究考訂  121.17  

先秦儒家詮釋與評論 / 譚宇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53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叢書. 學術思想研究叢刊 ; 

701Z02) .-- ISBN 978-986-478-447-9 

(平裝) NT$500  

1.儒家 2.儒學 3.先秦哲學 4.研究考

訂  121.2  

儒家倫理學與士林哲學  / 潘小慧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至潔有限公司, 

110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632-80-7 (平裝)  

1.儒家 2.倫理學  121.2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札記選集 / 愛新

覺羅毓鋆札記 ; 張景興圖文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中 華 奉 元 學 會 , 

11003 .-- 650 面; 21 公分 .-- (毓師札

記. 集部 ; 1) .-- ISBN 978-986-95623-

2-4 (平裝) NT$800  

1.儒學 2.文集  121.207  

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 論語之一 / 愛新

覺羅.毓鋆講述 ; 陳絅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

教基金會, 11003 .-- 40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271-0-7 (精裝)  

1.論語 2.注釋  121.222  

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 論語之二 / 愛新

覺羅.毓鋆講述 ; 陳絅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

教基金會, 11003 .-- 47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271-1-4 (精裝)  

1.論語 2.注釋  121.222  

君子慎獨 : 大學新解 / 許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25) .-- ISBN 978-986-5541-64-4 

(平裝) NT$270  

1.大學(經書) 2.研究考訂  121.2517  

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 大學 / 愛新覺羅.

毓鋆講述 ; 陳絅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基

金會, 11003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71-3-8 (精裝)  

1.大學(經書) 2.研究考訂  121.2517  

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 中庸 / 愛新覺羅.

毓鋆講述 ; 陳絅整理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基

金會, 11003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71-2-1 (精裝)  

1.中庸  121.253  

在偽善社會裡,荀子教你做自己 : 收

斂、自制與行動力,儒學大師的完美

人生建構法 / 劉燁, 山陽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3 .-- 215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98-7 (平裝) 

NT$280  

1.(周)荀況 2.荀子 3.學術思想 4.研究

考訂  121.27  

尊道貴德 : 老子新解. 2 / 許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27) .-- ISBN 978-986-5541-66-8 

(平裝) NT$40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道法自然 : 老子新解. 1 / 許輝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26) .-- ISBN 978-986-5541-65-1 

(平裝) NT$400  

1.老子 2.研究考訂  121.317  

你的軟爛人生,墨子來拯救 : 先秦的

積極社畜哲學,不是只有兼愛跟非攻! 

/ 劉燁, 岳展騫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 215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99-4 (平裝) NT$280  

1.(周)墨翟 2.墨子 3.學術思想 4.研究

考訂  121.41  

以管攻管 : 叛逆宰相的人生翻轉聖

經,管仲的心機管理手記 / 劉燁, 山陽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3 .-- 215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97-0 (平裝) NT$280  

1.(周)管仲 2.學術思想 3.企業管理  

121.61  

軍師,我想好好活 : 鬼谷子的腹黑職

場生存術,不是他被暗算,就是你被插

刀! / 劉燁, 岳展騫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15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600-7 ( 平 裝 ) 

NT$280  

1.鬼谷子 2.研究考訂 3.謀略  

121.887  

鬼谷子大全集 / 鬼谷子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795-2 (平裝)  

1.鬼谷子 2.研究考訂 3.謀略  

121.887  

朱子哲學析論與反省 / 許宗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 

11002 .-- 456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



7 

 

學集成 ; 736) .-- ISBN 978-986-314-

544-8 (平裝) NT$560  

1.(宋)朱熹 2.學術思想 3.朱子學  

125.5  

治事陽明 : 一生精神在江右 / 方志遠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

創 作 坊 出 版  : 知 書 房 出 版 發 行 ,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3-00-4 (平裝) NT$450  

1.(明)王守仁 2.傳記  126.4  

廖文奎文獻選輯 = Selected papers of 

Joshua Wen-Kwei Liao / 吳叡人, 吳冠

緯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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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488 面; 21 公分 .-- (臺

灣哲學百年論叢 ; 2) .-- ISBN 978-

986-350-441-2 (平裝) NT$670  

1.廖文奎 2.學術思想 3.哲學  128.99  

西洋哲學 

*認識世界 : 西洋哲學史. 卷一, 從古

代到中世紀 /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

(Richard David Precht)作 ; 劉恙冷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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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82-15-2 (精

裝) NT$800  

1.西洋哲學史  140.9  

淺釋人本主義及其與儒家思想一致

的理念內容 / 張凱元, 安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110 面; 21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藝文采風 ; 1306029) .-- 

ISBN 978-986-478-455-4 ( 平 裝 ) 

NT$160  

1.人本主義 2.儒學  143.47  

勢  : 效力 論  / 弗朗索瓦 .朱利安

(François Jullien)著 ; 卓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02 面; 21 公分 .-- 

(朱利安哲思集 ; 5) .-- ISBN 978-986-

99872-1-9 (平裝) NT$350  

1.朱利安(Jullien, François) 2.學術思

想 3.中國哲學史  146.79  

邏輯學 

生活中的邏輯學 / 李改霞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77-0 ( 平 裝 ) 

NT$340  

1.邏輯  150  

心理學 

一本書讀懂心理學 : 圖解心理學寶

典 / 張憲鵬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72-5 (平裝) NT$340  

1.心理學 2.通俗作品  170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 八卦心理學 / 安

曉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79-4 (平

裝) NT$360  

1.心理學  170  

意義地圖 : 信念的構築 / 喬登.彼得

森(Jordan B. Peterson)作 ; 劉思潔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6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62-06-

9 (平裝) NT$700  

1.心理學  170  

心理學實用常識速查寶典 / 郭琳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380 面; 23 公

分 .-- 實例白金版 .-- ISBN 978-986-

5552-75-6 (平裝) NT$500  

1.心理學  170.1  

24 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 / 約翰.

霍根(John D. Hogan)著 ; 林金源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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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34-5 (平

裝) NT$380  

1.心理學 2.歷史  170.9  

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  / 廖信達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37-9-5 (平裝)  

1.兒童心理學 2.行為心理學  173.1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 游淑芬, 李德芬, 

陳姣伶, 龔美娟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0-

5 (平裝)  

1.嬰兒心理學 2.兒童心理學 3.發展

心理學  173.1  

不會撒嬌,再聰明也不可愛 / 莉莉安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社, 110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7-5-3 (平裝)  

1.女性心理學 2.兩性關係 3.人際關

係  173.31  

圖解男性心理學 : 男人其實跟女人

想的不一樣,心理學家教你從行為、

習慣與性格讀懂男性的真實想法! / 

齊藤勇監修 ; 葉廷昭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27-7 (平裝) NT$350  

1.成人心理學 2.男性 3.兩性關係  

173.32  

30 歲是大人嗎? / 金鎮率圖.文 ; 陳品

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005 .-- 224 面; 19 公分 .-- 

(K 原創 ; 13) .-- ISBN 978-986-179-

628-4 (平裝) NT$380  

1.發展心理學 2.成人心理學  173.6  

青春 : 年齡的文化史 / 羅伯特.柏格.

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著 ; 梁

永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3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ISBN 978-

986-360-170-8 (平裝) NT$350  

1.發展心理學 2.成人心理學 3.成熟  

173.6  

人性與個性的邏輯 / 孟慶祥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74-9 ( 平 裝 ) 

NT$340  

1.人性 2.個性  173.7  

別讓性格決定你 : 超實用「性格改

造計畫」,徹底改寫你的故事! / 班傑

明.哈迪(Benjamin Hardy)著 ; 林俊宏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5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725) .-- 

ISBN 978-986-525-048-5 ( 平 裝 ) 

NT$450  

1.個性心理學 2.性格 3.自我實現  

173.7  

你不奇怪,只是比較敏感 : 學會與自

己相處,解決 90%人際 x 職場 x 生活

的煩惱 / 武田友紀著 ; 池迎瑄, 高詹

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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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654-5 (平裝)  

1.神經質性格 2.生活指導  173.73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 

/ 蔡榮裕著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98 面; 21 公分 .-- (廢人心理學三部

曲. 第三部, 廢人與迷惘) .-- ISBN 

978-986-06019-2-3 (平裝) NT$400  

1.精神分析 2.心理治療  175.7  

五次元的靈性動物 : 連結神聖的自

然智慧 / 黛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著 ; 周家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

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336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28) .-- ISBN 978-986-06291-0-1 (平裝) 

NT$450  

1.超心理學 2.靈修 3.動物  175.9  

死亡之後 : 一個長達五十年的瀕死

經驗科學臨床研究 / 布魯斯.葛瑞森

(Bruce Greyson)著 ; 蔡宗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

基地發行, 11003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8567-89-4 ( 平 裝 ) 

NT$400  

1.超心理學 2.死亡  175.9  

傾聽 : <<個人實相的本質>>讀書會. 

4 / 許添盛主講 ; 李宜懃文字整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賽

斯心法 ; 8) .-- ISBN 978-986-06164-1-

5 (平裝) NT$350  

1.超心理學 2.讀書會  175.9  

顯化之書 : 瞭解吸引力法則的謊言

與真相 / 珊卓.安.泰勒(Sandra Anne 

Taylor)作 ; 張志華, 詹采妮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宇宙花園有限公司, 

11002 .-- 272 面; 21 公分 .-- (宇宙花

園 ; 14) .-- ISBN 978-986-97340-6-6 

(平裝) NT$420  

1.超心理學 2.吸引力  175.9  

決定版.信念的魔力 / 克萊德.布里斯

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社, 110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7-7-7 (平裝)  

1.心靈感應 2.成功法  175.94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知不覺這麼想 : 

任何人都會掉入的 101 個思考陷阱 / 

李南錫著 ; 高毓婷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5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121-84-2 ( 平 裝 ) 

NT$460  

1.認知心理學  176.3  

翻轉 : 問題的 100 個答案,99 個是創

意 / 郝廣才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76-09-7 (平裝) NT$450  

1.創意 2.創造性思考  176.4  

生氣得剛剛好 : 與憤怒共處的正念

練習 / 藤井英雄作 ; 周奕君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暢銷精

選 ; 82) .-- ISBN 978-986-259-074-4 

(平裝) NT$320  

1.情緒管理  176.52  

在 乎 別 人 是 對 自 己 的 情 緒 暴 力  : 

「自我中心」心理學,教你不再因迎

合而痛苦、孤獨 / 石原加受子著 ; 駱

香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00-4 

(平裝) NT$30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176.52  

黃金 90 秒情緒更新 : 勇敢面對情緒

浪潮,化不愉快為真正的自由與力量 

/ 瓊恩.羅森伯格作 ; 鄭百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384 面 ; 21 公分  .-- 

(Spirit ; 29) .-- ISBN 978-957-658-512-8 

(平裝) NT$45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3.自我實現  

176.52  

給覺得丟臉而討厭自己的你 : 擺脫

羞愧,卸下防衛,停止自我懲罰的 82

個練習 / 斯提凡.倪德威澤(Stephan 

Konrad Niederwieser)著 ; 莊仲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74-4 (平

裝) NT$36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176.52  

照顧心靈的時間 : 奪回情緒方向盤,

守護脆弱的心 / 金慧伶著 ; 陳宜慧

譯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潮浪文化, 110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88-3-8 (平

裝) NT$300  

1.情緒管理 2.生活指導 3.自我實現  

176.52  

設計你的小習慣 / BJ.福格(BJ Fogg)

著 ; 劉復苓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336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32) .-

- ISBN 978-986-398-660-7 ( 平 裝 ) 

NT$400  

1.習慣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6.74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 / 曼羅迪

諾(Leonard Mlodinow)著 ; 鄭方逸譯 .-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157B) .-- ISBN 

978-986-525-052-2 (平裝)  

1.潛意識  176.9  

真正無懼的身心防彈術 : 美國特勤

局專家帶你提升心理素質,面對各種

挑 戰  / 伊 芙 . 波 普 拉 斯 (Evy 

Poumpouras)作 ;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

庫 ; 190) .-- ISBN 978-986-175-588-5 

(平裝) NT$350  

1.應用心理學 2.人際關係  177  

全球頂尖法庭心理學家的投契溝通

術 / 愛蜜莉.艾利森(Emily Alison), 勞

倫斯.艾利森(Laurence Alison)著 ; 吳

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心理 ; 64) .-- ISBN 978-986-

137-319-5 (平裝) NT$420  

1.溝通 2.溝通技巧  177.1  

30 歲前一定要搞懂的自己 / 金惠男

文 ; 蕭素菁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大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005 .-- 264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60) .-- ISBN 978-

986-179-627-7 (平裝) NT$3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梦想课堂 / 马春媛着 .-- 1 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5 .-- 4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33) .-- 

簡體字版 ; 正體題名 :夢想課堂  .-- 

ISBN 978-986-5541-72-9 ( 平 裝 ) 

NT$4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人脈有用,都沒有你的能力好用 / 涵

寶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005 .-- 208 面; 21 公

分 .-- (圓神文叢 ; 298) .-- ISBN 978-

986-133-762-3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職場成功法  177.2  



9 

 

上班就是要練廢活量 : 不廢一點怎

麼多上一天班?ㄍㄢˋ意滿滿職場療

癒廢文集 / 職場來日作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004 .-- 

240 面; 17X19 公分 .-- (心發現 ; 9) .-- 

ISBN 978-986-99728-9-5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不耍廢!開外掛的自我提升手冊 / 呂

齊弘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11-136-7 (平

裝) NT$27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主婦的斜槓人生 / 林靜如(律師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39) .-- ISBN 978-

986-248-952-9 (平裝) NT$360  

1.生活指導 2.職場成功法 3.婦女  

177.2  

目標越小越好 : 61 個微小習慣,就能

大幅改變人生 / 兒玉光雄著 ; 鄭曉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3 .-- 2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04-0-5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自律,讓自己變得更優秀 / 陳悅著 ; 

魏楠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出版社, 11003 .-- 3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43-6 ( 精 裝 ) 

NT$220  

1.自律 2.品德 3.繪本  177.2  

丟掉玻璃心 : 別讓壞情緒控制了你 / 

劉船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78-

7 (平裝) NT$28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你有多獨立,就有多美好 / 王珣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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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034-3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你看起來堅強,其實很脆弱 / 趙德昊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52-2 

(平裝) NT$33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別鬧了,墨菲 = Stop it, Murphy / 于珊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

社, 110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7-6-0 (平裝)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改變的力量 = The power of change / 

王志峰, 阮丞輝, 李偉智, 林毓晟, 林

慶榮, 邱烈豐, 馬兵, 陳馨淼, 張鴻亮, 

楊正斌作 ; 卓天仁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巔峰潛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183-0-3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成功法  

177.2  

放下煩惱 : 遇見快樂的自己 / 陳德軍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83-1 (平

裝) NT$34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幸福的能力 / 王薇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24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82-4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現在的妳,在哪裡...... / Melody 殷悅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化整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2 面; 

21 公分 .-- (Love ; 2) .-- ISBN 978-

986-98793-4-7 (平裝) NT$35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3.女性  

177.2  

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 33 件事 = 

사소한 차이 / 延埈赫著 ; 蕭素菁, 張

亞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商戰系列 ; 208) .-- ISBN 

978-986-134-376-1 (平裝) NT$34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量子天命 / 李欣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78

種)(Upward ; 115) .-- ISBN 978-986-

5596-00-2 (平裝)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 : 奧林匹克精神

巡迴講座菁英讀本. 2020 / 張少熙, 

林鴻道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奧林

匹克委員會, 教育部, 11002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346-8-4 

(平裝附光碟片)  

1.成功法 2.運動員 3.個案研究  

177.2  

愈成熟,愈天真 : 與自己的內在小孩

重逢 / 吳若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

137-4 (平裝) NT$340  

1.自我實現 2.生活指導  177.2  

馴服恐懼 : 放棄淺贏心態 X 克服負

面情緒,企業及體壇文化教練教你活

出自己 / 皮帕.葛蘭琪(Pippa Grange)

著 ; 郭騰傑譯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潮 浪 文 化 ,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88-2-1 (平裝) NT$320  

1.自我實現 2.運動心理  177.2  

煩惱最久十秒鐘 / 松田紀子著 ; 李璦

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004 .-- 210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59) .-- ISBN 978-986-179-

625-3 (平裝) NT$300  

1.成功法 2.生活指導  177.2  

彈 性 習 慣  / 史 蒂 芬 . 蓋 斯 (Stephen 

Guise)著 ; 江威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763-5 (平裝) NT$350  

1.成功法 2.習慣  177.2  

讓我的功課,變成我的精采 : 成功、

金錢、豐盛與向上走的智慧 / 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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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2-13-8 

(精裝) NT$440  

1.成功法 2.自我實現  177.2  

小學生心理學漫畫. 1, 我想交朋友 : 

現在就要懂的社交技巧 / 小禾心理

研究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

化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9-0 (平裝)  

1.人際關係 2.兒童讀物  177.3  

超圖解談判學 / 鍾從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45-2 (平裝) NT$220  

1.談判 2.談判策略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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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中的心理學 / 李維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2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90-9 (平裝) NT$300  

1.談判 2.談判策略  177.4  

身體記得 : 創傷及創傷治療的心理

生理學 / 芭貝特.羅斯柴爾德(Babette 

Rothschild)作 ; 謝麟兮譯 .-- 初版 .-- : 

生 命 之 道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352 面; 21 公分 .-- (創傷療

癒 ; 3) .-- ISBN 978-986-06206-0-3 (平

裝) NT$360  

1.創傷後障礙症 2.心理治療  178.8  

情感調節、心智化,與自我的發展 / 

彼得.馮納吉(Peter Fonagy), 喬治.葛

瑞蓋(György Gergely), 艾略特.朱里斯

特 (Elliot Jurist), 瑪莉 .塔傑特 (Mary 

Target)作 ; 魏與晟, 楊舒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5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57-206-0 (平裝) 

NT$800  

1.心理治療 2.人格異常  178.8  

遊戲治療到底是什麼? : 孩子的遊戲

治療入門書 / 陳信昭著 ; 陳玠綸繪 .-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64 面; 21 公分 .-- 

(心理治療系列 ; 22177) .-- ISBN 978-

986-191-950-8 (平裝) NT$200  

1.遊戲治療 2.心理治療  178.8  

美學 

中國美學通史. 宋金元卷 =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 潘立勇, 陸慶祥, 

章輝, 吳樹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鳳 凰文 庫  ; PHH016-PHH0017) .-- 

ISBN 978-986-388-140-7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388-141-4 

(下冊:平裝) NT$300  

1.中國美學史  180.92  

倫理學 

心靈上的那些事兒 / 李文臣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76-3 ( 平 裝 ) 

NT$300  

1.人生哲學  191.9  

失去心跳的勇氣 / 黃健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3-8754-3 (平裝) 

NT$350  

1.生死觀 2.器官移植  191.9  

在別人的地圖上,找不到自己的路 / 

澈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光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25-0-8 (平

裝) NT$330  

1.人生哲學 2.自我肯定  191.9  

如果一年後,我已不在世上 / 清水研

著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 分  .-- ( 平 安 叢 書  ; 第 679

種)(Upward ; 116) .-- ISBN 978-986-

5596-03-3 (平裝)  

1.人生哲學 2.人生觀 3.生死觀  

191.9  

江湖走跳五十五訣 : 臺灣俗諺教會

我的人生哲學 / 周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92-0 (平裝) NT$320  

1.人生哲學 2.俗語 3.諺語  191.9  

先學會愛自己再遇見對的你 / 周梵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57-7 

(平裝) NT$330  

1.人生哲學 2.自我實現  191.9  

見心明性 / 劉恩廷講述 .-- 初版 .-- 新

北 市  : 中 華 大 安 修 德 學 會 出 版 , 

11002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69-0-3 (平裝) NT$48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走出生活的陷阱,走入喜悅的生命 / 

廖步凡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98-4 (平

裝) NT$35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破执归源 活出生命价值 / 黄怡甄编

着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4 .-- 328 面; 23 公分 .-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破執歸源 活

出生命價值 .-- ISBN 978-986-5559-

95-3 (平裝) NT$40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解结悟真 了知生命实相 / 黄怡甄编

着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4 .-- 300 面; 23 公分 .-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解結悟真 了

知生命實相 .-- ISBN 978-986-5559-

94-6 (平裝) NT$40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1.9  

微易經 / 吳進輝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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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2-28-2 (平裝) NT$3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愛得聰明,對我們都好 : 家庭、關係,

與處世的智慧 / 章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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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2-11-4 (精裝) NT$480  

1.人生哲學 2.生活指導  191.9  

暢談爵士、佛法與人生 / 池田大作, 

韋恩.蕭特(Wayne Shorter), 賀比.漢考

克(Herbie Hancock)作 ; 劉焜輝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

基金會, 11003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566-68-1 ( 精 裝 ) 

NT$250  

1.爵士樂 2.佛教修持 3.人生哲學  

191.9  

人間修行. 五, 修行天平 : 真實的跟

自己和解 / 莫林桑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心靈勵志 ; 54) .-- 

ISBN 978-957-9267-92-2 ( 平 裝 ) 

NT$280  

1.靈修  192.1  

小故事大智慧 / 张德歆插画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

化基金會, 11003 .-- 174 面; 21 公分 .-

- (童書系列 ; 一) .-- 簡體字版 .-- 

ISBN 978-986-06081-4-4 (平裝)  

1.修身 2.通俗作品  192.1  

有佛法,就有辦法 : 靈修、開悟、打

造金湯匙的大智慧 / 章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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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82-14-5 (精裝) 

NT$440  

1.靈修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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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刻,都好 / 凌宛琪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7-0-7 (平裝)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每一刻,都好 / 凌宛琪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

業基金會,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938-6-9 ( 平 裝 ) 

NT$28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放過自己,正能量就來了 : 情緒、失

衡,與身心症的療癒智慧 / 章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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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2-12-1 (精

裝) NT$44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這不是你的錯 / 小池一夫著 ; 黃筱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10-138-1 ( 平 裝 ) 

NT$320  

1.人生哲學 2.修身  192.1  

將就的日子,更要活成自己喜歡的樣

子 / 徐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

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32 面; 21

公分 .-- (時光薈萃 ; 9) .-- ISBN 978-

986-99458-7-5 (平裝) NT$26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過度努力 : 每個「過度」,都是傷的

證明 / 周慕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 瓶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07) .-- ISBN 978-986-406-220-1 (平裝) 

NT$360  

1.修身 2.自我實現  192.1  

廉潔勤奉公 / 陳美宇編輯 .-- 臺中市 : 

寶德雜誌社, 11003 .-- 1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769-5-7 (平裝)  

1.修身 2.勸善  192.1  

靜好自在的緣起練習 : 過上洞悉世

事、平靜從容並快樂無憂的如實生

活 / 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 蕭

寶森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5 .-- 144 面; 21

公分 .-- (James Allen ; 2) .-- ISBN 978-

986-5496-00-5 (平裝) NT$250  

1.修身 2.生活指導  192.1  

常礼举要 / 李炳南教授編述 .-- 初版

二刷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

弘化基金會, 11003 .-- 41 面; 26 公

分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常禮舉

要 .-- ISBN 978-986-06081-3-7 (平裝)  

1.禮儀  192.31  

真正想說的話,更要好好說 : 溝通卡

關了?心理諮商師教你用最忠於自我

的話語,化解最難解的關係困境 / 金

玧姃著 ; 黃莞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7-286-5 (平裝) NT$360  

1.說話藝術 2.溝通技巧  192.32  

說話致富 : 27 個讓金錢與人氣聚集

在身邊,價值一億元的溝通技巧 / 岡

崎勉明著 ; 林信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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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36-9-5 (平

裝) NT$320  

1.溝通技巧 2.說話藝術  192.32  

CRISPR 可能沒有極限,但必須有界

線 : 從倫理、法律及社會角度看基

因編輯嬰兒事件 / 董威廷, 范建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5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711-205-7 ( 平 裝 ) 

NT$350  

1.社會倫理 2.法律 3.基因組 4.遺傳

工程  195  

自適與修持 : 公安三袁的死生情切 / 

劉芝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60 面; 

23 公分 .-- (哲學研究叢書. 學術思想

叢刊 ; 701022) .-- ISBN 978-986-478-

453-0 (平裝) NT$500  

1.(明)袁宗道 2.(明)袁宏道 3.(明)袁中

道 4.生死觀 5.生命哲學  197  

教保專業倫理 / 武藍蕙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2-9 (平裝)  

1.教師職業倫理 2.學前教育  198.52  

法律倫理學 / 鄭津津作 .-- 四版 .-- 嘉

義縣民雄鄉 : 鄭津津出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11002 .-- 40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597-3 (平裝) NT$550  

1.法律倫理  198.58  

宗教類 

總論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三教度世靈應

妙經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 冊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

16-7 (上卷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5600-17-4 ( 中 卷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5600-18-1 

(下卷: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三教度世靈應

妙經(全)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2 .-- 92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19-8 ( 平 裝 )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太上無倫釋迦

文佛正心開化解厄皇經(中品) / 楊蓮

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66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00-6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太上無量洞空

天帝正心開化復性皇經(上品) / 楊蓮

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60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03-7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太上無極玄元

老君正心開化消劫皇經(下品) / 楊蓮

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66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04-4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度緣仙經 / 楊

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74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11-2 (中卷: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度緣仙經(含

醒緣寶訓)禮請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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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002 .-- 72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20-4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無上三清心印

三教秘語三曹密訣度盡靈根拔生救

死談演真經禮請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66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05-1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當來下生彌勒

玉佛寶經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2 .-- 56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08-2 ( 平 裝 )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當來下生彌勒

玉佛寶懺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2 .-- 74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600-06-8 ( 平 裝 )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醒緣寶訓 / 楊

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124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600-21-1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彌勒救劫新文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72

面; 26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600-07-5 (平裝) NT$500  

1.民間信仰  208  

佛教 

佛學掃盲真言 / 真誠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62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109) .-- ISBN 978-986-5541-59-0 (平裝) 

NT$900  

1.佛教  220  

佛性思想 / 釋恆清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348 面; 21 公分 .-- (現代佛學叢

書) .-- ISBN 978-957-19-3260-6 (平裝)  

1.成佛論  220.127  

人間佛教生命探索教育 : 團體動力

學 = Team dynamics : life venture in 

humanistic Buddhism / 覺年法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財團法人佛光山文

教基金會, 11004 .-- 30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457-578-7 (平裝)  

1.佛教教育  220.3  

佛經之生命智慧行 : 以<<雜阿含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

智度論>>為主 / 張麗卿編著 .-- 初

版 .-- 南投縣鹿谷鄉 : 張麗卿(南投

縣), 11004 .-- 2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562-1 (平裝) NT$50  

1.佛經 2.生命論 3.生死觀  221  

浴佛功德經 / (大唐)沙門釋義淨譯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 

11004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256-7-7 (線裝)  

1.佛經  221.08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 六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

化基金會, 11004 .-- 317 面; 16 公分 .-

- 漢語拼音 .-- ISBN 978-986-06081-6-

8 (平裝)  

1.方等部  221.34  

法界緣起 : 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 蔣志

純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510-0 (平

裝) NT$380  

1.般若部  221.44  

應無所住 : 金剛經十四堂課 / 夢參老

和尚主講 ; 方廣編輯部整理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廣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31-1-0 (平裝) NT$380  

1.般若部  221.44  

十善業道經講記 / 淨空法師講述 ; 華

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 五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11004 .-- 7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081-5-1 (精裝)  

1.經集部  221.728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

大悲心陀羅尼經 / (唐)西天竺沙門伽

梵達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

社, 11003 .-- 73 面; 1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121-5-0 (平裝)  

1.密教部  221.96  

雲棲瑜伽燄口真詮 / 南安善堂經堂

郶置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57-794-208-1 (經

摺裝)  

1.佛教諷誦 2.佛教儀注 3.佛教法會  

224.3  

趙展毅佛學講座禪詩 800 首 / 趙展

毅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趙展毅, 

110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593-5 (平裝) NT$320  

 224.513  

女問千秋 : 十二名女子生命裡的悉

達多 / 朱顏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005 .-- 280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9267-93-9 (平裝)  

1.佛教 2.通俗作品 3.女性  224.515  

我快樂 因為我知「道」 / 妙益法師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5 .-- 35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122-8-0 ( 平 裝 ) 

NT$350  

 224.517  

南遊記 / 普獻法師著 .-- 新竹縣峨眉

鄉 : 元光寺, 11002 .-- 272 面; 21 公

分 .-- (菩提願海 ; 1) .-- ISBN 978-986-

97763-2-5 (平裝)  

 224.519  

竹本書畫集. 第五輯 / 李宗玉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203-6 (平裝)  

1.佛教美術 2.書畫 3.作品集  224.52  

妄想識滅即涅槃 / 鄭振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003 .-- 

128 面 ; 15 公分  .-- (大眾佛學  ; 

WS1102) .-- ISBN 978-957-447-358-8 

(平裝)  

1.佛教修持 2.佛教說法  225.4  

回歸直接經驗 / 林鈺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林鈺堂, 11002 .-- 6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0-0 (平

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225.4  

森林中的法語 / 阿姜查(Ajahn Chah)

著 ; 保羅.布里特(Paul Breiter)英文編

譯 ; 賴隆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橡

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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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003 .-- 336 面; 22 公分 .-- (善知識 ; 

JB0007X) .-- ISBN 978-986-99764-3-5 

(平裝)  

1.佛教說法 2.佛教修持  225.4  

*五蘊的探討 觀想念佛淺說(合刊) / 

釋惟全編著 .-- 臺東縣卑南鄉 : 釋惟

全, 11003 .-- 119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63-8 (平裝)  

1.佛教修持  225.7  

佛化生活 / 釋大容著 .-- 初版 .-- 南投

縣魚池鄉 : 人乘佛刊雜誌社, 11005 .-

- 3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8504-47-9 (第 5 冊:平裝)  

1.佛教修持  225.7  

我愛心經 : 凡夫色空智慧修行 / 熊亮

原著作 .-- 臺北市 : 熊亮原, 11002 .-- 

31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

8606-2 (平裝) NT$350 .-- ISBN 978-

957-43-8607-9 (精裝) NT$500  

1.佛教修持  225.7  

業力,決定人生 : 法護大師告訴你要

怎 麼 收 穫 就 怎 麼 栽 ! / 圖丹 . 卻 准

(Thubten Chodron)作 ; 雷淑雲中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橡 樹 林 文 化 , 

11003 .-- 344 面; 23 公分 .-- (善知識

系 列  ; JB0147) .-- ISBN 978-986-

99764-6-6 (平裝) NT$390  

1.佛教修持 2.因果  225.7  

在家律學 / 二埋法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

會,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大乘

叢書 ; A-191) .-- ISBN 978-986-06094-

0-0 (平裝)  

1.佛教修持 2.傳戒  225.71  

因緣果報輯錄 / 吳振鋒編輯 .-- 臺中

市 : 寶德雜誌社, 11003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69-6-4 (平

裝)  

1.因果  225.85  

人生的轉捩點 : 二 0 一 0 年六月六

日於台灣台南 / 陳明安主講 ; 人乘佛

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 初

版 .-- 臺南市 :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 

11002 .-- 68 面; 21 公分 .-- (陳明安老

師學佛修行講座) .-- ISBN 978-986-

5705-49-7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成佛的正法 : 先天觀音大道 / 蘇鳴東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0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24-59-0 (平裝) NT$250  

1.佛教修持  225.87  

濟公禪緣 : 值得追尋的人生價值 / 邱

靜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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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78) .-- 

ISBN 978-986-99764-4-2 (平裝)  

1.佛教修持 2.生活指導  225.87  

攝心守意 眼觀何處 / 禪和尚本性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上趣創意延展

有限公司,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 (本性相見歡系列 ; 4) .-- ISBN 978-

986-91880-8-1 (平裝) NT$200  

1.佛教修持  225.87  

*六祖壇經.玄鑒 / 陳聖道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陳聖道, 110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621-

5 (平裝) NT$280  

1.六祖壇經  226.62  

禪觀修學指引 : 漢傳禪修次第表解 / 

釋繼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

化, 11004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08-8 (平裝)  

1.禪宗 2.佛教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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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04-0 ( 第 2 卷 : 平 裝 ) 

NT$530  

1.禪宗 2.佛教史 3.文集 4.東亞  

226.68  

境俱境的建立清晰明鏡 / 克主錦巴

達傑作 ; 洛桑蔣千編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臺 北 市 藏 傳 佛 典 協 會 , 

110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884-8-4 ( 中 冊 : 平 裝 ) 

NT$660  

1.藏傳佛教 2.注釋 3.佛教修持  

226.962  

人生一定要懂活法 / 堪布松柏仁波

切作 .-- 增訂一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

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3-

551-9 (平裝) NT$360  

1.藏傳佛教 2.佛教修持  226.965  

帝洛巴解脫行傳 / 岡波巴尊者作 ; 主

奔堪仁波切噶瑪拉布講述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003 .-- 280 面; 22 公分 .-- (有情分

享書 ; 2) .-- ISBN 978-986-06096-0-8 

(平裝)  

1.帝洛巴 2.藏傳佛教 3.佛教傳記  

226.969  

女問千秋 / 蔡淑慧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005 .-- 527

面; 21 公分 .-- (佛學研究 ; 14) .-- 

ISBN 978-957-9267-94-6 ( 平 裝 ) 

NT$650  

1.佛教史 2.佛教傳記 3.女性  228  

一代宗師淨心老和尚圓寂紀念集 / 

淨心老和尚圓寂紀念集編輯委員會

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淨心老和尚

紀念會, 11003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90-0-3 (精裝)  

1.釋淨心 2.佛教傳記  229.63  

道教 

道教文學、文獻與儀式 : 許蔚自選

集 / 許蔚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30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600-22-8 

(平裝) NT$500  

1.道教 2.文集  230.7  

關帝<<朱子刪定玉泉真本桃園明聖

經>>經文研究 / 吳文興著 .-- 新北市 : 

我己文創有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3X21 公分 .-- (我己論叢 ; 2) .-- ISBN 

978-986-97576-9-0 (平裝) NT$300  

1.道藏  231  

連皇帝都在看的善惡練習題 : 跟著

太上老君打造好命提款機 / 太上老

君著 ; 黃健原(淼上源), 吳書香白話

撰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4 .-- 448 面; 23 公

分 .-- (Image ; 7) .-- ISBN 978-986-

99768-9-3 (平裝) NT$499  

1.太清部 2.注釋  231.8  

道醫經 / (唐)呂喦著 ; 鄺醒銳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0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中華道醫健康叢刊 ; 

1308001) .-- ISBN 978-986-478-450-9 

(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478-

451-6 (精裝) NT$500  

1.道教修鍊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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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新舊約聖經故事導覽 : 175 個聖經敘

事 的 解 經 與 應 用  / 華 爾 頓 (John 

Walton), 金.華爾頓(Kim Walton)作 ; 

施多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出版社, 11005 .-- 600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86-198-782-8 (精裝)  

1.聖經故事  241  

復活小百科 / 瞿海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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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240 面 ; 25 公分  .-- 

(knowledge 系列 ; 24) .-- ISBN 978-

986-99286-5-6 (精裝) NT$600  

1.基督教 2.聖經研究  241.01  

聖經經典 500 問 : 一套以提問出發

的 註 釋 書  / 華 德 . 凱 瑟 (Walter C. 

Kaiser Jr.), 戴維茲(Peter H. Davids), 布

魯斯(F. F. Bruce), 柏饒齊(Manfred T. 

Brauch)作 ; 徐成德, 曾念粵, 蘇心美, 

梁潔瓊, 許言, 董挽華, 施多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5 .-- 冊 .-- ISBN 978-986-198-783-

5 (全套:精裝)  

1.聖經 2.注釋  241.03  

死海古卷  / 麥可 .懷斯 (Michael O. 

Wise), 馬丁.貝格(Martin G. Abegg Jr.), 

艾德華.庫克(Edward M. Cook)作 ; 一

中心翻譯團隊譯 .-- 初版 .-- 臺中市 : 

一中心有限公司, 11003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7-04-1 (精

裝) NT$1200  

1.死海書卷 2.注釋  241.091  

智慧與律例 : 與施特勞斯一起讀<<

創世紀>> / 羅伯特.薩克斯(Robert D. 

Sacks)著 ; 莊奇, 張纓譯 .--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有

限公司發行, 11004 .-- 601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07-195-2 (平裝) 

NT$500  

1.創世紀 2.聖經研究  241.211  

細讀約書亞記 / 盧俊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信福出版社, 11003 .-- 323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762-78-

0 (精裝) NT$300  

1.約書亞記 2.注釋  241.22  

新歌樂未央 : 啟示錄講道集 / 吳榮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周聯

華牧師紀念基金會, 11003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263-6-1 

(平裝) NT$350  

1.啟示錄 2.教牧學  241.8  

神學的波瀾與壯闊 : 教會論與聖靈

論  = Theology of divine drama and 

magnificence : ecclesiology and 

pneumatology / 魏連嶽, 張聖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004 .-- 5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198-779-8 (平裝) NT$600  

1.神學  242  

星光體 : 阿乙莎帶你解鎖 DNA,淨化

精微體,還原人神合一的生命實相 / 

譚瑞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16 面; 

21 公分 .-- (新時代系列 ; 192) .-- 

ISBN 978-986-175-586-1 ( 平 裝 ) 

NT$380  

1.聖靈 2.靈修  242.15  

聖靈與教會和信徒 / 周金海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教

導叢書 ; ET095) .-- ISBN 978-957-

9209-69-4 (精裝)  

1.聖靈  242.15  

耶穌是如何成為神的 / 巴特.D.埃爾

曼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48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89-23-3 ( 平 裝 ) 

NT$400  

1.耶穌(Jesus Christ) 2.基督  242.2  

改變中的基督信仰 : 臺灣基督教會

與基督徒的社會學分析 = Changing 

Christians, changing churches :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 伊慶春, 林文旭, 林常青, 施

奕任, 郭貞蘭, 黃克先, 楊文山, 熊瑞

梅, 蘇國賢作 ; 伊慶春, 蘇國賢主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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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504 面; 21 公分 .-- (基督宗

教與東亞研究叢書 ; 5) .-- ISBN 978-

986-350-439-9 (平裝) NT$700  

1.基督教 2.信仰 3.宗教社會學 4.臺

灣  242.42  

*禮拜的更新 / 胡忠銘著 .-- 再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11002 .-- 3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7-97-2 

(平裝)  

1.基督教 2.禮儀  244.2  

當你不知如何禱告 / 琳達.薛菠(Linda 

Evans Shepherd)著 ; 明心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003 .-- 224

面; 19 公分 .-- (信徒生活) .-- ISBN 

978-986-400-327-3 (平裝)  

1.基督教 2.祈禱  244.3  

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 / 爱德华.韦

尔契(Edward T. Welch)作 ; 顾蓓晔, 

李台莺译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生命

輔導傳道會, 11002 .-- 240 面; 21 公

分 .-- (圣経辅导丛书 ; 4) .-- 簡體字

版; 正體題名:親愛的,別把上帝縮小

了 .-- ISBN 978-986-84262-7-6 (平裝)  

1.基督徒 2.自信 3.人際關係  244.9  

你心歸我 = Give me your heart / 史珍

玲(Jean M. Swanson)著 ; 吳亞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

琳書房, 11002 .-- 176 面; 21 公分 .-- 

(靈修叢書 ; ES008-1) .-- ISBN 978-

957-9209-70-0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竭力愛神 / 蕭祥修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192

面; 23 公分 .-- (轉化 ; 1) .-- ISBN 978-

986-336-408-5 (平裝) NT$380  

1.基督徒 2.信仰  244.9  

傾囊之愛 : 澄輝長照、璐德恆美 / 黃

伯和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恩惠

文教基金會, 11003 .-- 22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291-2-0 (精裝) 

NT$300  

1.基督徒 2.信仰 3.文集  244.907  

俗世社會的性倫理與基督教會 / 芮

馬太(Matthew Rueger)作 ; 蔣雅利, 王

亞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002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08-0-1 

(平裝)  

1.基督徒 2.性倫理 3.宗教倫理  

244.91  

领受祝福,破除咒诅 / 马利亚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馬利亞, 11002 .-- 352

面 ; 23 公 分  .-- ( 属 灵 争 战 丛  ; 

EO056)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領受

祝福,破除咒詛 .-- ISBN 978-957-43-

8574-4 (平裝)  

1.基督徒 2.信仰治療 3.靈修  244.92  

光照黑暗帶來盼望  : 新眼光讀經

2021 年 4-6 月 / 鄭岳宗, 陳致均, 吳

志仁, 許芳菁, 謝智偉, 謝懷安, 王子

豪, 竹嫵.法之山, 歐靜汝, 李冠呈,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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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芳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

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

老 教 會 臺 灣 教 會 公 報 社 發 行 ,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89-6 (平裝)  

1.基督教 2.靈修 3.讀經  244.93  

我心敬拜 : 基督徒的敬拜禮儀與靈

修 / 劉錦昌著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 : 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教育委員會發行 , 11003 .-- 

260 面; 23 公分 .-- (基督徒靈修系列 ; 

6) .-- ISBN 978-986-99186-8-8 (平裝) 

NT$280  

1.基督徒 2.靈修  244.93  

藏 在 經 文 裡 的 愛  / 瑪 竇 . 林 恩

(Matthew Linn), 莎依拉.法伯肯特.林

恩(Sheila Fabricant Linn), 丹尼斯.林恩

(Dennis Linn)合著 ; 左婉薇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光 啟 文 化 事 業 , 

11003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46-945-0 (平裝) NT$380  

1.天主教 2.基督徒 3.靈修  244.93  

最愛與你相約 / BroadStreet Publishing 

Group LLC 著 ; 詹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002 .-- 400 面; 

19 公分 .-- (靈修系列) .-- ISBN 978-

986-400-326-6 (精裝)  

1.基督徒 2.婚姻  244.99  

改变生命改变心 : 圣经辅导方法与

技巧  / 保罗 .大卫 .区普(Paul David 

Tripp)著 ; 李台莺, 施克刚译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生命輔導傳道會, 

11002 .-- 352 面; 21 公分 .-- (聖經輔

導叢書 ; 5)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

改變生命改變心: 聖經輔導方法與技

巧 .-- ISBN 978-986-84262-6-9 (平裝)  

1.教牧學 2.心理輔導  245  

新眼新见 : 戴上圣经眼镜看辅导事

工及人类光景 / 大卫.鲍力生(David 

Powlison)着 ; 李台莺, 吴贤礼, 蒋虹嘉

译 .-- 初版 .-- 新北市 : 真生命輔導傳

道會,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聖

經輔導叢書 ; 3) .-- 簡體字版; 正體題

名:新眼新見: 戴上聖經眼鏡看輔導

事工及人類光景 .-- ISBN 978-986-

84262-8-3 (平裝)  

1.教牧學 2.輔導  245  

屬靈成長 :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 金

聖坤著 ; 徐國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道聲出版社, 11003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0-325-9 (精

裝)  

1.教牧學  245  

看見榮耀 : 21 世紀教會藍圖 / 蕭祥

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太雅出版有

限公司, 11004 .-- 176 面; 23 公分 .-- 

(轉化 ; 2) .-- ISBN 978-986-336-409-2 

(平裝) NT$350  

1.基督教 2.教會  247  

族長傳奇 : 快樂假日(教師本) / 馬秀

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 督 教 中 國 主 日 學 協 會 出 版 部 , 

11003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50-527-1 (平裝)  

1.基督教教育 2.兒童教育  247.7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 中小級 3-4

年級 (學生本 ) / Timothy Publishing 

House 編 ; 李秀敏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

會出版部, 11003 .-- 56 面; 28 公分 .-- 

(兒童主日學教材. 第一部) .-- ISBN 

978-957-550-530-1 (平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 : 幼兒級 3-5

歲(老師本) / Group Publishing 編 ; 全

相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 督 教 中 國 主 日 學 協 會 出 版 部 , 

11003 .-- 184 面; 25 公分 .-- (兒童主

日學教材. 第一部) .-- ISBN 978-957-

550-523-3 (平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 初小級 1-2

年級(老師本) / Group Publishing 編 ; 

吳敏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 

11003 .-- 180 面; 25 公分 .-- (兒童主

日學教材. 第三部) .-- ISBN 978-957-

550-524-0 (平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II : 高小級 5-6

年級(老師本) / Group Publishing 編 ; 

張雅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 

11003 .-- 180 面; 25 公分 .-- (兒童主

日學教材. 第三部) .-- ISBN 978-957-

550-525-7 (平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耶穌花園.聖經學習. IV : 中小級 3-4

年級(老師本) / Group Publishing 編 ; 

李秀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 

11003 .-- 180 面; 25 公分 .-- (兒童主

日學教材. 第四部) .-- ISBN 978-957-

550-526-4 (平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箴言與品格 : 新道光教師.家長使用

手冊. 兒童級 / 劉瑞容主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

學協會出版部,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528-8 (平

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箴言與品格 : 新道光教師.家長使用

手冊. 啟幼級 / 劉瑞容主編 .-- 二版 .-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

學協會出版部,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529-5 (平

裝)  

1.主日學 2.基督教教育  247.711  

基督教的真相 / 李雅明著 .-- 臺北市 : 

風 雲 時 代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89-22-6 (平裝) NT$380  

1.基督教史  248.1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 台灣基督教小

史 /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2 .-

- 488 面; 26 公分 .-- 日文版; POD

版 .-- ISBN 978-986-7127-96-9 (平裝) 

NT$500  

1.基督教史  248.1  

他者與我者之間 : 漢語基督教的本

土實踐與跨文化對話 / 徐頌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312 面; 22

公分 .-- (歷史文化叢書 ; 17) .-- ISBN 

978-986-6131-63-9 (平裝)  

1.基督教史 2.宗教學 3.中國  248.2  

李宗瑞反敗為勝 / 李宗瑞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 11004 .-- 160 面 ; 21 公分  .-- 

(people ; 26) .-- ISBN 978-986-5559-86-

1 (精裝) NT$250  

1.李宗瑞 2.基督教傳記  249.933  

永恆之光 : 穿過日本集中營,與一隻

大象攀越阿爾卑斯山,此後來到矽谷 

/ 侯約翰(John Hoyte)著 ; 陳毓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

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592-9 

(平裝)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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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約翰(Hoyte, John.) 2.基督教傳記  

249.941  

金門的聖誕老公公 : 羅寶田神父的

故事 / 余玉玥文 ; 查李布朗圖 .-- 臺

北市 : 使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發

行, 11003 .-- 40 面; 30 公分 .-- (美好

腳蹤 ; 22) .-- ISBN 978-986-99186-7-1 

(精裝) NT$250  

1.羅寶田 2.天主教傳記 3.繪本  

249.942  

<<曙光女中創辦人>>芳蹤懿德思悠

悠 : 盧德思修女紀念專輯 / 楊昆峰總

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鴻祥文具有

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547-1-2 (平裝)  

1.盧德思(Luters, Otgerina) 2.天主教傳

記 3.訪談  249.943  

青蛙 飛鳥和松鼠 : 歐保羅在台灣的

故事 / 江淑文文 ; 蔡兆倫圖 .-- 臺北

市 : 使徒出版社有限公司 : 臺灣基督

長 老 教 會 總 會 教 育 委 員 會 發 行 , 

11002 .-- 40 面; 30 公分 .-- (美好腳蹤 ; 

21) .-- ISBN 978-986-99186-6-4 (精裝) 

NT$250  

1.歐保羅 2.基督教傳記 3.繪本  

249.952  

其他宗教 

幸福語錄集. 卷六, 濟佛說華嚴世界 / 

林榮澤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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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360 面; 21 公

分 .-- (一貫藏要 ; 6) .-- ISBN 978-986-

06131-0-0 (精裝) NT$320  

1.一貫道  271.6  

金聲木鐸的省思 合輯本. 輯一, 興毅

吳靜宇老前人講道集 / 興毅總壇道

務中心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財團

法人興毅總壇, 11003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51-0-3 (精

裝)  

1.一貫道  271.6  

*大地藏王佛 : 玄皇寶典 / 彌勒皇佛

作 ; 歷生菩薩神譯 .-- 臺北市 : 彌勒

皇 教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19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6752-95-7 (平裝) NT$280  

1.民間信仰  271.9  

玉清元始天尊啟智通靈真經 .-- 初

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004 .-- 

64 面; 15 公分 .-- (道藏系列 ; Q023-

1) .-- ISBN 978-986-06156-1-6 (平裝) 

NT$30  

1.民間信仰  271.9  

壯圍鄉古結保安廟歷史沿革 / 林子

超作 .-- 初版 .-- 宜蘭縣壯圍鄉 : 古結

保安廟, 11003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40-0-7 (平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宜蘭縣壯圍鄉  

272.097  

神靈臺灣.第一本親近神明的小百科 : 

長輩沒教,但你一定要知道的神明微

歷史、拜拜小知識 / 林金郎撰文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240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34) .-- ISBN 978-986-99768-

8-6 (平裝) NT$399  

1.民間信仰 2.神祇 3.臺灣  272.097  

問神個案資料庫 : 台灣神明的道德

勸化 / 張孁之, 張明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明義,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3-8 (平

裝) NT$300  

1.民間信仰 2.宗教文化 3.臺灣  

272.097  

鄭子寮福安宮文化資產及特色 / 謝

奇峰作 .-- 臺南市 : 鄭子寮福安宮,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68-0-4 (精裝)  

1.寺廟 2.民間信仰 3.台南市  272.31  

神話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 朴始連著 ; 崔優

彬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96 面; 25

公分 .-- (漫畫神話故事) .-- ISBN 978-

957-658-511-1 (第 12 冊:平裝)  

1.希臘神話 2.羅馬神話 3.漫畫  

284.95  

當神成為機械人 : 希臘神話如何透

過科技想像,探問人類生命的本質 / 

雅筑安.梅爾(Adrienne Mayor)著 ; 愷

易緯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4-44-9 ( 平 裝 ) 

NT$500  

1.希臘神話 2.科學技術 3.文明史  

284.95  

術數；迷信 

昨日的天空 : 從南北月交點洞悉前

世,指引今生方向 / 史蒂芬.佛瑞斯特

(Steven Forrest)著 ; 韓沁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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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2880-1-9 (平裝) 

NT$520  

1.占星術 2.輪迴  292.22  

大 靈 神 諭 卡  / 約 翰 . 莫 斯 里 (John 

Moseley)著 ; 周莉萍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5 .-- 128 面; 20 公分 .-- (心靈塔

羅系列 ; 60) .-- ISBN 978-986-99716-

9-0 (平裝) NT$1380  

1.占卜  292.96  

業力神諭占卜卡 : 遇見你自己.透過

占星指引未來! / 蒙特 .法柏(Monte 

Farber)著 ; 吳亞彜, 徐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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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 面; 21 公分 .-- 

(眾 生  ; JP0179) .-- ISBN 978-986-

99764-5-9 (平裝) NT$899  

1.占卜  292.96  

塔羅祕典 / 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 ; 林曉欽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11-67-8 ( 平 裝 ) 

NT$420  

1.占卜  292.96  

白雲居士專論四化飛星紫微斗數 / 

白雲居士, 蔡炳睿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育林出版社, 11003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77-75-5 

(平裝) NT$550  

1.紫微斗數  293.11  

皇馴紫微 / 黃裕祁著 .-- 初版 .-- 屏東

縣長治鄉 : 黃裕祁, 110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6-9 

(平裝) NT$320  

1.紫微斗數  293.11  

紫微星詮 / 了然山人著 .-- 增訂一

版 .-- 新北市 : 現代美股份有限公司, 



17 

 

11003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91-1-5 (平裝) NT$480  

1.紫微斗數  293.11  

吳教授開運職場風水 / 吳彰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米樂文化國際有限

公司, 11003 .-- 320 面; 25 公分 .-- (吳

彰裕老師作品 ; 3) .-- ISBN 978-986-

94550-9-1 (精裝) NT$800  

1.相宅  294.1  

沈嶸命相館 / 沈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喜羊羊出版社, 1100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3307-9-4 

(平裝)  

1.通靈術 2.靈界  296.1  

靈魂想的和你不一樣 : 來自靈魂的

訊 息  / 詹姆斯 .范普拉 (James Van 

Praagh)作 ; 林雨蒨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宇宙花園有限公司,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宇宙花園 ; 17) .-- 

ISBN 978-986-97340-7-3 ( 平 裝 ) 

NT$430  

1.通靈術  296.1  

自然科學類 

總論 

STEAM 科技動起來 : 35 個小孩在家

就可以玩的驚奇工程玩具 / 羅伯.比

提, 山姆.匹特原著 ; 張雅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2-753-7 (平裝)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我的 STEAM 遊戲書 : 工程動手讀 / 

艾迪.雷諾茲(Eddie Reynolds), 達倫.

斯托巴特(Darren Stobbart)作 ; 江坤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80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57-32-8995-1 (精裝) 

NT$450  

1.科學實驗 2.通俗作品  303.4  

科學大師們的失誤 / 楊建鄴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1 公

分 .-- (知識叢書 ; 1097) .-- ISBN 978-

957-13-8743-7 (平裝) NT$320  

1.科學 2.文集  307  

人體大奧祕 / 楊顯慧文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5523-73-2 ( 平 裝 ) 

NT$240  

1.科學 2.人體學 3.通俗作品  307.9  

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 3 : 隱藏事件的

真實面目 / 高喜貞文字 ; 玄寶, 楊善

謀圖畫 ; 蔡佳燁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5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528-5 (平裝) NT$320  

1.科學 2.漫畫  307.9  

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 4 : 神祕事件的

復活 / 高喜貞文字 ; 玄寶, 楊善謀圖

畫 ; 蔡佳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

529-2 (平裝) NT$320  

1.科學 2.漫畫  307.9  

決戰帝王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工

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 ISBN 

978-986-301-992-3 (平裝) NT$280  

1.科學 2.漫畫  307.9  

發明王多利茲的好點子事務所 : 發

明之旅開始了 / 辛貞昊著 ; 朴嬉振

繪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2-739-

1 (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跑跑薑餅人. 7, 奇異宇宙的科學 / 趙

珠熙文 ; 李泰榮圖 ; 徐月珠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168 面 ; 25 公 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501-2 (平裝) NT$300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7.9  

名偵探柯南晨讀 10 分鐘推理課 / 青

山剛昌原作 ; 游韻馨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505-0 (第 3 冊:平裝)  

1.科學 2.通俗作品  308.9  

數學 

升科大四技 : 數學 B 總複習講義 /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03-634-8 (平裝)  

1.數學  310  

漫畫數學 : 買賣大作戰 / 科學少年編

輯部編 ; 房昔梅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32-8994-4 (平裝) NT$360  

1.數學 2.漫畫  310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小學中年級卷(含 2014-2020 中英文

試題). 第二輯 / 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 編著 ; 朱華偉, 孫文先解

析.評註 .-- 一版 .-- 臺北市 : 九章出

版社,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30-8 ( 平 裝 ) 

NT$240  

1.數學 2.學科競賽 3.問題集  310.22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小學高年級卷(含 2014-2020 中英文

試題). 第二輯 / 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 編著 ; 朱華偉, 孫文先解

析.評註 .-- 一版 .-- 臺北市 : 九章出

版社,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31-5 ( 平 裝 ) 

NT$280  

1.數學 2.學科競賽 3.問題集  310.22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中學中級卷(含 2014-2020 中英文試

題). 第二輯 =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 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 編著 ;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

評註 .-- 一版 .-- 臺北市 : 九章出版社,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33-9 (平裝) NT$280  

1.數學 2.學科競賽 3.問題集  310.22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中學初級卷(含 2014-2020 中英文試

題). 第二輯 =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 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 編著 ;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

評註 .-- 一版 .-- 臺北市 : 九章出版社,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32-2 (平裝) NT$240  

1.數學 2.學科競賽 3.問題集  310.22  

澳洲數學能力檢定試題解析與評註, 

中學高級卷(含 2014-2020 中英文試

題). 第二輯 =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 Wj Atkins, Pj Taylor, Mg 

Clapper 編著 ; 朱華偉, 孫文先解析.

評註 .-- 一版 .-- 臺北市 : 九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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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03-334-6 (平裝) NT$280  

1.數學 2.學科競賽 3.問題集  310.22  

先別急著建模! : 你知道模型暗藏的

陷阱嗎? / 江崎貴裕作 ; 王心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62-1 ( 平 裝 ) 

NT$680  

1.數學模式  310.36  

線性代數寫真秘笈 : 研究所講重點 / 

周易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92-7 (平

裝) NT$650  

1.線性代數  313.3  

基礎微積分 : 在商學的應用 / 楊恭漢, 

張三奇, 伍志祥, 王永成, 張力友合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0 面; 26

公分  .-- (滄海書碼  ; MA0479) .-- 

ISBN 978-986-99278-5-7 (平裝)  

1.微積分  314.1  

通識微積分 / 伍志祥, 何志昌, 王永

成, 楊恭漢, 許志華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278-6-4 (平裝)  

1.微積分  314.1  

電腦資訊科學 

資訊科技 / 吳文立, 李亮生, 旗立資

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46-

9 (平裝)  

1.電腦 2.資訊科技  312  

資訊科技 / 施威銘, 傅玨華, 旗立資

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47-

6 (平裝)  

1.電腦 2.資訊科技  312  

資訊科技與教學應用 : 議題、理論

與實務 / 吳明隆, 林振欽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003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61-4 

(平裝附光碟片)  

1.資訊科技 2.電腦輔助教學  312  

數位科技概論 / 施威銘, 吳文立, 旗

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385-248-3 (上冊:平裝)  

1.數位科技  312  

Google Analytics 網站資料分析 : 網

路行銷與商務決策的利器 / 吳燦銘

著 ; ZCT 策劃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80-

9 (平裝)  

1.網路使用行為 2.資料探勘 3.網路

行銷  312.014  

*數位平台經濟的法律挑戰 / 江雅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6158-4-5 ( 平 裝 ) 

NT$280  

1.資訊法規 2.電子商務 3.論述分析  

312.023  

一本書讀懂物聯網 / 黃建波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3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73-2 ( 平 裝 ) 

NT$410  

1.網際網路  312.07  

Wireshark 實戰演練與網路封包分析

寶典 / 陳雲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

579-3 (平裝) NT$680  

1.通訊協定 2.網際網路  312.162  

網際網路資源與雲端服務的 12 堂必

修課 / 陳德來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 石 數 位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19-1 (平裝) NT$500  

1.網際網路 2.搜尋引擎  312.1653  

數位家庭網路與居家安全監視設計

寶典 / 石維寬, 梁文耀, 鄭憲宗, 蔡智

強 編 著  .-- 新 北 市  : 經 瑋 文 化 , 

11003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62-1 (平裝)  

1.家庭網路 2.監視系統  312.166  

PhoneGap 創建 Mobile APP 設計寶典 

/ 羅子洋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003 .-- 61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63-8 (平裝)  

1.網頁設計 2.行動資訊  312.1695  

VB.NET 設計 ASP.NET Web 應用程

式武功祕笈 / 鄭博元, 郭芳熙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003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36-8 

(平裝附光碟片)  

1.網頁設計 2.全球資訊網  312.1695  

WordPress 網站架設武功祕笈 / 楊雅

潔, 李柏明, 老張作 .-- 新北市 : 易習

圖書, 110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37-5 (平裝)  

1.部落格 2.網際網路 3.網頁設計  

312.1695  

一步到位!RWD 網頁程式設計 : 帶你

用 HTML、CSS、JavaScript & jQuery、

Bootstrap 打造響應式網頁 / 陳惠貞

作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59-1 (平裝) NT$520  

1.HTML(文件標記語言) 2.CSS(電腦

程式語言) 3.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

言) 4.網頁設計 5.全球資訊網  

312.1695  

文組女孩也能上手的 WordPress 架

站手冊 / 楊雅潔, 李柏明,老張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0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460-7 

(平裝)  

1.部落格 2.網際網路  312.1695  

快速學會 WordPress 網站設計 / 楊雅

潔, 李柏明, 老張作 .-- 新北市 : 知果

文化, 110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25-1-5 (平裝)  

1.部落格 2.網際網路 3.網頁設計  

312.1695  

金魚都能懂的 CSS 選取器 : 網頁切

版、爬蟲、自動化測試都適用的超

帥氣選取技能 / 李建杭(Amos)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

986-434-739-1 (平裝)  

1.CSS(電腦程式語言) 2.網頁設計 3.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電子商務網站開發實踐 / 胡森森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7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

515-8 (平裝) NT$250  

1.電子商務 2.網頁設計 3.電腦程式

設計  312.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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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學 C 語言與運算思維 / 陳會安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3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91-4 (平裝

附光碟片)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無師自通的 C++語言程式設計 : 附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試題

解析 / 邏輯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4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540-7 (平裝) NT$680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進階程式設計 : APCS 解題策略. C

語言篇 / 王佳盈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03-645-4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戰勝 C 語言 / 蔡明志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43-8 (平裝)  

1.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Python Workout : 50 個讓你從小白變

超 人 的 紮 實 練 習 題  / Reuven M. 

Lerner 著 ; 施威銘研究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64-5 (平裝) NT$5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技術者們 : 實踐!帶你一步一

腳印由初學到精通 / 施威銘研究室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661-4 (平裝) 

NT$750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TQC+ Python3.x 機器學習基礎與應

用特訓教材 / 林英志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92-1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TQC+Python3.x 機器學習基礎與應用

特訓教材 / 林英志編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碁 峰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59-9 (平裝)  

1.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Excel 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 王作桓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6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757-5 (平裝)  

1.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翻倍效率工作術  : 詢問度破表的

Office 最強職人技 / 文淵閣工作室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744-5 (平裝)  

1.OFFICE(電腦程式)  312.49O4  

Android 十全大補 / 林俊廷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78-6 (平裝) NT$52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與應用 : 開

發 Android App 一學就上手 / 陳會安

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85-3 (平裝

附光碟片)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iOS 14 程式設計開發與應用 : 奠定

基礎概念+活用開發技巧+引領新手

輕鬆上手 / 游鴻斌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434-738-4 (平裝)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行動

資訊  312.52  

React 前端開發 : 同構應用與狀態管

理 / 侯策, 顏海鏡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17-7 (平裝) NT$540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行動資訊  

312.52  

React 學習手冊  / Alex Banks, Eve 

Porcello 原著 ; 李旭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56-8 (平裝)  

1.系統程式 2.軟體研發 3.電腦界面  

312.52  

Spring Boot 微服務跨語言  : 最強

Kotlin 後端開發終極範例 / 袁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81-5 ( 平 裝 ) 

NT$79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12.52  

超圖解 ESP32 物聯網實作入門 / 趙

英傑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60-7 (平

裝) NT$680  

1.系統程式 2.電腦程式設計 3.物聯

網  312.52  

EDA 設計流程整合 : 如何建構一台

功能完整的 EDA 伺服器 / 李博明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002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3-124-8 (平裝)  

1.作業系統 2.積體電路 3.設計  

312.54  

大數據精析 : PB 級資料倉儲企業實

戰 / 尚硅谷 IT 教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84-6 (平裝) NT$880  

1.大數據 2.資料庫 3.資料庫管理系

統  312.74  

Web 開發者一定要懂的駭客攻防術 / 

Malcolm McDonald 著 ; 江湖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740-7 (平裝)  

1.資訊安全 2.電腦網路  312.76  

力抗暗黑 : Azure 資安天使的逆襲 / 

葛明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741-4 (平

裝)  

1.資訊安全 2.網路安全  312.76  

Maya 2020 遊戲建模與動畫設計 / 張

家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21-4 

(平裝) NT$650  

1.MAYA(電腦程式) 2.電腦動畫  

312.8  

Scratch 創客遊戲程式設計 / 張家盛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18-4 (平

裝) NT$550  

1.電腦遊戲 2.電腦動畫設計  312.8  

快速學會 Flash 動畫視覺設計 / 林國

棟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1003 .-- 

4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467-9-7 (平裝附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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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腦動畫設計  312.8  

HI AI AI 通識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reating a new er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蕭勻總編輯 .-- 二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人工智慧協

會, 11002 .-- 2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199-0-4 (平裝)  

1.人工智慧  312.83  

人工智慧在機邊端即時工業應用技

術報告 / 洪崇文作 .-- 初版 .-- 雲林縣

斗六市 : 洪崇文, 11002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78-2 (平

裝) NT$250  

1.人工智慧 2.技術發展  312.83  

別 再 mnist 了  : 跨 平 台 高 平 行

Tensorflow 2 精彩上陣 / 李金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005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86-0 ( 平 裝 ) 

NT$890  

1.人工智慧  312.83  

我的 AI 同學 / 陳靜芬文 ; 蝗蟲哥哥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5-678-1 (第 2

冊:平裝) NT$290  

1.人工智慧 2.漫畫  312.83  

親子 AI 入門 / AI4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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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82-35-0 ( 平 裝 ) 

NT$360  

1.人工智慧 2.通俗作品  312.83  

文科生也學得會的機器學習分析法 / 

贊贊小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

傳訊出版社, 11004 .-- 2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194-0-9 (平裝) 

NT$320  

1.機器學習 2.資料探勘  312.831  

打造機器學習應用 : 從構想邁向產

品 / Emmanuel Ameisen 原著 ; 徐浩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6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02-758-2 (平裝)  

1.機器學習  312.831  

最新 AI 技術 : 知識圖譜集技術概念

大成 / 肖仰華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01-82-2 (平裝) NT$890  

1.知識庫 2.人工智慧 3.知識管理  

312.833  

iPad 電繪插畫入門課 : 從可愛 Q 版

到寫實,跟著練習人物插圖無痛學會! 

/ 張元綺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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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41-7 (平裝) NT$420  

1.電腦繪圖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312.86  

用 iPad & Clip Studio Paint 開創漫畫

之路 : 告別電腦與繪圖板,電繪輕鬆

隨手畫! / 青木俊直著 ; 黃嫣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658-3 (平裝)  

1.電腦繪圖 2.漫畫 3.繪畫技法  

312.86  

教 你 如 何 畫 出 「 透 亮 肌 膚 」  : 

Mignon 親自傳授肌膚著色電繪技巧

祕訣 / M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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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

9739-8 (平裝)  

1.電腦繪圖 2.繪畫技法  312.86  

學 Procreate 的第一本書 : 有 iPad 就

能畫! : 初學者也能上手的 Procreate

插畫課 / 3dtotal Publishing 編著 ; 吳

郁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63-8 (平

裝) NT$580  

1.電腦繪圖 2.繪畫技法  312.86  

療癒風超手感電繪 : 4 大技法 x12 種

風格筆刷 x6 大主題,無須購買昂貴

畫材,窩在沙發上就能畫出舒心消疲

的生活小插畫 / 鄭斐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3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6215-1-8 (平裝) NT$480  

1.電腦繪圖 2.繪畫技法  312.86  

超 Easy!Blender 3D 繪圖設計速成包 / 

倪慧君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11-

5 (平裝)  

1.電腦繪圖 2.電腦動畫  312.866  

Word 文件超頻工作術 : 用 5 分鐘搞

定一天的工作 / 鈴木真里子原著 ; 許

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2-754-4  

1.WORD(電腦程式)  312.949W53  

天文學 

有趣到睡不著的天文學 : 黑洞的真

面目是什麼? / 縣秀彥著 ; 鄭曉蘭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2-8-3 (平裝) NT$360  

1.天文學 2.宇宙 3.通俗作品  320  

星系的全貌 : 充滿謎團的星系構造

與演化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

良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176 面; 27

公分 .-- (人人伽利略系列 ; 26) .-- 

ISBN 978-986-461-241-3 ( 平 裝 ) 

NT$500  

1.恆星 2.天文學  323.8  

揭秘太空 : 人類的航天夢 / 張天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2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85-5 (平裝) 

NT$330  

1.太空科學  326.09  

大 師 典 藏 陰 陽 萬 年 曆  = Perpetual 

calendar / 萬年曆編輯小組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大孚書局有限公司, 

11003 .-- 624 面; 23 公分 .-- (擇日選

吉 ; 8) .-- 大字版 .-- ISBN 978-957-

765-422-9 (平裝) NT$500  

1.萬年曆  327.49  

大 師 專 用 陰 陽 萬 年 曆  = Perpetual 

calendar / 萬年曆編輯小組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大孚書局有限公司, 

11003 .-- 576 面; 23 公分 .-- (擇日選

吉 ; 10) .-- 大字版 .-- ISBN 978-957-

765-423-6 (平裝) NT$450  

1.萬年曆  327.49  

「資訊圖解」1 小時看懂氣候變遷 : 

從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成災,到人

類的健康威脅 / 戴維.內勒斯(David 

Nelles), 克里斯堤安.塞爾勒(Christian 

Serrer)著 ; 黃慧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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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004 .-- 128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5482-04-6 (平裝) NT$380  

1.全球氣候變遷  328.8018  

物理 

不用做實驗就能知道的趣味物理故

事 / 陳俊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資優生系列 ; 

43) .-- ISBN 978-986-453-141-7 (平裝) 

NT$220  

1.物理學 2.通俗作品  330  

物理之美 : 費曼與你談物理 / 費曼

(Richard P. Feynman)著 ; 陳芊蓉, 吳

程遠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 21 公分  .-- (科學文化  ; 

203A) .-- ISBN 978-986-525-074-4 (精

裝) NT$400  

1.物理學  330  

LabVIEW 與感測電路應用 / 陳瓊興

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03-576-1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1.LabVIEW(電腦程式) 2.量度儀器  

331.7029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公升有多少 可

以容納一切的容量單位 / 洋洋兔編

繪  .-- 新 北 市  : 螢 火 蟲 出 版 社 ,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37-5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公尺有多長 用

手腳測量出的計量單位 / 洋洋兔編

繪  .-- 新 北 市  : 螢 火 蟲 出 版 社 ,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34-4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公斤有多重 可

以掂量出來的單位 / 洋洋兔編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336-

8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公尺每秒是多

快 可以用交通工具來體現的計量單

位 / 洋洋兔編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

出版社,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338-2 ( 精 裝 )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平方公尺有多

大 讓人眼界開闊的面積單位 / 洋洋

兔編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40-5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秒有多長 與生

命等價的計量單位 / 洋洋兔編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335-

1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一焦耳是什麼 生

活中常見的計量單位  / 洋洋兔編

繪  .-- 新 北 市  : 螢 火 蟲 出 版 社 ,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41-2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瘋狂的計量單位 : 攝氏溫度是什麼 

可以用身體感受到的計量單位 / 洋

洋兔編繪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002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39-9 (精裝) NT$220  

1.度量衡  331.8  

化學 

不可思議的化學元素 : 任何人都看

得懂的元素週期表大剖析 / 喬爾.利

維(Joel Levy)作 ; 張必輝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003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809-4-4 (精裝)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最有梗的元素教室 : 週期表君與他

的元素小夥伴 / 上谷夫婦作.繪 ; 李

沛栩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03-963-9 (平

裝) NT$380  

1.化學 2.通俗作品  340  

科學實驗室裡的精油化學課 : 100 款

精油的成分效用剖析&作用指南 / 三

上杏平著 ; 林麗秀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120 面; 26 公分 .-- (香氛漫 ; 

1) .-- ISBN 978-986-302-577-1 (平裝) 

NT$580  

1.香精油 2.化學 3.芳香療法  346.71  

地質學 

史前巨獸 : Prehistoric monsters / 林俊

聰編著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博物館, 

11001 .-- 1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299-1 (平裝) NT$600  

1.古生物學 2.爬蟲類化石  359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白堊紀:

恐龍帝國的黃昏 / 智慧鳥著.繪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6-027-9 ( 精 裝 )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第三紀:

哺乳動物與鳥類的盛世 / 智慧鳥著.

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6-028-6 (精

裝) NT$320  

1.古動物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5  

Dinosaurs 爆笑恐龍漫畫. 1, 想活命就

不要和恐龍講道理! / Arnaud Plumeri

著 ; Bloz 繪 ; FunHouse 師資團隊, 賴

姵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5847-6-0 

(精裝)  

1.爬蟲類化石 2.動物圖鑑  359.574  

Dinosaurs 爆笑恐龍漫畫. 2, 恐龍戰鬥

力大比拼! / Arnaud Plumeri 著 ; Bloz

繪 ; FunHouse 師資團隊, 賴姵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5111-3-1 (精裝)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Dinosaurs 爆笑恐龍漫畫. 3, 別以為吃

素的恐龍好欺負! / Arnaud Plumeri

著 ; Bloz 繪 ; FunHouse 師資團隊, 賴

姵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

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3166-1-3 

(精裝)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Dinosaurs 爆笑恐龍漫畫. 4, 愛看熱鬧

而丟了小命的恐龍! / Arnaud Plumeri

著 ; Bloz 繪 ; FunHouse 師資團隊譯 .-



22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3166-2-0 (精裝)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恐龍爭霸大圖鑑 / 土屋健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82-4 ( 平 裝 ) 

NT$250  

1.爬蟲類化石 2.通俗作品  359.574  

我的第一本動物演化圖鑑 : 第四紀:

迎向現代 / 智慧鳥著.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6-029-3 (精裝) NT$320  

1.古人類學 2.生物演化 3.通俗作品  

359.6  

生物學 

生物學 / 黃仲義, 鍾德磊, 朱于飛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5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3-581-5 (平裝)  

1.生命科學  360  

物種源始 / 達爾文著 ; 苗德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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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512 面; 23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270) .-- ISBN 

978-986-262-457-9 (精裝) NT$660  

1.達爾文主義 2.演化論  362.1  

森意盎然 : 石硦林場生物資源解說

手冊 / 鄭勝仲, 許哲彰撰文 .-- 嘉義

縣 中 埔 鄉  : 嘉 義 縣 中 埔 鄉 公 所 ,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4-70-1 (平裝) NT$350  

1.石硦林場 2.生物志 3.解說 4.嘉義

縣中埔鄉  366.33  

好奇孩子大探索 : 我們是海洋中的

怪奇生物 / 鈴木香里武著 ; 友永太郎

繪 ; 張東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廣泛閱讀) .-- ISBN 978-986-5593-02-

5 (精裝) NT$380  

1.海洋生物 2.通俗作品  366.98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微生物學

與免疫學 / 賴志河, 王政光, 王欣凱, 

李英中, 張芸潔, 張琇蘭, 陳佳禧, 陳

冠豪, 楊舒如, 蕭欣杰, 洪小芳編著 .-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701-2 

(平裝) NT$300  

1.微生物學 2.免疫學  369  

動物學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 池边金勝

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冊 .-- ISBN 978-957-13-8647-8 (上冊:

平裝) NT$450 .-- ISBN 978-957-13-

8648-5 (下冊:平裝) NT$450  

1.野生動物 2.自然保育 3.臺灣  

385.33  

危險生物爭霸大圖鑑  / 今泉忠明

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80-0 (平

裝) NT$250  

1.動物圖鑑 2.通俗作品  385.9  

蝸牛為什麼不見了? / 三輪一雄文.

圖 ; 張東君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5-055-3 (精裝) NT$320  

1.蝸牛  386.794  

昆蟲爭霸大圖鑑 / 小野展嗣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81-7 ( 平 裝 ) 

NT$250  

1.昆蟲 2.通俗作品  387.7  

應 用 昆 蟲 學  : 蟲 害 管 理  / N. S. 

Talekar(戴樂楷), 蕭文鳳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68-4 ( 平 裝 ) 

NT$380  

1.昆蟲學  387.7  

與蜜蜂共舞  : 安奎的蜜蜂手札  = 

Dancing with honey bee / 安奎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003 .-- 

330 面; 23 公分 .-- (Do 科學 ; 16)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68-5-9 

(平裝) NT$560  

1.蜜蜂  387.781  

自然生活記趣  : 台灣蜥蜴特輯  = 

Nature.travel.life / 凃昭安, 江志緯, 曾

志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印斐納禔

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1100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216-2-7 

(平裝) NT$750  

1.蜥蜴 2.動物圖鑑 3.臺灣  388.7921  

動手來挖掘  : 原始恐龍大發現  / 

Emmanuelle Ousset 作 ; Allison Black

插圖 ; 李旻諭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4 .-- 80

面; 9X17 公分 .-- ISBN 978-986-5528-

67-6 (精裝) NT$650  

1.爬蟲類 2.通俗性讀物  388.794  

人類學 

人體大研究 / 山田真文 ; 山內和朗

圖 ; 周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 26 公 分  .-- ( 知 識 繪 本  ; 

AKP012R) .-- ISBN 978-986-5566-31-9 

(精裝) NT$300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學 3.繪本  394  

解釋你的腦 : 從神經科學論大腦的

怪 癖 與 異 常  / 馬 克 . 丁 曼 (Marc 

Dingman)作 ; 梁永安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立 緖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44 面; 21 公分 .-- (世界公

民叢書) .-- ISBN 978-986-360-169-2 

(平裝) NT$360  

1.腦部 2.神經學  394.911  

關於大腦的七又二分之一堂課 / 麗

莎 . 費 德 曼 . 巴 瑞 特 (Lisa Feldman 

Barrett)著 ; 蕭秀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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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科學新

視野 ; 170) .-- ISBN 978-986-5482-05-

3 (平裝) NT$320  

1.腦部 2.神經學 3.通俗作品  

394.911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解剖生理

學 /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 

第十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707-4 (平

裝)  

1.人體解剖學 2.人體生理學  397  

應用科學類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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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 / 余鑑, 上官百祥, 簡佑宏, 

陳勇安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71-6 

(平裝)  

1.生活科技  400  

給孩子的神奇仿生科學 : 醫療、再

生能源、環保塑膠、永續建築......未

來厲害科技都是偷學大自然的! / 穆

里埃.居榭(Muriel Zurcher)作 ; 蘇瓦.

巴拉克(Sua Balac)繪 ; 許雅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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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64 面; 29 公分 .-- 

(小野人 ; 39) .-- ISBN 978-986-384-

492-1 (精裝)  

1.生活科技 2.仿生學 3.通俗作品  

400  

改變世界的科技發明 / 凱瑟琳.巴爾, 

史蒂夫.威廉斯文字 ; 艾米.赫斯本繪

圖 ; 周怡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4 .-- 40 面; 28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986-5593-

07-0 (精裝) NT$360  

1.科學技術 2.歷史 3.通俗作品  409  

醫藥 

醫療倫理與法律個案研究 / 廖又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亞東技術學院, 

11003 .-- 1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01-1-5 (平裝)  

1.醫學倫理 2.醫事法規 3.個案研究  

410.1619  

漫畫醫學 : 夏日危機 / 科學少年編輯

部編 ; 張容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4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32-8996-8 (平裝) NT$360  

1.家庭醫學 2.保健常識  410.46  

趣味醫療史 : 腦科醫師的私房故事;

身體,疾病,與醫學的古往今來 / 汪漢

澄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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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32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0) .-- ISBN 

978-986-344-913-3 (平裝) NT$400  

1.醫學史 2.通俗作品  410.9  

每天懂一點科學的自癒免疫力 : 哈

佛、牛津醫生沒說但一直實踐的 16

個保健秘訣 / 優渥客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4-16-2 

(平裝) NT$280  

1.健康法 2.免疫力  411.1  

想遠離煩惱先管住你的腦 : 54 招超

強馭腦術,工作、人際、戀愛問題迎

刃而解! / 加藤俊德著 ; 劉宸瑀, 高詹

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657-6 (平裝)  

1.健腦法 2.生活指導  411.19  

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 : 哈佛醫生兼

劍橋廚師,教你靠飲食對抗抑鬱、焦

慮、強迫症和失眠等心理困擾 / 烏

瑪.納多(Uma Naidoo)著 ;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5 .-- 336 面; 23 公分 .-- (Easy ; 

100) .-- ISBN 978-986-5548-76-6 (平裝) 

NT$460  

1.健康飲食 2.營養 3.健腦法  411.3  

吃不胖的免疫力飲食法 : 吃對食物

X 調整腸道 X168 斷食法,一定健康

瘦下來 / 石黑成治著 ; 林巍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化 ; 163) .-- ISBN 

978-957-13-8711-6 (平裝) NT$350  

1.健康飲食 2.減重  411.3  

抗氧化芝麻的飲食奇蹟 : 東大醫生

傳授的超級食物,一天一匙,兩週身體

指數降 5 歲!一次學會 6 種抗糖、抗

病又抗老的芝麻粉 x46 道活用料理,

吃出健康與年輕! / 伊藤明子著 ; 張

郁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128 面; 21

公分 .-- (健康樹 ; 90) .-- ISBN 978-

986-99728-8-8 (平裝) NT$360  

1.飲食健康 2.芝麻 3.食譜  411.3  

京虎子說 : 這麼吃才科學 / 京虎子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26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80-0 (平裝) 

NT$350  

1.健康飲食 2.健康法  411.3  

席捲全球!從零學做美味綠拿鐵 : 一

看就懂的 66 道黃金比例配方,改善

氣色、維持體態、增強免疫一次到

位,輕鬆喝出健康與美麗 / 斐恩.格林

(Fern Green)著 ; 林雅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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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59-271-5 ( 平 裝 ) 

NT$380  

1.飲料 2.健康飲食  411.3  

透視營養圖鑑 食物代換超 easy / 黃

鈴君, 楊于嬋, 唐儀珊, 蔣宗如, 蔡馨

儀, 翁祥育, 胡媛婷, 李佳欣, 葉宥璘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黃鈴君 , 

11004 .-- 112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573-7 (平裝) NT$580  

1.營養 2.健康飲食  411.3  

純素時代來臨! : 國際蔬食營養權威,

教你成為自己的營養師,打造天然自

癒力 / 布蘭達.戴維斯(Brenda Davis), 

薇珊托 .梅麗娜(Vesanto Melina)著 ; 

謝宜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89-

428-4 (平裝) NT$699  

1.素食 2.健康飲食 3.營養學  

411.371  

30+增肌訓練 : 肌肉不足毛病多,儲肌

運動跟我這樣做 / 郭曉韻, 曾品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0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816-5-

1 (平裝) NT$420  

1.運動健康 2.運動訓練  411.7  

心意合一,運動與意識融為一體,體驗

運動新感受。 / 吳彬, 叢遠新, 呂韶

鈞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創有限公司, 11004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10-58-9 (平裝) 

NT$300  

1.運動健康 2.武術  411.71  

*50 組在家徒手健身腹腿臀計畫 / 卡

特 琳 娜 . 布 林 克 曼 (Katharina 

Brinkmann)著 ; 曾致祥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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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 面; 23 公分 .-- 

(Live & Learn ; 82) .-- ISBN 978-986-

5482-00-8 (平裝) NT$320  

1.健身運動 2.運動訓練  411.711  

五分鐘柔性深蹲 x 腳跟著地 : 有效

強化隨年齡流失的肌肉和骨質 / 中

村幸男著 ; 謝晴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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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128 面; 23 公分 .-- (Care ; 

57) .-- 樂齡大字版 .-- ISBN 978-957-

13-8702-4 (平裝) NT$300  

1.健身運動  411.711  

美皇后健身教室 / 王惠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泛美國際文

教基金會, 11003 .-- 208 面; 26 公分 .-

- (大中華禮儀百科全書 ; 5) .-- ISBN 

978-986-06221-0-2 (平裝) NT$480  

1.減重 2.健身運動 3.食譜  411.711  

看漫畫輕鬆學 : 正確健康的姿勢 / 野

井真吾監修 ; 大野直人漫畫.繪圖 ; 

原木櫻翻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056-0 (平裝) NT$350  

1.姿勢 2.健康法 3.漫畫  411.75  

增肌減脂 : 4+2R 代謝飲食法 / 王姿

允, 急診女醫師其實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 264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飲食 ; 

139) .-- ISBN 978-986-5582-23-4 (平裝) 

NT$450  

1.減重 2.健康飲食  411.94  

前瞻基礎拉曼光譜圖集 : 濫用藥物

篇. 一 = The library of raman spectra : 

abuse drugs(I) / 林金富總編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11004 .-- 21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9-13-9 ( 平 裝 ) 

NT$325  

1.藥物檢驗 2.藥物濫用 3.毒物檢驗

分析  412.36  

新北中醫輝煌 70 : 新北市中醫師公

會 70 週 年 紀 念 專 刊  = 

Commemorative book of New Taipei 

City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Association / 詹益能總編輯 .-- 初版 .-

- 新北市 : 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

會, 11003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473-1-8 (精裝) NT$500  

1.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2.中醫 3.文集  

413.07  

圖解內經 / 李家雄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4-4 (平裝) NT$380  

1.內經 2.中醫典籍 3.養生  413.11  

老中醫教你四季全方位養生 / 謝文

英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出版社, 11004 .-- 2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51-5-5 ( 平 裝 ) 

NT$300  

1.中醫 2.養生 3.健康法  413.21  

金匱要略新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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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88-4 (平裝) NT$500  

1.金匱要略 2.中醫典籍  413.31  

圖解傷寒論 / 李家雄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66-0 (平裝) NT$350  

1.傷寒論 2.中醫典籍  413.32  

中醫婦科診治心法 : 中西醫結合 / 鄭

淑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道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3

公分 .-- (中醫寶典 ; 1) .-- ISBN 978-

986-7232-84-7 (精裝) NT$480  

1.婦科 2.中醫治療學 3.中醫診斷學 4.

中西醫整合  413.6  

針灸源流論 : 中國針灸的概念與思

想 / 張樹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養生方技叢書) .-- 

ISBN 978-957-19-3264-4 (平裝)  

1.針灸  413.91  

六筋經點穴療法 / 邱谹益著 .-- 臺北

市 : 致出版, 11003 .-- 19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73-08-9 (平裝) 

NT$1000  

1.穴位療法 2.經穴 3.經絡  413.912  

認識穴位 / 吳長新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38 面; 21 公分 .-- (保健叢

書 ; 74) .-- ISBN 978-957-08-5711-5 

(平裝) NT$290  

1.經穴  413.912  

養心 : <<養氣>>進階版. 提升能量的

修心三法 / 高堯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 智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方智好

讀 ; 136) .-- ISBN 978-986-175-587-8 

(平裝) NT$330  

1.氣功 2.養生  413.94  

24 節氣養生食方 / 中國養生文化研

究中心作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240 面; 23 公分 .-- (都會健康館 ; 

Health+165) .-- ISBN 978-986-06226-0-

7 (平裝) NT$420  

1.藥膳 2.食療 3.養生  413.98  

中藥臨床藥學總論 / 梅全喜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台灣中藥臨床學會, 

11003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20-0-3 (平裝) NT$800  

1.藥理學 2.中藥藥理  414.3  

中藥材與漢方藥圖鑑事典 / 田中耕

一郎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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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36-44-2 (平

裝) NT$500  

1.中藥材 2.植物圖鑑 3.養生  

414.3025  

24 節氣養生藥方 / 中國養生文化研

究中心作 .-- 修訂三版 .-- 臺北市 : 大

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240 面; 23 公分 .-- (都會健康館 ; 

Health+166) .-- ISBN 978-986-06226-1-

4 (平裝) NT$420  

1.藥方 2.養生 3.節氣  414.65  

病歷資訊管理學 =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范碧玉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2 .-- 

6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

390-2 (精裝)  

1.病歷管理 2.資訊管理  415.206  

病歷資訊管理學 =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范碧玉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范碧玉出版, 11002 .-- 6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9-

2 (精裝) NT$800  

1.病歷管理 2.資訊管理  415.206  

超音波原理與儀器  / Frederick W. 

Kremkau 原著 ; 丁健益, 郭瓊文翻

譯 .-- 第十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

爾有限公司, 11004 .-- 40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654-7-7 (精裝)  

1.超音波學  415.2168  

專為腎臟病調理設計的五感飲食療

法 : 專業醫師 X 營養師精心調配!好

食慾才有好健康! / 工藤靖夫監修 ; 

黃筱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11-646-0 (平

裝)  

1.腎臟疾病 2.食療  415.84  

神經物理治療學 / 王瑞瑤, 林光華, 

林桑伊, 胡名霞, 張雅如, 陳綉儀,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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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明, 湯佩芳, 蕭世芬, 戴英子, 謝宗

勳, 楊雅如作 .-- 第三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99068-7-6 (上冊:平裝) 

NT$700 .-- ISBN 978-986-99068-8-3 

(下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986-

99068-9-0 (全套:平裝)  

1.神經系統疾病 2.物理治療  415.9  

阿公笑一下 有我照顧你 / 陳乃菁, 劉

盈慧, 康宗仰, 李林, 蘇秋萍文字 ; 周

怡蓁繪圖 .-- 初版 .-- 高雄市 : 長庚醫

療 財 團 法 人 高 雄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 

11003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6990-7-5 (平裝)  

1.老年失智症 2.繪本  415.934  

阿嬤親一下 / 陳乃菁, 劉盈慧, 康宗

仰, 李林, 蘇秋萍文字 ; 康宗仰繪圖 .-

- 初版 .-- 高雄市 : 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1003 .-- 2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90-8-2 

(平裝)  

1.老年失智症 2.繪本  415.934  

老化與阿茲海默症 / 侯婷譯, 張鴻議, 

蘇益仁合著 .-- 一版 .-- 臺南市 : 美力

齡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35

面; 23 公分 .-- (美力齡書系 ; 2) .-- 

ISBN 978-986-97949-1-6 ( 平 裝 ) 

NT$320  

1.阿茲海默症 2.老化  415.9341  

親愛的爺爺,生日快樂! / 鄭淑萍著 ; 

吳昭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22-519-3 (精裝) NT$280  

1.老年失智症 2.繪本  415.9341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 潘璦琬, 張雁

晴, 褚增輝, 呂淑貞, 劉智民, 王勝輝, 

詹佩穎, 吳國榮, 鄭南鵬, 張自強, 汪

翠瀅, 陳薇安, 陳明德, 蘇韋列, 吳建

徳, 柯瑋婷, 陳德群, 陳韻玲, 吳佳芳, 

施以諾, 李致瑩, 范珈維, 李翊溱, 簡

位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有限公司, 11002 .-- 43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9068-6-9 ( 平 裝 ) 

NT$650  

1.精神疾病治療 2.職能治療  415.97  

我的異想世界 / 呂芳穎著 ; 黃愷芸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

518-6 (精裝) NT$280  

1.精神分裂症 2.精神衛生學 3.繪本  

415.983  

生存是件苦差事 : 三十而立的成人

亞斯自助手冊 / 蔡允中口述 ; 邱靖雄

總編輯 .-- 臺北市 : 橋樑文化工作室, 

11004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363-9-4 (平裝) NT$500  

1.亞斯伯格症 2.人際關係  415.988  

亞斯伯格症實用指南 / 東尼.艾伍德

(Tony Attwood)著 ; 何善欣譯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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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53) .-- ISBN 978-986-99870-3-5 

(平裝) NT$320  

1.亞斯伯格症 2.自閉症  415.988  

屬於他們的世界 / 高菱讌著 ; 姜旻萱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

521-6 (精裝) NT$280  

1.自閉症 2.通俗作品  415.988  

瑞瑞的小精靈 / 蔡慧如著 ; 陳為哲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

515-5 (精裝) NT$280  

1.妥瑞氏症 2.繪本  415.9896  

郝畢薯的 BISU 人生 / 郭文原著 ; 林

欣緣, 林欣瑤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517-9 ( 精 裝 ) 

NT$280  

1.焦慮症 2.人際關係 3.繪本  

415.992  

睡眠障礙與老化失智 / 何豐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豐群生技有限公司, 

11004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772-2-6 (平裝) NT$580  

1.睡眠障礙症 2.保健常識  415.9983  

膝關節修復全書 : 前十字韌帶撕裂.

慢性膝蓋疼痛.退化性關節炎,25 種

常見膝蓋問題的修復照護指南 / 羅

伯特.F.拉普雷德(Robert F. LaPrade), 

盧克.歐布萊恩(Luke O'Brien), 豪爾赫.

查拉(Jorge Chahla), 尼古拉斯.I.肯尼

迪(Nicholas I. Kennedy)著 ; 王念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84 面; 26

公分 .-- (健康樹系列 ; 156) .-- ISBN 

978-986-507-283-4 (平裝) NT$550  

1.膝痛 2.保健常識  416.618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 眼球解

剖生理學及眼睛疾病  / 蘇俊峰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04-3 (平

裝)  

1.眼科 2.眼部疾病  416.7  

彩色圖解眼部醫美手術指引 / Alina 

Fratila, Alina Zubcov-Iwantscheff, 

William P. Coleman 原著 ; 王思翰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2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8-388-9 (精裝)  

1.眼科 2.眼部疾病  416.7  

顧好牙齒不生病 : 牙醫博士教你從

牙周病到癌症都能治癒的飲食療法 / 

小峰一雄作 ; 劉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康 ; B490) .-- 

ISBN 978-986-5408-50-3 ( 平 裝 ) 

NT$320  

1.牙齒 2.牙科 3.保健常識  416.9  

孩子,我只是還沒準備好愛你 : 一個

母親最希望被聽見的心聲,一段從產

後憂鬱復原的旅程  / 蘿拉 .杜奎爾

(Laura Dockrill)著 ; 簡萱靚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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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82-26-8 (平裝) 

NT$360  

1.產後憂鬱症  417.383  

抗癌真相 : 代謝療法如何推翻醫學

上最根深蒂固的範式,形塑癌症治療

的 未 來  / 崔 維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森

(Travis Christofferson)著 ; 潘昱均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74-9-

9 (平裝) NT$420  

1.癌症 2.治療學 3.新陳代謝  417.8  

抗癌常備菜 202 道 : 天天這樣吃,戰

勝癌細胞 / 劉金英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622-9-2 (平裝) NT$350  

1.癌症 2.健康飲食 3.食譜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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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術前心理衛教團體手冊 : 

臨床的現場與實務 / 曾嫦嫦, 吳治勳, 

吳文珺, 陳思臻, 陳品樺, 陳奕靜, 洪

家暐, 張煥, 洪瑞可, 簡靖維, 洪國倫, 

鄭逸如著 ; 鄭逸如, 曾嫦嫦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14-8 ( 平 裝 ) 

NT$500  

1.癌症 2.病人 3.醫病溝通 4.醫學心

理學  417.8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藥理學 / 黃

安正, 王國正, 張婉暄, 陳姮蓉編著 .-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702-9 

(平裝) NT$330  

1.藥理學  418.1  

走在變革之路 : 朱茂男與臺灣藥業

發展 50 年 / 朱茂男口述 ; 陳榮裕採

訪撰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朱茂男, 

11005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620-8 (平裝)  

1.製藥業 2.歷史 3.臺灣  418.610933  

毒道之處看不見的危機! = The way 

of toxicity : the hidden hazard in our 

daily life! / 劉秉慧, 劉興華, 陳惠文, 

姜至剛, 華國泰, 陳珮珊, 蔡幸真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

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 (毒道之處系列叢書 ; 5) .-- 

ISBN 978-986-97587-2-7 ( 平 裝 ) 

NT$360  

1.毒理學 2.通俗作品  418.7  

ABC 懶人瘦身蔬果汁 : 只要三種食

材,一天一杯快速瘦肚、喝出紅潤好

氣色! / 柳炳旭著 ; 林芳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健康樹 ; 157) .-- ISBN 978-986-507-

296-4 (平裝) NT$330  

1.食療 2.果菜汁  418.915  

物理治療鑑別診斷 : 篩檢與轉介 / 

Catherine Cavallaro Goodman, John 

Heick, Rolando T. Lazaro 著 ; 王子娟

審校 .-- 第六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

唯爾有限公司, 11004 .-- 7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654-6-0 (平

裝)  

1.物理治療 2.診斷  418.93  

園藝心療 : 在現代世界尋覓自然 / 蘇.

史都華-史密斯(Sue Stuart-Smith)著 ; 

朱崇旻譯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400 面; 21 公

分 .-- (心理 ; 64) .-- ISBN 978-986-

137-318-8 (平裝) NT$400  

1.自然療法 2.園藝學  418.96  

理想情緒 : 用草藥、精油、適應原

找到內在平衡的情緒排毒計畫 / 莎

拉 . 查 納 . 希 爾 佛 斯 坦 (Sara-Chana 

Silverstei)著 ; 傅雅楨, 何佳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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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033-6 (平裝)  

1.心靈療法 2.芳香療法 3.情緒管理  

418.98  

只要我們肩並肩 / 路克.亞當.霍克

(Luke Adam Hawker)著 ; 劉碩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8 .-- 64 面; 25 公

分 .-- (優生活 ; 25) .-- ISBN 978-986-

06101-2-3 (精裝) NT$500  

1.藝術治療 2.繪本  418.986  

藝術本位治療研究法 / 雄恩.麥可尼

夫(Shaun McNiff)著 ; 吳明富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25-4 ( 平 裝 ) 

NT$420  

1.藝術治療  418.986  

身心靈五行經絡情志與十四正經精

油 / 洪若萍作 .-- 初版 .-- 高雄市 : 豐

姿企業行, 11005 .-- 29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7673-2-3 ( 平 裝 ) 

NT$390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魔藥調配聖典 : 關於薰香、精油、

花草精、藥草浴、香包、香粉等的

魔法調配術 / 史考特.康寧罕(Scott 

Cunningham)著 ; 張家瑞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3 .-- 272 面; 23 公分 .-- (Mystery ; 

33) .-- ISBN 978-986-99768-7-9 (平裝) 

NT$399  

1.芳香療法 2.香精油  418.995  

AI 快思 你慢想 : 許惠恒院長給決策

者的 6 張處方箋 / 許惠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系, 110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29853-6-6 (平裝) NT$460  

1.醫院行政管理 2.醫療科技 3.人工

智慧  419.2  

慈濟醫療志業 :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 

= Tzu Chi mission of medicine / 佛教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003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8-3-8 

(精裝) NT$350  

1.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2.醫療服

務 3.公益事業  419.333  

基本護理學 = Basic nursing / 蘇麗智, 

簡淑真, 劉波兒, 蘇惠珍, 林靜娟, 呂

麗卿, 陳明莉, 羅筱芬, 李淑琍, 林淑

燕, 賴秋絨, 邱淑玲, 陳淑齡, 謝珮琳, 

林玉惠, 黃月芳, 葉秀珍, 潘美蓉, 李

家琦, 李美雲, 歐倫君, 林唐愉, 蔡麗

雲, 顧家恬, 葉秀瑛, 洪慧容, 劉月敏

編著 ; 周慧琍總編輯 .-- 四版 .-- 臺北

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冊 .-- ISBN 978-986-194-587-3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194-588-0 (下

冊:平裝)  

1.基本護理學  419.6  

基礎護理學實訓學習指導 / 隋國輝

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

680-511-0 (平裝) NT$200  

1.護理學  419.6  

臨床綜合模擬教案 / 李碧霞, 林寶玉, 

林家綾, 邱文璽, 曹天怡, 傅雅麟, 簡

芷茵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708-1 (平裝) NT$500  

1.護理教育 2.臨床醫學 3.個案研究  

419.63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護理行政 / 

林素戎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新 文 京 開 發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3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705-0 (平裝)  

1.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長期照顧服務教學資源手冊 = Long-

term care service teaching resource book 

/ 江國樑主編 .-- 屏東縣屏東市 : 屏

東縣政府, 11002 .-- 11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72-05-4 (平裝)  

1.長期照護 2.健康照護體系 3.手冊  

419.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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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科護理研討 / 鄧惠琴, 王燕慧, 

楊嘉玲, 王金淑, 邱文璽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003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9-

964-3 (平裝) NT$50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內外科護

理學 /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703-6 (平

裝) NT$450  

1.內外科護理  419.82  

安寧與緩和照護 : 概念與實務 / 施勝

烽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有限公司, 11002 .-- 344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362-746-3 ( 平 裝 ) 

NT$756  

1.緩和護理 2.安寧照護 3.生命終期

照護  419.825  

安寧療護溝通實務 : 從真實案例學

習 實 用 技 巧  / 珍 妮 特 . 鄧 菲 (Janet 

Dunphy)著 ; 李閏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89-

6 (平裝)  

1.安寧照護 2.緩和醫療照護 3.生命

終期照護  419.825  

產科護理學綜論教材  / 張靖梅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0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710-4 (平

裝) NT$300  

1.產科護理  419.83  

兒科護理學重點精粹 / 林寶玉, 林琦

華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永大書局

有限公司, 11002 .-- 36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278-0-0 (平裝)  

1.小兒科護理  419.84  

早產寶寶健康手札 = Premature infant 

diary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1002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9-10-8 (平裝) NT$12  

1.早產兒護理  419.843  

全方位護理應考 e 寶典 : 精神科護

理學 /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 .-- 第十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3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30-706-7 (平裝)  

1.精神科護理  419.85  

家政 

家政概論 / 張文軫, 張嘉苓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74-7 (平裝)  

1.家政  420  

裝修不 NG!泥作工法大全 / 美化家

庭編輯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

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06-1-2 

(平裝) NT$480  

1.家庭佈置 2.室內設計 3.空間設計  

422.5  

從此不會穿錯 : 從臉型、骨架診斷

選出最適合你的服裝! / 冨澤理惠著 ; 

李璦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

版有限公司, 11005 .-- 112 面; 21 公

分 .-- (討論區 ; 43) .-- ISBN 978-986-

179-629-1 (平裝) NT$380  

1.衣飾 2.時尚 3.生活指導  423.23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10 級 / 化妝品

與時尚彩妝系編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 11003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89-91-9 (平裝)  

1.美容 2.造型藝術  425  

口罩底下的美容術 : 打造小顏、挺

鼻、豐脣、蛋白肌!美麗藏不住!越

戴越漂亮! / 川上愛子, Tommy, 間間

田佳子著 ; 羅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03-5 (平裝) NT$350  

1.化粧術 2.美容  425.4  

彩妝設計 / 盧芃秝(麗容), 盧兆琦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5-0 (平裝)  

1.化粧術  425.4  

藝術指甲 / 黃燕容, 陳幼珍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6-7 (平裝)  

1.指甲 2.美容  425.6  

刺繡人的實用選色基本 : 簡單色調

就 好 看 ! 穿 上 刺 繡 的 季 節  / 日 本

VOGUE 社授權 ; 周欣芃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120 面; 30 公分 .-- (Stitch 刺

繡誌 ; 18) .-- ISBN 978-986-302-578-8 

(平裝) NT$450  

1.刺繡 2.手工藝  426.2  

這本超好用!休日手作服基礎全書 / 

水野佳子作 ; 劉冠婷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27-0-6 (平裝) NT$380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專業裁縫師的紙型修正祕訣 : 以市

售&手作書附錄紙型作出最合身的

手作服 / 土屋郁子著 ; 瞿中蓮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3 .-- 152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19) .-- ISBN 978-

986-302-579-5 (平裝) NT$580  

1.縫紉 2.衣飾 3.手工藝  426.3  

高級手工訂製紳士鞋 / 三澤則行監

修 ; 劉向潔譯 .-- 修訂 1 版 .-- 臺北

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事業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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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144-2 (精裝) NT$2500  

1.皮革 2.鞋 3.手工藝  426.65  

簡單就好!手作人的輕鬆自在小包包 

/ BOUTIQUE-SHA 授權 ; 周欣芃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003 .-- 80 面; 26 公分 .-- 

(輕‧布作  ; 48) .-- ISBN 978-957-

9623-66-7 (平裝) NT$320  

1.手提袋 2.手工藝  426.7  

袖珍娃娃服裝紙型設計 / 関口妙子

作 ; 周欣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

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003 .-- 112 面; 26 公分 .-- 

(愛生活 ; 110) .-- ISBN 978-986-5520-

40-3 (平裝)  

1.洋娃娃 2.手工藝  426.78  

神奇熱縮片的異想飾界 = Handmade 

shrink plastic accessories / 黃于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 

11002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06117-0-0 (平裝)  

1.裝飾品 2.手工藝  426.9  

NHK きょうの料理冷凍快煮一人餐 : 

會用微波爐就會煮!營養均衡、方便

省時的烹飪密技 / 堤人美著 ; 黃嫣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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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004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652-1 (平裝)  

1.食譜  427.1  

到老師府辦桌 : 台北老家族的陳家

菜 / 陳玠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752-9 (平裝) NT$350  

1.食譜 2.飲食風俗  427.1  

姊弟煮廚  : 廚房 ,超乎你的想像  / 

Paulina, Jerr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0-59-

6 (平裝)  

1.食譜 2.烹飪  427.1  

兒童營養餐 / 梅依舊著 .-- 一版 .-- 新

北 市  : 優 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92 面; 26 公分 .-- (Cooking ; 

4) .-- ISBN 978-986-06127-8-3 (平裝) 

NT$420  

1.食譜  427.1  

*是媽媽教我成為美食家 / 佐藤敦子

著 ; 葉韋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

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生活方

舟 ; 30) .-- ISBN 978-986-99668-7-0 

(平裝) NT$380  

1.食譜  427.1  

媽媽的菜 : 傅培梅家傳幸福的滋味 / 

程安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

文創有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72-1-4 (平

裝) NT$380  

1.食譜 2.烹飪  427.1  

味蕾之間 : 在自家廚房也能做出融

合亞洲風味的高級法式料理 / 許安

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3 .-- 1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59-88-5 (精裝) 

NT$350  

1.食譜 2.烹飪 3.法國  427.12  

當代法式料理聖經 : 50 位法國星級

名廚的代表作,食譜 X 創意發想 X

設計概念 / 海倫.路辛(Hélène Luzin)

作 ; 林惠敏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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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3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8-660-3 (精裝) NT$1500  

1.食譜 2.烹飪 3.法國  427.12  

獨裁者的廚師 / 維特多.沙博爾夫斯

基(Witold Szabłowski)著 ; 葉祉君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84

面; 21 公分 .-- (Beyond ; 15)(世界的

啟迪) .-- ISBN 978-986-06253-0-1 (平

裝) NT$420  

1.烹飪 2.傳記  427.12  

太陽之手吳武憲的奶素、減麩質麵

包書 / 吳武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

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限公司發行 , 

11003 .-- 224 面; 26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10) .-- ISBN 978-986-99246-

8-9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世界第一簡單!3 分鐘懶人 BOX 麵包 

/ 齋藤由郁里著 ; 連雪雅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96 面; 22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927 種)(玩味 ; 20) .-- ISBN 978-

957-33-3680-8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低敏食材自由配 42 款無麩質安心甜

點 / 森崎繭香著 ; 丁廣貞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

書 堂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3 .-- 104 面; 26 公分 .-- (烘焙良

品 ; 91) .-- ISBN 978-986-7627-33-9 

(平裝) NT$350  

1.點心食譜  427.16  

東京藏前名店的燒菓子 / 毛宣惠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

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96 面; 

26 公分 .-- (Joy cooking ; 142) .-- ISBN 

978-986-6210-76-1 (平裝) NT$350  

1.點心食譜  427.16  

幸福烘焙 : 嚴選歐日天然酵母麵包

風味 / 李宜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 110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972-2-

1 (平裝) NT$320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起司蛋糕的味覺新世界 / 田中博子, 

吉野陽美, 中川たま, 鶴見昂, 長田佳

子, 今井ようこ作 ; 李亞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004 .-- 96

面; 26 公分 .-- (悅滋味 ; 131) .-- ISBN 

978-986-5520-43-4 (平裝)  

1.點心食譜  427.16  

義大利糕點百科圖鑑 / 佐藤礼子作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24 公分 .-- (Easy cook) .-- ISBN 978-

986-98142-9-4 (精裝) NT$460  

1.點心食譜 2.義大利  427.16  

贈禮的菓子 / 張修銘, 張為凱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176 面; 26 公分 .-- 

(Baking ; 2) .-- ISBN 978-986-06127-7-

6 (平裝) NT$450  

1.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製作動物造型 / 許博倫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許博倫, 11003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81-

2 (平裝)  

1.點心食譜 2.麵包  427.16  

魔法蛋糕 : 來自法國的新口感魔法

蛋糕 / 飯田順子著 ; 彭春美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3 .-- 80 面; 26 公分 .-- (簡單

食光 ; 4) .-- ISBN 978-957-686-804-7 

(平裝) NT$280  

1.點心食譜  427.16  

Costco 便當好食提案 / 卡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 

110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4-45-5 (平裝) NT$420  

1.食譜 2.烹飪  427.17  

今天吃便當 : 利用周末,採買整週食

材,設計出便當常備菜概念,輕鬆省時

又簡單,不論上班族或外食族,在家在

外三餐都能大啖便當饗宴! / 戀戀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事業

有限公司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

限公司發行, 11003 .-- 224 面; 23 公

分 .-- (廚房 Kitchen ; 109) .-- ISBN 

978-986-99246-7-2 (平裝) NT$420  

1.食譜 2.烹飪  427.17  

私廚蔬食 : 文青主廚 Jerry 的風格蔬

食,用家常食材,醞釀豐盛美好的無肉

料理 / 陳昆煌著 .-- 新北市 : 臺灣廣

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004 .-- 192

面; 23 公分 .-- (生活風格 ; 97) .-- 

ISBN 978-986-130-484-7 ( 平 裝 ) 

NT$350  

1.蔬菜食譜  427.3  

純植料理美味攻略 / 庄司泉作 ; 黃詩

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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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401-481-1 (平

裝) NT$420  

1.蔬菜食譜  427.3  

獨門絕學 招牌拉麵技術教本 / 旭屋

出版編輯部編著 ; 龔亭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1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1-480-4 ( 平 裝 ) 

NT$480  

1.麵食食譜 2.日本  427.38  

豐富多元烘焙米麵食 / 邱献勝, 馮寶

琴, 陳昱蓁, 鍾昆富著 .-- 一版 .-- [新

北 市 ] : 上 優 文 化 事 業 有限 公 司 , 

11003 .-- 176 面; 26 公分 .-- (烘焙生

活 ; 45) .-- ISBN 978-957-9065-56-6 

(平裝) NT$420  

1.麵食食譜 2.點心食譜  427.38  

作家們都喝什麼酒 / 阿波羅出版社

(Apollo Publishers)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人文 ; 

29) .-- ISBN 978-986-323-373-2 (平裝) 

NT$350  

1.調酒  427.4  

奶茶 Milk Tea 特調 101 / 李相旼作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

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004 .-- 248 面; 22 公分 .-- (悅滋

味 ; 133) .-- ISBN 978-986-5520-41-0 

(平裝)  

1.茶食譜  427.41  

咖啡品牌力 / 善本出版有限公司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睿其書房出

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 

11004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0-39-7 (平裝)  

1.咖啡 2.設計  427.42  

頂尖咖啡師給新手的入門讀本 : 成

為咖啡行家+晉級咖啡達人 / 小池美

枝子作 ; 謝佩芙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003 .-- 224 面; 21 公

分 .-- (悅滋味 ; 38) .-- ISBN 978-986-

5520-42-7 (平裝)  

1.咖啡  427.42  

500 種經典醬料 / 王景茹, 陳鴻源, 倪

心儀, 蕭富臣, 莊芷儀作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550-2 (平裝) NT$430  

1.調味品 2.食譜  427.61  

孩子的健康不能等 : 寫給父母的兒

童營養功能醫學 / 胡文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058-3-9 (平裝) NT$330  

1.育兒 2.幼兒健康 3.親職教育  428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  / 小雨麻

作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296 面; 20 公

分 .-- (家庭與生活 ; 68) .-- ISBN 978-

957-503-967-7 (平裝) NT$380  

1.育兒 2.食譜 3.小兒營養  428.3  

跨學科泌乳照護核心課程 / Suzanne 

Hetzel Campbell, Judith Lauwers, 

Rebecca Mannel, Becky Spencer[原著] ; 

王淑芳, 毛心潔, 吳芃彧, 洪增陽, 翁

少萍, 高美玲, 梁瑀書, 楊誠嘉, 鄭為

仁譯 .-- 花蓮市 : 維兒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9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42-2-2 (平裝)  

1.母乳哺育 2.泌乳 3.育兒  428.3  

好好說、慢慢懂,不吼不罵力量大.陪

伴高敏感孩子的親子情緒教養課 / 

明橋大二作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371-279-4 (平裝)  

1.親職教育 2.育兒 3.兒童心理學  

428.8  

高敏感男孩的簡易指南 : 如何培養

孩童長大成人與避免創傷 / Betsy de 

Thierry 著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004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14-0 

(平裝) NT$250  

1.親職教育 2.育兒 3.兒童心理學 4.

男性  428.8  

5 件 居 家 用 品 取 代 一 家 藥 妝 店  / 

smarticular.net 著 ; 黃鎮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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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

分 .-- (Live & Learn ; 80) .-- ISBN 978-

986-272-338-8 (平裝) NT$380  

1.家庭衛生  429.8  

農業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 / 葉淑

貞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

行, 11004 .-- 584 面; 21 公分 .-- (臺灣

研究叢書 ; 5) .-- ISBN 978-986-350-

440-5 (平裝) NT$720  

1.農業經濟 2.經濟史 3.臺灣  

431.0933  

香料養生研究室 : 草藥學家暨營養

師的藥用香料保健指南 : 探索十九

種廚房常見香料,從臨床特性到食譜

應用,調配改善人體七大健康基礎的

養生 處方箋  / 貝文 .克萊爾 (Bevin 

Clare)著 ; 華子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71-9-4 (平裝) NT$399  

1.香料 2.養生  434.194  

種子盆栽真有趣 : 無性繁殖 X 直接

種植 X 泡水催芽 / 張琦雯, 傅婉婷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自

然生活家 ; 43) .-- ISBN 978-986-5582-

13-5 (平裝) NT$450  

1.盆栽 2.園藝學  435.11  

多肉植物栽種聖經完全圖鑑版 630 / 

向山幸夫監修 ; 李亞妮譯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 11004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06195-0-8 (平裝) NT$450  

1.多肉植物 2.栽培  435.48  

簡單上手的植物繁殖法 : 扦插嫁接

壓條 / 高柳良夫著 ; 元子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

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392-6-3 ( 平 裝 ) 

NT$450  

1.植物繁殖  435.53  

圖解日式自然風庭園 / 秋元通明著 ; 

徐詠惠譯 .-- 修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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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2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80-143-5 (平裝) NT$500  

1.庭園設計 2.造園設計  435.72  

犬貓口腔顏面外科學 / Frank J. M. 

Verstraete, Milinda J. Lommer, Boaz 

Arzi 作 ; 王慧如, 杜宇晨, 黃惠敏, 馮

郁青, 詹哲育, 劉馨淳, 鴻智博, 羅褆

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

爾有限公司, 11002 .-- 708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9654-5-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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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獸醫外科學 2.口腔疾病 3.犬 4.貓  

437.26  

狗狗的悲歡歲月. 四 / 党象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楊慧琴出版 : 中菲

集團文化視訊公司發行 , 11001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8569-0 (平裝)  

1.犬 2.通俗作品  437.35  

毛孩犬貓經絡穴位圖集  = Furkids 

acupuncture / 美樂狗千金爸, 千金媽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優異識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94940-2-1 ( 平 裝 ) 

NT$1200  

1.犬 2.貓 3.寵物飼養 4.按摩  

437.354  

犬貓天然飲食書 : 毛孩健康鮮食料

理的實作祕訣 / 美樂狗, 千金爸作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優異識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940-1-4 ( 平 裝 ) 

NT$300  

1.犬 2.貓 3.寵物飼養 4.健康飲食  

437.354  

狗狗這樣吃,癌細胞消失! : 須崎博士

的毛小孩防癌飲食指南,日本權威獸

醫教你做出「戰勝癌症」的元氣愛

犬餐 / 須崎恭彥作 ; 鄭睿芝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國際媒體出

版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 

11004 .-- 12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8240-7-1 (平裝) NT$320  

1.犬 2.寵物飼養 3.食譜  437.354  

百變貓咪召喚機 / 日本小學館編輯

撰文 ; 藤子.F.不二雄漫畫 ; 黃薇嬪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96 面; 21

公分 .-- (哆啦 A 夢知識大探索 ; 1) .-- 

ISBN 978-957-32-9008-7 ( 平 裝 ) 

NT$280  

1.貓 2.寵物飼養 3.動物行為  

437.364  

豆漿娘娘駕到 : 貓奴阿晧的跪安日

常 / 阿晧(漿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004 .-- 192

面; 21 公分 .-- (iCON ; 57) .-- ISBN 

978-986-99611-9-6 (平裝)  

1.貓 2.寵物飼養  437.364  

漁的大歷史 : 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

文明? / 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著 ; 

黃楷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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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48 面; 21 公分 .-- 

(八旗人文  ; 27) .-- ISBN 978-986-

5524-47-0 (平裝) NT$540  

1.漁業 2.歷史  438.09  

家庭麵包夢工廠 / 黃宗辰, 林育瑋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160 面; 26 公分 .-

- (Baking ; 4) .-- ISBN 978-986-06127-

9-0 (平裝) NT$420  

1.麵包 2.點心食譜  439.21  

工程 

工程經濟學與決策程序 / Joseph C. 

Hartman 原著 ; 鄭純媛 , 曾兆堂編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3-584-6 ( 平 裝 ) 

NT$400  

1.工程經濟學 2.統計決策  440.016  

工程數學寫真秘笈 : 研究所講重點 / 

周易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38-1 

(上冊:平裝) NT$650  

1.工程數學  440.11  

專利分析與智慧財產管理 : 以資訊

技術與知識管理方法為手段 = Patent 

analysi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 us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iques / 張

瑞芬, 張力元, 吳俊逸, 樊晉源作 .-- 

二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41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9417-8-5 (平裝)  

1.專利 2.智慧財產權 3.知識管理  

440.6  

快 速 學 會 ALIAS 工 業 設 計  / 

elearningDJ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1003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25-0-8 (平裝附光碟片)  

1.工業設計 2.電腦軟體 3.電腦輔助

設計  440.8029  

土木施工學 / 林金面編著 .-- 修訂十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4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03-8 (平裝) NT$480  

1.土木工程  441  

智慧建築系統整合指標建置指引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001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0-90-8 

(平裝) NT$200  

1.智慧型建築  441.3  

員林神社遺跡歷史建築調查研究、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 張義震計畫主

持 .-- 第一版 .-- 臺中市 : 交通部觀光

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002 .-- 

29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

284-8 (平裝附光碟片) NT$1500  

1.神社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彰化縣員林市  441.41  

新北市歷史建築新莊潮江寺修復及

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 黃天浩主

持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1003 .-- 2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21-5 (平裝附光碟片)  

1.寺廟 2.歷史性建築 3.古蹟修護 4.

新北市  441.43  

彰化縣縣定古蹟彰化鐵路醫院(原高

賓閣)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 張義震

計畫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縣彰化

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002 .-- 5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02-0 

(平裝附光碟片) NT$1200  

1.醫院 2.古蹟修護 3.彰化縣  

441.431  

台 灣 優 質 建 築 . 21th = Formosa 

excellent building / 馮智能總編輯 .-- 

新北市 : 亞信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11003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074-3-7 (平裝)  

1.房屋建築  441.5  

國.民.住.宅 : 臺灣當代住宅與社會特

展 展覽專刊 = Contemporary Housing 

and Society in Taiwan / 江明珊總編

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11003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32-310-3 ( 平 裝 ) 

NT$320  

1.房屋建築 2.博物館特展  441.5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附補充圖例) .-- 14 版 .-- 臺北市 : 茂

榮書局, 11003 .-- 2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733-73-4 ( 平 裝 ) 

NT$150  

1.營建法規 2.建築物構造  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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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法規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

輯 .-- 19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7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22-464-6 

(平裝) NT$400  

1.營建法規  441.51  

生態工程 / 陽明編著 .-- 修訂四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9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04-5 (平裝) NT$420  

1.生態工法  441.52  

高層建築の基礎工法篇 / 李景亮, 林

煌欽, 蘇煜瑄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 享 數 位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42-7 (平裝) NT$450  

1.建築工程 2.施工管理  441.52  

木構造最新版 / 山邊豐彥著 ; 張正瑜

譯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

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數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

140-4 (平裝) NT$900  

1.建築物構造 2.木工  441.553  

鋼筋混凝土學了沒 / 歐陽編著 .-- 修

訂三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5 .-- 6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05-2 ( 平 裝 ) 

NT$720  

1.鋼筋混凝土  441.557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4, 世界橋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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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7-

69-4 (精裝)  

1.橋樑 2.橋樑工程 3.通俗作品  

441.8  

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 道路 / 鹿島建

設公司文 ; 池內莉莉圖 ; 李彥樺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4 .-- 32 面; 30 公分 .-- (閱讀與探

索) .-- ISBN 978-986-5593-12-4 (精裝) 

NT$320  

1.道路 2.道路工程  442.1  

斗六堰魚道功能監測及水域生態監

測成果報告. 109 年度 =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fishway in 

Dou-Liou Weir 2020 / 巨廷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編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中 區 水 資 源 局 , 

1100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64-1 (平裝) NT$500  

1.河川工程 2.環境監測  443.6  

集集攔河堰監測及安全檢查 : 環境

生態監測成果報告. 109 年度 = Chi-

chi weir monitoring and security checks 

in yr. 2020 :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y 

monitoring report /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編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中 區 水 資 源 局 , 

11002 .-- 4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63-4 (平裝) NT$800  

1.河川工程 2.自然保育 3.環境監測  

443.6  

*幼兒簡易機械 : 森歷奇境 = Early 

simple machines : forest adventures / 玩

樂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樂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 , 

11002 .-- 4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98124-7-4 (平裝)  

1.機械工程 2.通俗作品  446  

機械力學(含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

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 林柏超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242-2 (平裝)  

1.機械力學  446.1  

汽油噴射引擎 / 謝其政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00-9 (平裝)  

1.汽車裝配 2.汽油引擎 3.噴射引擎  

446.3  

汽車實習. 柴油引擎篇 / 鄭少康, 林

大賢, 楊國榮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

206-1 (平裝)  

1.汽車 2.柴油引擎  446.45  

NX CAM 數位化加工三軸應用 / 方

駿憲, 吳元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9210-7-8 (平裝) NT$600  

1.數控工具機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

助製造  446.841029  

工具設計 / 黃榮文編著 .-- 四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582-2 (平裝) NT$360  

1.手工具 2.機械設計  446.842  

Mastercam®進階多軸銑削加工應用

及實例 / 吳世雄, 陳威志, 鄧博仁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6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2-541-4 (平裝) 

NT$1300  

1.機械工程 2.電腦程式 3.電腦輔助

設計  446.89029  

銑床實習 / 陳勤仁, 施忠良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08-5 (下冊:平裝)  

1.機械製造  446.8927  

水水蘭陽 百年電火 = The powerful 

and fiowing water in Lanyang area / 高

彩雯, 林欣誼, 陳歆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3-165-8 (精裝)  

1.台灣電力公司 2.電力事業 3.歷史 4.

蘭陽溪  448.0933  

VLSI 概論 / 謝永瑞著 .-- 七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3-579-2 (平裝)  

1.積體電路  4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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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4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63-6 (上冊:平裝)  

1.電路  448.62  

從運算思維到邏輯演算 App Inventor 

2 互動範例教本 / 蔡宜坦作 .-- 第 4

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657-7 (平裝) NT$480  

1.行動電話 2.行動資訊 3.軟體研發  

448.845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公職考試講重點 : 水處理工程. 上, 

給水篇 / 張晉, 劉力, 劉澤融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392 面; 24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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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45-990-3 ( 平 裝 ) 

NT$450  

1.給水工程  445.2  

PM 的冒險旅程 / 謝瓊儀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6-76-4 (平裝) NT$250  

1.空氣汙染 2.空氣汙染防制 3.繪本  

445.92  

永續時尚,穿出你的風格與價值! : 圖

解 68 則關鍵知識和實踐作法,讓你

的衣服穿的更巧、買的更少 / 莎拉.

克麗基(Sarah Klymkiw)著 ; 金.漢金森

(Kim Hankinson)繪 ; 劉佳澐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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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426-0 (平

裝) NT$360  

1.環境保護 2.時尚  445.99  

礦冶 

隱市黑金 : 踏尋樹林山子腳煤田記

憶的痕跡 / 張偉郎, 洪楷媛著作 .-- 

新 北 市  : 新 北 市 樹 林 社 區 大 學 , 

1100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6336-1-1 (平裝)  

1.煤礦 2.歷史 3.新北市樹林區  

456.0933  

應用化學；化工 

實用乾燥技術 / 呂維明, 朱曉萍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7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504-9 (平

裝) NT$800  

1.工業技術  460.222  

食品品質管制 / 陳輝煌, 鄭揚凱, 侯

智耀, 賴麗旭, 邱致廣, 陳國華, 謝昌

衛, 邱致穎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2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45-

6 (平裝) NT$450  

1.食品工業 2.品質管理  463  

葡萄酒、香藥草酒與氣泡酒賞析 / 

周碩雄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

書有限公司, 11003 .-- 13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177-2-6 (平裝)  

1.酒 2.通俗作品  463.81  

侍酒師的餐酒搭配練習課 / 法比佐.

普瑟拉(Fabrizio Bucella)作 ; 社團法

人台灣侍酒師協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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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9-274-6 ( 平 裝 ) 

NT$580  

1.葡萄酒 2.品酒  463.814  

西洋烈酒、飯前與飯後酒賞析 / 周

碩雄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有限公司, 11003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77-1-9 (平裝)  

1.蒸餾酒 2.酒精飲料  463.83  

琥珀裡的風土 : 南投酒廠 OMAR 威

士忌微醺之旅 = Terroir in amber : 

tipsy tour-Nantou Distillery whiskey 

journey / 邱德夫, 張育瑞, 黃姵綾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菸酒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80697-5-6 ( 平 裝 ) 

NT$450  

1.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酒廠 2.

威士忌酒 3.製酒 4.品酒  463.834  

柴燒札記(燒窯及排窯出窯編) : 一個

退休工程師對柴燒的觀想思辨 / 王

源堂作 .-- 初版 .-- 苗栗縣竹南鎮 : 彩

藝得印刷有限公司, 11002 .-- 21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94560-1-

2 (平裝) NT$1000  

1.窯業 2.陶瓷工藝  464  

製造 

用 micro:bit V2 寫程式 : 培養做、用、

想與運算思維能力 / 王麗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42-1 (平裝)  

1.微電腦 2.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國產木竹材手工製提琴 / 龍暐著 .-- 

初版 .-- 屏東縣內埔鄉 : 睿煜出版社, 

11001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159-49-7 (平裝) NT$400  

1.琴 2.工藝設計 3.木材  471.8  

3D 列印 : 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 鄭

正元, 江卓培, 林宗翰, 林榮信, 蘇威

年, 汪家昌, 蔡明忠, 賴維祥, 鄭逸琳, 

洪基彬, 鄭中緯, 宋宜駿, 陳怡文, 賴

信吉, 吳貞興, 許郁淞, 陳宇恩編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633-1 ( 平 裝 ) 

NT$500  

1.印刷業 2.技術發展  477  

商業；各種營業 

餐飲服務技術 / 謝美美, 龐麗琴, 陳

月卿 ,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20 面; 28 公分 .-- 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 ISBN 978-

986-385-244-5 (上冊:平裝)  

1.餐飲業 2.餐飲管理  483.8  

國際侍酒服務資格認證試題指南 . 

2021 =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 / 魏道駿, 張婷婷, 李奇嶽, 陳

永淳, 陳正茂, 高崇倫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03-8 (平裝)  

1.餐飲管理 2.考試指南  483.8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 : 以系統化經營

臺 灣 美 食 , 征 服 全 世 界 的 胃  = 

Restaurant franchise management / 周

勝方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4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04-5 (平

裝)  

1.餐飲業管理 2.連鎖商店 3.加盟企

業  483.8  

虛擬現實 : 商業化應用及影響 / 楊浩

然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87-9 (平

裝) NT$310  

1.虛擬實境 2.產業發展  484.6  

CHM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 銀階

認證試題指南 / 井柏紳, 方翠華, 丘

彪, 朱立仁, 吳文傑, 吳奕德, 吳銘祥, 

李金桔, 李東穎, 林超, 洪佳增, 洪明

堂, 徐明輝, 涂榮宗, 高子玄, 高任首, 

高瑤光, 崔宏光, 崔震雄, 張佳玄, 張

明琛, 張心盈, 梁博凱, 許智強, 陳子

洋, 陳宇琦, 陳志高, 陳柏蒼, 陳善珮, 

陳曉青, 陳芳華, 陳德合, 陸積偉, 舒

程, 紀維綺, 楊文宇, 廖信華, 熊亮杰, 

鄭雅馨, 鄭雋孜, 簡佩平, 盧碧蓮編

著 .-- 七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784-901-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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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館業管理 2.考試指南  489.2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試題指南 / 李奇

嶽, 陳善珮, 彭成裕, 李青松, 楊明賢, 

陳正茂, 沈中天, 郭名龍, 張婷婷, 鄭

凱湘, 林香君, 林久玲, 林澤洲作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02-1 ( 平 裝 ) 

NT$300  

1.民宿 2.旅館業管理 3.考試指南  

489.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觀光餐

旅業導論 / 李宜玲, 董歆茹, 旗立餐

旅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8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餐旅群  .-- ISBN 978-986-385-245-2 

(上冊:平裝)  

1.餐旅業 2.餐旅管理  489.2  

商學 

升科大四技 : 商業概論滿分王總複

習講義(附解答本). 2022 最新版 / 楊

文豪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89-1 (上

冊:平裝) NT$300  

1.商業  490  

商業概論 /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224 面; 26 公分 .-- 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業與管理群 .-- 

ISBN 978-986-385-243-8 (上冊:平裝)  

1.商業  490  

談判的訊號 : 讀懂真實世界中的價

格與心理動態力量 / 瑪格里特.妮爾

(Margaret A. Neale), 湯 瑪 斯 . 黎 斯

(Thomas Z. Lys)合著 ; 趙睿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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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使用的

書 In Action ; HA0075R) .-- ISBN 978-

957-9689-57-1 (平裝) NT$400  

1.商業談判  490.17  

從 0 開始架構區塊鏈 / 李耕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577-9 ( 平 裝 ) 

NT$520  

1.電子商務 2.電子貨幣  490.29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0, 永不

妥協的逐夢毅力 / 林玉卿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 11003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8536-5-1 (平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17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918-9-9 (平

裝)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創業  490.99  

屏東管理學 = PingTung management / 

賴碧瑩, 潘怡君, 劉毅馨, 李國榮, 郭

子弘, 黃露鋒, 朱全斌, 陳宗輝著 ; 賴

碧瑩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32-612-6 (平

裝) NT$450  

1.企業家 2.企業經營 3.傳記  490.99  

商務律師的法務課 / 許杏宜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3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4-45-6 (平裝) NT$300  

1.商業法規 2.企業法規  492.4  

工業企業會計電算化綜合實訓 / 胡

穎, 雷佩垚, 劉菡楠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25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574-1 ( 平 裝 ) 

NT$390  

1.企業會計學 2.會計資訊系統  

495.029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 IFRS) / 

賦誠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229-3 (平裝)  

1.會計學  495.1  

記帳士證照 21 天速成 / 賦誠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6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231-6 (平裝)  

1.會計法規 2.稅法  495.2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帳士法、

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 

歐欣亞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239-2 (平裝)  

1.稅務代理人 2.會計法規  495.2  

最新會計審計法規研析 / 姚秋旺編

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姚秋旺 , 

1100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8-5 (平裝) NT$500  

1.會計法規 2.審計法規  495.2  

華頓商學院教你看懂財報,做出正確

決策 / 理查.蘭柏特(Richard Lambert)

著 ; 吳書榆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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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48 面; 21 公分 .-- (經營

管理 ; 110) .-- ISBN 978-986-06116-2-

5 (平裝) NT$360  

1.財務會計 2.財務報表 3.決策管理  

495.4  

財報詭計 : 揭露財報三表中的會計

舞弊與騙局 / 霍爾.薛利(Howard M. 

Schilit), 傑洛米.裴勒(Jeremy Perler), 

隆尼.恩格爾哈特(Yoni Engelhart)著 ; 

徐文傑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商

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1-464-

3 (平裝) NT$500  

1.財務報表 2.財務分析  495.47  

圖解成本與管理會計 / 馬嘉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245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35-3 ( 平 裝 ) 

NT$380  

1.成本會計 2.管理會計  495.71  

數位行銷的八堂黃金入門課 / 數位

新知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深石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0-516-0 

(平裝) NT$400  

1.網路行銷 2.行銷管理  496  

王品餐飲集團品牌形象與體驗規劃

設計 / 林承謙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5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88-01-7 (平裝) NT$300  

1.王品集團 2.品牌 3.企業經營  

496.14  

發現 7Q 品牌營銷系統 / 劉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86-2 ( 平 裝 ) 

NT$320  



34 

 

1.品牌 2.行銷策略  496.14  

*客戶一直來一直來 : 隨時派上用場

的 150 個吸引新客戶、留住老客戶

的業務祕密 / 杰利.威爾森(Jerry R. 

Wilson)作 ; 龐元媛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真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360 面; 21 公分 .-- (認

真職場 ; 12) .-- ISBN 978-986-99539-

3-1 (平裝) NT$360  

1.顧客關係管理 2.顧客服務  496.5  

銷售與顧客關係管理 / 巫立宇, 邱志

聖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74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543-9-6 (平裝) 

NT$480  

1.銷售 2.顧客關係管理  496.5  

進軍美國零售通路的祕密 / 陳坤廷

Steven Chen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商智典 ; 19) .-- 

ISBN 978-986-5559-99-1 ( 平 裝 ) 

NT$380  

1.零售市場 2.市場分析 3.美國  

496.554  

快遞服務合同 / 鄭佳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

511-500-5 (精裝) NT$420  

1.物流業 2.快遞服務業 3.契約  

496.8  

廣告設計與製作教程 / 何明, 李蘭, 

鄭爽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1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16-582-6 (平裝) NT$260  

1.廣告製作 2.廣告設計  497.2  

文案的基本修煉 : 創意是門生意,提

案最重要的小事 / 東東槍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3-8762-8 (平裝) 

NT$350  

1.廣告文案 2.廣告寫作  497.5  

企業管理 

終結混亂 : 以專案管理思維掌握你

的工作與生活 / 高虎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0-520-7 (平裝) NT$350  

1.專案管理  494  

邁向經濟新紀元及其他論文 / 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 白裕承

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88 面; 22 公分 .-- (跨世

紀大師彼得 .杜拉克全集  ; 19) .-- 

ISBN 978-986-99851-4-7 ( 精 裝 ) 

NT$400  

1.管理科學 2.企業管理  494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21 /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

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 高雄市 :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 11004 .-- 

1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689-92-6 (平裝)  

1.商業管理 2.文集  494.07  

三步決斷聖經 / 史蒂芬.強森作 ; 黃

庭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72-2 (平裝) NT$480  

1.決策管理  494.1  

台灣創投攻略 / 方頌仁, 林桂光, 陳

泰谷, 吳光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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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4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59) .-- ISBN 978-986-384-481-5 (平裝)  

1.創業 2.創業投資 3.臺灣  494.1  

好懂秒懂的商業獲利思維課 / 郝旭

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658-504-3 (平裝) 

NT$420  

1.決策管理 2.商業分析  494.1  

創業管理 : 微型創業與營運實務 / 魯

明德, 陳秀美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

590-7 (平裝) NT$590  

1.創業 2.企業管理  494.1  

網路資料包絡分析原理 / 高強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華茂國際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4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197-0-6 (平裝)  

1.管理科學 2.企業管理  494.1  

圖像思考的練習 : 我這樣獲利 10 億、

調解糾紛、做出成果 / 平井孝志作 ; 

李璦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78 面; 21

公分 .-- (商戰系列 ; 209) .-- ISBN 

978-986-134-377-8 (平裝)  

1.企業管理 2.創造性思考  494.1  

不懂帶人 ABC,就不要當主管 : 2 分

鐘的行為科學管理課 / 石田淳作 ; 楊

毓瑩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365-4 (平

裝)  

1.管理者 2.企業領導 3.組織管理  

494.2  

世界最強顧問的 6 堂說話課從重點

開始說  : 重新排列你的「說話順

序」,讓對方聽得頻頻說好! / 田中耕

比古作 ; 黃立萍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Smart ; 80) .-- ISBN 

978-986-5564-18-6 (平裝) NT$280  

1.組織傳播 2.職場成功法  494.2  

從心 : 黑色職場蛻變成夢幻企業,席

捲企管界的無聲革命  / 博多 .楊森

(Bodo Janssen), 古 倫 (Anselm Grü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焦點系列 ; 17) .-- ISBN 978-

957-9054-81-2 (平裝) NT$360  

1.企業領導 2.領導者 3.企業再造  

494.2  

給新手主管的教科書 / 篠原信著 ; 李

貞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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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27) .-- 

ISBN 978-986-5482-10-7 ( 平 裝 ) 

NT$350  

1.企業領導 2.組織管理  494.2  

解放你的領導力 : 讓團隊脫胎換骨

的逆勢法則  / 凱文 .克魯斯 (Kevin 

Kruse)著 ; 侯嘉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3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90-0 (平裝) NT$350  

1.領導者 2.組織管理 3.職場成功法  

494.2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 

關鍵時刻,56 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

打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 / 

中嶋郁雄著 ; 黃筱涵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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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 57) .-- ISBN 978-986-507-284-1 

(平裝) NT$320  

1.管理者 2.人事管理  494.23  

績效管理從入門到精通  / 胡勁松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37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92-3 (平裝) 

NT$490  

1.績效管理 2.人力資源發展  494.3  

內在進化 : 你要悄悄拔尖然後驚豔

所有人 / 魏漸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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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6-032-9 (平裝)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成功的祕道 : 人脈學院 / 廖學茂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管理系列 ; BM001) .-- ISBN 

978-957-693-951-8 (平裝) NT$399  

1.職場成功法 2.人際關係  494.35  

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機 : 跨

界主播的獨家職場處世學,解密累積

實力、經營自己的 41 則工作心得 / 

劉涵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15-0-1 (平

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自我實現  494.35  

折疊者思維 : 做個好軍師,將領導者

天馬行空的發想落實,成為不可或缺

的得力助手 / 設楽悠介著 ; 莊雅琇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55-3 

(平裝) NT$320  

1.職場成功法 2.生活指導  494.35  

卓有成效 : 管理者的職業習慣 / 孫繼

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552-81-7 (平裝) NT$330  

1.管理者  494.35  

啟動遠距工作,設計你的理想生活 / 

佐依 Zoe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193) .-- 

ISBN 978-986-136-574-9 ( 平 裝 ) 

NT$360  

1.職場成功法 2.生涯規劃 3.電子辦

公室  494.35  

麻煩主管,請不要再找我碴! : 說服、

超前、力推、換位、跳脫 ,用五招

「出色溝通」管理你的頂頭上司 / 

莊舒涵(卡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54-6 (平裝) NT$350  

1.職場成功法 2.溝通技巧 3.人際關

係  494.35  

最強 TOP 6%的超業筆記 : 8 表格+16

方法,教你如何做到成交快、狠、準! 

/ 優渥客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

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4-17-9 ( 平 裝 ) 

NT$280  

1.職場成功法 2.銷售員 3.筆記  

494.35  

基層改善向下紮根 / 財團法人中衛

發展中心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 11003 .-- 208 面; 21 公

分 .-- (QCC 實戰系列 ; 2) .-- ISBN 

978-986-99205-4-4 (平裝) NT$300  

1.品質管理  494.56  

基層改善向上發展 / 財團法人中衛

發展中心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 11003 .-- 208 面; 21 公

分 .-- (QCC 實戰系列 ; 3) .-- ISBN 

978-986-99205-3-7 (平裝) NT$300  

1.品質管理  494.56  

圖解國際標準驗證 ISO 9001:2015 實

務 / 林澤宏, 李孟樺, 孫政豊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42-1 ( 平 裝 ) 

NT$430  

1.品質管理 2.標準  494.56  

*RSC 圖解編碼原則植入電腦記憶規

則 : 編碼有原則管理無缺口(彩色版) 

= The principles of coding are 

embedded in the rules of computer 

memory : rules of section combination / 

洪嘉隆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洪嘉隆, 

11001 .-- 6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567-6 (平裝) NT$2100  

1.物料管理 2.自動編碼系統  494.57  

哈佛教你做出好圖表實作聖經 : 掌

握 24 種圖表模組 X6 關鍵說服力 X3

大優化技術,從散亂資料做出一流圖

表,說出數據背後的故事 / 史考特.貝

里納托 (Scott Berinato)著  ; 林麗雪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3 .-- 384 面 ; 23 公分  .-- 

(Trend) .-- ISBN 978-957-658-515-9 (平

裝) NT$680  

1.圖表 2.視覺設計  494.6  

簡短卻強大的 3 分鐘簡報 : 說得少,

效果反而最好的速效簡報 / 布蘭特.

平維迪克(Brant Pinvidic)著 ; 易敬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00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58) .-- ISBN 

978-986-507-281-0 (平裝) NT$350  

1.簡報  494.6  

財務管理 : 基礎與應用 = Essentials 

and applications : financial management 

/ 徐俊明著 .-- 4 版 .-- 臺北市 : 新陸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72-0-6 

(平裝) NT$530  

1.財務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質性研究 : 從開始到完成 / Robert K. 

Yin 著 ; 李政賢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49-0 (平裝) NT$610  

1.社會科學 2.質性研究 3.研究方法  

501.2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人文及

社 會 科學 資優 班專 題論文 成 果集

EPILOGUE. 第拾伍屆 / 臺北市立中

山女子高級中學第拾伍屆人文及社

會科學資優班全體同學作 .-- 臺北

市 :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 

11003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4-56-1 (平裝)  

1.社會科學 2.人文學 3.文集  507  

統計 

超直白!文科生統計學 / 本丸諒著 ; 

沈俊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476-

7 (平裝) NT$380  

1.統計學 2.通俗作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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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統計學 / 小林克彥監修 ; 方瑜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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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

145-9 (平裝) NT$550  

1.統計學  510  

提綱挈領學統計 / 張翔, 廖崇智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68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79-09-1 ( 平 裝 ) 

NT$750  

1.統計學  510  

圖解多變量分析 / 陳耀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1-4 ( 平 裝 ) 

NT$350  

1.多變量分析 2.統計套裝軟體  

511.2  

教育 

IBDP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中文教學實

踐與研究 / 余信賢, 林欣怡, 林建宏, 

林振興, 洪榮昭, 張榮興, 鄒蕙蘭, 熊

襄瑜, 蔡雅薰, 蕭士軒, 賴春, 戴金惠

作 ; 蔡雅薰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

034-7 (平裝) NT$400  

1.教育 2.國際化 3.漢語教學  520  

圖解教育學 / 張淑娟著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數蓋

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003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0-142-8 (平裝) 

NT$420  

1.教育  520  

明公啟示錄 : 范明公精英教養學 : 結

合東西方思想及文化精髓而形成的

教養學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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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36-8 

(平裝) NT$350  

1.教育哲學 2.比較教育  520.11  

圖解當代教育社會學 / 施信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43-8 ( 平 裝 ) 

NT$310  

1.教育社會學  520.16  

教育心理學 / 成雲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2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12-7 (平裝) 

NT$360  

1.教育心理學  521  

天才的關鍵習慣 : 耶魯最受歡迎課

程,揭開愛因斯坦、賈柏斯、馬斯克

等天才的 14 個思維祕密 / 克雷格.萊

特(Craig Wright)著 ; 何玉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商業周刊, 11004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519-37-7 (平

裝) NT$380  

1.學習方法 2.創造力  521.1  

用便利貼讀書法考上東大 / 清水章

弘著 ; 何蟬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512-4 (平裝) NT$350  

1.學習方法 2.讀書法  521.1  

開啟你自己的學習模式 / 姚建明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33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89-3 (平裝) 

NT$450  

1.學習方法  521.1  

全圖解!厲害的人如何學? : 用最小輸

入讓效果極大化的 40 個最高學習法 

/ 山崎拓巳作 ; 黃瓊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25) .-- ISBN 978-957-658-517-3 

(平裝) NT$360  

1.學習方法  521.16  

數學智力與性向測驗 : 強化新課綱

的數學素養與學習力 / 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14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22-478-3 (平裝) 

NT$200  

1.教育測驗 2.學術性向 3.數學科 4.

中等教育  521.36  

整合型課程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

合集 / 林淑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19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22-509-4 (平裝) NT$350  

1.教學研究 2.教學設計 3.課程規劃

設計  521.4  

遠距教學理論與實務 / 陳信助, 趙貞

怡, 李佳融, 宗靜萍, 李佳玲, 羅素娟, 

柴昌維, 趙貞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507-0 (平裝) NT$280  

1.遠距教學 2.數位學習 3.論述分析  

521.52  

*校園自造中心建置指南與課程示範 

/ 金克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

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58-2-1 

(平裝) NT$300  

1.教學科技 2.教學資源中心  521.53  

*「英語聽講課」以遊戲與資訊科技

運用教學對學習者口語能力養成的

影響 / 李俊逸著 .-- 初版 .-- 屏東縣內

埔鄉 : 睿煜出版社, 11001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59-48-0 

(平裝) NT$300  

1.課程規劃設計 2.英語教學  521.7  

圖解新課綱課程發展與設計 / 敬世

龍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2-1 (平

裝) NT$280  

1.課程 2.課程規劃設計  521.7  

課程發展與設計 : 理念與實作 / 黃光

雄, 楊龍立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師

大書苑有限公司, 11003 .-- 34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53-4 (平

裝) NT$420  

1.課程 2.課程規劃設計  521.7  

課程發展與設計原理 / 任慶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4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467-7 ( 平 裝 ) 

NT$550  

1.課程 2.課程規劃設計  521.7  

我不弱,不要欺負我 / 張放之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5X25 公分 .-

- ISBN 978-986-225-439-4 (精裝)  

1.兒童教育 2.霸凌 3.繪本  523  

討論文化 / 楊茂秀, 林金菊, 劉菀泠

等文 ; 楊茂秀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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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法 人 毛 毛 蟲 兒 童 哲 學 基 金 會 , 

11002 .-- 205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8886-56-8 (平裝) NT$300  

1.討論教學法 2.創造性思考 3.說故

事  523.1  

日本腦科學權威久保田競專為幼兒

設計有效鍛鍊大腦迷宮遊戲 / 久保

田競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4 .-- 96 面; 24 公

分 .-- (親子課) .-- ISBN 978-986-5593-

06-3 (精裝) NT$380  

1.兒童遊戲 2.益智遊戲 3.健腦法  

523.13  

日本腦科學權威久保田競專為幼兒

設計有效鍛鍊大腦摺紙遊戲 / 久保

田競監修 ; 卓文怡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3 .-- 128 面; 25

公分 .-- (親子課) .-- ISBN 978-986-

5593-05-6 (精裝) NT$380  

1.兒童遊戲 2.摺紙 3.健腦法  523.13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 

動物篇 / 紙上魔方編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2-536-0 (精裝) NT$280  

1.兒童遊戲 2.益智遊戲 3.兒童教育  

523.13  

幼兒教保概論 / 王建雅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259-1-2 (平裝)  

1.幼兒保育 2.學前教育  523.2  

小小管理員 : 我會分類與整理 / 閔小

玲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5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06260-4-9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小貓的滿月禮物 : 數一數,怎麼分 / 

閔小玲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260-2-5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幼兒班級經營 : 省思理念取向 / 廖信

達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

限公司, 11004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4-3 (平裝)  

1.學前教育 2.班級經營 3.學習環境  

523.23  

幼兒園課程發展與設計 / 周宣辰, 傅

清雪, 蔡其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3-6 

(平裝)  

1.學前教育 2.學前課程 3.教學活動

設計  523.23  

快樂的校外教學 : 按照順序排好隊 / 

閔小玲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260-1-8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快樂玩蓋印 /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0-

060-9 (平裝)  

1.學前教育 2.藝術教育  523.23  

音樂 Do Re Mi /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8 面 ;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530-061-6 (平裝)  

1.音樂教學法 2.學前教育  523.23  

神奇妙妙畫 /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0-

062-3 (平裝)  

1.學前教育 2.繪畫  523.23  

創意捏捏樂 /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0-

063-0 (平裝)  

1.學前教育 2.美術教育  523.23  

節日真美好 : 我學會看懂各種節日

了 / 閔小玲作 ; 畢賢昊繪 .-- 臺北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5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06260-0-1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新版兒童正音ㄅㄆㄇ拼音書 / 風車

編輯群作 .-- 三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8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23-

621-5 (精裝) NT$420  

1.漢語教學 2.注音符號 3.學前教育  

523.23  

節奏踢踢踏 /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0-

064-7 (平裝)  

1.音樂教學法 2.學前教育  523.23  

運動大比拚 : 誰是第一名 / 閔小玲

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含

章有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9412-8-0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跟著鵝奶奶逛街認數字 / 閔小玲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有

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6X24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412-7-3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鬧鐘真有趣 : 我會看時間了 / 閔小玲

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含

章有限公司, 11005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9412-9-7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聲音叮叮噹 /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書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30-

065-4 (平裝)  

1.學前教育 2.聲音  523.23  

歡樂運動會 : 認識器材的形狀 / 閔小

玲作 ; 畢賢昊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含章有限公司, 11005 .-- 36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06260-3-2 (精裝)  

1.數學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3.23  

幼兒教具設計與運用 / 林士真, 張世

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5 .-- 3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546-9-3 (平裝) 

NT$450  

1.教具 2.學前教育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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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愛綿綿 : 教於真,育於誠 慈濟大愛

幼兒園二十周年 / 吳心心, 林秀盈責

任編輯 .-- 花蓮縣新城鄉 :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90-0-6 (平裝)  

1.慈濟大愛幼兒園  523.27  

素養五力實戰課 : 1 本多元評量工具

書 / 陳欣希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衛 文 化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68 面; 20X21 公分 .-- (小魯

優質教學 ; BGT073) .-- ISBN 978-

957-490-527-0 (平裝) NT$380  

1.閱讀指導 2.中小學教育  523.31  

活力成語 100 分. 1 年級 / 黃美麗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29-980-5 (平裝)  

1.漢語教學 2.成語 3.中小學教育  

523.311  

部首的故事課. 3, 牛犬羊來種田 / 陳

姞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3-9 

(平裝) NT$320  

1.中國文字 2.漢字 3.中小學教育  

523.311  

記人寫作篇. 上, 明星爭霸賽 Round1 

/ 李婉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以勒有限公司, 11002 .-- 12 面; 30 公

分 .-- (作文系列八)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237-0-3 ( 平 裝 ) 

NT$30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小學

教學  523.313  

記人寫作篇. 下, 明星爭霸賽 Round2 

/ 李婉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

以勒有限公司, 11002 .-- 12 面; 30 公

分 .-- (作文系列八)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237-1-0 ( 平 裝 ) 

NT$30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小學

教學  523.313  

起步走笨作文. 基礎訓練篇 / 林明進

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養 ; BEP063) .-

- ISBN 978-986-525-059-1 ( 平 裝 ) 

NT$38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起步走笨作文. 進階技巧篇 / 林明進

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養 ; BEP64) .-- 

ISBN 978-986-525-060-7 ( 平 裝 ) 

NT$380  

1.漢語教學 2.作文 3.寫作法 4.中小

學教育  523.313  

臺北市國民小學數學領域素養導向

評量示例彙編 / 石玫芳, 李孟柔, 吳

欣悅, 吳政達, 林旭霓, 胡詩菁, 孫德

蘭, 翁嘉聲, 陳滄智, 陳心怡, 陳蕙菁, 

陳欣儀, 張雅文, 曾婉菁, 駱美如, 蘇

映亘撰稿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 11002 .-- 183 面; 30 公分 .-- (臺

北市國小數學領域素養系列專書 ; 

5) .-- ISBN 978-986-5464-55-4 (平裝)  

1.數學教育 2.學習評量 3.小學教學  

523.32  

植觀達人 從研究到發表 = A little 

master of plant observation / 侯雅齡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1002 .-- 10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61-75-1 (平裝) 

NT$300  

1.自然科 2.植物學 3.小學教學  

523.36  

如何帶孩子在遊學中學習美術 / 李

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76-5 (平裝) NT$260  

1.美術教育 2.中小學教育 3.留學 4.

旅遊  523.37  

形線畫  / Hans Rudolf Niederhauser, 

Margaret Frohlich 著 ; 郭雪珍, 謝孟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546-7-9 ( 平 裝 ) 

NT$160  

1.美術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7  

國小表演藝術創新教學及跨域實踐 / 

李其昌, 邱鈺鈞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3 公分 .-- (戲劇教育系列) .-- 

ISBN 978-986-191-990-4 ( 平 裝 ) 

NT$320  

1.藝術教育 2.小學教學  523.37  

MakeCode Blocks 程式設計最佳範本 : 

使用 micro:bit / 李春雄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199-6 (平裝)  

1.電腦教育 2.微電腦 3.電腦程式設

計 4.中小學教育  523.38  

素 養 導 向 評 量  : 理 論 與 實 務  = 

Competence-based assess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謝名娟, 程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48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

育系列) .-- ISBN 978-957-511-497-8 

(平裝) NT$350  

1.教學研究 2.教學評量 3.中等教育  

524.3  

開啟高中自主學習之鑰 : 理念‧實

踐‧案例 / 潘慧玲, 洪詠善, 簡菲莉, 

楊惠娥, 王垠, 黃祺惠, 陳逸年, 柯若

萍, 林燕玲, 江惠真, 鄭忠煌, 簡聿成

合著 ; 潘慧玲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國家教育研究院, 11003 .-- 1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1-76-

8 (平裝)  

1.自主學習 2.中等教育  524.3  

神拿滿級分 : 數學學測總複習 / 林岳

璋, 呂傑瀚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84-11-5 (平裝)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質數 : 讓數學家著迷的神祕之數!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黃經良翻譯 .-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80 面; 25 公分 .-- 

(少年伽利略 ; 3) .-- ISBN 978-986-

461-240-6 (平裝) NT$250  

1.數學教育 2.中等教育  524.32  

數學科歷屆學測試題  / 希葛瑪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84-13-9 (平

裝)  

1.數學教育 2.問題集 3.中等教育  

524.32  

滿分應試王 : 歷史學測總複習 / 郭雅

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84-14-6 (平

裝)  

1.歷史教育 2.問題集 3.中等教育  

524.34  

普通型高中物理實力講義 / 洪于晟, 

游彥辰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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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84-06-1 (平裝)  

1.物理學 2.中等教育  524.36  

普通型高中物理學習講義 / 韋裕霖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84-05-4 (平

裝)  

1.物理學 2.中等教育  524.36  

108 課綱林熹老師帶你學測英文拿

高分 : 6 回試題+詳解 / 林熹, Luke 

Farka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09

面; 26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986-248-947-5 (平裝) NT$400  

1.英語教學 2.讀本 3.中等教育  

524.38  

近十年英文學測試題詳解 : 詳解本. 

110 年版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24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

升大學系列  ; AA02-110) .-- ISBN 

978-986-99775-5-5 (平裝) NT$320  

1.英語 2.問題集 3.中等教育  524.38  

英語核心字彙完全攻略 : 選字範圍

2000 字-4500 字 2-4 級字彙 / 陳豫弘, 

王琳詔總編輯 .-- 三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479-6 

(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統測關鍵字彙 / 東大英語編輯小組

彙整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404 面; 26 公

分 .-- (贏戰統測) .-- ISBN 978-957-19-

3263-7 (平裝)  

1.英語教學 2.詞彙 3.中等教育  

524.38  

飛躍 50 再創高峰 / 黃紋芳, 王俐菁, 

黃宥鑫, 鄭雯琪, 高惠鈺, 林靜宜, 李

泠萍, 李泳瑄, 王齡儀主編 .-- 臺中

市  : 臺 中 市 私 立 立 人 高 級 中 學 , 

11003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05-0-4 (精裝)  

1.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524.833/115  

進德修業奮發向上 : 省立進德實驗

中學 / 鍾權煌, 卓佳賢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出版社, 11003 .-- 

365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

99203-1-5 (平裝) NT$1500  

1.臺灣省立進德實驗中學 2.文集  

524.833/121  

人際關係與溝通 : 學習手冊 / 許雅惠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幸福灣出版中

心, 11002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85-2-7 (平裝)  

1.通識教育 2.人際關係 3.溝通技巧 4.

高等教育  525.33  

生命、自我 : 人文精神(一)課程單元

教案 / 李文琪, 張永安, 藍日昌, 白夙

平, 廖秀珠, 曾俐, 張鳳玲, 林合懋, 洪

瑞黛, 邱美珍, 鄭淑蓮撰寫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11002 .-

- 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89402-7-7 (平裝)  

1.通識教育 2.人文教育 3.教學方案 4.

高等教育  525.33  

世界大勢與多元文化 / 朱介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1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709-8 (平裝) 

NT$200  

1.通識課程 2.多元文化教育 3.高等

教育  525.33  

自然、社會 : 人文精神(二)課程單元

教案 / 張簡琳玲, 廖炳創, 楊文傑, 程

進發, 鄭[]翰, 洪鈺婷, 許心欣, 陳家

倫, 鮑建國撰寫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有限公司, 11002 .--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77-0-2 

(平裝)  

1.通識教育 2.人文教育 3.教學方案 4.

高等教育  525.33  

設計思考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之實踐

與成效 = The pract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design thinking integrating into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 邵雲龍著 .-- 

初版  .-- 新竹縣新豐鄉  : 邵雲龍 , 

11003 .-- 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654-3 (平裝)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教學法  

525.33  

通識教育學生學習評估 : 優秀個案

研究 / 馬麗麗 J. 佈雷西亞尼(Marilee 

J. Bresciani)著 ; 龍翔, 黃偉瓊, 黃婧

譯 .-- 高雄市 :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 

11005 .-- 294 面; 27 公分 .-- (二十一

世 紀 海 峽 兩 岸 通 識 教 育 叢 書 ) .-- 

ISBN 978-986-98374-6-0 ( 平 裝 ) 

NT$660  

1.通識教育 2.高等教育 3.個案研究 4.

美國  525.33  

決策者的危機處理 : 臺大全球通識

講座 / 徐斯勤, 毛治國, 李鴻源, 黃輝

珍, 黃榮村, 馮燕, 陳振川, 陳宏宇, 蔣

丙煌, 魏國彥, 杜紫軍, 葉匡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52-45-2 (平裝) NT$350  

1.通識教育 2.危機管理 3.高等教育 4.

文集  525.3307  

致理科技大學社會責任績效報告書. 

2020 / 謝金賢總編輯 .-- 新北市 : 致

理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致 理 科 技 大 學 , 

11002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196-0-7 (平裝)  

1.致理科技大學 2.學校管理 3.學校

行政  525.6  

生活技能融入健康議題教學小單元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01 .-- 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9-09-2 

(平裝) NT$100  

1.衛生教育 2.生活教育 3.中小學教

育  527.74  

3-6 歲在生活中養成學習力 / 黃名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

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9-7-9 (平裝) NT$320  

1.親職教育 2.育兒  528.2  

今天開始,跟孩子一起打電玩 : 第一

本告訴你如何讓孩子邊遊戲邊成長

的書!培養自律滑世代的親子教養法

則 / 葉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0-

483-0 (平裝) NT$42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日本校長打破傳統教育框架!培養孩

子的生存能力父母可以做的事 : 廢

除功課、取消段考,掀起日本教育革

命的名師教你如何養出不被時代淘

汰的孩子 / 工藤勇一著 ; 劉姍珊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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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1004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1-278-7 (平裝)  

1.親職教育 2.教育改革  528.2  

不再焦慮的深層教養 : 教養從心連

心開始,減輕父母的教養壓力,喚醒內

在 愛 的 直 覺  / 雪 莉 . 喬 漢 (Shelly 

Chauhan)著 ; 謝明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育兒經 ; 4) .-- ISBN 

978-986-06007-2-8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不亂發飆的孩子 : 孩子情緒管理的

第 一 本 書  / 凱 西 . 萊 文 森 (Kathy 

Levinson)著 ; 陳娟娟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信誼基金出版社, 11003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1-635-

3 (平裝) NT$200  

1.親職教育 2.兒童心理學 3.情緖管

理  528.2  

如何欣賞孩子的藝術作品 / 王麗娟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1 .-- 12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75-8 (平裝) NT$260  

1.親職教育 2.美術教育  528.2  

如何創設兒童美術學習環境 / 李雄

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2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77-2 (平裝) NT$260  

1.親職教育 2.美術教育  528.2  

家庭親子美術活動 / 閆華, 趙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1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78-9 

(平裝) NT$260  

1.親職教育 2.美術教育  528.2  

會說謊的孩子才聰明 / 西剛志作 ; 李

宜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健康樹 ; 

63) .-- ISBN 978-986-99852-8-4 (平裝) 

NT$350  

1.親職教育 2.育兒  528.2  

療癒我們的孩子 / Susan Johnson 著 ; 

翁綾霙譯 .-- 初版 .-- 宜蘭縣冬山鄉 : 

財 團 法 人 人 智 學 教 育 基 金 會 , 

11003 .-- 27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043-1-5 (平裝)  

1.親職教育 2.子女教育  528.2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 以好奇的姿態,

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

人 / 李崇建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

952-3 (平裝) NT$420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親子溝通  

528.2  

這些話,就是言語勒索 : 10 歲起就該

懂!29 個場景帶你識破&了解反擊的

智慧 / 森山至貴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196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194) .-- ISBN 978-986-136-

575-6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溝通  528.21  

生氣量表 / 東山颯太文 ; 塚本靖圖 ; 

張玲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 面; 

28 公分  .-- (格林名家繪本館 ) .-- 

ISBN 978-986-5576-13-4 (精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6 : 自己吃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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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9763-6-7 (平裝

附光碟片)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528.33  

搗蛋的噴嚏精靈 / 張冬梅文 ; 梅羽

圖 .-- 新北市 : 悅讀名品出版有限公

司, 11004 .-- 36 面; 24X25 公分 .-- (好

習慣養成繪本 ; 10) .-- ISBN 978-986-

99125-3-2 (精裝) NT$28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 : 好行為故事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 白靜繪圖 .-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5523-83-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23-84-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23-85-5 (第 3 冊: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 : 好品格故事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 白靜繪圖 .-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5523-86-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23-87-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23-88-6 (第 3 冊:平裝)  

1.生活教育 2.品格 3.學前教育 4.繪

本  528.33  

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 : 好習慣故事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 白靜繪圖 .-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5523-89-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23-90-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23-91-6 (第 3 冊: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影響孩子一生的故事 : 好觀念故事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 白靜繪圖 .-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5523-92-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23-93-0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23-94-7 (第 3 冊:平裝)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幫幫便祕外星人 / 安英恩作 ; 李珠慧

繪 ; 鄭筱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0 面; 25X23 公分 .-- (童心園 ; 177) .-

- ISBN 978-986-507-288-9 ( 精 裝 ) 

NT$320  

1.生活教育 2.學前教育 3.繪本  

528.33  

山海紀 :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年報. 

109 / 劉姿君執行編輯 .-- 初版 .-- 臺

東市 :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11002 .-

- 1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32-301-1 (平裝) NT$200  

1.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528.4162  

當傳統遇上數位 : 老少共玩 : 桃園市

老人教案教材成果手冊. 109 年度 / 

陳濰安, 葉國芳, 余良玲, 許瓊文, 陳

淑蕙, 廖雅芳, 葉左丞, 陳庭玉, 楊啟

彬, 楊茹婷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

大園區圳頭國民小學, 11002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3-41-0 

(平裝)  

1.老人教育 2.教材 3.文集  528.433  

天國的爸爸 / 長谷川義史文.圖 ; 米

雅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0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

381-3 (精裝)  

1.生命教育 2.繪本  528.59  

汽車工業英文 = Automobile industry 

English / 陳文慶編著 .-- 初版 .--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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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1004 .-- 242

面; 26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動力機械群 .-- ISBN 978-986-5531-

35-5 (平裝附光碟片)  

1.汽車工程 2.英語 3.讀本 4.技職教

育  528.8452  

運動營養學超入門 : 提升運動成效

最重要的是正確的營養補給知識 / 

岡村浩嗣著 ; 游念玲譯 .-- 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00 面; 23 公分 .-- (知的! ; 93) .-- 

ISBN 978-986-5582-25-8 ( 平 裝 ) 

NT$350  

1.運動營養學  528.9013  

體育課程與有效教學 / 許義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11002 .-- 528 面; 23 公分 .-- (許義雄

選集 ; 2) .-- ISBN 978-957-496-852-7 

(精裝) NT$500  

1.體育教學 2.學校教育  528.921  

系統性訓練 : 以科學分析週期化訓

練,幫助你替運動員安排體能與力量

課表 / 強尼.帕克(Johnny Parker), 艾爾.

米勒(Al Miller), 羅伯.帕納列洛(Rob 

Panariello), 傑瑞米.霍爾(Jeremy Hall)

著 ; 徐國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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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400 面; 24 公分 .-- (生活風

格) .-- ISBN 978-986-235-903-7 (平裝) 

NT$800  

1.運動訓練 2.體能訓練  528.923  

漢森初馬訓練法 : 第一次跑馬拉松

就 完 賽  / 盧 克 . 漢 弗 萊 (Luke 

Humphrey), 凱文.漢森(Kevin Hanson), 

凱斯.漢森(Keith Hanson)撰寫 ; 劉宜

佳翻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身體文化 ; 159) .-

- ISBN 978-957-13-8641-6 (平裝)  

1.馬拉松賽跑 2.運動訓練  528.9468  

疫情副作用 : 新冠肺炎下的職業棒

球 / 卓子傑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003 .-- 220 面; 21 公分 .-- (釀

生活 ; 33)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451-8 (平裝) NT$380  

1.職業棒球 2.運動產業  528.955  

槌球規則問與答 Q&A 暨裁判講師

教本. 2021 = Gateball. 2021 / 中華民

國槌球規則委員會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11002 .-

- 1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83447-4-7 (平裝) NT$250  

1.槌球 2.運動規則 3.裁判  528.959  

巴西柔術教本 / Saulo Ribeiro, Kevin 

Howell 著 ; 林晉利, 萬明岳譯 .-- 臺

北 市  : 旗 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658-4 (平裝) NT$750  

1.武術  528.97  

功夫架 : 太極拳實用訓練 / 朱利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4 .-- 2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6-326-9 ( 平 裝 ) 

NT$330  

1.太極拳  528.972  

吳式太極拳八法 / 張全亮, 馬永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4 .-- 303 面; 21 公分 .-- 

(吳式太極拳 ; 6) .-- ISBN 978-986-

346-327-6 ( 平 裝 附 數 位 影 音 光 碟 ) 

NT$420  

1.太極拳  528.972  

泰國及泰北華僑教育 / 黃通鎰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96 面; 21 公分 .-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89-5 

(平裝) NT$300  

1.華僑教育  529.3382  

孩子的夢境遊學 = kacuing na ken ni 

kakakaka a kivangavang / 

langpaw.kaljuvung, 邱 健 維 , 

pawles.rusudraman, 朱正勇文字撰寫 .-

- 臺 東 縣 達 仁 鄉  : 卡 路 風 工 坊 , 

11003 .-- 68 面; 22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85-0-0 (精裝) NT$400  

1.原住民族教育 2.排灣族 3.繪本  

529.47  

如何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 : 從特殊

教育課程導入 / 林素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3 公分 .-- (障礙教

育系列 ; 63167) .-- ISBN 978-986-191-

968-3 (平裝) NT$400  

1.特殊教育 2.個別化教學  529.6  

齊齊慢慢來,老師等你! / 林怡彣著 ; 

劉久維, 阮新蓉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516-2 ( 精 裝 ) 

NT$280  

1.學習障礙 2.特殊兒童教育 3.繪本  

529.69  

禮俗；民族學 

國際禮儀. 一, 商業社交禮儀 / 麗堤

雅蒂.鮑德瑞奇著 ; 陳芬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16-7 (平裝) NT$420  

1.國際禮儀  530  

國際禮儀. 二, 塑造專業形象 / 麗堤

雅蒂.鮑德瑞奇著 ; 林憲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17-4 (平裝) NT$320  

1.國際禮儀  530  

國際禮儀. 三, 商務應酬藝術 / 麗堤

雅蒂.鮑德瑞奇著 ; 蔡正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18-1 (平裝) NT$320  

1.國際禮儀  530  

閱讀一間宮廟 : 探討台灣客家移民

的宗教信仰形式與變遷 以二岡坪與

天花湖兩庄為例 / 徐清景著 .-- 臺北

市 : 致出版, 11003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73-10-2 (平裝) 

NT$500  

1.客家 2.民間信仰 3.宗教文化  

536.211  

懷舊影像話當年 : 雲林縣詔安客庄

的影像與故事 / 楊永雄編著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001 .-- 2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25-96-8 (平裝) NT$600  

1.客家 2.社會生活 3.照片集 4.雲林

縣崙背鄉  536.211  

全球客家研究的實踐與發展 / 張維

安, 黃賢強, Danny Wong Tze Ken, 李

秀珍, 河合洋尚, Jonathan H. X. Lee, 

周錦宏, 羅烈師, 林本炫, 洪馨蘭作 ; 

張維安, 簡美玲主編 .-- 初版 .-- 新竹

市  :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出 版 社 ,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70-01-2 (平裝) NT$250  

1.客家 2.民族文化 3.文集  

536.21107  

羌在漢藏之間 : 一個華夏邊緣的歷

史人類學研究 / 王明珂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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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003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5740-5 (精裝) NT$650  

1.羌族 2.民族史  536.2834  

跟著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慶祝節日 / 

海 倫 娜 . 赫 拉 絲 多 娃 (Helena 

Haraštová), 帕 拉 . 哈 娜 柯 娃 (Pavla 

Hanácková)文 ; 米可維菈.波曼莫娃

(Michaela Bergmannová)圖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74-536-6 (精裝)  

1.節日 2.通俗作品  538.5  

食之承繼 : 飲食文化與無形文化資

產 / 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編輯製作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11002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300-4 ( 平 裝 ) 

NT$280  

1.飲食風俗 2.文化資產 3.文集  

538.707  

台灣孩子不可不知臺灣民俗 / Chyler

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5523-76-3 (平裝) NT$240  

1.民俗 2.臺灣文化  538.833  

臺灣民俗典故 / 陳馨儀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23-64-0 (平裝) 

NT$240  

1.民俗 2.臺灣文化 3.問題集  

538.833  

壯族傳統對唱戀歌 / 關仕京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18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86-4 

(平裝) NT$320  

1.民謠 2.廣西壯族自治區  539.1234  

壯族霜降節對唱情歌 / 書達, 農永良, 

趙振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1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86-516-587-1 (平裝) NT$260  

1.民謠 2.廣西壯族自治區  539.1234  

壯族攔路情歌 / 方仕輪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13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88-8 (平裝) 

NT$260  

1.民謠 2.廣西壯族自治區  539.1234  

壯族戀人信歌 / 王志遠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13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89-5 (平裝) 

NT$260  

1.民謠 2.廣西壯族自治區  539.1234  

臺灣民間傳說 / 是非文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 ISBN 978-986-5523-65-7 ( 平 裝 ) 

NT$240  

 539.533  

新傳說十二生肖 / 七色王國編繪 .-- 

二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 

11003 .-- 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528-68-3 (精裝) NT$1190  

1.生肖 2.民間故事  539.5941  

社會學 

片斷人間 : 貓、酒店公關與乘夜行

巴士私奔的女子,關於孤獨與相遇的

社會學 / 岸政彥著 ; 李璦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9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08-5712-

2 (平裝)  

1.社會學  540  

秩序與混沌 : 轉型中國的「社會奇

蹟」 = The paradox of order and chaos : 

social stability in transition China / 陳

映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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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424 面; 23 公分 .-- (臺

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 9) .-- ISBN 

978-986-350-436-8 (精裝) NT$650  

1.社會發展 2.中國研究  540.92  

絆 = Entanglement / 張崑陽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

連合, 1100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612-3-6 ( 平 裝 ) 

NT$350  

1.政治運動 2.民族認同 3.香港特別

行政區  540.92  

臺北文創名家觀點 : 25 位創意名家

的 原 力 思 辨  = Experts view : 

innovative stories from masters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 臺北文創基金

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

北文創基金會,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01-0-8 (平

裝)  

1.文化產業 2.藝文活動 3.人物志 4.

臺灣  541.2933  

人類學視閾中之中國西南地區 / 鳥

居龍藏著 ; 胡稹, 賴菲菲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5 .-- 冊 .-- (史地傳記類)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92-5 

(上冊:平裝) NT$390 .-- ISBN 978-986-

326-893-2 ( 下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326-894-9 (全套:平裝)  

1.文化人類學 2.少數民族 3.中國  

541.3  

垃圾天使 : 人類學家化身清潔隊員

的臥底實察  / 羅蘋 .奈格爾 (Robin 

Nagle)著 ; 高紫文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發行, 11003 .-- 380 面; 21 公

分 .-- (人類學 ; 321) .-- ISBN 978-986-

06016-1-9 (平裝) NT$420  

1.社會人類學 2.美國  541.3  

主權區塊鏈 1.0 : 秩序互聯網與人類

命運共同體 /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

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00 面; 23

公分  .-- (大學叢書  ; 1700001) .-- 

ISBN 978-986-478-446-2 (精裝)  

1.資訊社會 2.網路社會 3.資料探勘  

541.415  

羅伯特玩真的?AI 機器人時代的夢

想 進 行 式  = Dare to dream in AI 

robotic era / 楊谷洋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科技與

社會系列) .-- ISBN 978-986-5470-00-5 

(平裝) NT$350  

1.資訊社會 2.人工智慧  541.415  

*長思短想 : 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

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

來 ? / 羅 曼 . 柯 茲 納 里 奇 (Roman 

Krzna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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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36 面; 21 公分 .-- (新商

業周刊叢書 ; BW0768) .-- ISBN 978-

986-477-998-7 (平裝) NT$380  

1.永續發展 2.社會發展  541.43  

自律與自然 : 一部人類與瘟疫的鬥

爭史 / 陳根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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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4-740-

7 (平裝) NT$390  

1.未來社會 2.國際關係 3.病毒感染  

541.49  

在線等! : 當代互動文化與科技社會

觀察集 / 葛如鈞著 .-- 臺北市 : 致出

版, 11002 .--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09-6 (平裝) NT$300  

1.未來社會 2.科技社會學  541.49  

良性衝突 / 黎安.戴維(Liane Davey)

著 ; 林靜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80 種)(溝通

句典 ; 49) .-- ISBN 978-986-5596-04-0 

(平裝)  

1.衝突管理 2.人際衝突 3.個案研究  

541.62  

微物的總和 : 炫耀性消費的終結,無

形消費與有志階級時代的來臨 / 伊

莉 莎 白 . 裘 芮 - 霍 爾 基 特 (Elizabeth 

Currid-Halkett)著 ; 吳緯疆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開朗文化,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734-3-4 

(平裝) NT$380  

1.社會心理學 2.社會資本 3.生活方

式  541.7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

系畢業生學士論文集. 2021 一 0 六

級 / 毛景田, 王柔雯, 王筱君, 江雅筑, 

吳秉儒, 呂庭岱, 宋洁欣, 李芸, 李暄, 

李欣儒, 李恬羽, 李昱采, 李堉愷, 李

裕歡, 李曉琪, 林育如, 林宜儒, 林芷

妍, 林奕廷, 林家煒, 林儀姍, 邱奎崧, 

韋丹辰, 唐安琪, 孫齊, 徐淨儒, 高子

涵, 高怡婷, 常守均, 張玉萱, 張逸昀, 

張鈞婷, 張嫚容, 張勳妮, 曹令玟, 許

芝嘉, 許智涵, 郭永銘, 郭容華, 陳子

威, 陳可頤, 陳任佑, 陳旻洋, 陳姿吟, 

陳映學, 陳家儀, 陳榆婷, 陳慧芫, 游

皓穎, 舒楀媃, 黃文瑄, 黃宜軒, 黃明

憲, 黃亭寧, 黃羿弦, 黃湘筑, 黃煒峻, 

楊小萱, 楊以雯, 楊詠琪, 廖柏凱, 劉

佳怡, 劉冠德, 劉貞妙, 劉家瑜, 鄭卉

渝, 鄭閎澤, 蕭凱茵, 謝欣陪, 魏潔柔, 

蘇品亘, 蘇郁濃作 .-- 新北市 : 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 

11003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18-1-7 (平裝)  

1.圖文傳播 2.文集  541.8307  

退行與焦慮 : 社會病理學導論 / 司漢

武, 陳俊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14-54-9 (平裝) NT$460  

1.社會病理 2.社會問題  542  

凌晨 4 點,他們在做什麼? / 秦岩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 

11003 .-- 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52-344-3 (精裝) NT$220  

1.職業 2.生活型態 3.繪本  542.7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寶典 / 黃皇凱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35-4 (平裝)  

1.就業 2.勞動法規 3.考試指南  

542.77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 關於你需要知

道的月經大小事 / 小紅帽 Little Red 

Hood 編著 .-- 臺北市 : 全球小紅帽協

會, 11003 .-- 5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0-0-4 ( 平 裝 ) 

NT$280  

1.親子 2.性別 3.月經 4.衛生教育  

544.1  

青春不是突然就叛逆 : 校園心理師

第一手觀察,看懂青少年憂鬱、難相

處、無法溝通背後的求救訊號 / 陳

雪如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88 面; 21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67) .-- ISBN 

978-957-503-958-5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親子溝通  

544.1  

孩子長大了,我們該怎麼辦 : 給父母

的分離焦慮指引,用聆聽與信任,陪伴

青少年探索戀愛、升學、人際關係

與獨立的成長課題  / 麗莎 .霍夫曼

(Lisa Heffernan), 瑪莉 .戴爾 .哈靈頓

(Mary Dell Harrington)著 ; 何佳芬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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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027-5 (平裝)  

1.親職教育 2.親子關係 3.青少年  

544.1  

孩子的性別啟蒙繪本 : 我的家,你的

家 / 波琳.奧德(Pauline Oud)文.圖 ; 魏

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004 .-- 40 面; 25X25 公分 .-- (知識

滴 ; 31) .-- ISBN 978-957-9529-80-8 

(精裝) NT$360  

1.家庭 2.家庭關係 3.繪本  544.1  

家的實名制 / 郭念洛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139-8 (平裝) NT$320  

1.家庭關係 2.親子關係  544.1  

兒童愛之語 : 有效愛孩子的祕訣 / 蓋

瑞 .巧門(Gary Chapman), 羅斯 .甘伯

(Ross Campbell)著 ; 吳瑞誠, 蘇斐譯 .-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 教 中 國 主 日 學 協 會 出 版 部 , 

11003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533-2 (平裝)  

1.親子溝通 2.親子關係 3.兒童心理

學  544.14  

真愛不會一路平坦 : 牽手旅行的天

窗亮話 / 張雪芳, 沈中元著 .-- 新北

市  : 台 灣 遊 讀 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81-0-4 (平裝)  

1.婚姻 2.夫妻 3.兩性關係  544.3  

對愛,一直以來你都想錯了 : 學會自

愛,也能安然去愛的 24 堂愛情心理

學 / 程威銓(海苔熊)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26) .-- 

ISBN 978-957-658-516-6 ( 平 裝 ) 

NT$380  

1.戀愛心理學 2.兩性關係  

544.37014  

了解自己,學會保護自己 / 謝茹作 ; 

于洋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

版社, 11003 .-- 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345-0 ( 精 裝 ) 

NT$220  

1.性教育 2.親職教育  544.72  

巨乳研究室 : 從春宮畫到 AV 產業

如何創造大胸部神話,及日本情色文

化的發展 / 安田理央作 ; 哲彥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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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05) .-- ISBN 978-986-289-547-4 

(平裝) NT$400  

1.特種營業 2.文化研究 3.日本  

544.767  

原住民族延緩失能暨活躍老化文化

教案種子教師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原住民族委員會, 社團法

人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著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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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11001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9-08-5 ( 平 裝 ) 

NT$100  

1.老人養護 2.臺灣原住民族 3.課程

規劃設計  544.8  

樂齡打工趣 : 讓生活 new 一下 / 謝

冠賢, 李淑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004 .-- 2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15-7 (平裝) 

NT$280  

1.老人學 2.生涯規劃 3.生活指導  

544.8  

如何照料你所愛的親人 : 照顧失智、

重病、失能者的全方位實用指南 / 

亞曼達.衛爾寧(Amanda Waring)著 ; 

田若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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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i 健康 ; 52) .-- ISBN 978-

986-99870-2-8 (平裝) NT$380  

1.老人養護 2.居家照護服務 3.照顧

者  544.85  

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 : 邁向幸福經

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 / 吉勃森.

葛拉罕(J. K. Gibson-Graham), 珍妮.卡

麥隆 (Jenny Cameron), 史蒂芬 .希利

(Stephen Healy)著 ; 周睦怡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Window ; 9) .-- ISBN 978-986-99347-

4-9 (平裝) NT$400  

1.社區發展 2.經濟合作  545  

全國社區營造會議實錄. 2019 年 / 文

化部著 .-- 新北市 : 文化部, 11003 .-- 

193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2-

309-7 (平裝)  

1.社區總體營造 2.臺灣  545.0933  

城市行銷與品牌管理 / 鄭博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3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06-3 ( 平 裝 ) 

NT$400  

1.都市發展 2.都市計畫  545.1  

草埔仔微型都市計畫規劃設計方案 / 

蘇瑛敏, 陳振誠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 

11003 .-- 1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3-5-8 (平裝) NT$360  

1.都市計畫 2.都市建築 3.環境規劃 4.

臺北市  545.14  

童軍史略 / 王國輝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11003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24-0-9 (平裝) NT$250  

1.童軍教育 2.歷史 3.英國  

546.81941  

*賽德克小書. VII : 踏尋祖靈橋,參與

部落再生 / 劉瑞瓊, 林益謀, 楊素欣, 

郭明正, 賴慶明, 李永光, 瑪姮.巴丸, 

曉明女中部落服務團, 部落青年作 ; 

陳品瑜, 蘇筠芸, 謝岷蓁總編輯 .-- 臺

中市 : 財團法人曉明文教基金會曉

明之星出版社,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257-6-8 (平

裝) NT$300  

1.社會服務  547.16  

人道者靜靜發光 / 沈建文等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公益傳播基

金會,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166-0-6 ( 平 裝 ) 

NT$499  

1.公益事業 2.傳播 3.作品集  548.1  

慈濟慈善志業 :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 

= Tzu Chi mission of charity / 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003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38-4-5 

(精裝) NT$450  

1.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公益

事業  548.126  

保護兒童免於性剝削與性虐待之專

有名詞使用準則  / Susanna Greijer, 

Jaap Doek 撰寫 ; 李心祺翻譯 .-- [臺

北市] : 臺灣展翅協會, 11003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028-1-

4 (平裝)  

1.兒童保護 2.性虐待 3.術語  548.13  

學齡前兒童性侵害初級預防 : 以家

長為中心的社會工作介入 / 簡美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2 .-- 1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546-8-6 ( 平 裝 ) 

NT$250  

1.兒童保護 2.性侵害  548.13  

雨後霓虹 : 臺灣在地失能研究與障

礙者的生命故事 / 孫小玉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

究中心, 11003 .-- 1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06276-0-2 (平裝)  

1.失能 2.身心障礙者 3.人文社會學 4.

臺灣  548.25  

謝謝妳來到這世上 : 沒有眼鼻的寶

貝為生命點亮前進方向 / 倉本美香

作 ; 陳姵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三

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4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9392-5-6 (平裝) NT$350  

1.身心障礙者 2.自我實現  548.25  

彭百顯的回歸 : 921 啟示錄 / 彭百顯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宇河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書有限

公司發行, 11004 .-- 694 面; 23 公分 .-

- (Discover ; 54) .-- ISBN 978-986-456-

321-0 (精裝) NT$600  

1.震災 2.災後重建 3.歷史檔案  

548.317  

黑色產業鏈 : 網路詐騙技術首度現

場公開及防範 / 馬傳雷, 孫奇, 高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3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01-80-8 ( 平 裝 ) 

NT$790  

1.詐欺罪 2.犯罪防制  548.546  

彩虹計畫 : 107-110 年度第 4-5 期成

果報告(3 年 5 期) / 法務部矯正署雲

林第二監獄編輯 .-- 雲林縣虎尾鎮 :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雲 林 第 二 監 獄 , 

11003 .-- 2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43-58-0 (平裝) NT$1000  

1.更生保護 2.戒毒 3.愛滋病防治  

548.78  

經濟 

從零開始讀懂經濟學 : 不用懂艱深

數學,一本掌握商業世界運作的邏輯 

/ 中谷武, 中村保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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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68 面; 21 公

分  .-- (新商業叢書  ; BW0764) .-- 

ISBN 978-986-5482-36-7 ( 平 裝 ) 

NT$439  

1.經濟學  550  

基礎經濟學  / Robin Bade, Michael 

Parkin 著 ; 許景翔, 潘明如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4 .-- 48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00-7 (平裝)  

1.經濟學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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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經濟學 / 伍忠賢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51-3 (平裝) NT$400  

1.經濟學  550  

總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 楊莉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07-7 ( 平 裝 ) 

NT$750  

1.總體經濟學  550  

*極端經濟 : 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

性、復甦與未來布局 / 理查.戴維斯

(Richard Davies)著 ; 林步昇, 洪世民, 

劉道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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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384 面; 23 公分 .-- (thinkin' 

tank ; 3) .-- ISBN 978-986-99559-4-2 

(平裝) NT$520  

1.經濟社會學 2.經濟學  550.1654  

隱形牢籠 : 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

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 / 彼德.布隆

(Peter Bloom)作 ; 王曉伯, 鍾玉玦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84 面; 21

公分 .-- (next ; 289) .-- ISBN 978-957-

13-8710-9 (平裝) NT$450  

1.經濟社會學 2.商業倫理  550.1654  

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 / 繆一德, 楊海

濤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5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513-4 (平裝) NT$340  

1.經濟學說 2.經濟思想  550.18  

數 量 研 究 方 法  : 理 論 與 應 用  =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梁金樹, 丁吉峯, 王

淑滿著 .-- 第一版 .-- 基隆市 : 梁金樹

出版 ; 臺北市 : 複合文具印刷有限公

司經銷, 11002 .-- 2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570-6 ( 平 裝 ) 

NT$500  

1.經濟數學 2.量性研究  550.19  

個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 楊莉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9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08-4 ( 平 裝 ) 

NT$900  

1.個體經濟學  551  

圖解個體經濟學 : 經濟學特考的補

教名師教你從生活周遭探索經濟學

魅力無限的世界 / 茂木喜久雄著 ; 黃

意凌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3 公分 .-

- (知的! ; 180) .-- ISBN 978-986-5582-

27-2 (平裝) NT$420  

1.個體經濟學  551  

民營化與制度實踐 / 林明鏘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412 面; 21 公分 .-- (臺

大法學叢書 ; 237) .-- ISBN 978-986-

526-033-0 (平裝) NT$500  

1.公營事業民營化 2.論述分析  

553.61023  

水資源物聯網作業管理與規範導入

計畫成果報告書  = Water resources 

internet of things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standard introduction plan / 逢甲大

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編著 .-- 臺

北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001 .-- 5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62-

7 (平裝附光碟片) NT$600  

1.水資源管理 2.管理資訊系統  

554.61  

從零開始賺一億. 4 : 最後上車機會,

從零開始賺出富裕人生  / 呂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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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37-5 (平裝) NT$300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羅姐談好房 : 行家引路 x 竅門破解 x

實戰入局 購屋自住私房秘笈 / 朱承

天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16-3-6 (平

裝) NT$350  

1.不動產業 2.投資  554.89  

臺灣工業新風貌—田園工廠 : 特定

工廠政策推動、法規及實務 / 雲瑞

龍, 李書孝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李

書孝, 11003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5-2 ( 平 裝 ) 

NT$600  

1.工廠 2.工廠管理  555.5  

公務人員考試 :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

(高等考試+地特三等)歷屆考題彙編 

/ 蕭中剛, 陳俊哲, 徐強, 許曉鋒, 王韋

傑, 張嘉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41-

4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職安一點通 :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

定完勝攻略. 2021 版 / 蕭中剛, 余佳

迪, 陳正容, 謝宗凱, 江軍, 葉日宏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75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02-755-1 (平裝)  

1.工業安全 2.職業衛生  555.56  

圖解食品工廠管理與實務 / 張哲朗, 

李明清, 黃種華, 鄭建益, 徐能振, 顏

文俊, 林聰明, 徐維敦, 施柱甫, 施泰

嶽, 張仕貴, 吳伯穗, 陳忠義, 蔡育仁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3-7 (平

裝) NT$550  

1.工廠管理  555.6  

勞動事件法要義及案例解析 / 張捷

誠, 周忠憲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張捷誠, 周忠憲, 11002 .-- 1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4-

7 (平裝) NT$400  

1.勞動法規 2.勞動基準法 3.個案研

究  556.84  

勞動基準法 / 陳旻沂著 .-- 9 版 .-- 臺

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004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13-3 

(平裝) NT$320  

1.勞動基準法  556.84  

勞動基準法隨身查 / 周志盛, 周瑋軒, 

周瑋倫著 .-- 3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

版社,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20-1 ( 平 裝 ) 

NT$350  

1.勞動基準法  556.84  

酒駕執法實務與應用 / 陳淑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1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08-7 ( 平 裝 ) 

NT$200  

1.交通法規 2.行政程序法  557.13  

大浪淘沙 : 湮沒於海上絲綢之路的

寶藏 「南澳 I 號」上的寶藏 / 向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 

11004 .-- 96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3) .-- ISBN 978-986-499-128-0 

(平裝) NT$200  

1.航運史 2.明史  5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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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 : 湮沒於海上絲綢之路的

寶藏 探秘宋代海上絲綢之路 / 向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 

11004 .-- 92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2) .-- ISBN 978-986-499-126-6 

(平裝) NT$190  

1.航運史 2.宋代  557.46  

大浪淘沙 : 湮沒於海上絲綢之路的

寶藏 探秘明代海上絲綢之路 / 向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 

11004 .-- 100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1) .-- ISBN 978-986-499-127-3 

(平裝) NT$200  

1.航運史 2.明史  557.46  

大浪淘沙 : 湮沒於海上絲綢之路的

寶藏 價值連城的「南海 I 號」 / 向

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11004 .-- 92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4) .-- ISBN 978-986-499-129-7 

(平裝) NT$190  

1.航運史 2.貨船 3.宋代  557.46  

*港埠經營與管理 / 張志清作 .-- 二

版 .-- 基隆市 : 張志清出版 : 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總經銷 , 

11002 .-- 80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565-2 (平裝) NT$600  

1.港埠管理  557.52  

郵政考試講重點(郵政三法大意) / 湛

址傑, 湛伸彥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

988-0 (平裝) NT$350  

1.郵政法規  557.61  

台灣網路透明報告(2017-2018). 2020 

= Taiwan internet transparency report / 

周冠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臺灣人權促進會, 11003 .-- 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762-1-8 

(平裝)  

1.網路  557.79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

南. 2021 年 / 程健行, 陳善珮, 李奇嶽, 

郭名龍, 王再生, 洪小芬, 高士凱, 黃

柏維, 蔡淑賢, 嚴從音, 中華民國旅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編著 .-- 6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98-7 (平裝)  

1.航空運輸管理 2.客運  557.943  

歐盟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永續

發展專章執行情形 = Implementation 

status for the chapter of trade an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osen 

countries / 焦興鎧, 黃鼎佑, 黎博文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004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6-03-

9 (平裝) NT$250  

1.歐洲聯盟 2.自由貿易 3.貿易協定  

558.15  

財政；金融；投資 

財政學 = Public finance / 許義忠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5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43-8-9 ( 平 裝 ) 

NT$599  

1.財政學  560  

金融科技 / 陳若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550-6 (平裝) NT$700  

1.金融業 2.金融管理 3.金融自動化  

561.029  

國家興衰,貨幣有責 : 要想以史為鑑,

得先洞悉金錢 / 洪春旭著 ; 金勝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

公司,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Biz ; 353) .-- ISBN 978-986-5548-60-5 

(平裝) NT$360  

1.金融史 2.世界史  561.09  

法令遵循理論與實務 / 詹德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93-0 (平裝) NT$580  

1.金融法規  561.2  

金融市場 : 全球的觀點 / 沈中華, 呂

青樺著 .-- 八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72-1-3 (平

裝) NT$690  

1.金融市場  561.7  

最後的贏家 / 黃正傳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深 智 數 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1-83-9 (平裝) NT$580  

1.金融市場 2.投資  561.7  

公司金融的 14 堂課 / 王曉雯, 李丹, 

李韋憲, 何中達, 吳庭斌, 周賓凰, 徐

政義, 高櫻芬, 翁禮祺, 張傳章, 陳錦

村, 黃泓人, 楊曉文, 鄭漢鐔, 賴弘能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

金融研訓院, 11004 .-- 250 面; 21 公

分 .-- (財務金融系列 ; 28) .-- ISBN 

978-986-399-207-3 (平裝)  

1.金融學 2.文集  561.707  

資本市場運作 / 楊俏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3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57-680-514-1 

(平裝) NT$460  

1.資本市場  561.76  

歐盟金融市場法 / 陳麗娟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003 .-- 264 面; 23 公分 .-- (專業叢

書 ; PS031) .-- ISBN 978-957-8736-76-

4 (平裝) NT$460  

1.歐洲聯盟 2.國際金融市場 3.金融

法規  561.83  

個人理財之井字分析 / 劉純生著 .-- 

高雄市 : 王貞, 11002 .-- 4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95-9 (平裝) 

NT$480  

1.個人理財  563  

越理財的女人越有錢 / 淘淘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

限公司, 11001 .-- 2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88-6 ( 平 裝 ) 

NT$350  

1.個人理財 2.女性  563  

區塊鏈 : 下一波全球投資錢潮 / 約翰.

哈格雷夫(John Hargrave)著 ; 張家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68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56) .-- ISBN 

978-986-507-280-3 (平裝) NT$380  

1.電子貨幣 2.電子商務  563.146  

4 步驟學會高勝率外匯交易法 : 前大

型銀行頂尖 FX 交易員教你從市場

判讀到資金管理 / 鈴木拓也著 ; 陳識

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11-645-3 (平裝)  

1.外匯交易 2.外匯投資 3.資金管理  

563.23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

一次過關 / 可樂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28-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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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衍生性商品  563.5  

關鍵時刻下的 12 堂投資心法與實作

課 : 無懼市場波動的不敗投資策略 / 

林明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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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192 面; 24 公分 .-- (新商業周刊 ; 

BW0758) .-- ISBN 978-986-5482-18-3 

(平裝) NT$520  

1.投資  563.5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 重

點統整+歷年試題解析二合一過關寶

典 / 陳怡如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23-1 (平裝)  

1.投資法規 2.證券法規  563.51  

跟凱因斯學價值投資,成為散戶贏家 : 

世界最偉大經濟學家如何顛覆傳統,

在股票市場贏得財富 / 賈斯廷.華許

(Justyn Walsh)著 ; 周沛郁, 陳儀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BCCF0433P) .-- ISBN 

978-986-398-662-1 (平裝)  

1.凱因斯(Keynes, John Maynard, 1883-

1946) 2.投資理論 3.投資技術 4.投資

分析  563.52  

不懂股,你炒屁 : 股癌投資概念之書

(實踐版) / 謝孟恭著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iRICH ; 28) .-- ISBN 978-

957-658-514-2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投資學 : 證券分析與投資策略 / 韓千

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9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272-2-0 (平裝) 

NT$583  

1.證券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我靠交易賺大錢 : 從散戶到專職操

盤手的真實獲利法則 / 伊恩.墨菲(Ian 

Murphy)著 ; 陳重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

家系列 ; 48) .-- ISBN 978-957-9054-

82-9 (平裝)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股票買賣初學入門 / 張真卿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 

11002 .-- 3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518-9-0 (平裝) NT$399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阿斯匹靈教你選股不踩雷! / 邱正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663-9-9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後巴菲特時代科技股女股神 : 凱薩

琳.伍德的「破壞性創新」投資致富

策略 / 陳偉航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BIG ; 

355) .-- ISBN 978-957-13-8708-6 (平裝) 

NT$32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563.53  

期指當沖操作攻略 / 陳永達(燚炎)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大億出版有

限公司, 11004 .-- 240 面; 26 公分 .-- 

(大億財金  ; 40) .-- ISBN 978-986-

94634-7-8 (平裝) NT$79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零股獲利術 : 用 3 萬元當 700 家股

東,3 年賺 100% / 張琨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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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203-1-3 (平裝) NT$38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躺著就贏 人生就是不公平 : 股魚最

強存股祕技 / 股魚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Smart 智富文化出版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3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847-2-0 (平裝) NT$35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蹲在馬桶上炒股,月薪多出五十萬 / 

林僚作 ; 鄭舜瓏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5 .-- 208

面; 21 公分 .-- (Biz ; 356) .-- ISBN 

978-986-5548-67-4 (平裝)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分析 3.投資技術  

563.53  

飆股的長相 : 我不看財報,照樣選對

股票 / 林則行作 ; 鄭舜瓏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48-79-7 (平裝) NT$340  

1.股票投資 2.投資技術 3.投資分析  

563.53  

ESG ETF 引領投資新趨勢 / 元大投

信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投資理

財 ; 48) .-- ISBN 978-986-98756-6-0 

(平裝) NT$280  

1.證券市場 2.證券投資 3.投資分析  

563.54  

保險課稅實務 / 封昌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511-498-5 (平裝) NT$450  

1.保險 2.節稅  563.7  

保險學原理 / 鄭鎮樑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576 面; 26 公分 .-- 精華版 .-

- ISBN 978-986-522-476-9 ( 平 裝 ) 

NT$580  

1.保險學  563.7  

Cosplay 政府採購法入門及錯誤態樣

解析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企劃管理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企劃管

理部, 11004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47-6 ( 平 裝 ) 

NT$600  

1.政府採購 2.公共財務法規  

564.72023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 / 賦誠

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30-9 

(平裝)  

1.稅務 2.租稅  567.01  

稅務法規 : 理論與應用 / 楊葉承, 宋

秀玲, 楊智宇編著 .-- 13 版修訂 .-- 臺

北 市  : 新 陸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8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43-7-2 (平裝) NT$650  

1.稅法  567.023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得稅法、

稅捐稽徵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 

方君編著 .-- 第十九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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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238-5 (平裝)  

1.稅法  567.023  

意大利稅法要論 / 翁武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501-2 (平裝) NT$400  

1.稅法 2.義大利  567.945  

政治 

政治學與臺灣政治 / 王業立, 蘇子喬, 

沈有忠, 胡全威, 鄭任汶, 劉嘉薇, 王

啟明合著 ; 王業立主編 .-- 二版 .-- 臺

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004 .-- 

5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92-01-4 (平裝)  

1.政治學 2.臺灣政治  570.7  

韋伯法政思想的評析 / 洪鎌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2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469-1 ( 平 裝 ) 

NT$320  

1.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政治

思想 3.政治發展  570.943  

創造國族 : 羅摩誕生地運動與恐懼

自身 /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 什

卡.特維迪(Shikha Trivedy), 沙.馬亞南

(Shail Mayaram), 阿 育 . 雅歷 (Achyut 

Yagnik)作 ; 李孝智譯 .-- 臺北市 : 臺

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 : 唐山出版

社發行, 11002 .-- 300 面; 21 公分 .-- 

(台社論壇叢書 ; 35) .-- ISBN 978-986-

06001-1-7 (平裝) NT$420  

1.民族主義 2.印度教 3.印度  571.11  

新世界大同聖道天命經 : 聖人道 / 以

德.中道子作 .-- [新北市] : 王德斌,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41-3 (平裝) NT$180  

1.世界主義  571.288  

民主的思辨 : 101 個關於民主你該思

考的事 / 保羅.諾特(Paul Nolte)著 ; 陳

中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567-91-

7 (平裝) NT$380  

1.民主政治 2.政治思想  571.6  

行政學大意 : 看這本就夠了 / 林志忠

編著 .-- 第十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47-

7 (平裝)  

1.行政學  572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論壇實錄 : 公民

參與的年輕新動力 . 2020 = Taipei 

Participalory Budgeting Forum Young 

Proceedings : Power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2020 / 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

政府民政局,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64-47-9 (全套:平裝)  

1.公民 2.政治參與 3.會議實錄 4.臺

北市  572.2  

打造創業型政府 / 瑪里亞娜.馬祖卡

托 (Mariana Mazzucato) 著  ; 鄭煥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NEXT ; 284) .-- ISBN 978-

957-13-8660-7 (平裝) NT$480  

1.企業管理 2.科技管理 3.技術發展  

572.9  

韓 詩 大 選  = Han's poems special 

collection / 挑大師作 .-- 臺南市 : 廖

盛芳, 11002 .-- 204 面; 24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57-43-8579-9 

(精裝) NT$450  

1.臺灣政治 2.言論集  573.07  

兩岸恩怨如何了? / 呂秀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呂秀蓮出版 ; 臺北市 : 

允 晨 文 化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9-0 (平裝) NT$500  

1.兩岸關係 2.國際關係  573.09  

張馥堂的五彩人生 : 見證海峽兩岸

交流三十年紀實 / 張馥堂作 .-- 臺北

市 : 張馥堂, 11002 .-- 2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87-4 (精裝) 

NT$990  

1.兩岸關係 2.兩岸交流 3.文集  

573.09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澎湖縣選舉實錄 / 澎湖縣

選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澎湖縣

馬公市 : 澎湖縣選舉委員會, 11002 .-

- 2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67-07-4 (平裝)  

1.元首 2.立法委員 3.選舉 4.澎湖縣  

573.5521  

廿世紀中國政治史論集  / 栗國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11003 .-- 51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158-5-2 ( 平 裝 ) 

NT$680  

1.政治發展 2.歷史 3.文集 4.中國  

574.1  

*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erspectives on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 陳建甫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 11003 .-- 92 面; 21 公

分 .-- 教育部<<109 強化與東協及南

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 .-- ISBN 978-

986-06158-3-8 (平裝) NT$200  

1.政治經濟 2.國際關係 3.中國大陸

研究 4.文集  574.1  

那個中國 : 旅華西方人眼中的毛澤

東時代 / 王舒柳編 .-- 臺北市 : 臺灣

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 : 唐山出版社

發行, 11002 .-- 264 面; 21 公分 .-- (台

社論壇叢書 ; 34) .-- ISBN 978-986-

06001-0-0 (平裝) NT$420  

1.中國大陸研究 2.言論集  574.107  

泰好未來 : 泰國 SDGs 永續發展與臺

灣目標 13 氣候行動之實踐 = Thai-

SDG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ailand's SDGs and the practice of 

Taiwan goal 13 climate action / 時時泰

工作室編輯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

室, 11002 .-- 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83-5-7 (平裝) NT$150  

1.國家發展 2.永續發展 3.環境教育 4.

泰國 5.臺灣  574.382  

新竹市東區水源里里長缺額補選新

竹市選務實錄. 第 21 屆 / 新竹市選

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新

竹市選舉委員會, 11003 .-- 1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08-1 (平

裝) NT$219  

1.地方選舉 2.新竹市  575.33/112.3  

警察法規(含概要)百分百 / 成琳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22-4 (平

裝)  

1.警政法規  575.81  

警察組織基層人力招募遴選培訓與

適任研究 / 馬心韻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0-7 (平裝)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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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察 2.人力資源 3.教育訓練  

575.84  

他山之石 : 各國緊急應變機制 / 王尊

彥, 李俊毅, 洪銘德, 劉蕭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56-8 ( 平 裝 ) 

NT$380  

1.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全民自主防災能力提升及精進計畫. 

109 年 = Improvement for community-

based flood risk management of 2020 / 

國立臺灣大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003 .-- 21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166-5 

(平裝附光碟片) NT$600  

1.防災教育 2.災害應變計畫  575.87  

科技廠防火安全工程性能式設計 / 

邱晨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

法人台灣公安學會, 11002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897-5-1 

(平裝) NT$550  

1.消防設施 2.消防安全 3.科技業 4.

工廠安全  575.875  

群眾路線思想發展史  / 羅平漢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60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124) .-- ISBN 978-986-

5541-63-7 (平裝) NT$900  

1.中國共產黨 2.政治思想史  576.25  

國際政治理論與全球實踐 / 蔡東杰, 

廖舜右, 方天賜, 連弘宜, 張凱銘, 楊

三億, 崔進揆, 王啟明, 譚偉恩, 劉泰

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8-4 (平

裝) NT$480  

1.國際政治理論 2.國際關係  578.01  

台日關係史(1945-2020) / 川島真, 清

水麗, 松田康博, 楊永明著 ; 高村繁, 

黃偉修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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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76 面; 21 公分 .-- 

(臺灣研究叢書 ; 28) .-- ISBN 978-986-

350-437-5 (平裝) NT$500  

1.臺日關係 2.外交史  578.231  

國土安全 / 汪毓瑋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汪毓瑋, 11002 .-- 冊 .-- ISBN 978-

957-43-8609-3 (全套:平裝) NT$1400  

1.國土 2.國家安全  579.13  

法律 

圖解法律記憶法 : 國家考試的第一

本書 / 錢世傑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134-7-8 (平裝) NT$450  

1.法學  580  

最新簡明六法 /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

編輯 .-- 54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6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2-463-9 

(平裝) NT$40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 黃昭元, 蔡茂寅, 

陳忠五, 林鈺雄編著 .-- 四十五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6-031-6 (平裝) NT$470  

1.六法全書 2.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商科學生應用民+商法 / 郭祥瑞著 .-- 

一 版  .-- 新 北 市  : 松 根 出 版 社 , 

11003 .-- 2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94-7-8 (平裝) NT$450  

1.民法 2.商事法  584  

家事事件法論 / 姜世明著 .-- 六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 736 面; 23 公分 .-- (伊薩法學系列 ; 

19) .-- ISBN 978-957-511-496-1 (平裝) 

NT$720  

1.家事事件法  584.4  

繼承 : 案例式 / 郭欽銘著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4-5 ( 平 裝 ) 

NT$500  

1.繼承 2.判例解釋例  584.5  

圖解刑法概要 :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

(司法) / 南春白編著 .-- 第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46-0 (平裝)  

1.刑法  585  

當心禍從口出 : 公然侮辱的罪與罰 / 

袁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9-89-2 (平

裝) NT$250  

1.誹謗罪 2.妨害名譽罪 3.論述分析  

585.431  

老師沒教,你卻必須知道的 40 堂醫

療必修課 / 楊坤仁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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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72 面; 23 公分 .-- (悅

讀健康系列 ; HD3171) .-- ISBN 978-

986-99816-6-8 (平裝) NT$450  

1.醫療糾紛 2.醫事法規 3.判決  

585.79  

麗茲波頓的謀殺審判 : 直擊美國史

上最駭人聽聞的世紀懸案 / 卡菈.羅

柏森(Cara Robertson)作 ; 徐立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464 面; 21 公

分  .-- (人文 ) .-- ISBN 978-957-05-

3307-1 (平裝) NT$590  

1.波頓(Borden, Lizzie, 1860-1927) 2.刑

事案件 3.美國  585.8  

民事訴訟法 / 李淑明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6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502-9 (第 4 冊:平裝) NT$680  

1.民事訴訟法  586.1  

刑事訴訟法實務與應用  / 陳世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504-3 ( 平 裝 ) 

NT$650  

1.刑事訴訟法  586.2  

自由心證法制新趨勢 : 從自由心證

主義之發展軌跡談起 / 林賢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22-462-2 ( 平 裝 ) 

NT$320  

1.審判 2.刑事訴訟法 3.民事訴訟法 4.

個案研究  586.5  

強制執行法 / 蘇盈貴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12-6 

(平裝) NT$500  

1.強制執行法  586.89  

強制執行法 / 許士宦著 .-- 第 3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524 面; 23 公分 .-- (口述講

義. 民事及家事程序法 ; 第 3 卷) .-- 

ISBN 978-986-526-030-9 ( 平 裝 ) 

NT$600  

1.強制執行法  586.89  

商事法 / 吳威志, 李岳牧, 王俊人, 嚴

奇均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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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87-7 (平

裝) NT$520  

1.商事法  587  

關聯交易的法律效力問題研究 / 朱

曉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499-2 ( 精 裝 ) 

NT$500  

1.公司法 2.交易 3.論述分析  587.2  

*最高法院海商法裁判整編暨評析

(2009-2020) / 黃裕凱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黃裕凱, 11002 .-- 83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1-7 (平

裝) NT$1200  

1.海商法 2.判例彙編  587.6  

圖解載貨證券專論= Advanced bills of 

lading / 鍾政棋著 .-- 第二版 .-- 基隆

市 : 鍾政棋, 11002 .-- 2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88-1 (平裝) 

NT$500  

1.海商法  587.6  

尹析老師的行政法觀念課 : 圖解、

時事、思惟導引 / 尹析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24-8 (平裝)  

1.行政法  588  

主題式行政法(含概要)混合式超強

題庫 / 尹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37-8 (平裝)  

1.行政法  588  

行政法講義 / 林明鏘作 .-- 六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32-3 (平裝) NT$600  

1.行政法  588  

行政組織法論 / 黃錦堂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511-495-4 (平裝) NT$720  

1.行政組織法  588.11  

行政訴訟法 / 陳清秀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9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503-6 (平裝) NT$860  

1.行政訴訟法  588.16  

行政執行程序訴訟案例選輯 / 法務

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法務部, 11002 .-- 56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43-57-3 (精裝) 

NT$400  

1.行政執行法 2.判例彙編  588.18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 / 盧金

德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26-

2 (平裝)  

1.原住民行政法規  588.29  

當文創遇上法律 : 智慧財產的運用 / 

賴文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藝思有法 Arts Law ; 

1) .-- ISBN 978-957-9057-80-6 (平裝) 

NT$350  

1.著作權保護 2.智慧財產權  588.34  

法院組織法 : 建構與實證 / 史慶璞

著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44-5 (平

裝) NT$400  

1.法院  589.2  

軍事 

孫子兵法的思維方式 / 王天驌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4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97-7 ( 平 裝 ) 

NT$350  

1.孫子兵法 2.研究考訂 3.謀略  

592.092  

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 / 郭建龍著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5 .-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48-69-8 (平裝) NT$599  

1.戰史 2.古代 3.中國  592.92  

國防行政法制論文集. 二 / 王麒惠, 

李瑞典, 倪健琳, 張哲愷, 馮芛芛, 楊

承璋, 蔡秋裕, 鍾秉正作 .-- 一版 .-- 

桃園市 : 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國防

部北部地區法律服務中心), 11002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46-72-7 (平裝)  

1.軍事法規 2.國防法規 3.論述分析 4.

文集  593.9107  

光輝記憶 : 草綠國軍映像記實 / 吳尚

融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軍式風格

多媒體工作室, 1100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307-3-7 (平

裝) NT$620  

1.軍服 2.軍事裝備 3.中華民國  

594.72  

海上力量 : 日本 PK 中國 / 弗雷德.希

爾(Free Hill)著 ; 西風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003 .-

- 224 面; 23 公分 .-- (全球防務 ; 14) .-

- ISBN 978-957-8697-96-6 ( 平 裝 ) 

NT$480  

1.海軍 2.軍艦 3.日本 4.中國  597.92  

當代日本海上力量  / 弗雷德 .希爾

(Free Hill)著 ; 西風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002 .-- 

224 面; 23 公分 .-- (全球防務 ; 10) .-- 

ISBN 978-957-8697-98-0 ( 平 裝 ) 

NT$480  

1.海軍 2.自衛隊 3.日本  597.931  

二十一世紀美國海上力量 / 弗雷德.

希爾(Free Hill)著 ; 西風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全球防

務 ; 11) .-- ISBN 978-957-8697-97-3 

(平裝) NT$480  

1.海軍 2.軍艦 3.美國  597.952  

用生命築長城 : F-104 星式戰鬥機臺

海捍衛史 / 唐飛, 王長河, 葛惠敏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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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29-0 (平裝) NT$300  

1.戰鬥機 2.臺灣  598.61  

當代主力戰機和機載武器 / 弗雷德.

希爾(Free Hill)著 ; 西風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全球防

務 ; 13) .-- ISBN 978-957-8697-95-9 

(平裝) NT$480  

1.戰鬥機  598.61  

運輸機、偵察機、加油機、預警機、

電子戰機 / 保羅.艾登(Paul E.Eden)著 ; 

西風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

藝術創作坊, 11003 .-- 224 面; 23 公

分 .-- (全球防務 ; 12) .-- ISBN 978-

957-8697-94-2 (平裝) NT$480  

1.戰鬥機  598.61  

V-22「魚鷹」傾斜旋翼機 : 美軍新

一代主力戰術運輸機  / 保羅 .艾登

(Paul E.Eden)作 ; 郭瑋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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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面; 23 公分 .-- (全球防務 ; 9) .-- 

ISBN 978-957-8697-99-7 ( 平 裝 ) 

NT$380  

1.運輸機 2.軍機  598.63  

衛國旋風五十載 : 休伊家族在台的

飛行記事 = Defending our home : the 

Bell Huey helicopters in Taiwan / 何漢

嘉, 陳維國編著 .-- 第一版 .-- 新竹縣

竹東鎮 : 何漢嘉, 11004 .-- 4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2-4 (精

裝)  

1.軍用直昇機 2.臺灣  598.69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 / 麥勁生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2-558-2 ( 平 裝 ) 

NT$400  

1.西洋史 2.史學  601.94  

老北大講義 : 史學方法導論 / 傅斯年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20 面; 23

公 分  .-- ( 中 華 文 化 思 想 叢 書  ; 

A0100065) .-- ISBN 978-986-496-582-3 

(平裝) NT$400  

1.史學方法 2.文集  603  

地圖會說話 : 從 GPS 衛星定位到智

慧手機地圖,不可不知的地理資訊應

用 / 李文堯, 林心雅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奇光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5 公分 .-

- 10 週年增訂版 .-- ISBN 978-986-

99274-8-2 (平裝) NT$480  

1.地圖學 2.主題地圖 3.地理資訊系

統  609.2  

中國史 

刺客列傳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11-0 ( 平 裝 ) 

NT$320  

1.中國史  610.4  

宮廷政變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10-3 ( 平 裝 ) 

NT$320  

1.中國史  610.4  

中國斷代史 

春秋爭霸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2-8 ( 平 裝 ) 

NT$320  

1.春秋史  621.62  

戰國七雄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3-5 ( 平 裝 ) 

NT$320  

1.戰國史  621.8  

大秦帝國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4-2 ( 平 裝 ) 

NT$320  

1.秦史  621.9  

漢武王朝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5-9 ( 平 裝 ) 

NT$320  

1.西漢史  622.1  

三國風雲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6-6 ( 平 裝 ) 

NT$320  

1.三國史  622.3  

三國深喉嚨 : 趣聞 X 懸案 X 八卦 X

史料,深度追蹤被改寫的三國真面目 

/ 劉燁, 山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95-6 (平裝) NT$420  

1.三國史 2.通俗史話  622.3  

這個唐朝很有戲. 卷六, 世嚴選群魔

亂舞 : 牛李黨爭權謀劇 x 黃巢之亂

災難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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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5 .-- 冊  .-- 

ISBN 978-986-506-047-3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06-048-0 (下冊:

平裝) .-- ISBN 978-986-506-049-7 (全

套:平裝)  

1.唐史 2.通俗史話  624.1  

老北大講義 : 明史講義 / 孟森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220 面; 23 公分 .-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 A0100063) .-- 

ISBN 978-986-496-581-6 ( 平 裝 ) 

NT$400  

1.明史 2.研究考訂  626.01  

洪武王朝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7-3 ( 平 裝 ) 

NT$320  

1.明太祖 2.傳記 3.明史  626.1  

中國近代史綱 / 黃大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3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57-5 (平裝) NT$400  

1.近代史 2.中國史  627  

老北大講義 : 清史講義 / 孟森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130 面; 23 公分 .-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 A0100064) .-- 

ISBN 978-986-496-584-7 ( 平 裝 ) 

NT$400  

1.清史  627  

康乾盛世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ISBN 978-986-5493-08-0 ( 平 裝 ) 

NT$320  

1.清史  627.2  

晚清變局 / 童超主編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

房出版發行, 11003 .-- 240 面; 23 公

分 .-- (圖說天下)(中國大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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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493-09-7 ( 平 裝 ) 

NT$320  

1.晚清史 2.近代史  627.7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 革命家與他們

的產地 / 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著 ; 黃中憲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衛城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1-9-8 ( 平 裝 ) 

NT$450  

1.近代史 2.現代史 3.湖南省 4.中國  

627.89  

堅苦卓絕 : 國民革命軍「正面戰場」

抗日戰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 何

世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6-0915-7 

(平裝) NT$700  

1.中日戰爭 2.中華民國史 3.戰史  

628.5  

中國駐印軍 : 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

合作 / 李君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政大出版社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

行, 11002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544-6-4 (平裝) NT$380  

1.第二次世界大戰 2.戰史  628.58  

中國文化史 

五花馬非馬 : 中文不古板,經典舊案

翻一翻 / 曾孟卓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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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8-28-3 (平

裝) NT$300  

1.文化史 2.中國  630  

中國外交史 

中國近代外交史精要 / 羅立著 .-- 新

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003 .-

- 240 面; 23 公分 .-- (國家考試研究

叢書) .-- ISBN 978-986-99708-4-6 (平

裝) NT$380  

1.中國外交 2.外交史 3.近代史  

641.4  

後冷戰時期的中朝外交 : 關係、角

色、認同 / 金孝中, 石之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

中心,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48-3 (平裝)  

1.中韓關係 2.外交史  643.2  

中國地方志 

紙墨行旅人生 / 李安根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9-90-8 (平裝) NT$380  

1.旅遊文學 2.福建省 3.江西省  

673.169  

香港百年 : 在人情味消失之前 / 雪姬

著.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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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44-8 (平裝) NT$380  

1.人文地理 2.社會生活 3.歷史 4.香

港特別行政區  673.84  

中國地理類志 

八桂古城 八桂古鎮 / 鄭舟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2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84-0 

(平裝) NT$380  

1.古城 2.人文地理 3.廣西省  681.1  

中國遊記 

沙漠一點點 : 西安到喀什,4590 公里

的絲路日誌 / 點點陳作 .-- 一版 .-- 臺

北 市  : 臺 灣 角 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364-7 (平裝)  

1.遊記 2.旅遊文學 3.絲路  690  

世界史地 

他 X 的歷史 : 你該在學校學到的

101 堂爆笑歷史入門課 / The Captain

著 ; 吳盈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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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34-47-9 (平裝) NT$350  

1.世界史 2.軼事 3.通俗作品  711  

歷史地圖 : 認識 15 個強盛帝國從崛

起到殞落的故事 / 迪亞哥.德莫雷斯

(Thiago de Moraes)作 ; 鄧捷文, 溫力

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96 面; 33 公

分 .-- (三采兒童館 ; 69) .-- ISBN 978-

957-658-518-0 (精裝) NT$980  

1.世界史 2.通俗作品  711  

顛覆你的歷史觀 : 連歷史老師也不

知道的史實 / 謝宏仁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513-1 (平裝) NT$420  

1.世界史 2.通俗史話  711  

地球編年史指南 : 從 A 到 Z,讓你秒

懂外星文明與人類祖先歷史關鍵元

素 / 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

作 ; 洪禎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星 球 出 版  : 大 雁 出 版 基 地 發 行 , 

11004 .-- 352 面; 22 公分 .-- (The 

other ; 22) .-- ISBN 978-986-96857-9-5 

(平裝) NT$480  

1.古代史 2.文明史 3.神話  712.1  

地理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 / 三

民地理編輯小組彙編 .-- 增訂八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3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84-15-3 (平裝)  

1.世界地理 2.地理學 3.問題集  

716.022  

拾穗,在迢迢的旅途上 / 黃耀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003 .-- 2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267-91-5 (平裝) NT$380  

1.旅遊 2.旅遊文學 3.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安拿普娜南壁 /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著 ; 林友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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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528 面; 19 公分 .-- 

(meters ; FM1004) .-- ISBN 978-986-

235-902-0 (平裝) NT$599  

1.登山 2.安納布爾納峰 3.尼泊爾  

730.832  

日本史話. 近古篇 / 汪公紀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32 面; 21 公分 .-- 



53 

 

ISBN 978-957-08-5709-2 ( 平 裝 ) 

NT$290  

1.安土桃山時代 2.日本史  731.255  

江戶工作圖鑑. 上卷, 食與住篇 / 飯

田泰子著 ; 章蓓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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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204 面; 21 公分 .-- (日本再

發現 ; 16) .-- ISBN 978-986-99870-5-9 

(平裝) NT$320  

1.生活史 2.飲食風俗 3.江戶時代 4.

日本  731.26  

圖解幕末維新 / 外川淳著 ; 林農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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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數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003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

141-1 (平裝) NT$450  

1.江戶時代 2.明治維新 3.日本史  

731.268  

日本史話. 近代篇 / 汪公紀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710-8 ( 平 裝 ) 

NT$290  

1.現代史 2.日本  731.27  

日本文化超圖解 / 山本素子著 ; 小川

花梨繪 ; 李佳霖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004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9072-99-1 (平裝) 

NT$380  

1.文化 2.日本  731.3  

東京.時時刻刻 : 我留在這裡,記錄著

日本現實模樣 / Mi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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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34-42-4 ( 平 裝 ) 

NT$320  

1.文化 2.風俗 3.生活方式 4.日本  

731.3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金澤能登

圖鑑 / JTB Publishing Inc.作 ; 徐承義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78-1 (平

裝) NT$380  

1.旅遊 2.日本石川縣  731.7349  

令人耳目一新的琉球.沖繩史 / 上里

隆史著 ; 綠島譯 .-- 臺北市 : 漢珍數

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859-7-

3 (平裝) NT$400  

1.歷史 2.琉球  731.7881  

朝鮮王朝面面觀 / 朝鮮社會研究會

作 ; 游芯歆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8983-7-9 (平裝) NT$480  

1.韓國史 2.近世史  732.25  

伊斯蘭之城 : 從聖城麥加到富都杜

哈,定義伊斯蘭千年文明的 15 座城

市 / Justin Marozzi 著 ; 苑默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592 面; 23 公分 .-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

5739-9 (平裝)  

1.伊斯蘭教 2.都市 3.中東史  735  

你一定想看的印度史 / 梁捍江, 韓夢

澤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8) .-- ISBN 978-986-

392-370-1 (平裝) NT$350  

1.印度史  737.01  

臺灣史地 

戊寅份子 /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出 版 社 ,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27-0 (平裝) NT$250  

1.二二八事件  733.2913  

*究竟 228 : 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

反日力量的覆滅 / 張若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講台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82-0-4 (平裝) NT$450  

1.二二八事件  733.2913  

世界珍稀古地圖中的臺灣 : 從古羅

馬到日本帝國,跨越 2000 年,從 84 幅

精緻稀有古地圖發現臺灣 / 王存立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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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56

面; 25X25 公分 .-- (臺灣珍藏 ; 32) .-- 

ISBN 978-986-262-458-6 ( 精 裝 ) 

NT$1800  

1.古地圖 2.歷史地圖 3.臺灣史  

733.35  

山林本事 : 打開通往森之國度的大

門 = Learn from forest / 黎筱芃主編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 11002 .-- 1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55-20-0 (平裝) 

NT$420  

1.人文地理 2.農村 3.臺灣  733.4  

達人滿分,周休二日帶你輕鬆走跳宜

花東 / 吳盈棻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

9068-51-2 (平裝) NT$360  

1.臺灣遊記 2.宜蘭縣 3.花蓮縣 4.臺

東縣  733.6  

不屈服的島 : 台灣民主地圖. 完結卷 

/ 余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主流出

版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2 公

分 .-- (Touch 系列 ; 18) .-- ISBN 978-

986-98609-7-0 (平裝)  

1.臺灣遊記  733.69  

<<萬華世界>>特集 : 花街 工藝 大理

街 青草巷 市場 廟宇 = WAN der 

LAND extra issue : temple market herb 

alley dali street grafts that place / 柯景

瀚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大安區市 : 

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11003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65-3-6 (平裝)  

1.人文地理 2.歷史 3.臺北市萬華區  

733.9/101.9/123.4  

探油足跡 產業行旅 : 出磺坑油礦相

關產業文化資源調查 / 張俁霖, 黃蘭

翔, 陳潔, 吳瑞真撰文 .-- 初版 .-- 苗

栗 市  : 苗 栗 縣 政 府 文 化 觀 光 局 , 

11002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71-0 (平裝) NT$200  

1.石油工業 2.產業發展 3.文化景觀 4.

苗栗縣公館鄉  733.9/113.9/109.2  

凍頂烏龍茶文化歷史志 / 林文燦總

編輯 .-- 南投縣鹿谷鄉 : 南投縣鹿谷

鄉公所, 11002 .-- 128 面; 30 公分 .-- 

(鹿谷鄉志 ; 第十一篇) .-- ISBN 978-

986-5471-01-9 (精裝)  

1.人文地理 2.茶葉 3.南投縣鹿谷鄉  

733.9/119.9/123.4  

小黑啤玩臺灣. 雲林篇 : 去看戲 = 

Taiwan bar / 洪金煌文字 ; 李立仁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吧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68 面; 27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836-

1-7 (精裝) NT$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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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地理 2.繪本 3.雲林縣  

733.9/123.4  

落地生根 : 日治時期嘉義的學校、

民俗及鄉土 / 土屋洋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稻鄉出版社, 11003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30-5-5 

(平裝) NT$300  

1.人文地理 2.歷史 3.日據時期 4.嘉

義縣  733.9/125.4  

旬味 : 關於高雄土地、農業與生活

之事 = Land of Kaohsiung : agriculture 

and life about this place in Kaohsiung / 

廖于瑋, 姜玫如, 余嘉榮, 林竹方文

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農

業局, 11004 .-- 3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65-20-9 (平裝)  

1.人文地理 2.農業 3.高雄市  

733.9/131.4  

與土地共舞  : 鳥松與仁武特展  = 

Dance with the Land : Kaohsiung 

Exhibition : Niaosong & Renwu / 行政

法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歷

史博物館, 11004 .-- 72 面; 26 公分 .-- 

(展高雄系列專刊) .-- ISBN 978-986-

5465-22-3 (平裝) NT$200  

1.歷史 2.人文地理 3.高雄市鳥松區 4.

高雄市仁武區  733.9/133.9/141.2  

歐洲史地 

歐洲區域秩序 : 舊問題與新實驗 / 王

群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7-7 

(平裝) NT$380  

1.區域研究 2.政治發展 3.經濟政策 4.

歐洲  740  

羅馬的崛起 : 從鐵器時代到布匿戰

爭 / 凱瑟琳.洛馬斯(Kathryn Lomas)

著 ; 陳建元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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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576 面; 23 公分 .-- 

(Historia 歷 史 學 堂  ; MU0042) .-- 

ISBN 978-986-5509-67-5 ( 平 裝 ) 

NT$760  

1.羅馬帝國 2.歷史  740.222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碎唸 : 原

來,英國跟你想的不一樣! / 比爾.布萊

森(Bill Bryson)著 ; 李奧森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48 面; 21 公

分 .-- (Hello Design 叢書 ; HDI0055) .-

- ISBN 978-957-13-8718-5 ( 平 裝 ) 

NT$480  

1.旅遊文學 2.英國  741.89  

探古访今 : 英国的美丽与哀愁 / 叶乃

琳撰写 .-- 初版 .-- 新北市 : 葉乃琳,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簡體字版; 

正體題名:探古訪今: 英國的美麗與

哀愁 .-- ISBN 978-957-43-8638-3 (平

裝)  

1.旅遊 2.英國  741.89  

探古訪今 : 英國的美麗與哀愁 / 葉乃

琳撰寫 .-- 初版 .-- 新北市 : 葉乃琳,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7-6 (平裝) NT$380  

1.旅遊 2.英國  741.89  

法國大革命 : 自由之章 / 弗羅杭.古

華 杰 (Florent Grouazel), 尤 恩 . 洛 卡

(Younn Locard)繪 ; 李崇瑋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6 公

分 .-- (REV ; 20) .-- ISBN 978-957-13-

8653-9 (平裝) NT$600  

1.法國大革命 2.漫畫  742.251  

寫給庇里牛斯山的情書 : 蠻荒與瑰

麗、澎湃與抒情,一個歷史與想像中

的 野蠻 邊境  / 馬修 .卡爾 (Matthew 

Carr)著 ; 林玉菁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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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84 面; 21 公分 .-

- (Eureka ; ME2099) .-- ISBN 978-986-

5509-71-2 (平裝) NT$499  

1.歷史 2.庇里牛斯山  746  

瑞典 : 社福力與永續力 / 秋日華作 ; 

高智能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

誌, 11003 .-- 48 面; 26 公分 .-- (小國

大業系列 ; 9) .-- ISBN 978-986-99938-

7-6 (精裝) NT$250  

1.社會生活 2.社會福利 3.通俗作品 4.

瑞典  747.53  

美洲史地 

解讀川普現象 / 思想編委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84 面; 21 公分 .-

- (思想  ; 42) .-- ISBN 978-957-08-

5741-2 (平裝)  

1.川普(Trump, Donald, 1946- ) 2.元首 

3.政黨政治 4.美國政府  752.27  

大洋洲史地；兩極地區 

當你看到 EMU 在天空時 : 你就會聽

到曠野的聲音 / 伊莉莎白.著 ; 林為

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

限公司, 11003 .-- 4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15-0 ( 平 裝 ) 

NT$480  

1.福勒(Fuller, Elizabeth) 2.旅遊文學 3.

澳大利亞  771.9  

傳記 

典型夙昔 : 前修緬思錄 / 陳煒舜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3 公

分 .-- (史學研究叢書. 人物傳記叢刊 ; 

601003) .-- ISBN 978-986-478-448-6 

(平裝) NT$500  

1.世界傳記  781  

跟世界說嗨!啟發世界的 20 位創作

者 / 角川平方編輯部作 ; 黃福基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004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88-06-9 (平裝)  

1.世界傳記 2.通俗作品  781  

這就是生命 : 全球 20 位生命總統打

造生命品牌的故事 / 周進華, 張芝瑄, 

蔡潔玲, 周上觀, 周天觀合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

基金會, 11003 .-- 32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168-6-1 ( 平 裝 ) 

NT$400  

1.世界傳記  781.05  

偉大文豪 : 莎士比亞、安徒生、馬

克吐溫、阿嘉莎克莉絲蒂 / 劉思源, 

張麗容 , 貝西歐文  ; 麥克努雪夫

(Alexander Mikhnushev), 契 魯 許 金

(Kirill Chelushkin), 安德烈亞(Andrea 

Di Gennaro), 伊莎貝拉( Isabella Labate)

圖 ; 趙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76-11-0 (平裝) NT$320  

1.作家 2.世界傳記 3.通俗作品  

781.054  

商界往事 / 張愛民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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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84-8 (平裝) NT$390  

1.企業家 2.傳記 3.中國  782.1  

逆襲的詞人 / 白白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 240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675 種)(致知 ; 5) .-- ISBN 978-957-

9314-99-2 (平裝) NT$320  

1.中國文學 2.作家 3.傳記  782.24  

亂世的揭幕者 : 董卓傳 / 李柏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

司 , 11003 .-- 336 面 ; 21 公分  .-- 

(History ; 111) .-- ISBN 978-986-402-

344-8 (平裝) NT$300  

1.(漢)董卓 2.傳記  782.822  

我的姐姐秋瑾 / 秋宗章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 33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30) .-- ISBN 978-986-5541-70-5 (平裝) 

NT$280  

1.(清)秋瑾 2.傳記  782.878  

我的祖父譚嗣同 / 譚訓聰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3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29) .-- ISBN 978-986-5541-68-2 

(平裝) NT$330  

1.(清)譚嗣同 2.傳記  782.878  

我的兄長梁啟超 / 梁啟勛, 吳其昌

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33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28) .-- ISBN 978-986-

5541-67-5 (平裝) NT$450  

1.梁啟超 2.傳記  782.884  

王貽蓀戰時日記(1942) = The diaries 

of Wang Yi-sun, 1942 / 王貽蓀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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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224 面; 21 公分 .-- 

(民國日記  ; 55) .-- ISBN 978-986-

5578-06-0 (平裝) NT$330  

1.王貽蓀 2.傳記  782.887  

萍飄美國 : 新移民實錄 / 令狐萍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6 面; 23 公

分 .-- (Viewpoint ; 53)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88-8 ( 平 裝 ) 

NT$600  

1.令狐萍 2.傳記  782.887  

怒海逆風島嶼行 : 台海戰亂世代的

故事 = To reach the refuging island 

through furious sea and gusty wind / 鍾

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8382-9-0 (平裝) NT$480  

1.臺灣傳記 2.報導文學  783.31  

臺灣名人故事 / 林美琪, 發言平台, 

袁若喬, 林宜蘭, 陳素淇, 王文珊文 .-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3-

63-3 (平裝) NT$240  

1.臺灣傳記 2.歷史故事  783.31  

保釣風雲半世紀 : 保釣運動人士的

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 / 李雅明, 謝小

芩, 李雅雯, 清華大學圖書館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11003 .-- 512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

現場 ; 298) .-- ISBN 978-957-13-8751-

2 (平裝) NT$620  

1.臺灣傳記 2.人物志 3.口述歷史 4.

保釣運動  783.32  

崇德奬高雄市十大傑出市民傳馨傳

記 . 2020 第 三 屆  = 3rd Awards 

Ceremony of the Outstanding Citizens 

of Kaohsiung City TSUNG TE 

AWARD in 2020 : Chuan-xin biography 

/ 王禹生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市

高雄國際青年商會, 高雄市十大傑出

市民聯誼會, 11003 .-- 140 面; 23X31

公分 .-- ISBN 978-986-99052-1-3 (平

裝)  

1.臺灣傳記 2.人物志 3.職場成功法 4.

高雄市  783.36/131  

九隻羊的心靈札記 / 楊玖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主流人

物系列 ; 7) .-- ISBN 978-986-98609-8-

7 (平裝)  

1.楊玖之 2.臺灣傳記  783.3886  

凡生塵痕 / 党祥麟撰述 .-- 初版 .-- 臺

北市 : 党象萊, 11001 .-- 2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68-3 (精裝)  

1.党祥麟 2.自傳  783.3886  

不回頭的勇氣 : 從小學老師到創辦

學校,不怕走彎路的教育人生 / 楊傳

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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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商周教育館 ; 44) .-- 

ISBN 978-986-5482-01-5 ( 平 裝 ) 

NT$320  

1.楊傳蓮 2.臺灣傳記  783.3886  

月掛汐越松 : 連清吉教授榮退紀念

文集 / 周彥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002 .-

- 13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

1846-6 (平裝) NT$300  

1.連清吉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台灣玉之父 : 廖學誠教授紀念文集 / 

溫紹炳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温紹

炳, 11003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86-7 (平裝)  

1.廖學誠 2.臺灣傳記 3.文集  

783.3886  

台灣社會心態的微觀研究 : 以黃繼

圖日記手稿為中心(一九六 0 年代) / 

曾士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出

版社, 11003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30-6-2 ( 平 裝 ) 

NT$420  

1.黃繼圖 2.臺灣傳記 3.臺灣史  

783.3886  

安靜、聆聽、內心的聲音 / 劉仁州

著 .-- 臺南市 :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

情緒智商發展協會,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235-2-3 

(平裝) NT$380  

1.劉仁州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我的姑姑三毛 / 陳天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68-3 ( 精 裝 ) 

NT$350  

1.陳平 2.臺灣傳記  783.3886  

典範與激勵 : 趙守博八十感恩親師

尊長錄 / 趙守博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400 面; 23 公分 .-- (人與

土地 ; 29) .-- ISBN 978-957-13-8649-2 

(平裝) NT$420  

1.趙守博 2.臺灣傳記  783.3886  

淬鍊的土碳續集 : 生命之樹 / 土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1003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67-90-8 ( 平 裝 ) 

NT$280  

1.土碳 2.回憶錄  783.3886  

曾是驚鴻照影來 : 林志昇夫婦與他

們的台灣民政府 / 林梓安口述 ; 邱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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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總編輯 .-- 臺北市 : 橋樑文化工作

室, 11004 .-- 2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363-8-7 (精裝) NT$1500  

1.林志昇 2.林梓安 3.臺灣傳記 4.口

述歷史  783.3886  

*曾德堂平凡的人生 : 公益與正義 / 

曾德堂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曾德堂, 

1100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8560-7 (平裝) NT$300  

1.曾德堂 2.臺灣傳記  783.3886  

暖陽景尾 : 白色恐怖受難者許貴標

回憶錄 / 許貴標作 .-- 新北市 : 國家

人權博物館, 11002 .-- 1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2-302-8 (平裝) 

NT$240  

1.許貴標 2.回憶錄 3.白色恐怖  

783.3886  

劉國珍女士回憶錄 / 劉國珍口述 ; 李

常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城鄉風貌

工作室, 11002 .-- 1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135-4-9 ( 平 裝 ) 

NT$200  

1.劉劉國珍 2.回憶錄 3.口述歷史  

783.3886  

憶往述懷 : 我的司法人生 / 翁岳生口

述 ; 李建良主筆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5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8997-5 (精裝) NT$550  

1.翁岳生 2.自傳 3.臺灣  783.3886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一, 1935-1979

外交風雲動 / 錢復著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456 面; 21 公分 .-- (社

會人文 ; BGB504) .-- ISBN 978-986-

525-070-6 (精裝) NT$700  

1.錢復 2.回憶錄 3.臺灣政治  

783.3886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二, 1979-1988

華府路崎嶇 / 錢復著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608 面; 21 公分 .-- (社

會人文 ; BGB505) .-- ISBN 978-986-

525-071-3 (精裝) NT$820  

1.錢復 2.回憶錄 3.臺灣政治  

783.3886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 卷三, 1988-2005

台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  / 錢復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664

面 ; 21 公 分  .-- ( 社 會 人 文  ; 

BGB506) .-- ISBN 978-986-525-072-0 

(精裝) NT$850  

1.錢復 2.回憶錄 3.臺灣政治  

783.3886  

越南漢喃作家辭典 / 鄭克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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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87-7 (平裝)  

1.作家 2.古代 3.詞典 4.越南  

783.8304  

巴爾頓傳奇 : 百年前的台日公衛先

驅 / 稻場紀久雄作 ; 鄧淑晶, 鄧淑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390 面; 23 公

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藝文采風 ; 

812011) .-- ISBN 978-986-478-454-7 

(平裝)  

1.巴爾頓(Burton, William Kinninmond, 

1856-1899) 2.衛生工程 3.傳記 4.英國  

784.18  

史蒂芬.霍金 /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

斯 . 維 格 拉 (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 麥特.亨特(Matt Hunt)圖 ; 

張東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32 面; 

25 公分 .-- (小不點大夢想)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46-34-2 (精裝) 

NT$320  

1.霍金(Hawking, Stephen, 1942-2018) 

2.物理學家 3.傳記 4.通俗作品 5.英

國  784.18  

棄業醫生的秘密日記 / 亞當.凱作 ; 

吳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329-

1 (平裝) NT$320  

1.凱(Kay, Adam, 1980- ) 2.醫師 3.回憶

錄 4.英國  784.18  

*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 西蒙.德.波

娃(Simone de BEAUV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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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82-03-9 

(平裝) NT$320  

1.波娃(Beauvoir, Simone de, 1908-1986) 

2.回憶錄  784.28  

我在西伯利亞的監獄 / 尤安.巴爾貝

羅(Yoann Barbereau)著 ; 范兆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8993-7 ( 平 裝 ) 

NT$380  

1.巴爾貝羅(Barbereau, Yoann) 2.回憶

錄 3.報導文學  784.28  

香奈兒 /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

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 

安娜.阿爾蓓若(Ana Albero)圖 ; 賴嘉

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32 面; 25

公分 .-- (小不點大夢想)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6-35-9 ( 精 裝 ) 

NT$320  

1.香奈兒(Chanel, Coco, 1883-1971) 2.

傳記 3.通俗作品 4.法國  784.28  

潛水鐘與蝴蝶 / 尚-多明尼克.鮑比

(Jean-Dominique Bauby)著  ; 邱瑞鑾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19

公分 .-- (mark ; 5) .-- ISBN 978-986-

5549-65-7 (平裝) NT$300  

1.鮑比(Bauby, Jean-Dominique, 1952- ) 

2.雜誌編輯 3.腦溢血 4.傳記 5.法國  

784.28  

蒙特梭利 /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

維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

文 ; 拉蔻兒.馬汀(Raquel Martin)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32

面; 25 公分 .-- (小不點大夢想)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46-36-6 (精

裝) NT$320  

1.蒙特梭利(Montessori, Maria, 1870-

1952) 2.教育家 3.傳記 4.通俗作品 5.

義大利  784.58  

我是一個媽媽,我在矽谷靠自學成為

工程師 / 王文珮 Vanessa W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764-2 (平

裝) NT$320  

1.女性傳記 2.自我實現  785.28  

林肯傳 / 卡內基著 .-- 臺北市 : 風雲

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89-21-9 (平裝) NT$270  

1.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2.

傳記 3.美國  785.28  

流年似水 / 莉狄亞.約克納維契(Lidia 

Yuknavitch)著 ; 張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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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View ; 91) .-- ISBN 978-957-13-8651-5 

(平裝) NT$380  

1.約克納維契(Yuknavitch, Lidia) 2.回

憶錄  785.28  

重新開始 / 滕碧.洛克(Tembi Locke)

著 ; 江先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68 面; 21 公分 .-- (People

叢書 ; PEI0464) .-- ISBN 978-957-13-

8744-4 (平裝) NT$420  

1.洛克(Locke, Tembi, 1970- ) 2.異國婚

姻 3.傳記 4.美國  785.28  

索羅斯談索羅斯 : 傳奇投資大師如

何走在曲線趨勢之前 / 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著 ; 李立心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堡壘文化, 11004 .-- 448 面; 21

公分 .-- (亞當斯密 ; 9) .-- ISBN 978-

986-06022-3-4 (平裝) NT$550  

1.索羅斯(Soros, George) 2.投資 3.傳

記 4.美國  785.28  

華爾街孤狼巴魯克 : 我如何在大空

頭市場中戰勝人性? / 伯納德.巴魯克

(Bernard Baruch)著 ; 李祐寧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1-6 

(平裝) NT$450  

1.巴魯克(Baruch, Bernard Mannes, 

1870-1965) 2.投資 3.傳記 4.美國  

785.28  

賈伯斯 / 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

格拉(Maria Isabel Sánchez Vegara)文 ; 

奧菈.路易斯(Aura Lewis)圖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32 面; 25 公

分 .-- (小不點大夢想)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6-37-3 ( 精 裝 ) 

NT$320  

1.賈伯斯(Jobs, Steven, 1955-2011) 2.傳

記 3.通俗作品 4.美國  785.28  

經濟殺手的告白 / 約翰.柏金斯(John 

Pakins)著 ; 黃亦如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3 .-- 328 面 ; 21 公分  .-- 

(People ; 456) .-- ISBN 978-957-13-

8707-9 (平裝) NT$420  

1.柏金斯(Perkins, John, 1945- ) 2.國際

金融 3.傳記 4.美國  785.28  

觸碰美洲豹 : 直面危機,化恐懼為積

極行動的動力  / 約翰 .柏金斯(John 

Perkins)著 ; 黃中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57) .-- ISBN 978-957-13-

8709-3 (平裝) NT$420  

1.柏金斯(Perkins, John, 1945-) 2.經濟

學家 3.傳記 4.美國  785.28  

田寮朱氏族譜 / 翁烔慶總編輯 .-- 初

版  .-- 嘉 義 縣 義 竹 鄉  : 翁 烔 慶 , 

11002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566-9 (平裝)  

1.朱氏 2.族譜  789.33  

台灣嘉義新港鄉趙氏族譜 / 沈文俊

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沈文俊, 

11003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5-4 (平裝)  

1.趙氏 2.宗譜  789.33  

文物考古 

文 物 拍 賣 大 典 . 2021 =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auction. 2021 

/ 魏麗萍, 劉洋名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800 面; 23 公分 .-- (Treasure ; 

83) .-- ISBN 978-957-9057-81-3 (平裝) 

NT$2000  

1.古玩 2.拍賣  790  

為有源頭活水來 : 臺北市古蹟修復

調查研究、營造匠師與再利用專業

工作者口述歷史 / 楊仁江, 夏鑄九, 

林瑞雄, 廖文蜜, 陳朝洋, 徐明河, 莊

武男, 莊永明, 黃春生, 張哲夫, 詹天

甄, 林智偉口述 .-- 臺北市 : 臺北市

立文獻館, 11001 .-- 36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4-44-8 ( 平 裝 ) 

NT$400  

1.古蹟修護 2.文化資產保存 3.口述

歷史 4.臺北市  790.7333  

老北大講義 : 中國金石學概論 / 馬衡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320 面; 23

公 分  .-- ( 中 華 文 化 思 想 叢 書  ; 

A0100067) .-- ISBN 978-986-496-585-4 

(平裝) NT$400  

1.金石學 2.中國  791  

明永樂青花瓷鑑賞 / 吳棠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陳永泰文教

基金會, 11003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78-0-1 (精裝)  

1.震旦藝術博物館 2.古陶瓷 3.藝術

欣賞  796.6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華語語義學 / 劉靜宜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35-4 (平裝) NT$400  

1.漢語 2.語意學  802.18  

山珍海味文學宴 / 管家琪著 ; 尤淑瑜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故事館 ; 79) .-- ISBN 978-

986-449-222-0 (平裝) NT$260  

1.漢語 2.成語 3.諺語 4.通俗作品  

802.183  

看西遊，學成語 / 李光福作 ; 吳雅怡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6-25-8 (平

裝)  

1.漢語 2.成語 3.通俗作品  802.1839  

漢字裡的中國故事 / 方燕紅, 曾劍平, 

舒清, 萬斌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達

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23 公分 .-- (文字遊系 ; 4) .-- ISBN 

978-986-99542-5-9 (平裝) NT$320  

1.漢字 2.漢語文字學 3.中國史  

802.2  

FOOD 超人小學生標準國語辭典 / 

風車編輯群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11002 .-- 

115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223-618-5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  

古今漢語量詞應用於名詞與動詞之

對 照 表  = A tabl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classifiers pertaining to 

nouns and verbs / 陳榮安著 .-- 增訂二

版 .-- 嘉義市 : 陳榮安, 11003 .-- 2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4-

5 (平裝) NT$1100  

1.漢語詞典 2.量詞 3.名詞 4.動詞  

8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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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 世一文化

字典編輯群編著 .-- 三版 .-- 臺南市 : 

世 一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156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9-982-9 (精裝)  

1.漢語詞典  802.39  

中國音韻學研究 / 中國音韻學編委

會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3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85-7 (平裝) NT$430  

1.聲韻學 2.漢語  802.4  

高分作文贏在用好詞 / 商婷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5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29-981-2 (精裝)  

1.漢語 2.作文 3.成語  802.7  

華語寫作一學就上手. 基礎級 / 陳嘉

凌, 李菊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7-6 (平裝) NT$390  

1.漢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2.7  

精進書寫能力. 1, 遣詞用句掌握文氣

篇 / 李智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

482-0 (平裝) NT$300  

1.漢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2.7  

標點符號篇. 上, 標點符號不見啦! / 

李婉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以

勒有限公司, 11003 .-- 12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237-

2-7 (平裝) NT$300  

1.漢語 2.標點符號  802.78  

國文-公文格式用語 : 看這本就夠了 

/ 鍾裕編著 .-- 第十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34-7 (平裝)  

1.漢語 2.應用文 3.公文程式  

802.791  

超級犯規 !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含公文格式用語) : 看這本就夠了 / 

李宜藍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233-0 (平裝)  

1.漢語 2.讀本  802.8  

國文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 / 三

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2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84-16-0 (平裝)  

1.國文科 2.問題集  802.8022  

弟子規教學讀本. 初級三 / 華藏淨宗

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11005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10-3-6 

(平裝)  

1.弟子規 2.蒙求書 3.漢語 4.讀本  

802.81  

弟子規圖說 / 勞承浩居士繪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

宗學會, 11005 .-- 127 面; 20X21 公

分 .-- .-- ISBN 978-986-98810-4-3 (平

裝)  

1.弟子規 2.蒙求書 3.漢語 4.讀本  

802.81  

菲律賓人輕鬆學中文  = Matuto ng 

Mandarin sa Madaling Paraan / 陳承泰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智寬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3 .-- 272 面; 23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A023) .-- ISBN 

978-986-99111-2-2 (平裝) NT$400  

1.漢語 2.讀本  802.86  

用漢字學 50 音 / 明智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明智工作室, 11004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88479-7-2 (平裝) NT$350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好學五十音字帖(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葉平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天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18-991-6 (16K 平裝)  

1.日語 2.語音 3.假名  803.1134  

說日語好流行!日本人聊天必說流行

語. 2 / Aikoberry, 平松晉之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10-4 (25K 平裝) NT$300  

1.日語 2.詞彙  803.12  

這就是你要的日語文法書 / 雅典日

研所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344 面; 19

公分 .-- (日語學習 ; 7) .-- ISBN 978-

986-99431-5-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30  

1.日語 2.語法  803.16  

21 世紀情境式日語圖解字典 = イラ

スト生き生き日本語 / 王琳詔總編

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478-9 (平裝)  

1.日語 2.讀本  803.18  

小朋友的第一本日文書 : 看圖遊戲

學日語 / 朱讌欣著 .-- 新北市 : 布可

屋文化, 11003 .-- 200 面; 23 公分 .-- 

(兒童日語 ; 1) .-- ISBN 978-986-5544-

20-1 (平裝附光碟片) NT$329  

1.日語 2.讀本  803.18  

手機學初級日語 / 魏世萍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26 公分 .-- (GC ; 

127) .-- ISBN 978-986-99526-6-8 (下冊:

平裝) NT$2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邊聽邊寫!簡單快速日文入門 / こん

どうとも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

蘭國際有限公司, 11003 .-- 136 面; 26

公分 .-- (日語學習系列 ; 56) .-- ISBN 

978-986-5560-13-3 (平裝) NT$350  

1.日語 2.讀本  803.18  

インカ老師手機學 生活日語會話 / 

孫寅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003 .-- 冊 .-- (GC ; 

31-132) .-- ISBN 978-986-99526-8-2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

99526-9-9 (下冊:平裝) NT$350  

1.日語 2.會話  803.188  

EZ Japan 日語會話課 : N2 語彙聽力

全面提升. 在地生活篇 / 今泉江利子, 

本間岐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48-

946-8 (平裝) NT$380  

1.日語 2.讀本 3.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日檢分類單字 N1 測驗問

題集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

子,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國際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日檢滿點 ; 5) .-- ISBN 

978-986-246-605-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80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3 必背

必出單字 /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

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368 面; 21 公分 .-- (絕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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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32) .-- ISBN 978-986-246-608-7 

(平裝附光碟片) NT$366  

1.日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5 必背

必出文法 /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千

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山田社日檢題

庫小組合著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絕對合格 ; 23) .-- 

ISBN 978-986-246-606-3 (25K 平裝附

光碟片) NT$320  

1.日語 2.語法 3.能力測驗  803.189  

新 制 對應 版日 本語 動詞活 用 辭典

N1,N2 單字辭典 /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

組,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4 .-- 608 面; 21 公分 .-- (山

田社日語 ; 51) .-- ISBN 978-986-246-

607-0 (平裝附光碟片) NT$599  

1.日語 2.動詞 3.能力測驗  803.189  

韓國語,一學就上手!. 發音篇 / 張莉

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

限公司, 11003 .-- 192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90) .-- ISBN 978-986-

5560-10-2 (平裝) NT$380  

1.韓語 2.發音  803.24  

韓語文法精準剖析 / 姜炫和, 李炫妌, 

南信惠, 張彩璘, 洪妍定, 金江姬著 .-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004 .-- 

7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

153-9 (平裝) NT$750  

1.韓語 2.語法  803.26  

進階外語. 韓語篇 / 朴炳善, 陳慶智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

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89) .-- ISBN 978-986-

5560-09-6 (平裝) NT$550  

1.韓語 2.讀本  803.28  

跟著韓文老師學韓流 / 郭修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

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9669-6-2 (平裝) NT$349  

1.韓語 2.會話  803.288  

新韓檢初級 TOPIK I 4 週完全征服 / 

玄柄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有限公司, 11003 .-- 256 面; 26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91) .-- ISBN 

978-986-5560-11-9 (平裝) NT$420  

1.韓語 2.能力測驗  803.289  

韓檢必考單字 5700 : TOPIKI、II 一

次搞定 / 林鐘大著 ; 謝景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11003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11-1 (平裝) NT$390  

1.韓語 2.詞彙 3.能力測驗  803.289  

泰語 กจด : Thai กจด / 陳怡瑄著 .-- 

新北市 : 時時泰工作室, 110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83-4-

0 (平裝附光碟片) NT$450  

1.泰語 2.讀本  803.758  

我的第一本印尼語會話課本 / 王麗

蘭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

版社, 11004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154-6 ( 平 裝 ) 

NT$550  

1.印尼語 2.會話  803.91188  

Comencemos. 1, 專為中文母語者設

計的基礎西班牙文 / 蒙崇儒(Alberto 

Monteagudo Canales), 洪 幼 如 (Yu-Ju 

Carolina Hung)著 .-- 初版 .-- 桃園市 : 

現代語言有限公司, 11002 .-- 1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172-0-7 

(平裝)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48  

信不信由你 : 一週開口說西班牙語 / 

Jose Gerardo Li Chen, Esteban Huang

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

限公司, 11003 .-- 192 面; 23 公分 .-- 

(繽紛外語系列 ; 101) .-- QR Code

版 .-- ISBN 978-986-5560-12-6 (平裝) 

NT$360  

1.西班牙語 2.讀本  804.78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 : 英語

教 與 學 的 革 新  = The six-colored 

structure analysis of english sentences : 

revolu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 張瑞釗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張瑞釗, 11002 .-- 27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64-5 (平裝) 

NT$500  

1.英語教學 2.學習方法 3.句法  

805.103  

20000 單字搞定英檢、新多益、托

福拿高分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編輯部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 類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69-5 (平裝) NT$490  

1.英語 2.詞彙  805.12  

爆笑英語王. 第 1 彈 : 用 4 格爆笑漫

畫完記單字與句子 / Shin Tae Hoon, 

Na Seung Hun 原著 ; 賴毓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37-7 (平裝)  

 805.12  

爆笑英語王. 第 2 彈 : 用 4 格爆笑漫

畫完記單字與句子 / Shin Tae Hoon, 

Na Seung Hun 原著 ; 賴毓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2-738-4 (平裝)  

 805.12  

21 世 紀 情 境 式 英 語 圖 解 字 典  = 

Liveabc's illustrat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Timothy Redpath, Helen 

Yeh, John Jay Sailors, Corrie Robb, Lisa 

Page 英文編輯 .--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511-

3 (精裝)  

1.英語 2.詞典  805.132  

一次學會 KK 音標 : 融合字母拼讀

雙效學習(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7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318-989-3 (32K 平裝)  

1.英語 2.音標  805.141  

全圖解、10 倍速英文文法 / Proud 

publisher editorial 著 ; 梁震牧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004 .-- 5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07-159-3 (平裝) NT$399  

1.英語 2.語法  805.16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 Let's see! / Alex 

Rath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5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6-2 

(平裝)  

1.英語 2.語法  805.16  

英語核心句型 500 放口袋 / Raymond 

Tsa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有限公司, 11003 .-- 51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86-407-158-6 ( 平 裝 ) 

NT$349  

1.英語 2.句法  805.169  

英文作文輕鬆上手 / 陳坤田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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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 .--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916-2 (平裝) NT$280  

1.英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5.17  

孩子的第一本繪畫英語學習日記 / 

鄭會成著 ; 洪智慧繪 ; 陳品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0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280-0 (平裝)  

1.英語 2.作文 3.寫作法  805.174  

FUN 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 各學科

實用課文(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

著 ; 丁宥暄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 天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1-7 (第 1 冊:菊 8K 平

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FUN 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 各學科

實用課文(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

著 ; 鄭玉瑋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寂 天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2-4 (第 3 冊:菊 8K 平

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打造英文閱讀核心素養力. 1 : 108 課

綱大考混合題型攻略(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 Owain Mckimm, Laura 

Phelp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0-

0 (16K 平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英文 : 看這本就夠了 / 劉似蓉編著 .-

- 第十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27-9 (平

裝)  

1.英語 2.讀本  805.18  

警用英文專業指引 / 陳允, 謝宜峯, 

劉冠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11003 .-- 5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511-494-7 (平裝) 

NT$550  

1.英語 2.讀本  805.18  

May I Help You?餐飲旅館英文(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 = English for hotels 

and restaurants / Robert Majure, Jess 

Martin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4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4-

8 (平裝)  

1.英語 2.餐旅業 3.會話  805.188  

每天 5 分鐘,英文情境會話好好玩 : 

從漫畫互動學英文,邊玩邊進步的英

文魔法書 / 吳佳芬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心文創 , 11005 .-- 160 面 ; 

20X21 公分 .-- (英語館 ; E007) .-- 

ISBN 978-986-99556-9-0 (平裝)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 陳文隆, 蘇芳基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翰英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4 .-- 86 面; 28 公

分 .-- 技術型高中餐旅群 .-- ISBN 

978-986-99588-9-9 (第 3 冊:平裝)  

1.英語 2.餐旅業 3.會話  805.188  

旅遊服務英語口語教程 11.0 / 明芳

宇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經錢

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2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957-680-510-3 (平裝) NT$360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最強英語會話課 / 蘇盈盈著 .-- 新北

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列 ; 69) .-- 

ISBN 978-986-06114-0-3 ( 平 裝 ) 

NT$33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親子英語會話 100 句 / 趙喜珠文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23-59-6 ( 平 裝 ) 

NT$350  

1.英語 2.會話  805.188  

護理師英文會話 / 溫孟娟, 嚴惠宇, 

曾翊瑄, 洪芸櫻, 張淑女, 蔡秀美, 柯

曼妮, 黃素貞編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002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744-

9 (平裝) NT$300  

1.英語 2.會話 3.護理師  805.188  

觀光英語 Let's Go!(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 Kiwi Cheng,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8-992-3 (20K 平裝)  

1.英語 2.旅遊 3.會話  805.188  

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初級聽力

&閱讀題庫解析 /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

會, 郭文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出版社, 11003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52-2 (平

裝) NT$35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史上最強 New GEPT 全民英檢初級

應考攻略 / 李宗玥, 王筱筑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62-8-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1.英語 2.考試指南  805.1892  

全民英檢 GEPT 初級必考單字 / 孫

敏華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 

11003 .-- 304 面; 23 公分 .-- (英檢系

列 ; 2) .-- ISBN 978-986-5544-22-5 (平

裝附光碟片) NT$379  

1.英語 2.詞彙  805.1892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寫 作 測 驗  = GEPT 

intermediate writing / 朱森元, 朱森榮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

限公司, 11002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5-917-9 ( 平 裝 ) 

NT$300  

1.英語 2.寫作法  805.1892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閱讀測驗(試

題本) =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 / 鄭翔嬬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152 面; 26 公分 .-- (堂奧

書 碼  ; AC002) .-- ISBN 978-986-

06254-0-0 (平裝) NT$24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閱讀測驗 = 

GEPT reading tests for the intermediate 

level / 鄭翔嬬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304 面 ; 26 公分  .-- (堂奧書碼  ; 

TAC003) .-- ISBN 978-986-06192-9-4 

(平裝) NT$33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 中級閱讀測

驗  = Access to GEPT : reading 

tests(intermediate) / 顧叔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36 面; 26 公分 .-- (堂奧

書碼 ; TAC0039) .-- ISBN 978-986-

06254-2-4 (平裝) NT$36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閱讀測驗必考題

型 /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許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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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003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150-8 (平裝)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必考題

型 /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李佳靜, 

林姿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

村出版社, 11003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54-151-5 (平裝附光

碟片) NT$450  

1.英語 2.讀本  805.1892  

New TOEIC TEST 多益解題字彙 : 用

7 大題型學 3000 單字 / The Japan 

Times & Logoport 編 ; 蔡易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575-6 (平裝) NT$380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看插畫 20 天背熟新制多益 600 核心

單字(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NE 

Neungyule, Inc.著 ; 楊維芯, 黃詩韻, 

關亭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18-990-

9 (32K 平裝)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這些片語真的會考 : NEW TOEIC 必

考必背片語 / 張小怡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003 .-- 288 面; 23 公

分 .-- (多益系列 ; 2) .-- ISBN 978-986-

5544-21-8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1.多益測驗 2.慣用語  805.1895  

新多益真題考點字彙 / 字神帝國-多

益教學研究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視野國際留學有限公司 , 

11004 .-- 360 面; 23 公分 .-- (字神帝

國 ; 15) .-- ISBN 978-986-93789-9-4 

(平裝) NT$450  

1.多益測驗 2.詞彙  805.1895  

文學 

實用中文寫作學. 六編 / 張高評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里仁書局, 

11003 .-- 7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53-4-2 (平裝) NT$800  

1.寫作法 2.文集  811.107  

如何做好專題報告&研究論文? : 從

提問到輸出的 18 個步驟,脫離苦海 / 

上野千鶴子作 ;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24) .-- ISBN 978-957-658-500-5 

(平裝) NT$420  

1.論文寫作法 2.研究方法  811.4  

專題製作 : 百變專題 : 在遊戲與實例

中學習 / 陳凱俐, 柯銳杰, 王俊如, 林

京蓉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88-4 (平

裝) NT$370  

1.論文寫作法  811.4  

心靈的明燈 : 中國化漢阿波多語料

文獻轉寫、翻譯與校注 = Sirāj al-

Qulūb : transliteration,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Sinicized Chinese,Arabic 

and Persian multi-language corpuses 

literature / 馬強, 郭景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005 .-- 398

面; 26 公分 .-- (漢阿波多語料文獻整

理與研究系列 ; 1) .-- ISBN 978-986-

99507-8-7 (平裝) NT$800  

1.翻譯 2.跨文化研究  811.7  

刪到只剩二十字 : 用一個強而有力

的訊息打動對方,寫文案和說話都用

得到的高概念溝通術 / 利普舒茲信

元夏代(Natsuyo Nobumoto Lipschutz)

著 ; 許郁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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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經營

管理 ; 168) .-- ISBN 978-986-06116-1-

8 (平裝) NT$360  

1.演說術 2.溝通技巧 3.說話藝術  

811.9  

開窗放入大江來 : 深度閱讀與快樂

寫作的策略 / 廖玉蕙作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35 面; 23 公分 .-- (文學流

域) .-- ISBN 978-957-14-7164-8 (平裝)  

1.文學評論 2.寫作法  812  

寫 小 說 就 這 樣 ?! / 卡 倫 姆 . 麥 坎

(Colum McCann)著 ; 葉佳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00 面; 19 公分 .-- 

(聯經文庫) .-- ISBN 978-957-08-5726-

9 (平裝)  

1.小說 2.寫作法  812.71  

小說 的藝術  / 米蘭 .昆德拉 (Milan 

Kundera)作 ; 尉遲秀譯 .-- 二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4933 種)(米蘭.昆德拉全集 ; 

8) .-- ISBN 978-957-33-3688-4 (平裝)  

1.小說 2.文學評論  812.78  

中國文學 

儒與藝. 第一期 / 梁淑媛主編 .-- 臺

北市 :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儒學中心, 10912 .-- 14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464-45-5 (平裝)  

1.中國文學 2.文集  820.7  

老北大講義 :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 

傅斯年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

化有限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190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 

A0100066) .-- ISBN 978-986-496-583-0 

(平裝) NT$400  

1.中國文學史  820.9  

賞花賞詩 : 止微室談詩 / 秀實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1003 .-- 

18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0000)(新視野 ; 70) .-- BOD 版 .-- 

ISBN 978-986-99386-4-8 ( 平 裝 ) 

NT$250  

1.新詩 2.詩評  820.9108  

老北大講義 : 詞學通論 / 吳梅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200 面; 23 公分 .-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 A0100062) .-- 

ISBN 978-986-496-580-9 ( 平 裝 ) 

NT$400  

1.詞論  820.93  

老北大講義 : 中國小說史略 / 魯迅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

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220 面; 23

公 分  .-- ( 中 華 文 化 思 想 叢 書  ; 

A0100068) .-- ISBN 978-986-496-586-1 

(平裝) NT$400  

1.中國小說 2.中國文學史  820.97  

近体诗三百首范例 / 蔡妍妮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4 .-- 344 面; 19 公分 .-- 簡體

字版; 正體題名:近體詩三百首範例 .-

- ISBN 978-986-5559-92-2 ( 平 裝 ) 

NT$340  

1.近體詩 2.格律 3.詩評  821.4  

近體詩三百首範例 / 蔡妍妮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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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004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59-91-5 (平裝) NT$340  

1.近體詩 2.格律 3.詩評  821.4  

涵虛書室論文集 / 李建崑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282 面; 21 公分 .-- 

(文學小說類 ; PC0000)(文學視界 ; 

12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

891-8 (平裝) NT$350  

1.中國詩 2.詩評 3.文集  821.886  

宋詞是一朵情花 : 讀我千嬌百媚,願

君如痴如醉 / 李會詩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晶冠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新觀點系列 ; 

18) .-- ISBN 978-986-99458-6-8 (平裝) 

NT$350  

1.宋詞 2.詞論  823.886  

怪異與想像 : 古代小說文化與心理

研究 / 陳世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21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古

典文學叢刊 ; 803015) .-- ISBN 978-

986-478-457-8 (平裝) NT$500  

1.中國小說 2.古典小說 3.志怪小說 4.

文學評論  827.2  

中國文學總集 

三六六.日日賞讀. 二 : 古典詩詞美麗

世界(唐至清代) / 夏玉露編注 .-- 初

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004 .-- 384 面; 22 公分 .-- (ip ; 

5) .-- ISBN 978-986-98809-0-9 (平裝) 

NT$420  

 831  

一本不正經 : <<詩經.國風>>解析. 

上篇 / 汪啟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0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122) .-- ISBN 

978-986-5541-61-3 (平裝) NT$450  

1.詩經 2.研究考訂  831.18  

一本不正經 : <<詩經.國風>>解析. 

下篇 / 汪啟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0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123) .-- ISBN 

978-986-5541-62-0 (平裝) NT$450  

1.詩經 2.研究考訂  831.18  

英 譯 唐 代 絕 句 四 百 首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400 Jueh-Ju of the Tang 

dynasty / 宋穎豪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詩藝文出版社,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詩歌書坊 ; 80)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446-016-8 (精裝) 

NT$500  

 831.4  

爺爺的筆記本. 第二十三集, 詩歌長

嘯九十九 / 李華陽(華陽鶴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李元綺工作室 , 

11004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365-6-0 (平裝)  

 831.99  

新譯古文觀止綜合評鑑 / 林士敦等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2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14-7154-9 (平裝)  

1.古文觀止 2.注釋 3.校勘  835  

中國文學別集 

行雲流水一孤僧 : 蘇曼殊及其六記

之文藝心理學分析 / 潘啟聰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11002 .-- 420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

學集成 ; 737) .-- ISBN 978-986-314-

545-5 (平裝) NT$520  

1.蘇曼殊 2.文學評論  848.2  

張愛玲課 / 周芬伶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1 公

分 .-- (印刻文學 ; 653) .-- ISBN 978-

986-387-393-8 (平裝) NT$330  

1.張愛玲 2.現代文學 3.文學評論  

848.6  

新編賴和全集. 伍, 資料.索引卷 =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 ̍p / 賴和作 ; 

蔡明諺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出版社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館, 

11004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35-5 (平裝) NT$800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兼職詩人 / 謝顥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1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

學類 ; PG2542)(秀詩人 ; 84) .-- BOD

版 .-- ISBN 978-986-326-890-1 (平裝) 

NT$280  

 851.486  

謫仙 / 項美靜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詩藝文出版社,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詩哥書坊 ; 81) .-- ISBN 978-

986-446-017-5 (精裝) NT$500  

 851.486  

千緣萬履 / 胡鼎宗著 .-- 臺南市 : 胡

鼎宗,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592-8 ( 平 裝 ) 

NT$280  

 855  

老鄉安澤 / 安澤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知書房

出版發行, 11002 .-- 2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93-01-1 ( 平 裝 ) 

NT$320  

 855  

我香港,我街道. 2, 全球華人作家篇 / 

香港文學館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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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82-4 (平裝) NT$340  

 855  

後來 ,我喜歡的人都像你  / 萬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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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176 面; 21 公分 .-- (高寶文

學 ; GLA058) .-- ISBN 978-986-506-

020-6 (平裝)  

 855  

張冬峰漫畫 / 張冬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1 .-- 14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592-5 ( 平 裝 ) 

NT$260  

 855  

落花時節 / 逸之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121) .-- 

ISBN 978-986-5541-60-6 ( 平 裝 ) 

NT$500  

 855  

戀人絮語 02.21 / 梁慕靈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當代

名家) .-- ISBN 978-957-08-5725-2 (平

裝)  

 855  

保證有笑 : 笑到皮皮剉! / 彫察掬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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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人館系列 ; 20) .-- ISBN 978-986-

453-142-4 (平裝) NT$250  

 856.8  

搜神故事集 : 穿越時空的送信人 / 李

明足改寫 ; 林鴻堯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32 面; 21 公分 .-- (學習

書) .-- ISBN 978-957-08-5714-6 (精裝)  

 857.23  

<<肉蒲團>>校證 / 黃強, 郭迪校證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國 家 出 版 社 , 

11002 .-- 517 面; 21 公分 .-- (國家文

史叢書 ; 155) .-- ISBN 978-957-36-

1579-8 (平裝) NT$800  

1.肉蒲團 2.研究考訂  857.44  

三國演義 / 羅貫中文 .-- 二版 .-- 新北

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60-2 (平裝) NT$180  

 857.4523  

水滸有點派 : 跟著梁山一百零八將

在宋朝熱血革命 / 劉燁, 山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96-3 

(平裝) NT$420  

1.水滸傳 2.研究考訂  857.46  

西遊記 / 吳承恩文 .-- 二版 .-- 新北

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3-61-9 (平裝) NT$180  

 857.47  

余國藩西遊記論集 / 余國藩著 ; 李奭

學編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734-4 

(精裝) NT$600  

1.西遊記 2.研究考訂  857.47  

細說紅樓 : 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揭開

紅學面紗 / 劉燁, 山陽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986-516-601-4 ( 平 裝 ) 

NT$420  

1.紅學 2.研究考訂  857.49  

老槍.寶刀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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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6 面; 21 公分 .-- (莫言作

品集 ; 12)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96-9 ( 平 裝 ) 

NT$380  

 857.63  

初戀.神嫖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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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莫言作

品集 ; 11)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95-2 ( 平 裝 ) 

NT$380  

 857.63  

美女.倒立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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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4 面; 21 公分 .-- (莫言作

品集 ; 13)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97-6 ( 平 裝 ) 

NT$380  

 857.63  

紅耳朵 / 莫言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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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莫言作品集 ; 8) .-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

986-344-892-1 (平裝) NT$420  

 857.63  

透明的紅蘿蔔 / 莫言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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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6 面; 21 公分 .-- (莫言作

品集 ; 4)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90-7 ( 平 裝 ) 

NT$520  

 857.63  

球狀閃電 / 莫言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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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0 面; 21 公分 .-- (莫言作

品集 ; 9)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93-8 ( 平 裝 ) 

NT$460  

 857.63  

蒼蠅.門牙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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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莫言作

品集 ; 10)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894-5 ( 平 裝 ) 

NT$380  

 857.63  

藏寶圖 / 莫言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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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2 面; 21 公分 .-- (莫言作品集 ; 5) .-

- 諾貝爾獎全新珍藏版 .-- ISBN 978-

986-344-891-4 (平裝) NT$450  

 857.63  

2084 / 麥庫姆斯先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71-6 (平裝) 

NT$380  

 857.7  

丁香魚和橄欖樹 / 控而已作 .-- 苗栗

縣通霄鎮 : 凌雲工作室,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74-3-

6 (平裝) NT$380  

 857.7  

山本 / 賈平凹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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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

學 ; 20) .-- ISBN 978-986-344-901-0 

(平裝) NT$450  

 857.7  

上流閨秀 / 亦夏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003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03101-

E103105) .-- ISBN 978-986-527-125-1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27-126-8 ( 卷 2: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27-127-5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128-2 

(卷 4: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27-129-9 (卷 5:平裝) NT$260  

 857.7  

夕陽紅 / 七世有幸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 

橫) .-- ISBN 978-986-505-172-3 (平裝) 

NT$380  

 857.7  

天生皇后命 / 漁潼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002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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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101302) .-- ISBN 978-986-527-099-5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100-8 (下冊:平裝) NT$290  

 857.7  

不談戀愛就去死 / 龍柒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002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

5537-57-9 ( 上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5537-58-6 (下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537-59-3 

(全套:平裝)  

 857.7  

白羊 = White sheep / 麟潛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 

11002 .-- 2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0-18-9 (平裝)  

 857.7  

玄星仙帝 / 姬叉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 冊 .-- ISBN 978-986-515-821-7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822-4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823-1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824-8 

(第 4 冊:平裝) NT$180  

 857.7  

白首妖師 / 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 市  :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14-

9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15-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16-3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17-0 (第 4 冊:平裝) NT$180  

 857.7  

臣服 / 墨青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004 .-- 冊 .-- (架空

之都)(永恆書系. 簡橫) .-- ISBN 978-

986-505-176-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181-5 

(第 2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

986-505-182-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183-9 

(第 4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

986-505-184-6 (全套:平裝)  

 857.7  

任俠行 / 東南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004 .-- 200 面; 21 公分 .-- 

(要冒險 ; 7) .-- BOD 版 .-- ISBN 978-

986-6992-66-7 (平裝) NT$250  

 857.7  

有珠何須櫝 / 酥油餅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魚乾工作室, 11003 .-- 4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50-3-

6 (精裝)  

 857.7  

有隻海豚想撩我 / 焦糖冬瓜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505-175-4 (全套:

平裝)  

 857.7  

我五行缺你 / 西子緒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 11002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

5537-60-9 (第 1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537-61-6 (第 2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537-62-3 

(第 3 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

986-5537-63-0 ( 第 4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537-64-7 

(第 5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

986-5537-65-4 (全套:平裝)  

 857.7  

我是個陰陽符師 / 七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004 .-- 冊 .-- 

(詭讀 ; G045-G050) .-- ISBN 978-957-

787-319-4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20-0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21-7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787-322-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7-323-1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

957-787-324-8 ( 第 6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7-325-5 

(全套:平裝) NT$1680  

 857.7  

完美關係 / 羲和清零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50-15-8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50-16-5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5550-

17-2 (全套:精裝)  

 857.7  

我嗑了對家 X 我的 CP / PEP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

都)(永恆書系. 橫) .-- ISBN 978-986-

505-173-0 (平裝) NT$380  

 857.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16 : 妖魔道 / 夜不

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1

公分 .-- (夜不語作品) .-- ISBN 978-

957-741-326-0 (平裝) NT$180  

 857.7  

姑娘食在好命 / 松間月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冊 .-- (藍海系列 ; E101901-

E8101904) .-- ISBN 978-986-527-101-5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27-102-2 ( 卷 2: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27-103-9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104-6 

(卷 4:平裝) NT$260  

 857.7  

青銅葵花 / 曹文軒作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小魯大

獎小說 ; BSP872) .-- ISBN 978-986-

5566-20-3 (平裝)  

 857.7  

侍藥娘娘 / 葉東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38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02001) .-- ISBN 978-986-527-108-4 

(平裝) NT$320  

 857.7  

南方往事 / 余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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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余華作

品集 ; 15) .-- ISBN 978-986-344-902-7 

(平裝) NT$450  

 857.7  

侯門小書蟲 / 靈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003 .-- 

冊 .-- (藍海系列 ; E102501-102504) .-- 

ISBN 978-986-527-113-8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114-5 

(卷 2: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27-115-2 ( 卷 3: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27-116-9 (卷 4:平裝) 

NT$260  

 857.7  

後宮私房菜 / 雲天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02101-

E8102103) .-- ISBN 978-986-527-105-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65 

 

527-106-0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107-7 (卷 3:平裝) 

NT$270  

 857.7  

哀家想二婚 / 唐紙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02801-

E102803) .-- ISBN 978-986-527-122-0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27-123-7 ( 卷 2: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86-527-124-4 (卷 3:平裝) 

NT$280  

 857.7  

夏日灼冰 / 控而已著 .-- [苗栗縣通霄

鎮] : 凌雲工作室,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74-5-0 (平

裝) NT$450  

 857.7  

凌天聖尊 / 青燈孤影作 .-- 初版 .-- 臺

中 市  :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18-

7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19-4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20-0 

(第 3 冊:平裝) NT$180  

 857.7  

紙片戀人 / 楚寒衣青作 .-- 初版 .-- 嘉

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 11002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

5537-53-1 ( 上 冊 : 平 裝 ) NT$420 .-- 

ISBN 978-986-5537-54-8 (中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5537-55-5 

(下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986-

5537-56-2 (全套:平裝)  

 857.7  

卿平洲記 / 桐宿作 .-- 初版 .-- 嘉義

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002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5537-

50-0 (上卷 :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537-51-7 ( 下 卷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5537-52-4 

(全套:平裝)  

 857.7  

格薩爾王 / 阿來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8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阿來作品集 ; 1) .-- ISBN 978-957-

08-5721-4 (精裝) NT$600  

 857.7  

庶女攻略. 第二部 / 吱吱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004 .-- 冊 .-- 

(流火選 ; F132-F139) .-- ISBN 978-

957-787-326-2 ( 第 6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787-327-9 

(第 7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787-328-6 ( 第 8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787-329-3 

(第 9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787-330-9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787-331-6 

(第 11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

957-787-332-3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300 .-- ISBN 978-957-787-333-0 

(第 13 冊:平裝) NT$300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 七, 雪中斬

天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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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025-1 (平

裝)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 六, 百年問

一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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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024-4 (平

裝)  

 857.7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 五, 逍遙遊

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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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023-7 (平

裝)  

 857.7  

陰界黑幫 / Div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Div 作

品 ; 16-) .-- ISBN 978-957-741-327-7 

(卷 10:平裝) NT$320  

 857.7  

混進東宮當寵妃 / 卿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02301-

102302) .-- ISBN 978-986-527-118-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527-119-0 ( 卷 2: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120-6 (卷 3:平裝) 

NT$270  

 857.7  

最後的執著 / 寒蟬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002 .-- 512

面; 21 公分 .-- (現代文學 ; 67) .-- 

ISBN 978-957-9267-89-2 ( 平 裝 ) 

NT$350  

 857.7  

給校草當假男友的日子 / 羲和清零

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

社, 11002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5537-47-0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537-48-7 

(下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5537-49-4 (全套:平裝) NT$330  

 857.7  

最強偶像 / 蓮洛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 冊 .-- ISBN 978-986-515-825-5 (第 1

冊:平裝) NT$240 .-- ISBN 978-986-

515-826-2 (第 2 冊:平裝) NT$240  

 857.7  

富萍(全新珍藏版) / 王安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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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24 面; 21 公

分 .-- (王安憶經典作品集 ; 16) .-- 全

新珍藏版 .-- ISBN 978-986-344-900-3 

(平裝) NT$300  

 857.7  

黑暗地下桌遊大賽 / 天航(KIM)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003 .-- 384 面; 20 公分 .-- (悅讀館 ; 

RE402) .-- ISBN 978-986-319-547-4 

(平裝) NT$280  

 857.7  

黑蓮花攻略手冊 / 白羽摘雕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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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三 日 月 書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028-2 (第 1 冊:平裝)  

 857.7  

無瞳之眼 / 風花雪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33-0-

7 (平裝)  

 857.7  

填房 / 冉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

譜文化出版社, 11003 .-- 334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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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550-19-6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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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589-24-

0 (第 1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589-25-7 (第 20 冊 :平裝 ) 

NT$270  

 857.7  

塵埃落定 / 阿來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480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

家. 阿來作品集 ; 2) .-- ISBN 978-957-

08-5722-1 (精裝) NT$600  

 857.7  

網戀翻車指南 / 醬子貝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1004 .-- 冊 .-- 

(PS ; P280-P282) .-- ISBN 978-986-494-

255-8 (上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494-256-5 ( 中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257-2 

(下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

494-258-9 (全套:平裝) NT$990  

 857.7  

寵冠大宅 / 溫涼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002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01401-

E101405) .-- ISBN 978-986-527-094-0 

(卷 1: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27-095-7 ( 卷 2: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27-096-4 (卷 3: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27-097-1 

(卷 4: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27-098-8 (卷 5:平裝) NT$260  

 857.7  

三國奇變 / 水的龍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589-26-

4 (第 1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589-27-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89-28-8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589-29-5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89-30-1 

(第 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589-31-8 ( 第 6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89-32-5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589-33-2 ( 第 8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589-34-9 

(第 9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86-5589-35-6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270  

 857.75  

荒潮 / 陳楸帆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

版, 110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732-9 (平裝)  

 857.83  

兒童文學 

公主訓練班. 1, 星之女王選拔賽 / 耿

啟文作 ; 瑞雲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168 面; 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461-6 (平裝) NT$250  

 859.6  

初涉塵世 / 劉健屏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

司發行, 11002 .-- 27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9-124-2 ( 平 裝 ) 

NT$500  

 859.6  

星星魚 / 余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99-122-8 ( 平 裝 ) 

NT$320  

 859.6  

會說話的書 / 孫衛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12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99-125-9 ( 平 裝 ) 

NT$320  

 859.6  

蝸牛一米 / 王一梅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

司發行, 11002 .-- 16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99-123-5 

(平裝) NT$320  

 859.6  

長白山的雪狐狸 / 王立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

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002 .-- 142 面; 

21 公分 .-- (自然筆記 ; 7) .-- ISBN 

978-986-499-120-4 (平裝) NT$280  

 859.7  

微小的春天 / 毛蘆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少年出版 : 龍圖騰文化有限

公司發行, 11002 .-- 142 面; 21 公分 .-

- (自然筆記 ; 8) .-- ISBN 978-986-499-

121-1 (平裝) NT$280  

 859.7  

好習慣童謠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

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96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986-5523-66-4 (平

裝) NT$180  

 859.8  

動物童謠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96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986-5523-67-1 (平裝) 

NT$180  

 859.8  

黑龍洞 / 吳烜文 ; 鍾昀睿剪紙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40 面; 28X22 公分 .-- 

(桂娃故事之花山岩畫傳說系列)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93-2 

(平裝) NT$260  

 859.9  

燈籠山 / 吳烜文 ; 鍾昀睿剪紙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2 .-- 40 面; 27X22 公分 .-- 

(桂娃故事之花山岩畫傳說系列)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94-9 

(平裝) NT$260  

 859.9  

東方文學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37-

744-1 (第 21 冊:平裝)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 

長月達平作 ; 許國煌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9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7-743-4 (第 6 冊:平裝)  

 861.57  

一房兩廳三人行. 1 : 26 歲上班族與

兩名女高中生開始同居生活 / 福山

陽士作 ; 陳士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32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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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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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7  

八男?別鬧了! / Y.A 作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32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39-5 (第 17 冊:平裝)  

 861.57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 A. 4, 孤

獨的神學家 / 下等妙人作 ; 邱鍾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16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55-5 (平裝)  

 861.57  

史上最強大魔王轉生為村民 A. 5, 教

宗洗禮 / 下等妙人作 ;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35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56-2 (平裝)  

 861.57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為異世界貴

族 / 月夜涙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31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358-6 (第 4 冊:平裝)  

 861.57  

死亡醫生的遺產 = The legacy of Dr. 

death / 中山七里作 ; 沈俊傑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77-4 ( 平 裝 ) 

NT$350  

 861.57  

伊豆之旅 / 川端康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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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8-

5 (平裝) NT$380  

 861.57  

在昨日的春天等待你 / 八目迷作 ; 

AKI 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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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 11004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

9449-6 (平裝)  

 861.57  

在流星雨中逝去的妳 / 松山剛作 ; 邱

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346-3 (第 5

冊:平裝)  

 861.57  

我才不是壞人大小姐,只是『普通』

的公爵千金! / 明。作 ; 劉仁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37-748-9 (第 1 冊:平裝)  

 861.57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4, 綾瀨 if. 

下 / 伏見つかさ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280 面 ;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36-4 (平裝)  

 861.57  

我依然心繫於你 / あまさきみりと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61-6 (第

1 冊:平裝)  

 861.57  

你喜歡的不是女兒而是我!? / 望公太

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363-

0 (第 1 冊:平裝)  

 861.57  

法式甜點幸福堂書店  / 秦本幸彌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 (mild ; 35) .-- ISBN 978-957-33-3693-

8 (平裝)  

 861.57  

果 然 我 的 青 春 戀 愛 喜 劇 搞 錯 了

anthology. 1 : 雪乃 side / 渡航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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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行 , 

11004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450-2 (平裝)  

 861.57  

金閣寺 / 三島由紀夫作 ; 劉子倩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2-

3 (精裝) NT$380  

 861.57  

美麗的凶器 / 東野圭吾作 ; 李宜蓉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 (皇冠叢書 ; 第 4930 種)(東野圭吾

作品集 ; 4) .-- ISBN 978-957-33-3694-

5 (平裝) NT$320  

 861.57  

浮雲 / 林芙美子著 ; 李彥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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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84 面; 21 公

分 .-- (幡 ; 11) .-- ISBN 978-986-344-

903-4 (平裝) NT$450  

 861.57  

異世界拷問姬 / 綾里惠史作 ; 梁恩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296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41-8 (第 6 冊:平裝)  

 861.57  

這是妳與我的最後戰場,或是開創世

界的聖戰 / 細音啟作 ;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292 面 ;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44-9 (第 8 冊:平裝)  

 861.57  

掌心的京都 / 綿矢莉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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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日本暢銷小說 ; 99) .-- 

ISBN 978-986-344-904-1 ( 平 裝 ) 

NT$350  

 861.57  

就算是有點色色的三姊妹,你也願意

娶回家嗎? / 浅岡旭作 ; Y.S.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004 .-- 328 面 ;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59-3 (第 3 冊:平裝)  

 861.57  

無職轉生 :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

事 /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 陳柏伸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4-338-8 (第 21 冊:平

裝)  

 861.57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 支倉

凍砂作 ;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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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325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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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5 (第 5 冊:平裝)  

 861.57  

裏世界遠足. 3, 山妖氣 / 宮澤伊織作 ;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37-750-

2 (平裝)  

 861.57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 鎌池和馬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56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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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24-337-1 (第 21 冊:平

裝)  

 861.57  

落第騎士英雄譚 / 海空陸作作 ; 堤風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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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0-9422-9 (第

17 冊:平裝)  

 861.57  

嬌羞俏夢魔的得意表情真可愛. 3 : 

那個,我也要認真起來了喔......? / 旭

蓑雄作 ; 李君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 272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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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9 (平裝)  

 861.57  

請讓我消失吧 / 葦舟ナツ作 ; 林于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272 面; 21 公分 .-

- (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 .-- ISBN 

978-986-524-366-1 (平裝)  

 861.57  

戰鬥員派遣中! / 暁なつめ作 ; 林孟

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43-2 (第 6 冊:平裝)  

 861.57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 

鴉びえろ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37-751-9 (第 1 冊:平裝)  

 861.57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 馬場翁作 ; 廖

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08 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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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524-340-1 (第 13 冊:平

裝)  

 861.57  

醫院坡上吊之家 / 橫溝正史著 ; 高詹

燦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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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冊 .--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36) .-- ISBN 

978-986-5580-04-9 ( 上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5580-05-6 

(下冊: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

5580-06-3 (全套:平裝)  

 861.57  

藥師少女的獨語 / 日向夏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60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45-6 (第 8 冊:平裝)  

 861.57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2 : 即

使不再是戀人 / 紙城境介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24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986-524-360-9 (平裝)  

 861.57  

魔王築城記!. 5 : 最強迷宮是近代都

市 / 月夜淚作 ; 張凱鈞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37-745-8 (平裝)  

 861.57  

大草原與白馬 / 池田大作著 ; 台灣創

價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003 .-- 62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叢書 ; 

2)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63-6 (平裝) NT$100  

 861.596  

亡國的征服者 / 不手折家作 ;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37-746-5 (第 1

冊:平裝)  

 861.596  

月之丘魔法寶石店. 2, 天藍色托帕石

和新朋友 / 安晝安子作.繪 ; 胡慧文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4 .-- 128 面; 20 公分 .-

- (優讀本 ; 177) .-- ISBN 978-957-521-

459-3 (精裝) NT$280  

 861.596  

太平洋上的彩虹 / 池田大作著 ; 台灣

創價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 11003 .-- 

120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

叢書 ; 23)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9566-64-3 (平裝) NT$100  

 861.596  

妖怪出租. 1, 實現心願的妖怪現身 / 

廣嶋玲子作 ; 東京妖怪繪 ; 賴惠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童心園 ; 178) .-- ISBN 978-

986-507-289-6 (精裝) NT$320  

 861.596  

流星的贈禮 / 池田大作原著 ; 台灣創

價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003 .-- 72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叢書 ; 

17)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65-0 (平裝) NT$100  

 861.596  

貴族轉生 :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

最強力量 / 三木なずな作 ; 倚風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37-749-6 (第 1

冊:平裝)  

 861.596  

螢火蟲的光輝 / 池田大作原著 ; 台灣

創價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 11003 .-- 

104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

叢書 ; 26)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9566-67-4 (平裝) NT$120  

 861.596  

才沒這回事呢! / 鈴木典丈文.圖 ; 黃

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4 .-- 

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517-70-0 (精裝)  

 861.599  

今天天氣是屁股日 = おしりびより / 

酒卷惠作 ; 林謹瓊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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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 .-- 40 面; 26 公分 .-- (童心園 ; 

176) .-- ISBN 978-986-507-287-2 (精裝) 

NT$320  

 861.599  

不要,不要!小豬豬 : 就是有討厭上廁

所的孩子呢!會上廁所了!小豬豬 / 高

井喜和文.圖 ; 邱瓊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32 面; 18X18 公分 .-- (小

魯寶寶書 ; ABP136) .-- ISBN 978-986-

5566-22-7 (精裝) NT$290  

 861.599  

如果的世界 / 吉竹伸介作 ; 許婷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520-3 (精裝)  

 861.599  

沒有名字的貓 / 竹下文子作 ; 町田尚

子繪 ; 黃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385-7 ( 精 裝 ) 

NT$300  

 861.599  

我要離家出走囉 / 丸山綾子文圖 ; 米

雅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0 面; 

22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274-535-9 (精裝)  

 861.599  

兩位王子 / 池田大作原著 ; 台灣創價

學會編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003 .-- 60 面; 

20X21 公分 .-- (兒童青少年叢書 ; 

20) .-- 注音版 .-- ISBN 978-957-9566-

66-7 (平裝) NT$100  

 861.599  

奇妙的種子 / 安野光雅著 ; 鄭明進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44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762-

702-5 (精裝) NT$300  

 861.599  

夜間限定貓熊秀 / 大塚健太文 ; 日下

美奈子圖 ; 劉握瑜譯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 面; 27 公分 .-- (貓熊值日

生)(繪本 ; 269)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945-5 (精裝) NT$300  

 861.599  

刺蝟醫生 / 福澤由美子文.圖 ; 黃立

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九童國際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

167-1 (精裝) NT$149  

 861.599  

喵-嗚! / 宮西達也文.圖 ; 張桂娥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6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PW42N) .-- ISBN 

978-986-5566-32-6 (精裝) NT$320  

 861.599  

森林包包店 / 福澤由美子作.繪 ; 游

珮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338-386-

4 (精裝) NT$300  

 861.599  

新井洋行超有趣親子互動遊戲繪本 : 

搭公車 / 新井洋行文.圖 ; 蘇懿禎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4 .-- 18 面; 30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986-5593-03-2 (精裝) 

NT$380  

 861.599  

新井洋行超有趣親子互動遊戲繪本 : 

搭電車 / 新井洋行文.圖 ; 蘇懿禎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4 .-- 18 面; 30 公分 .-- (精選圖畫

書) .-- ISBN 978-986-5593-04-9 (精裝) 

NT$380  

 861.599  

媽媽做給你 / 長谷川義史文圖 ; 米雅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40 面; 26X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

382-0 (精裝)  

 861.599  

睡覺時間到了! / 鈴木典丈文.圖 ; 黃

惠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004 .-- 

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517-71-7 (精裝)  

 861.599  

貓熊弟弟大採購 / 石川浩二文.圖 ; 

紀富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40 面; 

26 公 分  .-- ( 小 魯 繪 本 世 界  ; 

APW108) .-- ISBN 978-986-5566-26-5 

(精裝) NT$320  

 861.599  

嬰兒革命 / 淺井健一文 ; 奈良美智

繪 ; 王筱玲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4 面; 29 公

分 .-- (In time ; 9) .-- ISBN 978-957-

658-499-2 (精裝) NT$480  

 861.599  

鯨狗 / 秋山匡文.圖 ; 周姚萍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64 面; 19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566-28-9 (精

裝) NT$280  

 861.599  

高木直子一家三口,吃飽萬萬歲 : 再

來一碗! / 高木直子圖.文 ; 洪俞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Titan ; 136) .-- ISBN 978-986-179-626-

0 (平裝) NT$320  

 861.6  

女人的食指 / 向田邦子著 ; 劉子倩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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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898-3 

(平裝) NT$300  

 861.67  

手作的日常 : 播種人的手繪日記 / 早

川由美作 ; 小米呆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64 面; 21 公分 .-- (Manus ; 

4) .-- ISBN 978-957-9057-82-0 (平裝) 

NT$420  

 861.67  

角落小夥伴檢定官方指定用書 : 角

落小夥伴大圖鑑 / 主婦與生活社著 ; 

高雅溎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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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00 面; 27 公分 .-

- ISBN 978-986-5568-30-6 ( 平 裝 ) 

NT$500  

 861.67  

自我魔術方塊 = 클린 코드 = Clean 

code / 薛惠元著 ; 馮燕珠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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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88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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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幻想藏書閣 ; 115) .-- ISBN 

978-986-99766-4-0 (平裝) NT$350  

 862.57  

黃檸檬 / 權汝宣著 ; 蕭素菁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小說精選) .-- ISBN 978-957-08-5738-

2 (平裝)  

 862.57  

昨天晚上 / 白希那文.圖 ; 林玗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66-24-1 (精裝)  

 862.596  

下雨也不怕!我有好辦法 / 徐英作.

繪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8 面; 20x22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83)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

331-2 (精裝) NT$320  

 862.599  

不要跟我說話! / 辛復男文.圖 ; 莫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5 .-- 4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570-11-8 (精裝)  

 862.599  

白希那繪本集 : 神奇暖心的日常童

話 / 白希那文.圖 ; 林玗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5566-27-2 (全套:精裝)  

 862.599  

為什麼我不能一直玩手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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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8 面; 25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184)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07-

332-9 (精裝) NT$320  

 862.599  

尋找遺失的時間 / 林孝英文.圖 ; 張

珮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5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905-2-3 (精裝)  

 862.599  

壹公分的起點 / 金銀珠著 ; 金材娟

繪 ; 林育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有限公司, 110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8-80-3 (平

裝) NT$360  

 862.6  

魯米詩篇 : 在春天走進果園 / 魯米

(Rumi)著 ; 科爾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英譯 ; 梁永安中譯 .-- 四版 .-- 

新北市 : 立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3 .-- 326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

叢書) .-- ISBN 978-986-360-171-5 (平

裝) NT$390  

 866.51  

TharnType 真 愛 莫 非 定 律  / Mam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工作室, 

11004 .-- 冊  .-- (MM ; MM015-

MM018) .-- ISBN 978-986-494-250-3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986-494-251-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252-7 

(第 3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986-494-253-4 ( 第 4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254-1 

(全套:平裝) NT$1400  

 868.257  

同心啟航 / Nottakorn 著 ; 璟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656-9 (上冊:平裝)  

 868.257  

臺灣文學 

文學浪潮 :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九屆 = A Collection of Prizewinning 

Pieces from the 2020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張大春主編 .-- 臺

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003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58-67-6 (平裝) NT$400  

 863.3  

虎尾溪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四屆 

/ 劉晉安, 劉長信, 黄若晴, 胡芳芸, 洪

采蘋, 李康華, 李義鳴, 莊淑婷, 嚴聖

薪, 廖育霆, 賴冠瑜, 梁晉騰, 林益彰, 

陳映蓉, 曾昱豪, 鄭翔釗, 林建華, 陳

映如, 黄印通, 汪忠豪, 葉佳淇, 王宥

睛, 林世明作 .-- 雲林縣虎尾鎮 :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 

11005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21-2-9 (平裝)  

 863.3  

信仰書店 / 洪逸辰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003 .-- 220 面; 19 公

分 .-- (讀詩人 ; 14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52-5 ( 平 裝 ) 

NT$320  

 863.4  

書及妳 / 佚凡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003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11-9 (平裝) NT$400  

 863.4  

語言時代 / 張紫蘭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從容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2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393-4-7 (平裝) NT$220  

 863.4  

如果上帝有玩 Tinder / 王天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3-8656-0 (平

裝) NT$380  

 863.51  

在家 / 何亭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76 面; 19 公分 .-- (新人間

叢書 ; 317) .-- ISBN 978-957-13-8675-

1 (平裝) NT$320  

 863.51  

那個字太殘忍我不敢說  / 周予寧

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Write 

on ; 5) .-- ISBN 978-957-658-507-4 (平

裝) NT$360  

 863.51  

神來筆志畫人生 / 林映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465-3 ( 平 裝 ) 

NT$480  

 863.51  

蜉蝣如是說 : 阮囊詩文集 / 阮囊著 .-

- 臺北市 : 文訊雜誌社出版 ; [新北

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3 .-- 376 面; 21 公分 .-- (文訊書

系 ; 14) .-- ISBN 978-986-6102-48-6 

(平裝) NT$380  

 863.51  

新編賴和全集. 參, 新詩卷 =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 ̍p / 賴和作 ; 蔡明諺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

社  ; 臺南 市  : 國立 臺灣 文學 館 ,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33-1 (平裝) NT$350  

 863.51  

新編賴和全集. 壹, 漢詩卷 =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 ̍p / 賴和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 臺南市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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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文學館, 11004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31-7 (平

裝) NT$750  

 863.51  

*任性 : 闕仙羑編劇小說輯 / 闕仙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闕仙羑 ,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571-3 (平裝)  

 863.54  

30 年青春.震耳欲聾 : 真的不要來

EZ5!你會迷上! / 許理平(虎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0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9852-7-7 (平裝) NT$500  

 863.55  

一起吃飯吧! / 朱全斌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

活 ; 23) .-- ISBN 978-986-398-657-7 

(平裝) NT$380  

 863.55  

人生,不過是比失戀更重要的事 / P'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0-136-7 ( 平 裝 ) 

NT$300  

 863.55  

人生的風情畫 / 翁資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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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8-659-7 (平裝) NT$680  

 863.55  

九歌散文選. 109 年 / 黃麗群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九歌

文庫 ; 1349) .-- ISBN 978-986-450-

334-6 (平裝) NT$420  

 863.55  

山中燈火入夢來 / 劉照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410 面; 21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藝文采風) .-- ISBN 978-

986-478-456-1 (平裝) NT$580  

 863.55  

天地任遨遊 : 捕捉台灣幸福元素 / 阡

陌著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003 .-- 

248 面; 21 公分 .-- (阡陌雲影 ; 4) .-- 

ISBN 978-986-5573-12-6 ( 平 裝 ) 

NT$360  

 863.55  

失語症 = Aphasia / 吳鱷作 .-- 初版 .-- 

宜蘭縣員山鄉 : 吳鱷, 11003 .-- 14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3-

0 (平裝) NT$240  

 863.55  

母親牌便當 / 林育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 224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52) .-- ISBN 978-986-450-339-1 (平

裝) NT$300  

 863.55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 洪愛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44 面; 19 公分 .-- 

(Taiwan style ; 66) .-- ISBN 978-957-

32-8998-2 (平裝) NT$350  

 863.55  

男人囧事 : 這事,那事,都是我朋友的

事兒 / 王蓉, 王偉忠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003 .-- 352 面; 21 公分 .-- (人

生顧問 ; 412) .-- ISBN 978-957-13-

8669-0 (平裝) NT$380  

 863.55  

法饗人生 = France。feast。fantasy / 

加貝太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加貝

先生與加貝太太,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49-0-8 (平

裝) NT$480  

 863.55  

既然哭也改變不了任何事,不如就更

堅強的活著 : 10 道憂鬱傷痕,陪你一

起放下痛苦,救回自己 / 劉力穎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640-9 (平

裝) NT$390  

 863.55  

建築旅行 : 旅行速寫簿 = Travel note 

sketch book / 鄭政利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天 空 數 位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1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5-24-3 (平裝) NT$340  

 863.55  

荒涼手記 / 黃斐柔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

林系列 ; 20) .-- ISBN 978-986-507-

297-1 (平裝) NT$350  

 863.55  

疏狂年少 / 林世奇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專業叢書 ; TB025) .-- 

ISBN 978-957-8736-77-1 ( 平 裝 ) 

NT$420  

 863.55  

通往人間之路 :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

選. 卷一. 時代的牢 / 陳列, 楊逵, 葉

石濤, 柏楊, 莫那能, 陳政子, 伐依絲.

牟固那那, 鄭新民, 張光直, 楊牧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 新北市 : 國

家人權博物館, 11004 .-- 416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14) .-- ISBN 978-

986-06157-0-8 (平裝) NT$400  

 863.55  

通往人間之路 :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

選. 卷二, 地下黨 / 藍博洲, 林書揚, 

黃素貞, 陳明忠, 吳聲潤, 陳英泰, 林

易澄, 葉怡君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

公司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004 .-- 424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

藝 ; 15) .-- ISBN 978-986-06157-1-5 

(平裝) NT$400  

 863.55  

通往人間之路 :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

選. 卷三, 女神龍 / 季季, 唐香燕, 陳

勤, 藍博洲, 王培五, 蔡烈光, 吳俊宏

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 新北

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004 .-- 384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16) .-- 

ISBN 978-986-06157-2-2 ( 平 裝 ) 

NT$380  

 863.55  

通往人間之路 :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

選. 卷五, 由島至島 / 劉宏文, 胡子丹, 

周志文, 杜晉軒, 郭于珂, 鄭鴻生, 陳

榮顯, 彭明敏, 唐培禮, 謝聰敏, 高金

郎著 ; 胡淑雯, 童偉格主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 新北

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004 .-- 424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藝 ; 18) .-- 

ISBN 978-986-06157-4-6 ( 平 裝 ) 

NT$400  

 863.55  

通往人間之路 :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

選. 卷四, 巨靈 / 蔡德本, 施儒昌, 顏

世鴻, 林傳凱, 吳易叡, 謝聰敏, 廖建

華, 李世傑, 高麗娟著 ; 胡淑雯, 童偉

格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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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11004 .-- 416 面; 21 公分 .-- (春山文

藝 ; 17) .-- ISBN 978-986-06157-3-9 

(平裝) NT$400  

 863.55  

晚來天隨筆 : 2020 年日記 / 陳義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3 .-- 264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80) .-- ISBN 978-957-

639-651-9 (平裝) NT$320  

 863.55  

甜蜜編年 / 王俊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Love ; 

36) .-- ISBN 978-957-13-8753-6 (平裝) 

NT$380  

 863.55  

想回家的病 / 何景窗作 .-- 再版 .-- 

[臺北市] : 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9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6359-85-9 (平裝) NT$350  

 863.55  

新編賴和全集. 肆, 散文卷 =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 ̍p / 賴和作 ; 蔡明諺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

社  ; 臺南 市  : 國立 臺灣 文學 館 , 

110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34-8 (平裝) NT$350  

 863.55  

寫給在 Alaska 的 : 陳乙緁散文集 / 

陳乙緁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5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8-00-0 (平

裝) NT$380  

 863.55  

貓在之地 / 崔舜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land ; 

308) .-- ISBN 978-986-406-227-0 (平裝) 

NT$300  

 863.55  

*DV8 : 私家偵探. 2 / 紀蔚然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8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50) .-- 

ISBN 978-986-387-390-7 ( 平 裝 ) 

NT$400  

 863.57  

人魚能不能上岸 / 李苓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3 .-- 236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4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53-2 ( 平 裝 ) 

NT$300  

 863.57  

九歌小說選. 109 年 / 張亦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003 .-- 300 面; 21 公分 .-- (九歌

文庫 ; 1350) .-- ISBN 978-986-450-

333-9 (平裝) NT$400  

 863.57  

工作不談情 / 下末方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栗子文創工作室, 11004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89-2-

9 (平裝) NT$320  

 863.57  

小魚躍龍門 / 子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2 .-- 296

面; 21 公分 .-- (慶團圓之)(藍海系列 ; 

E101501) .-- ISBN 978-986-527-109-1 

(平裝) NT$300  

 863.57  

*凡塵悲歌 / 陳長慶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元書局, 11002 .-- 208 面; 21

公分 .-- (文創叢書 ; A017) .-- ISBN 

978-986-98873-6-6 (平裝) NT$250  

 863.57  

日扉啦的生活短篇紀錄  / 周昸杞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1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447-162-1 ( 平 裝 ) 

NT$250  

 863.57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 草子信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0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790-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60  

 863.57  

什麼!?這座島被征服者姐姐統治了! / 

歷史謎團文 ; 小迪哥圖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85-4 (平裝) NT$300  

 863.57  

正午 / 小惑星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003 .-- 244 面; 21 公分 .-- 

(釀小說 ; 11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454-9 (平裝) NT$300  

 863.57  

失業 / 柴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232

面; 21 公分 .-- (說,故事 ; 91) .-- ISBN 

978-986-5559-96-0 (平裝) NT$300  

 863.57  

灰姑娘掉落的甜點 / 裴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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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04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54) .-- ISBN 

978-986-99230-7-1 (平裝) NT$280  

 863.57  

如果電話亭 / 蔡欣純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囍出版,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 (雙囍文學 ; 4) .-- ISBN 978-986-

98388-7-0 (平裝) NT$380  

 863.57  

我的好人卡王子 / 月影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2 .-- 336 面; 21 公分 .-- (花園

系列 ; G3502) .-- ISBN 978-986-06072-

0-8 (平裝) NT$280  

 863.57  

妖孽王子的救國日常. 4, 為你獻上的

結局 / 草草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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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65-0-7 (平

裝) NT$270  

 863.57  

東山上的一彎小月 : 陳大老陳番鴨 / 

黃胤禎著 .-- 屏東縣內埔鄉 : 東山科

文出版社, 11004 .-- 14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83839-8-2 ( 平 裝 ) 

NT$290  

 863.57  

延平北路時段再進去的李姓人家 / 

賈彝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文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13-1-1 (平

裝) NT$320  

 863.57  

雨夜送葬曲 / 林斯諺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要有光, 11003 .-- 262 面; 21 公

分 .-- (要推理 ; 84)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65-0 ( 平 裝 ) 

NT$340  

 863.57  

玫瑰心結 / 綺莉思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004 .-- 258 面; 21 公

分 .-- (釀小說 ; 117) .-- BOD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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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445-455-6 ( 平 裝 ) 

NT$320  

 863.57  

奇蹟 / 林珮瑜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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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

9740-4 (平裝)  

 863.57  

南光 / 朱和之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391-

4 (平裝)  

 863.57  

美味仙妻 / 陳毓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2 .-- 320

面; 21 公分 .-- (慶團圓之)(藍海系列 ; 

E101601) .-- ISBN 978-986-527-110-7 

(平裝) NT$310  

 863.57  

皇商的小廚娘 / 簡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02201) .-- ISBN 978-986-527-117-6 

(平裝) NT$270  

 863.57  

穿越變蘿莉 / 白日幻夢作 .-- 二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5-827-9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90  

 863.57  

徐徐你朝我走來 / 暖暖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77) .-- BOD 版 .-- 

ISBN 978-986-6992-67-4 ( 平 裝 ) 

NT$280  

 863.57  

海道 : 紫氣東來 / 曾昭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4 .-- 3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庫 ; 1351) .-- ISBN 978-986-450-341-4 

(平裝) NT$350  

 863.57  

第二名的逆襲 : WBL 第二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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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423-6 (平裝)  

 863.57  

掛名皇后 / 裘夢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2 .-- 304

面; 21 公分 .-- (慶團圓之)(藍海系列 ; 

E101701) .-- ISBN 978-986-527-111-4 

(平裝) NT$290  

 863.57  

深夜微光 : App 的奇幻世界 / Kelly 

Kuo 作 ; 童貴珊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003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938-5-2 (平裝) 

NT$300  

 863.57  

貪財小王妃 / 米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01801) .-- ISBN 978-986-527-112-1 

(平裝) NT$270  

 863.57  

棋王 = King of chess / 張系國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

司, 11002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16-12-4 (平裝) NT$240  

 863.57  

富桂榮華在一家 / 田芝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003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02401) .-- ISBN 978-986-527-

121-3 (平裝) NT$280  

 863.57  

無常 / 蕭奕辰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蕭奕辰, 11002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577-5 ( 平 裝 ) 

NT$350  

 863.57  

當 哈 普 書 開 始 說 話  / 遊 戲 熵

Gam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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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4 面; 

20X20 公分 .-- (實況旅人繪本系列 ; 

1) .-- ISBN 978-957-10-9738-1 (精裝)  

 863.57  

新編賴和全集. 貳, 小說卷 = Sin-pian 

Luā-hô Tsuân-tsi ̍p / 賴和作 ; 蔡明諺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

社  ; 臺南 市  : 國立 臺灣 文學 館 ,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01-932-4 (平裝) NT$450  

 863.57  

豪門祭品新娘 / 喬寧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禾 馬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52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470) .-- ISBN 978-986-335-644-8 (平

裝) NT$280  

 863.57  

疑案辦 : 血色芙蓉 / 唐嘉邦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凌 宇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304 面; 21 公分 .-- (疑辦案 ; 

1) .-- ISBN 978-986-99658-1-1 (平裝) 

NT$360  

 863.57  

歐洲人玩手遊險喪命. 1, 友人:他運

氣很好! / ifom 伊奴作 .-- [臺南市] : 

ifom 伊奴, 11003 .-- 24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8648-2 ( 平 裝 ) 

NT$350  

 863.57  

鄰家妹妹娶回家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8-67-8 (平裝) NT$190  

 863.57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 / 錢鴻鈞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冊 .-- ISBN 978-957-711-

206-4 (第 1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711-207-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450  

1.鍾肇政 2.臺灣小說 3.文學評論  

863.57  

歡迎光臨忘憂早餐店 / 古家榕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23-375-6 (平裝) 

NT$380  

 863.57  

11 堂智慧故事課 / 洪志明文 ; 陳盈

帆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6-29-6 (平

裝) NT$300  

 863.596  

九歌一 0 九年童話選之平安相守 = 

Collected fairy stories 2020 / 黃秋芳主

編 ; 吳奕璠, 吳嘉鴻, 陳和凱, 蘇力卡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003 .-- 176 面; 21 公分 .-- 

(九歌童話選 ; 21) .-- ISBN 978-986-

450-330-8 (平裝) NT$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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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6  

九歌童話選之童話小燈. 一 0 九年 / 

黃秋芳主編 ; 吳奕璠, 吳嘉鴻, 李月

玲, 陳和凱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

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1 公分 .-- (九歌童話選 ; 22) .-- ISBN 

978-986-450-331-5 (平裝) NT$280  

 863.596  

小擦擦不見了? / 石廷宇文 ; 王苡安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學好好學人文

教育有限公司, 11003 .-- 36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284-

0-1 (精裝) NT$300  

 863.596  

玉山的召喚 / 陳景聰文 ; 賴彥成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11003 .-- 210 面; 21 公分 .-- 

(福爾摩沙冒險小說 ; 5) .-- ISBN 978-

986-99149-8-7 (平裝) NT$260  

 863.596  

阿公阿嬤去上學 / 李光福文 ; 吳姿蓉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5-677-4 (平

裝) NT$280  

 863.596  

說不出口的拒絕 / 夏嵐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福地出版社,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全彩版 Q+享樂讀 ; 

3) .-- ISBN 978-986-06085-1-9 (平裝) 

NT$220  

 863.596  

養心. 1, 消失的生死玦 / 陳郁如文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少年天下系列 ; 69) .-- ISBN 978-957-

503-966-0 (平裝) NT$380  

 863.596  

翻轉!假期! / 周姚萍文 ; 黃祈嘉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1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566-30-2 ( 平 裝 ) 

NT$300  

 863.596  

助人的經驗 /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

字.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出版 : 礦

工 兒 子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3 .-- 92 面; 21X21 公分 .-- (陽光

系列叢書 ; 3) .-- ISBN 978-986-91682-

7-4 (平裝) NT$200  

 863.597  

走進弟弟山 / 林芳萍著 ; 謝祖華繪 .-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68 面; 

21 公分 .-- (林芳萍散文集 ; 2) .-- 

ISBN 978-986-525-053-9 ( 平 裝 ) 

NT$300  

 863.597  

快樂唱兒歌 / 小比工作室, 陳志鴻繪

圖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40 面; 16X17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23-79-4 

(精裝附光碟片)  

 863.598  

1895 乙未桃園客家保衛戰 / 張桂芳

編劇 ; 夏宜嵐畫 .-- 桃園市 : 桃園市

政府客家事務局出版, 11004 .-- 192

面 ; 19X26 公分  .-- ISBN 978-986-

5463-39-7 (平裝) NT$280  

 863.599  

毛怪的日常 / 許沛渝著 ; 林亞希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36 面; 25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

520-9 (精裝) NT$280  

 863.599  

石虎的厝 / 莊佳穎文 ; 張家嘉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出 版 社 , 

11003 .-- 56 面; 30 公分 .-- (台語兒童

公民繪本與微動畫系列 ) .-- ISBN 

978-957-801-930-0 (精裝) NT$600  

 863.599  

布朗克交朋友  / 妙蒜小農故事 .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

限公司, 11002 .-- 40 面; 23X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148-1-7 (精裝)  

 863.599  

地球寶寶晚安  = Good night, earth 

baby / 幾米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44 面; 26 公分 .-- 中英雙

語 .-- ISBN 978-986-525-050-8 (精裝) 

NT$380  

 863.599  

我的花卉寶寶 / 陳麗雅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42 面; 20X21 公分 .-

- (小魯寶寶書 ; 135) .-- ISBN 978-

986-5566-18-0 (精裝) NT$280  

 863.599  

我要 / 粘忘凡文 ; Mori 三木森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40 面; 21X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

538-0 (精裝)  

 863.599  

灶神過新年 / 吳佐晰文 ; 陳虹伃圖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48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3-

312-8 (精裝) NT$280  

 863.599  

別學我 / 曹俊彥文.圖 .-- 二版 .-- 臺

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24 面; 21X21 公分 .-- (小魯

寶寶書 ; 24N)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66-34-0 (精裝) NT$280  

 863.599  

來看我啊 / 陳美玲文 ; 何文瑩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24 面; 20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20-3 

(平裝) NT$250  

 863.599  

阿媽的心靈藥籤 / 臺南市學甲區東

陽國民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朱芷萱, 

李千綺, 李盈萱, 彭正彥, 賴詠晨繪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學甲區

東陽國民小學, 11003 .-- 40 面; 29 公

分 .-- (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

作系列 ; 53) .-- ISBN 978-986-5487-

00-3 (精裝) NT$200  

 863.599  

拔蘿蔔 / 王元容文 ; 姜春年圖 .-- 臺

北 市  : 親 親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24 面; 20X21 公分 .-- (自然

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21-0 (平裝) NT$250  

 863.599  

笑容不見了 / 張庭嘉著 ; 王悅馨繪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22-522-3 (精裝) 

NT$280  

 863.599  

迷路的鴿子 / 王元容文 ; 陳炫諭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3 .-- 24 面; 20X21 公分 .-

- (自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22-7 ( 平 裝 ) 

NT$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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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9  

逃學的蚊子 / 王元容文 ; 卓昆峰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3 .-- 24 面; 20X21 公分 .-

- (自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53-23-4 ( 平 裝 ) 

NT$250  

 863.599  

偷吃西瓜的狐狸 / 陳美玲文 ; 陳維霖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24 面; 20X21 公

分 .-- (自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24-1 (平裝) 

NT$250  

 863.599  

雪英奶奶的故事 / 周逸芬文 ; 烏貓

圖 .-- 二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4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

99513-9-5 (精裝) NT$380  

 863.599  

唱家己的歌 / 莊佳穎文 ; 薛如芸, 張

家嘉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

社, 11003 .-- 56 面; 30 公分 .-- (臺語

兒 童 公 民 繪 本 與 微 動 畫 系 列 ) .-- 

ISBN 978-957-801-928-7 ( 精 裝 ) 

NT$600  

 863.599  

揣自由的台灣烏熊 / 莊佳穎文 ; 薛如

芸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003 .-- 56 面; 30 公分 .-- (臺語兒童

公民繪本與微動畫系列 ) .-- ISBN 

978-957-801-929-4 (精裝) NT$600  

 863.599  

最棒的生日禮物 / 花小瓜文 ; 王書曼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8 面; 3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3-

324-1 (精裝) NT$280  

 863.599  

嘎比雞的地球冒險 / 王欣宜著.繪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4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9-93-9 ( 平 裝 ) 

NT$250  

 863.599  

糖果樂園大冒險 / 呂游銘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創作繪本 ; 6N) .-- ISBN 978-

986-5566-33-3 (精裝) NT$320  

 863.599  

醜泥怪 / 許秀美文 ; 邱千容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綠書店, 11003 .-- 5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286-0-9 

(精裝) NT$460  

 863.599  

環遊世界 : 好吃的水果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004 .-- 20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10-8 (精裝) NT$380  

 863.599  

環遊世界 : 香噴噴的美食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004 .-- 20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09-2 (精裝) NT$380  

 863.599  

環遊世界 : 超級運動員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004 .-- 20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12-2 (精裝) NT$380  

 863.599  

環遊世界 : 熱鬧的節慶 .-- 臺中市 :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1004 .-- 20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42-11-5 (精裝) NT$380  

 863.599  

嚕嚕的 Loma' : 基隆阿拉寶灣聚落故

事繪本 / 李書瑀, 陳蕾伊作 .-- 新北

市 :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

學景觀設計學系, 11003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23-1-5 (精

裝) NT$500  

 863.599  

蘑菇村的採菇大賽 / 何佳芬文 ; 吳嘉

鴻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003 .-- 24 面; 20X21 公

分 .-- (自然兒歌故事花園)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53-25-8 (平裝) 

NT$250  

 863.599  

在風城建一個家 / 洪瓊君撰文 ; 游承

勳(GG Dog)繪圖 .-- 新竹市 : 新竹市

政府, 11004 .-- 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1-71-7 ( 精 裝 ) 

NT$450  

 863.859  

西洋文學 

作家的祕密地圖 : 從中土世界,到劫

盜地圖,走訪經典文學中的想像疆土 

/ 休.路易斯-瓊斯(Huw Lewis-Jones)

著 ; 清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

基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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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66-7-1 (精裝) NT$890  

1.西洋文學 2.文學評論 3.地圖集  

870.2  

伊索寓言故事 / 伊索文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19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523-62-6 (平裝) NT$340  

 871.36  

普通讀者 : 吳爾夫閱讀隨筆集 / 維吉

妮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著 ; 劉炳

善, 石雲龍, 許德金, 趙少偉, 黃梅, 李

寄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6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007-0 (平

裝) NT$500  

1.英國文學 2.文學評論  873.2  

完美殘骸 / 海倫.菲爾德(Helen Sarah 

Fields)作 ; 楊佳蓉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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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384 面; 21 公分 .-

- (Mystery world ; MY0017) .-- ISBN 

978-986-5509-70-5 (平裝) NT$400  

 873.57  

哈利波特. 5, 鳳凰會的密令 / J.K. 羅

琳(J. K. Rowling)著 ; 皇冠編譯組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11004 .-- 94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4899 種 )(Choice ; 

337) .-- ISBN 978-957-33-3692-1 (平裝)  

 873.57  

風 暴 守 護 者  / 凱 薩 琳 . 道 依 爾

(Catherine Doyle)著 ; 朱恩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004 .-- 352 面; 21 公分 .-

- (青春悅讀 Bridge) .-- ISBN 978-986-

338-388-8 (平裝) NT$320  

 873.57  

遠離塵囂 / 湯瑪士.哈代作 ; 許純華, 

游佳霖, 溫澤元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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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528 面; 21 公分 .--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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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 ; 4) .-- ISBN 978-986-99776-4-7 

(平裝) NT$430  

 873.57  

簽 名 買 賣 人  / 莎娣 .史 密 斯 (Zadie 

Smith)著 ; 郭品潔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520 面; 20 公分 .-- (To ; 

44A) .-- ISBN 978-986-5549-67-1 (平

裝) NT$450  

 873.57  

巴 布 的 藝 術 大 戰 ! / 瑪 莉安 . 杜 莎

(Marion Deuchars)文.圖 ; 柯倩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32 面; 29 公分 .-- 

(iREAD) .-- ISBN 978-957-14-7163-1 

(精裝)  

 873.596  

我才不要安靜! / 蘿拉.艾倫.安德森

(Laura Ellen Anderson)著 ; 楊雪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

523-0 (精裝) NT$280  

 873.596  

魔法星際寵物. 5, 看不見的敵人 / 琳

達.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 陳思

因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004 .-- 176 面; 21 公

分 .-- (Much 讀本 ; 82) .-- ISBN 978-

957-521-468-5 (平裝) NT$200  

 873.596  

我才不要這麼矮! / 蘿拉.艾倫.安德森

(Laura Ellen Anderson)著 ; 楊雪倫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8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2-

524-7 (精裝) NT$280  

 873.599  

走 開 !我在生 氣  / 史蒂夫 .史摩門

(Steve Smallman) 作  ; 理 查 . 華 生

(Richard Watson)繪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5 .-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466-1 (精裝) NT$320  

 873.599  

動 物 合 唱 團  / 大 衛 . 威 廉 (David 

Walliams)著 ; 東尼.羅斯(Tony Ross)

繪 ; 謝雅文譯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28X28 公

分 .-- (大衛威廉繪本 ; 5) .-- ISBN 

978-986-5582-24-1 (精裝) NT$310  

 873.599  

這是我的山丘! / 貝利.福爾斯(Barry 

Falls)文.圖 ; 劉清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44 面; 28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274-540-3 (精裝)  

 873.599  

就想黏著你 / 詩米莉媞.普拉莎登-霍

爾斯(Smriti Prasadam-Halls)作 ; 史蒂

夫.斯默爾(Steve Small)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40 面; 28 公分 .-- (a 迷繪本 ; 

77)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

460-9 (精裝) NT$320  

 873.599  

媽媽的毛衣 / 潔德.珀金(Jayde Perkin)

文.繪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 文 化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32 面; 28 公分 .-- (繪本館 ; 

71) .-- ISBN 978-986-248-949-9 (精裝) 

NT$300  

 873.599  

US / Sarina Bowen, Elle Kennedy 著 ; 

Spade 铲子, 哈姆林的透明子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448 面; 21 公分 .-- (架空之

都 )( 譯想 集 ) .-- ISBN 978-986-505-

174-7 (平裝) NT$380  

 874.57  

小公主愛閱讀. 1, 冰雪奇緣 : 艾莎的

夏日冒險 / 凱特.伊根(Kate Egan)作 ; 

馬里奧.科爾茨(Mario Cortes)繪 ; 蔡

文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144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公主系列) .-- ISBN 978-957-

658-509-8 (平裝) NT$320  

 874.57  

不存在的罪人 : 作家自傳成了罪證,

卻引來另一次的殺機  / 柯琳 .胡佛

(Colleen Hoover)作 ; 楊佳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94-99-3 ( 平 裝 ) 

NT$320  

 874.57  

*永恆的終結 / 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 陳宗琛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鸚鵡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3 .-- 368 面 ; 21 公 分  .-- 

(SFMaster ; 3) .-- ISBN 978-986-94351-

8-5 (平裝) NT$399  

 874.57  

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 王鷗行著 ; 

何穎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280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164) .-- 

ISBN 978-957-13-8650-8 ( 平 裝 ) 

NT$380  

 874.57  

我想念我自己  / 莉莎 .潔諾娃(Lisa 

Genova)著 ; 穆卓芸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006-3 (平裝) NT$380  

 874.57  

善惡魔法學院. 5 : 時間魔晶球 / 蘇曼.

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 蔡心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01-1 (平

裝) NT$480  

 874.57  

嗜血盟約 / 麥克.歐默(Mike Omer)著 ; 

李雅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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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00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73) .-- ISBN 978-986-235-904-4 

(平裝) NT$400  

 874.57  

想當人的貓 / 羅伊德.亞歷山大(Lloyd 

Alexander)著 ; 高一心繪 ; 謝靜雯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004 .-- 176 面; 20 公分 .-- (愛

藏本 ; 107) .-- ISBN 978-986-5582-26-

5 (平裝) NT$210  

 874.57  

赫克歷險記 / 馬克吐溫(Mark Twain)

著 ; 王安琪譯注 .-- 二版 .-- 新北市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632 面; 21 公分 .-- (不朽系

列) .-- ISBN 978-957-08-5723-8 (平裝) 

NT$580  

 874.57  

塵埃與灰燼 / 艾米.哈蒙(Amy Harmon)

著 ; 林小綠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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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13-6 (平裝) NT$450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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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龍使者拉雅電影原著讀本 / 美國

迪士尼公司作 ;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繪 ; 蔡文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08 面; 

25 公分  .-- (迪士尼夢想系列 ) .-- 

ISBN 978-957-658-502-9 ( 平 裝 ) 

NT$380  

 874.59  

小公主愛閱讀. 2, 小美人魚 : 愛麗兒

的 逐 浪 迷 途  / 莉 茲 . 馬 沙 姆 (Liz 

Marsham)作  ;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 繪 ; 蔡文婷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44 面; 

21 公分  .-- (迪士尼公主系列 ) .-- 

ISBN 978-957-658-510-4 ( 平 裝 ) 

NT$320  

 874.596  

白鯨記 / 梅爾維爾文 ; 朱里安諾圖 ; 

余治瑩譯寫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76-12-7 (平裝) NT$320  

 874.596  

歪歪小學的末日烏雲 / 路易斯.薩奇

爾文 ; 趙永芬譯 ; 毛利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240 面; 21 公分 .-- (歪歪

小學 ; 4) .-- ISBN 978-986-5566-19-7 

(平裝)  

 874.596  

彩虹小馬. 7, 歡迎來到無盡自由森林! 

/ 奧麗薇亞.倫敦作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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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 11004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525-7 (精裝)  

 874.596  

小貓和警衛爸爸 / 約翰.蘇利文(John 

Sullivan)文 ; 俞泰恩圖 ; 李紫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48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525-051-

5 (精裝)  

 874.599  

可可夜總會 : 米高的音樂 / 麗茲.里

維拉(Liz Rivera)作 ; 迪士尼繪本美術

團隊插畫 ; 廖鑫翻譯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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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 11004 .-- 56 面; 21 公分 .-- 中英

對照;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3 .-- ISBN 

978-957-10-9441-0 (精裝)  

 874.599  

尼莫放暑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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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72-4 (精裝)  

 874.599  

雪寶愛野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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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517-73-1 (精裝)  

 874.599  

愛告狀的響尾蛇  / 艾希莉 .巴特里

(Ashley Bartley) 文  ; 布 萊 恩 . 馬 丁

(Brian Martin)圖 ; 張家綺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5 .-- 35 面; 23X22 公分 .-- 

ISBN 978-986-5570-12-5 (精裝)  

 874.599  

噴火龍來了 / 亞當.路賓(Adam Rubin)

作  ; 丹 尼 爾 . 塞 爾 米 埃 瑞 (Daniel 

Salmieri)繪 ;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冊 .-- (童心園 ; 021S)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507-279-7 (全

套:精裝) NT$640  

 874.599  

鴨子外送有限公司 / 羅斯.巴魯克文

圖 ; 李紫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林 國 際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5 .-- 36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39-7 (精裝)  

 874.599  

龍 的 來 信  / 艾 瑪 . 亞 略 特 (Emma 

Yarlett)文.圖 ; 黃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2 面; 23X23 公分 .-- (藍

繪本) .-- ISBN 978-957-32-8987-6 (精

裝) NT$380  

 874.599  

嚇!海底神祕事件 / 凱特.瑞德(Kate 

Read)作.繪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007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338-387-1 ( 精 裝 ) 

NT$300  

 874.599  

謝謝您,福柯老師 / 派翠西亞.波拉蔻

(Patricia Polacco)文.圖 ; 丁凡譯 .-- 二

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9513-8-8 

(精裝) NT$380  

 874.599  

靈魂急轉彎 : 尋找人生 / 娜塔莎.布

查德(Natasha Bouchar)作 ; 迪士尼繪

本美術團隊插畫 ; 廖鑫翻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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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端出版發行, 11004 .-- 56 面; 21 公

分 .--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3 .-- ISBN 

978-957-10-9442-7 (精裝)  

 874.599  

西雅圖酋長宣言 : 我們怎麼能夠買

賣天空、大地與海洋的溫柔? / 西雅

圖酋長 Chief Seattle 演說 ; 劉泗翰翻

譯 ; 廖偉棠導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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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96 面; 19 公分 .-- (跨

時代心靈經典)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590-8-3 (平裝) NT$180  

 874.6  

知識人的黎明 / 傅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404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

刊 ; 169) .-- ISBN 978-986-99553-9-3 

(平裝) NT$380  

 874.6  

3 個問號偵探團. 5, 海盜的墓穴 / 晤

爾伏.布朗克文 ; 阿力圖 ; 姬健梅

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59-2 (平裝) 

NT$300  

 875.596  

3 個問號偵探團. 6, 謎宮帝國 / 晤爾

伏.布朗克文 ; 阿力圖 ; 姬健梅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03-960-8 ( 平 裝 ) 

NT$300  

 875.596  

3 個問號偵探團. 7, 恐龍大復活 / 波

里斯.菲佛文 ; 阿力圖 ; 姬健梅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004 .-- 152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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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版  .-- ISBN 978-957-503-961-5 

(平裝) NT$300  

 875.596  

3 個問號偵探團. 8, 幽魂陷阱 / 波里

斯.菲佛文 ; 阿力圖 ; 姬健梅譯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004 .-- 168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03-962-2 (平

裝) NT$300  

 875.596  

失去影子的人 / 阿德貝爾特.封.夏米

索, 威廉.豪夫原著 ; 沙永玲改寫 ; 張

葳繪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80 面; 

21X21 公分  .-- ( 小魯 經 典童 話  ; 

KM04) .-- ISBN 978-986-5566-23-4 (平

裝) NT$300  

 875.596  

糖果屋 / 德國格林童話原著 ; 小森香

折改編 ; 吉田尚令圖 ; 林家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5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70-13-2 (精裝)  

 875.599  

放逐與王國 : 卡繆短篇小說集 / 卡繆

(Albert Camus)著 ; 徐佳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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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482-02-2 (精裝) 

NT$380  

 876.57  

刺蝟的優雅 / 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著 ; 陳春琴譯 .-- 五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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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68 面; 21 公分 .-- (獨.小

說 ; 47) .-- 經典書封版 .-- ISBN 978-

986-5482-30-5 (平裝) NT$320  

 876.57  

瘟疫 / 卡繆(Albert Camus)著 ; 陳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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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2-06-0 

(平裝) NT$320  

 876.57  

小王子(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安

東尼 .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作 ; 李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256 面; 21 公分 .-- 原著雙語

彩圖本  .-- ISBN 978-986-318-988-6 

(25K 平裝)  

 876.596  

歌劇魅影 / 卡斯頓.勒胡(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原著 ; 管家琪改寫 ; 奇

亞子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

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005 .-- 

264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文學必

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

390-1 (平裝) NT$220  

 876.596  

都是放屁惹的禍 / 桑德琳.杜馬斯.羅

伊文 ; 艾曼紐.胡塞斯圖 ; 謝維玲翻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6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

380-6 (精裝)  

 876.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傻子伊凡 / 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原著 ; 朱海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3 .-- 304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359-869-5 ( 精 裝 ) 

NT$300  

 880.57  

詭計 / 哈康.納賽著 ; 葉百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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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400 面; 21 公

分 .-- (H+W ; 16) .-- ISBN 978-986-

5580-03-2 (平裝) NT$450  

 881.357  

銅山國王 / Paul Biegel 著 ; 賴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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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世界經典書房) .-- 

ISBN 978-986-344-899-0 ( 平 裝 ) 

NT$300  

 881.596  

我 不 想 放 棄  / 提 利 . 羅 伯 埃 克 特

(Thierry Robberecht)作 ; 露凡(Loufane)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005 .-- 32 面; 28 公分 .-- 

(迷繪本 ; 78)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467-8 (精裝) NT$320  

 881.759  

來 我 家 , 到 你 家 ! / 瑪 麗 安 . 杜 布

(Marianne Dubuc)文.圖 ; 辛兆瑜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25-058-4 (精

裝) NT$320  

 881.7599  

勇敢的騎士奇奇 /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 童夢館編輯部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3412-

9-5 (精裝)  

 881.7599  

學會等待的奇奇 /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 童夢館編輯部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32 面; 29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3658-

9-5 (精裝)  

 881.7599  

好 兵 帥 克  / 雅 羅 斯 拉 夫 . 哈 謝 克

(Jaroslav Hašek)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限 公 司 , 

11004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

學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

794-5 (平裝)  

 882.457  

我喜歡這樣的一天  / 朱莉 .莫斯黛

(Julie Morstad)文.圖 ; 蔡冠群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56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49-2 (精裝) 

NT$320  

 885.3599  

快 了 快 了  / 莉 比 . 葛 利 森 (Libby 

Gleeson) 文  ; 潔 妲 . 羅 巴 德 (Jedda 

Robaard)圖 ; 柯倩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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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32 面; 25X25 公分 .-

- (繪本滴 ; 92) .-- ISBN 978-957-9529-

77-8 (精裝) NT$360  

 887.1599  

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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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的商人 : 網路崛起、資訊爆炸、

獲利崩跌,新聞媒體產業將何去何從? 

/ Jill Abramson 著 ; 吳書榆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003 .-- 632 面; 21 公分 .-- 

(Big ideas) .-- ISBN 978-957-08-5718-4 

(平裝)  

1.新聞業 2.新聞史 3.美國  899.52  

藝術類 

總論 

拿去抄啊! : 藝術家的著作權指南 / 

艾瑞克.施黑佛(Eric Schrijver)等著 ; 

蕭雅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橋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13-5-7 

(平裝) NT$468  

1.藝術 2.著作權  900  

跟著俊賢去旅行 / 龔卓軍, 許遠達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我己文創有限

公司, 11003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82-0-3 ( 平 裝 ) 

NT$888  

1.現代藝術 2.藝術評論 3.文集  

901.2  

藝思錄 / 楊識宏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003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87-392-1 (平裝) 

NT$300  

1.藝術評論 2.藝術欣賞 3.繪畫  

901.2  

人 體 結 構 與 藝 術 構 成 ( 革 新 版 ) = 

Anatomy and artistic composition / 魏

道慧著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28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9559-81-2 (平裝) 

NT$1000  

1.藝術解剖學  901.3  

美術心理學 : 創造.視覺與造形心理 

= The psychology of art / 王秀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 

11003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2-270-8 (平裝) NT$380  

1.藝術心理學  901.4  

Neverland :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美術

班畢業畫冊. 第 34 屆 / 34 屆美術班

全體同學編輯 .-- 新竹市 : 新竹市立

建 華 國 民 中 學 , 11003 .-- 156 面 ;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1-70-

0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力道 : 高雄市現代畫學會、台灣南

方藝術聯盟聯展. 2021 / 高雄市現代

畫學會著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鷹巢

形象, 11002 .-- 51 面; 24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98-0-5 ( 平 裝 )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山頂上 :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

學國中部美術班成果冊 . 第 5 屆= 

The top / 黃寶玉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 化 縣 立 彰 化 藝 術 高 級 中 學 , 

11002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73-01-3 (精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中區高中職校設計藝術觀摩展. 第一

屆 / 許文融總編輯 .-- 彰化市 : 建國

科技大學, 11003 .-- 108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8995-7-4 (平裝)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未知與永恆 :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

會員大展. 2021 年度 = Unknown & 

Eternal : Taiwan Contemporary Artist 

Association Annual Exhibition / 臺灣現

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 11003 .-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1207-4-6 (平裝) NT$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友美展. 2021 =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IUMNI ART EXHIBITION / 活石藝

術空間總編輯 .-- 臺南市 : 活石藝術

空間, 11002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5770-1-4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史詩與絕歌 : 以藝術為途徑的日治

台灣文史探索 : 陳飛豪作品. 2013-

2020 = Epic and elegy : an art-based 

exploration on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Japan-ruled Taiwan : selected works by 

Chen, Fei-hao. 2013-2020 / 陳飛豪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風月襟懷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39-0-1 (平

裝) NT$980  

1.藝術 2.作品集  902.33  

台灣中部美術展. 第 68 屆 = Members 

exhibition for the 68th arts exhibition of 

Taiwan central / 廖本生, 游昭晴, 劉哲

志, 趙純妙, 蘇智偉, 呂冠慧編輯委

員 .-- 臺中市 :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臺中市美術協會, 11003 .-- 23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4516-4-

2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 2021 第

26 屆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蘭縣二月

美術學會, 11002 .-- 54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5942-5-7 (平裝) 

NT$65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風人院 /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第二十

六屆美術班全體同學編作 .-- 南投縣

竹山鎮 :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11003 .-

- 8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51-23-3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南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

輯. 二 0 二一年 / 蔡秉軒執行編輯 .-- 

南投縣集集鎮 : 南投縣青溪新文藝

學會, 11003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3315-5-6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南島國際美術獎. 2020 / 鍾青柏總編

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1001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19-47-9 (平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陳朝寶 : 大朝大寶藝術朝代之寶 = 

Chen Chao Pao : the dynasty of arts / 楊

同慧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國父紀念館, 11003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308-0 (精裝) 

NT$26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創作展 . 

2021 / 倪玉珊, 林慧珍, 蘇智偉, 呂和

謙, 丁鴻銘, 許朝富, 曾曄鴻編輯委

員 .-- 臺中市 :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11002 .-- 6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1469-2-0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臺北美術獎. 2020= Taipei Art Awards 

/ 蘇子修, 林依依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003 .-- 136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64-57-8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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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美術班畢

業生暨在校生作品集. 36th = Tainan 

Municipal Liren Elemenlary School. 

36th .-- 臺南市 :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

民小學, 11003 .-- 11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30-98-6 (平裝)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墨遊·境 : 蔡介騰創作展專輯. 2021 / 

蔡介騰作 .-- 彰化縣彰化市 : 國立彰

化生活美學館, 11003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2-306-6 (平裝) 

NT$500  

1.美術 2.作品集  902.33  

全方位藝術教育取向之大學藝術教

學 / 楊馥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

大書苑有限公司, 11002 .-- 27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96-851-0 (平

裝) NT$350  

1.藝術教育 2.教學研究 3.高等教育  

903  

美術與教育 = Fine arts and education / 

王秀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出版社, 110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2-269-2 ( 平 裝 ) 

NT$280  

1.美術教育 2.教育史 3.教學方法  

903  

觀賞、認知、解釋與評價 : 美術鑑

賞教育的學理與實務 = Appreciation, 

cognition, interpretation, and judgment :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art appreciation 

instruction / 王秀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003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2-268-5 

(平裝) NT$380  

1.美術教育  903  

台灣美術院. 2021 = The Anniversary 

of Taiwan academy of fine arts / 李振

明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 臺 灣 美 術 院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 

11003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7007-9-6 (平裝)  

 906  

*終章 = T.C.A Conclusion : 10 years of 

TCAC. volume 4 of 4 / 蘇珀琪, 呂岱

如, 楊俊, 鄭美雅, 余政達, 徐詩雨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臺北當

代藝術中心協會, 11002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603-4-2 (平

裝) NT$500  

1.藝術 2.藝術家 3.機關團體  906  

Re:Play 操/演現場 / 吳嘉瑄編輯 .-- 

臺北市 :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11003 .-- 1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7600-8-9 (平裝) NT$900  

1.藝術展覽 2.現代藝術 3.作品集  

906.6  

* 台 北 當 代 藝 術 中 心  = Taipe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2010-2012, 

2013-2014 / 鄭美雅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

會, 11002 .-- 370 面; 25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86603-5-9 (平

裝) NT$500  

1.臺北當代藝術中心  906.8  

*譚美 = A Move for Tammy / 余政達, 

徐詩雨, 蕭伯均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臺灣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 , 

11001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86603-3-5 (平裝) NT$500  

1.藝術館 2.藝術展覽 3.藝文活動  

906.8  

台灣美術發展史論 =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rt / 王秀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

術家出版社, 11003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82-267-8 (平裝) 

NT$380  

1.美術史 2.文集 3.臺灣  909.33  

創作者 : 從喬叟、杜勒到畢卡索、

迪斯尼 /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作 ; 蔡承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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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80-0 (平裝) NT$350  

1.藝術史 2.藝術家 3.傳記  909.9  

歷代書法名家詠論 / 漆鋼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1 .-- 21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6-583-3 (平裝) NT$330  

1.書法家 2.傳記 3.中國  909.92  

*小星星通信 / 奈良美智著 ; 黃碧君, 

王筱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68

面; 22 公分 .-- (catch ; 80A) .-- ISBN 

978-986-5549-49-7 (平裝) NT$500  

1.奈良美智 2.藝術家 3.傳記 4.日本  

909.931  

秀水雄山 : 王秀雄教授九十華誕文

集 / 黃光男, 趙惠玲, 白適銘, 陳俊宏, 

陳秋瑾, 楊恩生, 林磐聳, 游明龍, 洪

玉柱編輯委員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創價文教基金會, 11003 .-- 15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66-62-9 (平

裝)  

1.王秀雄 2.美術教育 3.臺灣傳記  

909.933  

音樂 

帕可愛音樂環遊世界之旅 / 瑪嘉莉.

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 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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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2 面; 21 公分 .-- (finger book ; 20) .-- 

ISBN 978-957-9529-78-5 ( 精 裝 ) 

NT$499  

1.音樂 2.繪本  910  

柴可夫斯基天鵝湖音樂故事 / 潔西

卡 . 寇 特 妮 - 堤 可 (Jessica Courtney-

Tickle)圖 ; 黃筱茵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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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4 面; 30 公分 .-- (繪

本滴 ; 75) .-- ISBN 978-957-9529-79-2 

(精裝) NT$680  

1.音樂 2.繪本  910  

為樂而生 : 馬利斯.楊頌斯獨家傳記 / 

馬庫斯.提爾(Markus Thiel)著 ; 黃意

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有樂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003 .-- 448 面; 21 公

分 .-- (樂洋漫遊 ; 7) .-- ISBN 978-986-

96477-6-2 (平裝) NT$500  

1.楊頌斯(Jansons, Mariss, 1943-2019) 

2.指揮家 3.傳記  910.9943  

流行音樂和弦系統 / 蔡文忠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黑白格文藝事業 , 

11005 .-- 7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2-0-8 (平裝) NT$2500  

1.和聲學 2.和弦 3.樂理 4.流行音樂  

911.4  

鄒布童謠 : 動物在唱歌 / 安美英, 史

麗君, 田春梅, 田春惠, 楊玉珠編輯與

創作 ; 王俊仁插畫 .-- 初版 .-- 南投縣

南投市 : 南投縣政府, 11002 .-- 21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22-68-

4 (精裝)  

1.童謠 2.原住民音樂 3.鄒族 4.布農

族  913.8  

劉鳳學舞蹈全集, 第一卷, 唐宮廷讌

樂舞研究. 一 : 尋找失去的舞跡 重建



81 

 

唐樂舞文明 / 劉鳳學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財團法人新古典表演藝術基

金會出版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002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896-5-7 ( 精 裝 ) 

NT$1000  

1.宮廷樂舞 2.唐代  914  

英國當代作曲家菲利浦.史巴克與馬

丁.艾勒比經典作品選粹之分析與詮

釋 : 高雄市管樂團第 26 回定期音樂

會 Music of the spheres / 王戰撰 .-- 初

版 .-- 新北市 : 王戰, 11002 .-- 16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5-5 

(平裝)  

1.史巴克(Sparke, Philip, 1951- ) 2.艾

勒比(Ellerby, Martin, 1957- ) 3.管樂 4.

樂曲分析  918.06  

建築 

文化部公共藝術獎專輯. 第七屆 = 

The 7th public art awards portfolio / 王

玉 齡 主 編  .-- 新 北 市  : 文 化 部 , 

11003 .-- 156 面; 24X21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986-532-304-2 (平

裝) NT$400  

1.公共藝術 2.作品集  920  

地 景 中 的 數 位 構 築  = Digital 

manufacturing in the landscape / 陳珍

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建

築學系, 11002 .-- 170 面; 23 公分 .-- 

(數位建築文集 ; 5) .-- ISBN 978-957-

8736-82-5 (平裝) NT$500  

1.數位建築 2.電腦輔助製造 3.作品

集  920  

後設設計思維 : 數位建築設計教學 = 

Meta-design thinking :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digital architectural design 

studio / 陳珍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11002 .-- 296 面; 

23 公分 .-- (數位建築文集 ; 2) .-- 

ISBN 978-957-8736-79-5 ( 平 裝 ) 

NT$600  

1.數位建築 2.電腦輔助設計 3.高等

教育  920  

構築的自治與自主的營建 : 數位製

造與機器人建造的發展 = Autonomy 

of tectonic and autonomous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s of digital 

and robotic fabrication in architecture / 

陳珍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

學建築學系, 11002 .-- 350 面; 23 公

分 .-- (數位建築文集 ; 1) .-- ISBN 

978-957-8736-78-8 (平裝) NT$800  

1.數位建築 2.電腦輔助製造  920  

數位建築的歷程 1995-2020 = The 

traces of digital architecture 1995-2020 / 

陳珍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

學建築學系, 11002 .-- 322 面; 23 公

分 .-- (數位建築文集 ; 4) .-- ISBN 

978-957-8736-81-8 (平裝) NT$600  

1.數位建築  920  

飛地非地 : 網際網絡時代的城市設

計策略與實驗  = Enclave/non-site : 

urban design strategies and experi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 陳珍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11002 .-- 134 面; 23 公分 .-- (數位建

築文集 ; 3) .-- ISBN 978-957-8736-80-

1 (平裝) NT$350  

1.建築藝術 2.空間設計 3.都市 4.文

集  920.7  

手繪世界建築簡史 : 建築大師梁思

成弟子,100 座世界建築故事一次講

透! / 張克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072-96-0 ( 平 裝 ) 

NT$420  

1.建築史 2.建築美術設計  920.9  

雜木林進路 : 廖偉立的建築 / 王增榮

策展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27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915-3-7 (平

裝) NT$600  

1.廖偉立 2.建築師 3.臺灣傳記  

920.9933  

This is 高第 / 莫莉.克萊普爾(Mollie 

Claypool)著 ; 克莉絲汀娜.克里斯托

弗洛(Christina Christoforou)繪 ; 李之

年譯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天培文

化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

公司發行, 11004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19) .-- ISBN 978-986-99305-8-

1 (平裝) NT$280  

1.高第(Gaudi, Antoni, 1852-1926) 2.建

築師 3.傳記  920.99461  

手繪中國建築簡史 : 建築大師梁思

成弟子,300 個中式建築故事一次講

透! / 張克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003 .-- 40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9072-97-7 ( 平 裝 ) 

NT$499  

1.建築史 2.建築美術設計 3.中國  

922.09  

看板建築 : 東京昭和生活文化散策 / 

荻野正和著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3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15-50-8 (平

裝) NT$420  

1.建築藝術 2.招牌 3.建築史 4.日本  

923.31  

漂浮庇所 : 柯比意改建的混凝土船 = 

Asile flottant / 遠藤秀平, 西尾圭悟編

著 ; 謝宗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田

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3 .-- 

72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915-2-0 (平裝) NT$380  

1.柯布(Le Corbusier, 1887-1965) 2.建

築藝術 3.船舶 4.法國  923.42  

跟著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過生活 / 

海 倫 娜 . 赫 拉 絲 多 娃 (Helena 

Haraštová), 帕 拉 . 哈 娜 柯 娃 (Pavla 

Hanácková)文 ; 米可維菈.波曼莫娃

(Michaela Bergmannová)圖 ;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4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74-537-3 (精裝)  

1.房屋建築 2.居住風俗 3.通俗作品  

928  

雕塑 

藝溯巢流 : 許旭倫陶藝創作旅程 / 簡

政展, 林佩樺文字編撰 .-- 初版 .-- 新

北 市  : 藝 朵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003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91-1-1 (平裝) NT$8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  

形體與情緒向度 : 吳偉谷陶瓷雕塑

創作集 / 吳偉谷作 .-- 初版 .-- 花蓮縣

壽豐鄉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

學系, 11002 .-- 8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91-9-2 ( 平 裝 ) 

NT$600  

1.陶瓷工藝 2.作品集  938.07  

直觀內在與形體變化 : 吳偉谷陶瓷

雕塑創作論述 / 吳偉谷作 .-- 初版 .-- 

花蓮縣壽豐鄉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

與設計學系, 11002 .-- 129 面;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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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98991-8-5 (平裝) 

NT$600  

1.陶瓷工藝 2.文集  938.07  

書畫 

2-6 歲兒童繪畫與心理發展 / 嚴虎, 

劉楊娣編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

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264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132) .-- ISBN 

978-986-5541-71-2 (平裝) NT$520  

1.繪畫心理學 2.兒童畫 3.兒童心理

學  940.14  

臺灣粉彩畫協會年刊. 2021 = Pastel 

Association of Taiwan. 2021 / 蕭碧霜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粉彩

畫協會, 11003 .-- 68 面; 26X25 公分 .-

- ISBN 978-986-95483-3-5 (平裝)  

1.臺灣粉彩畫協會  940.6  

從 0 開始圖解莫內 : 全面剖析莫內

的一生,及其作品風格與繪畫技巧 / 

陳彬彬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003 .-- 224 面; 23 公

分 .-- (Guide Book ; 207) .-- ISBN 978-

986-5582-12-8 (平裝) NT$350  

1.莫內(Monet, Claude ,1840-1926) 2.畫

家 3.傳記 4.畫論 5.法國  940.9942  

This is 梵 谷  / 喬 治 . 洛 丹 (George 

Roddam) 著  ; 絲 瓦 . 哈 達 西 莫 維 奇

(Sława Harasymowicz)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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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18) .-- ISBN 978-986-99305-7-4 (平裝) 

NT$280  

1.梵谷(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2.畫家 3.傳記  940.99472  

妙善丹青書畫集 : 李善忍的道畫人

生 / 李善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794-

202-9 (平裝) NT$1500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魏道密畫集 / 魏道密[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魏道密, 11004 .-- 8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43-8629-

1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5  

何不在黑白之間 : 長榮大學書畫藝

術學系畢業展專刊. 第八屆 .-- 臺南

市 :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

系, 11003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358-83-8 (平裝)  

1.書畫 2.作品集  941.6  

橫山獎 : 桃園橫山書法藝術館書藝

研究與評論雙年獎. 2020 = Hengshan 

award : 2020 Hengshan biennial awards 

for calligraphy research and criticism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003 .-- 2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63-40-3 (精裝) NT$500  

1.書法 2.藝術評論 3.文集  942.07  

書法的基本功 : 書法的原理與實踐 / 

林岳瑩作 .-- 初版 .-- 花蓮市 : 遠景印

刷企業有限公司, 110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843-9-1 (平

裝) NT$200  

1.書法 2.書法教學  942.18  

魂動 / 楊平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芥子山房, 11003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87-2-0 (精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5  

嘉義市書法學會作品集. 第十六屆 / 

翁名灌專輯主編 .-- 嘉義市 : 嘉義市

書法學會, 11003 .-- 10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7327-4-2 ( 平 裝 ) 

NT$5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燕誠書簡 : 書藝百篇賞析 / 沈燕誠, 

林金進作 .-- 初版 .-- 嘉義市 : 飛魚企

業社, 11002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894-2-5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馨南墨緣 : 遐觀書會作品集 / 張金煌

總 編 輯  .-- 新 北 市  : 遐 觀 書 會 , 

110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167-0-5 (平裝)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蘭亭四季吟 / 蔡尚運, 李銘煌, 張學

隆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蘭

亭書學會, 11003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569-3-6 ( 平 裝 ) 

NT$600  

1.書法 2.作品集  943.6  

視界融合 : 吳宥鋅當代水墨創作論

述與實踐 = Fusion of horizons : Wu 

Yeou-Xin's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s 

version / discourse of art practice / 吳宥

鋅[作] .-- [臺中市] : 吳宥鋅, 11002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580-5 (平裝)  

1.水墨畫 2.畫論  944.38  

只有香如故 : 胡克敏 / 胡克敏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有限

公司, 11003 .-- 16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99298-2-0 ( 精 裝 ) 

NT$1800  

1.花卉畫 2.畫冊  944.6  

大美不言 : 巫登益—當代彩墨典藏 = 

Wu Deng Yi :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olor ink painting / 李朝

馨, 林靜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巫登益美術館, 11003 .-- 168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86-06234-0-6 (精

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心印台灣 : 李君毅當代水墨藝術 / 

李君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名山藝

術股份有限公司 , 11002 .-- 60 面 ; 

26X35 公分 .-- ISBN 978-986-95773-8-

0 (平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樸方異境 : 鄧卜君的水墨藝想 = A 

simple yet Unusual Realm : TENG Pu-

Chun's ink fantasy / 蕭瓊瑞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采泥藝術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21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7655-2-7 (精裝)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凝神蘸墨畫熱血 : 施子儀紀念畫集 / 

施子儀作  .-- [臺中市 ] : 張碧惠 , 

11002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596-6 (精裝) NT$1000  

1.水墨畫 2.畫冊  945.6  

浮世繪解剖圖鑑 : 一窺江戶時代民

俗風情與日常百態 / 牧野健太郎著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653-8 (平

裝)  

1.浮世繪 2.風俗畫 3.社會生活 4.江

戶時代 5.日本  946.148  

跟著浮世繪去旅行 / 浮世繪編輯小

組編著 ;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004 .-- 192 面; 23 公分 .-- (Catch ; 

267) .-- ISBN 978-986-5549-66-4 (平裝) 

NT$450  

1.浮世繪 2.繪畫 3.畫冊  946.148  

就算要考吉卜力 也不能不會畫鋼彈 

/ 室井康雄編著 ; 沈俊傑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83 

 

司,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479-8 (平裝) NT$520  

1.繪畫技法  947.1  

描繪廢墟的世界 / TripDancer, Chigu, 

齒車 Rapt 作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78-2 (平

裝) NT$400  

1.繪畫技法  947.1  

100 天後就會死的鱷魚 / 菊池祐紀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003 .-- 144 面; 19 公分 .-

- (in TIME) .-- ISBN 978-957-658-498-

5 (平裝) NT$380  

1.漫畫  947.41  

四個瞳孔的小孩 / 劉潔淇, 鄭立偉故

事 ;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X 怪奇偵察隊 ; 2) .-- ISBN 

978-986-5588-05-2 (平裝)  

1.漫畫  947.41  

阿宅聯盟 : 決戰 AI 太陽王國 : 超進

化人工智慧歷險漫畫 / 鴻海教育基

金會作 ; 謝欣如漫畫繪製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0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9-870-1 (平裝) NT$380  

1.漫畫 2.人工智慧  947.41  

異想世界 : 女性奇幻角色設計繪製

書 / 藍飴著 ; 王幼正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475-0 (平裝) NT$380  

1.漫畫 2.繪畫技法  947.41  

超解讀!鬼滅之刃最終研究 : 最終血

戰解析錄 / 三才ブックス作 ; 廖婉伶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 11004 .-- 16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22-8-5 (平裝) 

NT$280  

1.漫畫  947.41  

遊戲造型大師就是我 / KOI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003 .-- 160 面; 23 公分 .-- (漫畫

夢工廠) .-- ISBN 978-986-5556-09-9 

(平裝) NT$280  

1.漫畫 2.人物畫 3.繪畫技法  947.41  

學校很有事? / 蔡詩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5713-9 (平裝)  

1.漫畫  947.41  

羅剎雪獅子 : 西藏.神山.獼猴 / 李國

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28) .-- ISBN 

978-986-5588-04-5 (平裝)  

1.漫畫  947.41  

NARA 48 GIRLS : 奈良美智 48 女孩 

/ 奈良美智著 ; 褚炫初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版, 11003 .-- 160

面; 20 公分 .-- (好 ; 4) .-- ISBN 978-

986-06230-1-7 (精裝) NT$600  

1.插畫 2.畫冊  947.45  

奈良手記 / 奈良美智著 ; 王筱玲譯 .-

- 二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出版,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好 ; 5) .-- ISBN 

978-986-06230-2-4 (平裝) NT$450  

1.插畫 2.畫冊  947.45  

花情常韻 : 黃灑淑西畫展專輯 / 許有

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

文化觀光局, 11003 .-- 13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4-69-5 (平裝) 

NT$1200  

1.西洋畫 2.畫冊  947.5  

美雅細緻 光彩富麗 : 鄭晟繪畫作品

專輯 / 林鄭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林鄭晟, 11002 .-- 21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75-1 (精裝)  

1.繪畫 2.複合媒材繪畫 3.畫冊  

947.5  

美麗島嶼.台灣 : 2021 蘇振明 70 回

顧美術展專輯 = Formosa Taiwan : Su 

Jen-ming 70 Retrospective Art 

Exhibition / 蘇振明作 .-- 臺南市 : 臺

南市政府文化局, 11003 .-- 12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30-99-

3 (精裝) NT$600  

1.繪畫 2.畫冊  947.5  

時序 : 謝淑慧作品集. 三 / 謝淑慧

作 .-- 臺中市 : 謝淑慧, 11003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632-

1 (精裝) NT$1500  

1.複合媒材繪畫 2.紙工藝術 3.作品

集  947.5  

紅帽子的多肉森林物語 / 橘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3 .-- 72 面; 25X25 公分 .-- 

(多彩多藝 ; 5) .-- ISBN 978-957-686-

805-4 (平裝) NT$320  

1.鉛筆畫 2.水彩畫 3.繪畫技法  948  

6 位名畫家的繪畫技法 : 唯美水彩人

物畫 / 大友義博, 小野月世, 德田明

子, 松江利惠, 松林淳, 村田旭作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79-9 (平裝) NT$40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小野月世的水彩技法. 花卉篇 = Ono 

Tsukiyo's watercolor flower lessons / 小

野月世作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59-80-5 (平

裝) NT$40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繪甜點 / Connie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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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4 .-- 176 面; 23 公分 .-- (bon 

matin ; 134) .-- ISBN 978-986-384-480-

8 (平裝) NT$480  

1.水彩畫 2.繪畫技法  948.4  

忘行 : 陳美惠油畫創作展 = In the 

Zone : Oil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by 

Chen Mei-huei / 陳美惠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11002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

薪火相傳: 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第

11 屆) .-- ISBN 978-986-5458-66-9 (平

裝) NT$350  

1.油畫 2.畫冊  948.5  

周成樑 : 我島指南 = Chou Cheng-

liang : a guide to the island / 周成樑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月臨畫廊, 

11002 .-- 10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521-4-8 (平裝)  

1.油畫 2.畫冊  948.5  

華人西畫百年滄桑 : 華人前輩油畫

大展 : 43 位近現代大師精選 / 錢文

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協民國際發

展有限公司, 11003 .-- 15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30325-6-4 (平

裝) NT$800  

1.油畫 2.畫冊  948.5  

歲月靜好 彩繪人生 : 常連芳西畫創

作展 = Chang Lien-Fang Collections / 

常連芳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

文化局, 11003 .-- 64 面; 30 公分 .-- 

(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 ; 第 105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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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473-03-7 ( 平 裝 ) 

NT$250  

1.油畫 2.水彩畫 3.畫冊  948.5  

攝影；電腦藝術 

像素百景 : 進入點陣圖藝術的世界 / 

Graphic 社編輯部編 ; 王怡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004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1-644-6 (平裝)  

1.電腦繪圖 2.數位藝術 3.作品集  

956.2  

YouTuber 養成教學書 : 網紅教你拍

出 熱 門 高 質 感 影 片 的 職 人 要 領  / 

Gyueen Tokugawa 作 ; 林克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110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440-3 (平

裝)  

1.數位影音處理 2.錄影製作  956.6  

動漫繪本角色造型設計 / 何明, 李蘭, 

鄭爽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2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16-580-2 (平裝) NT$260  

1.動漫 2.電腦繪圖 3.繪畫技法  

956.6  

聽!那記憶深處的笛響。 : 吳榮秦臺

灣鐵道寫真集 = Listen to the whistle 

of nostalgia : Wu Rung-Chin's Taiwan 

railway photographs / 吳榮秦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002 .-- 144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9915-1-3 (精裝) 

NT$1280  

1.攝影集  957.6  

台 北 攝 影 年 鑑 . 2021 = Taipei 

photography annual 2021 / 顏麗華總編

輯  .-- 臺 北 市  : 臺 北 攝 影 學 會 , 

11003 .-- 16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96971-4-9 (精裝) NT$850  

1.攝影集  958.33  

高 雄 攝 影 年 鑑 . 2020 = Kaohsiung 

photography / 鄭培業編輯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高雄市攝影學會, 11002 .-- 

20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

94436-5-4 (精裝)  

1.攝影集  958.33  

攝影旅途的奇妙際遇  / 楊塵攝影 .

文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楊塵文

創工作室, 11005 .-- 272 面; 28 公分 .-

- (楊塵攝影集 ; 3) .-- ISBN 978-986-

99273-4-5 (精裝) NT$500  

1.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包羅萬象 : 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

與設計系畢業專刊. 110 級 / 南開科

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110 級畢

籌會編製 .-- 南投縣草屯鎮 : 南開科

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11003 .-- 

80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6371-6-9 (平裝) NT$300  

1.設計 2.創意 3.作品集  960  

光.設計 : 光和色彩的視覺藝術設計

應用全書 / 理查.亞特(Ricard Y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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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59-273-9 (平裝) NT$650  

1.光藝術  960  

浮水映 = Art reflect / 國立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110 級全體學生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國立屏東大學 , 

11003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723-6-9 (精裝) NT$2000  

1.視覺藝術 2.視覺設計 3.作品集  

960  

紅妝髮飾相映紅 / 徐珮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1003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9923-3-6 (精裝) NT$2000  

1.設計 2.美學 3.時尚 4.文集  960.7  

零基礎配色學 / ingectar-e 著 ; 黃筱涵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005 .-- 224 面; 23 公分 .-- (創意

家 ; 39) .-- ISBN 978-957-658-519-7 

(平裝) NT$450  

1.色彩學  963  

好設計,4 個法則就夠了 / 羅蘋.威廉

斯(Robin Williams)著 ; 張妤菁, 呂奕

欣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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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

面 ; 26 公 分  .-- ( 藝 術 叢 書  ; 

FI1037X) .-- ISBN 978-986-235-905-1 

(平裝) NT$450  

1.平面設計  964  

設計科學基礎 / 張小開, 鄭揚陽, 邵

丹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17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81-9 (平裝) NT$300  

1.設計 2.科學  964  

圖解設計故事學 : 好設計,觸發愉悅、

渴望、驚喜和信任感;Ellen Lupton 用

講故事的技術,把設計思考講成了一

部劇本 / 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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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16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82-09-1 (平裝) NT$480  

1.平面設計 2.產品設計 3.視覺傳播 4.

創造性思考  964  

塑思考 / 佐藤卓著 ; 蔡青雯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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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72 面; 19 公

分 .-- (Source ; 29) .-- ISBN 978-986-

235-907-5 (平裝) NT$380  

1.設計 2.文集  964.07  

設計好味道 / 梅原真作 ; 陳令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110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57-5-2 (平裝)  

1.包裝設計  964.1  

展示設計手繪表現 / 秦晉川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001 .-- 14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579-6 

(平裝) NT$280  

1.展品陳列 2.商品展示  964.7  

3ds Max 2021 室內設計速繪與 V-Ray

絕佳亮眼展現 / 邱聰倚, 姚家琦, 黃

婷琪, 劉庭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003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2-

745-2 (平裝)  

1.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室

內設計 3.電腦動畫 4.電腦繪圖  

967.029  

TJDMA 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成果

展. 2019 第四屆 = TJDMA world's 

jewelry & metal design awards 2019 / 

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編著 .-- 臺南

市 : 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11003 .-

- 6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

89574-4-2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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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珠寶設計 2.金屬工藝 3.作品集  

968.4  

技藝 

瓶馨詠心 : 瓶花與心象花 : 中華插花

藝術展. 2021 = Heart resonance of vase 

and fragrance : flower arrangement 

exhibition. 2021 / 趙惠娟主編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11003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155-66-3 (精裝) NT$1200  

1.花藝 2.作品集  971  

德式花藝名家親傳 : 花の造型理論.

基礎 Lesson / 橋口学著 ; 唐靜羿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噴泉文化館出版 : 

悅智文化發行, 11002 .-- 144 面; 26

公分 .-- (花之道 ; 73) .-- ISBN 978-

986-99282-2-9 (平裝) NT$680  

1.花藝  971  

新編兒童益智手工大全 : 折紙大全 / 

風車編輯群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23-619-

2 (平裝)  

1.摺紙  972.1  

競技級的金牌紙飛機 / YOUNG 編

著 .-- [新北市] :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

公司, 11004 .-- 160 面; 26 公分 .-- (益

智教室 ; 24) .-- ISBN 978-986-98636-

7-4 (平裝) NT$300  

1.摺紙  972.1  

茶道 : 將茶席裡的美,擴及日常生活

的每個角落 / 鄭姵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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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36-47-3 (平裝) NT$600  

1.茶藝 2.日本美學  974.931  

落地深耕  : 身體實踐的造夢者  = 

Rooted cultivation / 黃建彪著作 .-- 新

北市 : 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11003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100-0-0 (平裝)  

1.舞蹈創作 2.表演藝術  976  

舞蹈審美思考 / 陳蒨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003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2-526-1 (平裝) NT$380  

1.舞蹈美學  976.01  

戲劇 

表演藝術教材教法與企業組織引導

技 術  = Performing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 business 

organization facilitation techniques / 范

聖韜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2-511-7 

(平裝) NT$500  

1.表演藝術 2.教學研究 3.文集  

980.3  

表演創作與演員素養 / 朱宏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003 .-- 

262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53) .-- 

ISBN 978-986-5540-31-9 ( 平 裝 ) 

NT$320  

1.表演藝術 2.藝術教育 3.演員  

981.5  

海上京奇 : 海派京劇藝術論（1900-

1949） / 高美瑜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4 .-- 

440 面; 23 公分 .--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論精粹 ; 4) .-- ISBN 978-986-

99078-6-6 (平裝) NT$550  

1.京劇 2.中國戲曲  982.1  

邕州老戲. 現實人文寶藏篇 / 洪琪, 

洪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4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

516-590-1 (平裝) NT$560  

1.地方戲劇 2.廣西省  982.534  

邕州老戲. 歷史藝術篇 / 洪琪, 洪珏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516-

591-8 (平裝) NT$500  

1.地方戲劇 2.廣西省  982.534  

戲曲演進史 / 曾永義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4 .-- 520 面; 23 公分 .-- (國學大

叢書) .-- ISBN 978-957-14-7165-5 (第

1 冊:平裝)  

1.中國戲劇 2.戲曲史  982.7  

從譚鑫培到余叔岩 / 齊如山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004 .-- 336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131) .-- ISBN 978-986-5541-69-9 

(平裝) NT$360  

1.京劇 2.傳記 3.中國  982.9  

Action 前的真心告白 : 電影人完全

幸福手冊 / 李悟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銳文創, 11004 .-- 378 面; 21 公

分 .-- (新美學 ; 54) .-- BOD 版 .-- 

ISBN 978-986-5540-32-6 ( 平 裝 ) 

NT$500  

1.電影 2.文集  9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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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400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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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5 (精裝博客來版) .-- ISBN 978-

986-384-479-2 (精裝誠品版)  

1.諾蘭(Nolan, Christopher, 1970-) 2.電

影導演 3.訪談 4.影評  987.31  

你哪裡人?我歐陽倫 / 歐陽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超展開策畫有限公司, 

11001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38-2-6 (活頁裝)  

1.演員 2.表演藝術  987.32  

前進<<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 人

物 設 定 集  / 艾 樂 妮 . 盧 索 斯 (Eleni 

Rouss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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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 .-- 1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10-9737-

4 (精裝)  

1.電影片  987.83  

複身犯電影設定集 / 犢影制作電影

有限公司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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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0-9443-4 (平裝)  

1.電影片  987.83  

動畫用語事典 /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

動畫協會人才育成委員會著 ; 孫家

隆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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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藝術叢書 ; FI1054) .-- 

ISBN 978-986-235-906-8 ( 平 裝 ) 

NT$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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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畫 2.動畫製作 3.術語  987.85  

電影院的哲學家 : 從感動的對白,找

到理想的自己。 / 盧卡司編選 .-- 初

版 .-- 臺北市 : 遊目族文化出版 : 格

林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004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0-079-7 (平裝) NT$360  

1.電影片 2.人生哲學  987.9  

遊藝；娛樂；休閒 

驚奇工程知識繪本. 3 : 遊樂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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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17-

68-7 (精裝)  

1.遊樂場 2.通俗作品  991.4  

複合式咖啡館の開業 MENU160 / 楊

海銓, 黃文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004 .-- 

280 面; 26 公分 .-- (開店通 ; 27) .-- 

ISBN 978-986-98041-7-2 ( 平 裝 ) 

NT$560  

1.咖啡館 2.創業 3.食譜  991.7  

貓叔與雕刻時光的故事 / 貓叔毛做

東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事業有限公司, 11001 .-- 3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2-91-6 (平

裝) NT$400  

1.咖啡館 2.商業管理  991.7  

戲說雜技 : 臺灣特技團的身體圖像 / 

郭憲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

苑有限公司, 11001 .-- 164 面; 23 公

分 .-- 彩色版 .-- ISBN 978-957-496-

850-3 (平裝) NT$1000  

1.臺灣特技團 2.雜技 3.歷史 4.臺灣  

991.90933  

旅遊行程設計師認證試題指南. 2021

年 = Package tour designer certification 

/ 李奇嶽, 陳善珮, 吳美惠, 盧慶龍, 郭

名龍, 顏瑞棋, 曾麗蓉, 馬淑華, 林澤

洲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002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00-7 (平

裝)  

1.旅遊 2.旅遊業 3.考試指南  992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 2021

年 /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李奇

嶽, 陳善珮, 李承峻編著 .-- 9 版 .-- 新

北 市  : 華 立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899-4 (平裝) NT$420  

1.導遊 2.領隊 3.臺灣史 4.臺灣地理  

992.5  

登山聖經  / 登山協會(Mountaineers 

Club)著 ; 張簡如閔, 劉宜安, 葉咨佑, 

謝汝萱, 馮銘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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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03 .-- 1008 面; 23 公分 .-- 暢銷百

萬 60 週年全新增訂第九版 .-- ISBN 

978-986-272-567-2 (精裝) NT$1800  

1.登山 2.攀岩  992.77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總會年鑑. 105-

109 年  = Chinese Taipei Dart 

Federation Annual. 2016-2020 / 李仁德

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

總會, 11002 .-- 2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89-0-7 (平裝)  

1.擲賽  993.4  

*出發到 35 個城市的尋寶遊戲書 / 

紅色鯨魚, 朴貞雅著 ; 魏汝安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002 .-- 112 面; 30 公分 .-- (Orange 

life ; 16) .-- ISBN 978-986-99846-2-1 

(平裝)  

1.遊戲  995  

挑戰你的大腦. 入門篇第一級 / 羅伯

特.艾倫(Robert Allen)等編 ; 汪若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04 面; 23

公分 .-- (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

- ISBN 978-957-32-8989-0 ( 平 裝 ) 

NT$260  

1.益智遊戲  997  

挑戰你的大腦. 入門篇第二級 / 羅伯

特.艾倫(Robert Allen)等編 ; 汪若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04 面; 23

公分 .-- (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

- ISBN 978-957-32-8990-6 ( 平 裝 ) 

NT$260  

1.益智遊戲  997  

挑戰你的大腦. 入門篇第三級 / 羅伯

特.艾倫(Robert Allen)等編 ; 汪若蕙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003 .-- 104 面; 23

公分 .-- (Mensa 門薩智力升級系列) .-

- ISBN 978-957-32-8991-3 ( 平 裝 ) 

NT$260  

1.益智遊戲  997  

專注力逃生遊戲!從動物島大逃亡 / 

漫田畫漫畫 ;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003 .-- 228 面; 23

公分 .-- (童漫館) .-- ISBN 978-986-

5593-01-8 (平裝) NT$400  

1.益智遊戲 2.漫畫  997  

成語迷宮. 蟲林鳥獸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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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6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539-68-9 ( 精 裝 ) 

NT$500  

1.益智遊戲 2.成語  997.4  

標竿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0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16-53-6 (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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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16-52-9 (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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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

5516-55-0 (第 32 冊:平裝) NT$149  

1.數學遊戲  997.6  

GAMEBOY 終極聖經 / 復古遊戲愛

好會編 ; 凃丞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數位原力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003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312-6-5 (精裝) NT$1480  

1.電動玩具  997.8  

SCULPTORS. 3, 原創造型&原型製作

作品集 / 玄光社編 ; 邱心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004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661-1 (平裝) NT$580  

1.模型 2.工藝美術  999  

大漠天驕 : 戈壁既出 誰與爭鋒 / 沈

朋盛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麥禾

陽光文化出版社, 11003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79-7-6 (精

裝) NT$1200  

1.蒐藏品 2.奇石  999.21  

新編兒童益智手工大全 : 黏土大全 / 

風車編輯群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002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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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23-620-

8 (平裝)  

1.泥工遊玩 2.黏土  999.6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Magic Taipei doed/林怡慧撰文 .-- 臺

北市 : 北市產發局, 11002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4-46-2 

(平裝)  

「常相伴/家暖暖」優孝: 孝道教育

優良作品集. 109 年/李金鴦總編輯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61-77-

5 (全套: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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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305-9 (PDF)  

民事裁判實務教材: 清償借款事件/

法官學院編輯 .-- 2 版 .-- 臺北市 : 法

官學院, 11003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88-3 ( 平 裝 ) 

NT$120  

刑事裁判實務教材: 強盜案件/法官

學院編輯 .-- 2 版 .-- 臺北市 : 法官學

院, 11003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4-89-0 (平裝) NT$120  

百萬創業夢 在地原鄉心 夢想的執行

者: 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輔

導精實創業成果專刊. 109 年度/財團

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譯 .-- 新北

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003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45-

5 (平裝)  

花蓮縣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108 學年

度/鄒逢益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縣 : 

花縣府, 1100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37-9 (平裝)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8 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第 3501 與第 333 次車,於佳冬

站違反閉塞運轉有衝撞之虞/國家運

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54-87-6 (PDF)  

屏東永續資源指南: 綠與水的協奏曲. 

2020/丁澈士, 魯台營總編輯 .-- 屏東

縣 : 屏縣環保局,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72-06-1 (PDF)  

屏東永續資源指南: 綠與水的協奏曲. 

2020= The concerto of green and water: 

2020 Pingtung sustainable resources 

compass/丁澈士, 魯台營總編輯 .-- 屏

東縣 : 屏縣環保局, 1100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2-00-9 

(平裝)  

屏東演武場歷史建築修復工程工作

報告書/梁守誠計劃主持 .-- 初版 .-- 

屏 東 市  : 屏 縣 文 化 資 產 保 護 所 , 

11003 .-- 4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6-97-2 (平裝) NT$1500  

校園共創農村實踐: 農學共創 再現

農村新未來/林美齡, 翁舒玫, 夏凡玉, 

陳筱君, 張立宇, 張愛玲撰文 .-- 初

版  .-- 南 投 縣  :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55-19-4 (PDF) NT$250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瑰麗無暇: 林明生.路慶麟.趙信男

三 人 陶 藝 展 =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glamorous 

and flawless: joint ceramic exhibition of 

Lin,Ming-Sun.Lu,Qing-Lin and 

Chao,Hsin-Nan/林明生, 路慶麟, 趙信

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勤益科大, 

1100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056-5-7 (精裝)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報. 2018/郭元興

編 輯  .-- 臺 北 市  : 臺 灣 博 物 館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303-5 (PDF)  

臺東縣部落大學東排灣族傳統四季

文化祭儀教材/蕭德光, 王強國, 吳佳

霖, 歌樂恩, 林淑芳編撰 .-- 臺東縣 :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19-48-6 (全套:精裝)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中油)基本電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

劃答案. 110 版/程金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2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1-0 (平

裝) NT$600  

(台電)基本電學 3Point. 110 版/程金, 

陳逸青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002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29-7 (平裝) NT$620  

(好好學)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

義/林芳芩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32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111-5 ( 平 裝 ) 

NT$388  

(滿級分)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高竤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4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09-2 (平裝)  

(鐵路)基本電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

劃答案. 110 版/程金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2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0-3 (平

裝) NT$600  

108 課綱 林熹老師帶你學測英文拿

高分 : 6 回試題+詳解 /林熹 , Luke 

Farka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48-955-0 (PDF)  

3D 圖解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謝志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003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69-571-5 ( 平 裝 ) 

NT$600  

80/20 法則: 民法(總則)體系解題課/

宋定翔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0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97-9 (平裝) NT$400  

BAP Presentations 商 業 簡 報 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 商務專業

應用能力國際認證 Essentials Level

通關寶典/JYiC 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台 科 大 圖 書 , 

11003 .-- 1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07-8 (平裝)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movers/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 臺

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3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92-8-7 (平

裝附光碟片)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s: 

starters/written by Sue E. Leeward .-- 臺

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3 .-- 88 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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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06192-7-0 (平

裝附光碟片)  

Come to live(student's book). book 

1/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2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

474-1 (平裝)  

Come to live(workbook A). book 

1/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

475-8 (平裝)  

Come to live(workbook B). book 

1/editor in chief Keira Huang .-- 1st 

ed.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

476-5 (平裝)  

CSEPT 第 一 級 全 真 測 驗 =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lementary/郭慧敏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書林, 11002 .-- 2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5-918-6 (平裝

附光碟片) NT$350  

ESP-fashion/Kai-Ru Cheng, I-Ju Chen, 

Hui-Jing Hsiao, Jing-Yun Chang 作 .-- 

臺中市 : 智翔文化, 110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63-2-3 

(平裝)  

ESP-information/Hui-Jing Hsiao, I-Ju 

Chen, Kai-Ru Cheng, Jing-Yun Chang

作 .-- 臺中市 : 智翔文化, 110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63-1-

6 (平裝)  

EZ-Go 復習講義. 化學/彭愷恩編著 .-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036-4 (平

裝)  

EZ-Go 復習講義. 生物/黃世瑛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070-

8 (平裝)  

EZ-Go 復習講義. 地球科學/潘建熾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0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067-8 (平裝)  

EZ-Go 復習講義. 物理/方文宗編著 .-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035-7 (平

裝)  

EZ100 高中化學講義(108 課綱必修

化學(全)、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

理)/林成彥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

教科技, 11003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7-5 ( 平 裝 ) 

NT$330  

EZ100 高中必修生物(108 課綱、涵

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林元露編

著  .-- 臺 北 市  : 華 逵 文 教 科 技 , 

11002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6-8 (平裝) NT$380  

e 通高中解析數學/林廷熹, 黃立華, 

陳泰良編著 .-- 六版 .-- 高雄市 : 林廷

數學, 11002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3-6-2 ( 平 裝 ) 

NT$300  

Let's talk Kentucky. book3, workbook 

A/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1st 

ed. .-- 高雄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 

110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24-3-1 (平裝)  

Let's talk Kentucky. book3, workbook 

B/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1st 

ed. .-- 高雄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 

110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9324-4-8 (平裝)  

Smart 新式多益保證班: 模擬挑戰包/

顧叔剛, 顧曉明作 .-- 初版二刷 .-- 臺

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3 .-- 冊 .-- ISBN 

978-986-06192-5-6 (全套:平裝附光碟

片) NT$420  

Success on the NEW TOEIC Test/Kim 

su hyeon, Choi Young Ke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1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

994-7 (平裝附光碟片)  

*Super starter. workbook/康軒英語編

輯小組作 .-- 再版二刷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002 .-- 6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5-650-7 (第 2 冊:平裝)  

Tap into English. 1= 英語聽講. 1/陳豫

弘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

公司, 11003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512-0 (平裝)  

University chemistry/by Brian B. Laird, 

Raymond Chang .-- 臺北市 : 麥格羅希

爾, 11002 .-- 9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341-462-9 (平裝)  

一次通過新多益 750 分(模擬試題)/

文之勤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

教, 11002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10-3-8 (平裝附光碟片)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過關秘訣(附

學科測驗卷)(2021 最新版)/華成工作

室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2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72-3 (平裝)  

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宮井鳴編著 .-- 

1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002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3-4 (平裝) NT$620  

*人身保險業務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

業社, 11001 .--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0-4 ( 平 裝 ) 

NT$240  

土木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9/九華土

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11003 .-- 2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75-5-4 (平裝) NT$500  

土地法(概要)大意 3Point(首席版)/林

育智編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首席

文化, 11002 .-- 8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961-40-4 ( 平 裝 ) 

NT$620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釋

義+試題演練)/陳旭鳳編著 .-- 第二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0-225-5 (PDF)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三藏法師玄奘

奉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

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57-

794-204-3 (上冊:經摺裝) .-- ISBN 978-

957-794-205-0 (下冊:經摺裝)  

工程材料學<<系統剖析>>/梁瀚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1003 .-- 3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766-7-4 (平裝) NT$520  

工業安全與衛生/陳重銘, 李逸琪, 王

國男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003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03-583-9 (平裝)  

大滿貫升國中智力.性向測驗/林秀春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15-9 (平裝)  

大 滿 貫 英 語 文 法 總 匯 ( 教 師 用 )= 

English grammar/楊生編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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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 翰林, 11005 .-- 34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33-331-9 (平裝)  

大滿貫國中英語先修輕鬆學/鄭雁方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71-8 (平裝)  

大滿貫國中英語先修輕鬆學 (教師

用)/鄭雁方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70-1 (平裝)  

大滿貫國中數學先修輕鬆學/莊豐兆

編修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7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10-4 (平裝)  

大滿貫國中數學先修輕鬆學 (教師

用)/莊豐兆編修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7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9-8 (平裝)  

大滿貫複習講義: 自然(生物)(教師

用). 1-2 冊/邱建邦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004 .-- 96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333-186-5 (平裝)  

大滿貫複習講義: 自然(生物). 1-2 冊/

邱建邦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9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333-187-2 (平裝)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2 冊/顏德

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0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3-6 (平裝)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 1-2 冊(教師

用)/顏德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04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2-9 (平裝)  

大數據考點直擊: 郵政三法大意(測

驗題)(內勤)/韓菲編 .-- 一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0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13-9 (平裝) NT$400  

大數據考點直擊: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

通安全常識(測驗題)(外勤)/韓菲編 .-

- ㄧ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

成數位出版, 11003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97-11-5 (平裝) 

NT$450  

大學入試高效英文演練閱讀測驗/陳

浚德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 

11003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395-4 (平裝) NT$300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 2021: 國文

(107-109 年試題)/石磊, 王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

989-7 (平裝) NT$400  

大學轉學英文歷屆試題解析/陳仲平

編著  .-- 四版  .-- 新竹市  : 偉文 , 

11003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79-4-6 (平裝) NT$780  

日日讀形音義/適雲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66-4 (平裝)  

日日讀形音義(教師用)/適雲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65-

7 (平裝)  

公司法測驗解題全攻略 /程律師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2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69-570-8 (平裝) NT$450  

公司法題型破解/齊軒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2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026-2 (平

裝) NT$580  

*公民搶分小法典/三民補習班名師

群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

班, 11001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9-080-1 (平裝) NT$420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酥油皮、糕漿

皮類 )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群英出 版有 限公 司 ] 編 輯小組 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004 .-- 3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61-3-1 (平裝)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

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

出版, 11004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61-2-4 (平裝)  

升私中、資優班數學模擬試題/王哲, 

林妘蓁, 簡辰全等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005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33-326-5 (平裝)  

 *中油僱用人員: 國文、英文、企管、

會計學/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

筆記企業社, 11001 .-- 1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255-7-8 (平裝) 

NT$360  

升科大、四技二專英文統測複習精

戰 16 週/陳敬安, 雷雅帆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345-6 

(平裝)  

升科大四技-學霸筆記: 觀光餐旅業

導論/陳泓旗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3 .-- 21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03-586-0 ( 平 裝 ) 

NT$490  

不動產估價概要/陳仕弘編著 .-- 十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004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23-3 (平裝)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四合一)速

成總整理/強登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002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1-6 ( 平 裝 ) 

NT$650  

不動產經紀人: 金榜隨身典專業科目

四合一/強登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776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86-275-713-0 ( 平 裝 ) 

NT$450  

不動產經紀人歷屆題庫完全攻略/強

登 編 著  .-- 新 北 市  : 宏 典 文 化 , 

11002 .-- 7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2-3 (平裝) NT$650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110 版/蕭

華強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2 .-- 4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8-9 (平裝) NT$550  

*中華郵政英文完全攻略. 2020/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 十五版

三 刷  .-- 臺 北 市  : 三 民 補 習 班 , 

11001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9-098-6 (平裝) NT$460  

中華電信招考 : 數位科技 /史蒂芬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58-68-0 (平裝)  

中華電信招考三合一題庫/宏典文化

中華電信招考對策研究小組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5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709-3 (平裝) 

NT$550  

文學史跨界新閱讀/陳儀青, 張英聲, 

黃立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87-9 (平裝)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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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

英出版, 11004 .-- 3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7-4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

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

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004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61-1-7 (平裝)  

反應工程快易通: 心智圖、公式筆記

= Easy pass/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002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262-5-4 (平裝)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人力資源管

理 ). 2021(101-109 年 試題 )(申 論題

型)/趙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3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96-5 ( 平 裝 ) 

NT$31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人類學). 

2021(97-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

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03-9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含

公務員法概要)). 2021(104-109 年試

題)(申論題型)/鄭瑋, 魏合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40-4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水處理工程

(含水處理工程概要、給水及污水工

程 )). 2021(103-109 年試題)(申論題

型)/王瀚, 劉力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79-31-2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含民法

概要、民法物權編概要)). 2021(106-

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沈尚誼, 鄭瑋, 

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3 .-- 1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48-0 (平裝) NT$32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含民法

概要、民法物權編概要)). 2021(106-

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沈尚誼, 鄭瑋, 

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3 .--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42-8 (平裝) NT$36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

術 ). 2021(103-109 年 試題 )(申 論題

型)/文翊, 軒諭, 賽利絲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44-2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事訴訟法與

刑事訴訟法(含刑事訴訟法概要、刑

事訴訟法)). 2021(106-109 年試題)(申

論題型)/文心, 文翊, 湛伸彥, 筱喻, 賽

利絲, 蕭峰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4 .-- 25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479-47-3 ( 平 裝 ) 

NT$4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與刑

法總則(含親屬與繼承編、親屬與繼

承編概要)). 2021(107-109 年試題)(申

論題型)/沈尚誼, 湛伸彥, 鄭瑋, 賽利

絲, 蕭峰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3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39-8 ( 平 裝 )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世界文化史

(含世界文化史概要)). 2021(101-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04-6 (平裝) NT$33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地方自治概

要 ). 2021(103-109 年 試題 )(測 驗題

型)/文遠, 袁湘琴, 高聞, 高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14-5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與政

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2021(103-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文遠, 袁湘琴, 高

聞, 高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3 .-- 1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13-8 ( 平 裝 )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刑法(含刑法

概要)). 2021(107-109 年試題)(申論題

型)/湛伸彥, 賽利絲, 蕭峰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4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46-6 (平裝) NT$3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法(含行

政法概要)). 2021(107-109 年試題)(測

驗題型)/陳理, 程揚, 鄭瑋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3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36-7 (平裝) NT$430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行 政 法 ). 

2021(107-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陳

理, 程楊,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4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79-35-0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交通行政(含

交通行政概要)). 2021(106-109 年試

題)(申論題型)/吳亮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2 .-- 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06-0 

(平裝) NT$240  

公 職 考試 試 題大 補 帖 ( 交通 政 策 ). 

2021(106-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吳

亮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79-05-3 (平裝) NT$24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

(含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

計 概 要 、 系 統 分 析 與 資 訊 安 全 )). 

2021(103-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

逸, 張瑞, 楊智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479-23-7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空氣污染與噪

音防制(含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

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概要、空

氣污染與噪音工程 )). 2021(102-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26-8 (平裝) NT$46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社會學(含社

會學概要)). 2021(104-109 年試題)(申

論題型)/劉學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1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79-12-1 (平裝) 

NT$200  

公 職 考試 試 題大 補 帖 ( 租稅 各 論 ). 

2021(100-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

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3 .-- 1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37-4 (平裝) NT$200  

公 職 考試 試 題大 補 帖 ( 租稅 各 論 ). 

2021(100-109 年試題)(測驗題型)/張

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3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43-5 (平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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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商 事 法 ). 

2021(102-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文

心, 筱喻, 葉權, 賽利絲, 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02-2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含

程式設計、程式語言概要、程式設

計概要)). 2021(103-109 年試題)(申論

題型)/洪捷, 張逸, 劉逸,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11-4 (平裝) NT$4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

稅務法規概要)). 2021(103-109 年試

題)(申論題型)/何菲, 張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7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

999-6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稅務法規(含

稅務法規概要)). 2021(103-109 年試

題)(測驗題型)/何菲, 張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35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

991-0 (平裝) NT$43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

文、法學知識、英文、綜合法政知

識 )). 2021(109 年 試 題 )( 測 驗 題

型)/Jacob Wu, 李華 , 楊華 , 鄭瑋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97-2 (平裝) NT$5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

文含作文、公文)). 2021(107-109 年

試題)(申論題型)/王箏, 李華, 紫彤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86-6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 2021(103-109 年試題)(申

論題型)/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79-01-5 ( 平 裝 )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資料庫應用

(含資料庫應用概要)). 2021(102-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偉, 張逸, 羅文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18-3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含

資料處理概要)). 2021(100-109 年試

題)(申論題型)/吳鋼, 林偉, 張逸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20-6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含

資 料 結 構 與 資 料 庫 及 資 料 探 勘 )). 

2021(101-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

偉, 洪捷, 程功, 張逸, 劉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15-2 (平裝) NT$32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

通安全(含資訊管理、資訊管理概要、

資通安全概要、資訊管理與資通安

全概要)). 2021(104-109 年試題)(申論

題型)/丁棋, 吳鋼, 高進, 楊智, 羅文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17-6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含

網路原理與應用)). 2021(103-109 年

試題)(申論題型)/林偉, 吳鋼, 張逸,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19-0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運輸管理學

(含運輸管理學概要)). 2021(106-109

年試題)/趙敏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2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5479-00-8 (平裝) 

NT$32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運輸管理學

(含運輸管理學概要)). 2021(106-109

年試題)/趙敏, 張承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16-9 

(平裝) NT$3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廢棄物處理工

程(含廢棄物處理工程概要、廢棄物

工程)). 2021(102-109 年試題)(申論題

型)/何明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3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25-1 ( 平 裝 ) 

NT$35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環保行政學

(含環保行政學概要)). 2021(104-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何明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29-9 (平裝) NT$21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

境微生物學(含環境微生物學概要、

環境化學概要)). 2021(102-109 年試

題)(申論題型)/王瀚, 石濤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22-0 (平裝) NT$4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污染防治

技術(含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水

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 2021(103-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劉力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28-2 (平裝) NT$27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含

環境科學概要)). 2021(102-109 年試

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27-5 

(平裝) NT$20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

理 ( 含 環 境 規 劃 與 管 理 概 要 )). 

2021(102-109 年試題)(申論題型)/王

瀚, 張郎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24-4 ( 平 裝 ) 

NT$330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衛生學與

環境影響評估技術). 2021(103-109 年

試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30-5 

(平裝) NT$280  

牙體技術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7 年/

張稚蕙, 沈志恩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合記, 11004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391-9 (平裝)  

台 大 化 學 所 分 析 化 學 詳 解 = 

Analyt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

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

教育, 11002 .-- 2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9-2 (平裝)  

台大化學所有機化學詳解= 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2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6-1 (平裝)  

台大化學所物理化學詳解= Phys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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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8-5 (平裝)  

台大化學所無機化學詳解= In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1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7-8 (平裝)  

民法(身分法)全彩心智圖表/梁維珊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003 .-- 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7-09-2 (平裝) 

NT$250  

民法(物權)全彩心智圖表/賴佩霞, 施

宇宸(苗星)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3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

12-2 (平裝) NT$450  

民法(債)全彩心智圖/燕齊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003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06-1 ( 平 裝 ) 

NT$450  

民法(總則)全彩心智圖表/施宇宸(苗

星)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

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003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10-8 

(平裝) NT$450  

生物統計學題庫/王瑋編著 .-- 第一

版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1002 .-- 4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2-7 (平裝) NT$480  

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洪正, 李由

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003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22-6 (平裝)  

幼兒聽力練習. 2/邱靖媛總編輯 .-- 

初版三刷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99-55-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20  

丙級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術科解析/黃如逵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3 .-- 3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64-309-7 (平裝)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 六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2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573-0 (平

裝)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奕洋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3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04-2 (平裝)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

解析/張弘智編著 .-- 十一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1003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03-5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企

業概論/畢斯尼斯編 .-- 八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002 .-- 6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65-9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試國

文(測驗題型)/儒宏編 .-- 十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2 .-- 5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58-66-6 (平裝)  

台電、中油、台水公司新進職員甄

試企業管理題庫熱門考點完全攻略/

畢斯尼斯編 .-- 十五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002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69-7 (平裝)  

台電雇員綜合行政 30 天速成/三民

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2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4-1 

(平裝)  

台電新進僱用人員綜合行政考前速

成題庫(國文、英文、行政學概要、

法律常識、企業管理概論). 110 版/

李楓, 顏弘, 陳翎, 鄭中基, 王毅編

著  .-- 臺 北 市  :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 

11003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7-2 (平裝) NT$680  

*犯罪學概要/賴索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三民補習班, 10910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1-92-2 

(平裝) NT$560  

台聯大化學所 106 年考古題詳解/荷

澄化學, 黃瑞翔作 .-- 臺中市 : 智遠

文化教育, 11002 .-- 211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238-1-9 (平裝)  

主題式行政學(含概要)混合式超強

題庫/賴小節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241-5 (PDF)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甄

家灝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003 .-- 3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0-243-9 (平裝)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甄

家灝著 .-- 第 9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244-6 (PDF)  

主題式翻譯= Translation by topics/王

郁惠, 王靖賢, 鄭翔嬬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316-6 (平裝)  

多元型式作文: 新題型實戰攻略(記

帳士三版)/陳雲飛, 黎容芝作 .-- 三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002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0-3 (平裝)  

*多元型式作文新題型實戰攻略 /陳

雲飛, 黎容芝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班, 11001 .-- 4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9-072-6 (平裝) 

NT$450  

全民英語檢定通: 2021 素養題型(題

本+解答). 中級/王祈堯總編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 

11003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08-1 (平裝附光碟片)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本通/蘇秦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2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110-2-1 (平裝附光碟片) NT$349  

多用圖法典: 刑法/里昂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003 .-- 4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036-

1 (平裝) NT$550  

刑法(分則)全彩心智圖表/陸奢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003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07-8 ( 平 裝 ) 

NT$250  

刑法 (總則 )全彩心智圖表 /陳介中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003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04-7 (平

裝) NT$500  

自來水管配管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三, 試題 307 及 308 解析/洪崇博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 11003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

202-1 (平裝) NT$360  

刑事訴訟法全彩心智圖/戴蒙, 達克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003 .-- 100 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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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597-01-6 (平

裝) NT$450  

*刑法搶分小法典/三民補習班名師

群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

班, 11001 .-- 4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9-071-9 (平裝) NT$440  

刑法概要題庫 Q & A(申論&測驗題)/

柳震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002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798-6 (平裝) NT$650  

刑法概要題庫 Q&A(含申論&測驗

題)/柳震編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002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97-02-3 (平裝) NT$620  

刑法學霸筆記書/柚律師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003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66-1-4 

(平裝) NT$650  

考科. I, 貨幣銀行學/三民補習班名師

群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8-0 (平裝)  

*考科. II, 票據法/柯憲榮, 陳文傑編

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0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6-6 (平裝)  

考科. II, 銀行法/林政信編著 .-- 八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002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2-7 (平裝)  

*考科. Ⅰ, 會計學/三民會計學名師

群著 .-- 十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

班, 11001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9-041-2 (平裝) NT$580  

地政士.不動產實用小法典/三民補習

班名師群編著 .-- 十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2 .-- 6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7-3 (精

裝)  

*地政士 35 天速成/陳仕弘, 洪正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班, 

11001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9-077-1 (平裝) NT$680  

*字音字形每天練習(全冊)/陳文山編

著 .-- 第 3 版 .-- 臺南市 : 光田, 

11001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81-611-8 (平裝) NT$350  

行政法(概要)/李由, 林實恭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003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8-9 (平裝)  

行政法全彩心智圖/柯釙, 柯 J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003 .-- 112 面; 43 公分 .-

- ISBN 978-986-5597-05-4 ( 平 裝 ) 

NT$500  

*行政法概要題庫攻略 /三民補習班

名師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補習班, 11001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9-106-8 ( 平 裝 ) 

NT$520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林志忠

著 .-- 第十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0-245-3 (PDF)  

老師開講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

稽徵法與租稅法/吳軍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7-00-9 (平裝) NT$380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英文模

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00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73-9 

(平裝)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 國文模

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002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71-5 

(平裝)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英

文模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002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818-74-6 (平裝)  

全國統測歷屆模擬試題彙編解析: 國

文模模考/全樺試務中心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002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818-72-2 (平裝)  

字彙即時通 2500-4500(108 課綱適

用)= Easy access to vocabulary 2500-

4500/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95-10-4 (第 1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986-5595-11-1 

(第 2 冊:平裝) NT$330 .-- ISBN 978-

986-5595-12-8 (全套:平裝)  

企業概論 x 法學緒論-大滿貫/王毅, 

鄭中基編著 .-- 5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002 .-- 592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14-735-8 ( 平 裝 ) 

NT$660  

行銷學(含行銷管理)歷屆題庫完全

攻略. 2021/陳志飛作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002 .-- 55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9-2 ( 平 裝 ) 

NT$420  

行銷學重點整理+精選考題國營招考. 

2021/陳志飛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4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08-6 (平裝) NT$500  

有機化學高分精粹 2.0(102-109 後中

醫試題詳解)/林智著作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1002 .-- 5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566-9-7 (平

裝) NT$600  

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

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

組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004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8-1 (平裝)  

完全解讀複習講義數學 A+B. 1-4 冊

(1-2 冊高一課程)/謝鈞編著 .-- 臺南

市 : 漢華文教, 11003 .-- 15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33-098-0 (平裝)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 最新

重點+試題解析 速成總整理/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003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21-5 ( 平 裝 ) 

NT$450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金融

證照過關筆記/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社, 11001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5-9 (平

裝) NT$329  

*投信投顧法規乙科金融證照過關筆

記/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

企業社, 11001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3-5 ( 平 裝 ) 

NT$329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 (環境工程技

師). 2021(102-109 年試題)/王瀚, 石濤, 

何明, 李祥, 林禾, 林靖, 劉力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32-9 (平裝) N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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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檢定共同科目試題本/編輯小組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002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8837-8-8 (平裝)  

技能檢定共同科目試題本(含食品安

全)/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群英出版, 11002 .-- 5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8837-7-1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

手冊. 3= Sentence patterns & writing/

陳晉村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85-5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A). 3/王文賢編著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83-1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甲). 3/張巧安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84-8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單字

片語手冊. 3= English reading/劉宜君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82-4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楊仁元, 李月

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11002 .-- 3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641-5-9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電工機械實習/曹哲綸, 梁棍閔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 

11003 .-- 3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04-7 (平裝)  

技術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生物

A/李金祝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騰文化, 11002 .-- 18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099-6 ( 平 裝 ) 

NT$315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廖婉

如 編 著  .-- 新 北 市  : 龍 騰 文 化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9-101-

6 (第 1 冊:平裝) NT$95 .-- ISBN 978-

986-519-102-3 (第 2 冊:平裝) NT$85  

技術型高級中學國文補充講義/吳瓊

雯 編 著  .-- 新 北 市  : 龍 騰 文 化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19-103-

0 (第 3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

986-519-104-7 (第 4 冊:平裝) NT$120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學 語 文 領域 英 文 (B

版)/陳文和, 陳富奎, 陳文隆, 蘇莉雯, 

邵敏惠, 蔣佩珊, Andre Louw, Nick 

Kembel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

騰文化, 11004 .-- 1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2-2 (第 1 冊:平裝) 

NT$250  

技術高中基本電學 DEPL 專業學習

診 斷 評 量 範 本 /DEPL 檢 測 中 心 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3 .-- 11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210-8 (平裝)  

技術高級中學動力機械群液氣壓原

理及實習/邱創標, 劉清興, 徐文輝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2 .-- 2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03-580-8 (平裝)  

完勝英文: 英文的 11 堂必學課程/雲

皓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0-240-8 (PDF)  

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周易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40-3 (平裝) NT$450  

事務管理概要(大意)/郭妍編著 .-- 十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0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1-0 (平裝)  

*初階外匯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

社, 11001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2-8 (平裝) NT$329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公民與英文). 

2022(107-110 年初 考 試 題 )( 測 驗題

型)/Jacob Wu, 楊華 , 文遠 , 蔡邑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93-4 (平裝) NT$450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 (公務員法大

意). 2022(107-110 年初考試題)(測驗

題型)/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1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479-45-9 ( 平 裝 ) 

NT$250  

初 等 考試 試 題大 補 帖 ( 法學 大 意 ). 

2022(107-110 年初 考 試 題 )( 測 驗題

型)/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003 .-- 2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79-41-1 ( 平 裝 ) 

NT$350  

初 等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國 文 ). 

2022(107-110 年初 考 試 題 )( 測 驗題

型)/李華, 林聰, 紫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994-1 

(平裝) NT$450  

*初階授信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

社, 11001 .-- 1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5-0-9 (平裝) NT$329  

兒 童 單 字 測 驗 本 . 2= Vocabulary 

workbook. 2/邱靖媛總編輯 .-- 初版二

刷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2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99-27-

0 (平裝) NT$179  

*金榜筆記: 英文/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金榜筆記企業社, 11001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5-1-

6 (平裝) NT$329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金融證照過關

筆記/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

記企業社, 11001 .-- 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7-3 ( 平 裝 ) 

NT$329  

金融科技知識大意: 考猜書 700 題/

柳威廷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3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5-723-9 (平裝) NT$300  

金融基測/銀行招考. 2021: 口試秘訣

與實作/邱詩瑜, 林崇漢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3 .-- 2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720-8 ( 平 裝 ) 

NT$450  

*金融基測經典試題: 會計學、貨幣

銀行學、票據法、銀行法/ .-- 第一

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社 , 

11001 .-- 2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5-4-7 (平裝) NT$400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搶分小法典/三

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三民補習班, 11001 .-- 4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9-109-9 

(平裝) NT$420  

*法學緒論: 國民營招考、國家考試

必備/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

記企業社, 11001 .-- 102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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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06255-2-3 ( 平 裝 ) 

NT$329  

英 文 三 句 金 寶 典 = Perfect triple 

English/劉毅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學習, 11003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1-089-2 (第 1 冊:平裝) 

NT$280  

*英文完全攻略/劉達, 許文達, 劉亭

雲, 歐陽著 .-- 十六版 .-- 臺北市 : 三

民補習班, 11001 .-- 5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29-046-7 ( 平 裝 ) 

NT$500  

英文題庫攻略(教甄)/三民補習班名

師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002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5-8 (平裝)  

英 文 翻 譯 句 型 100= 100 Sentence 

structures/南玉貞 , 習敏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4-3 

(平裝)  

城市行銷與品牌管理 /鄭博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2-9 (PDF)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金融證照

過關筆記/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

榜筆記企業社, 11001 .-- 1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6-6 (平

裝) NT$329  

活用高中選修物理精析(力學 II 與理

想氣體)/紀延平, 張大揚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建弘, 11002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76-2-2 

(平裝)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化學/曾遠煌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64-0 (平裝)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生物/許美蓮, 

李麗敏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92-3 (平裝)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物理/施銘哲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306-7 (平裝)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數學 A. 1-4 冊/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3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9-6 

(平裝)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數學 B. 1-4 冊/

蘇信誠, 吳勝雄, 張淑娟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60-2 

(平裝)  

*政府採購法/陳名憲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1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2-

8 (平裝) NT$500  

面面觀數學 B 總複習講義/張進成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1003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69-7 (平裝) NT$375  

面面觀數學 C 講義/呂明欣, 王德全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1001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605-68-0 ( 第 4 冊 : 平 裝 ) 

NT$300  

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

破/蔡春香, 謝惠娟, 許雅綺, 陳國蕙, 

許尹溱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

出版, 11004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59-9-8 (平裝)  

*信託業務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

社, 11001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4-2 (平裝) NT$329  

美容檢定衛生技能手冊 /陳樺亭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1002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9761-3-8 (平裝)  

紀綱的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紀綱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41-0 (平裝) NT$450  

美髮美容檢定衛生技能手冊/陳樺亭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1002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761-4-5 (平裝)  

美髮檢定衛生技能手冊 /陳樺亭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啟英文化, 

11002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9761-2-1 (平裝)  

洗錢防制相關法規: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林崇漢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3 .-- 3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726-0 ( 平 裝 ) 

NT$300  

建築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09/九華土

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11003 .-- 2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75-6-1 (平裝) NT$500  

英檢初級單字口 袋書 = Vocabulary 

pocket booklet for GEPT elementary 

level/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002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85-95-2 (平裝)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選修生物. III,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李貞苡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5-

0 (平裝)  

高中段期考數學全真模擬試題/高秋

生, 林興慶, 陳泰吉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2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5-1 (第 2

冊:平裝) NT$27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10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22-7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1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3-5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2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4-2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3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5-9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4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6-6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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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7-3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6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8-0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7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19-7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8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20-3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

(108 課綱適用)(題本+詳解). 第 9 回/

王祈堯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21-0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  

高中異數學(108 課綱、針對新課綱、

涵括各版本)/賴昱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002 .-- 3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094-4 (第 2

冊:平裝) NT$370  

*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II, 化學反應與

平衡一/林怡慶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3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7-4 (平裝)  

*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V, 化學反應與

平衡二/何玨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91-6 (平裝)  

高中選修生物習作. III/陳昱豪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00-

8 (平裝)  

夏之學習季. 一升二/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48 面; 38X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975-1 (平裝)  

夏之學習季. 二升三/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48

面; 38X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

977-5 (平裝)  

夏之學習季. 三升四/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71-3 (平裝)  

夏之學習季. 五升六/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74-4 (平裝)  

夏之學習季. 四升五/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73-7 (平裝)  

高考人事行政人員. 2021 年/旭律師, 

辛律師, 高凱, 邱顯丞, 路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269-573-9 (全套:

平裝) NT$2900  

高考三級反應工程聖經=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荷澄化學, 黃瑞翔

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

育, 11002 .-- 12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2-6 (平裝)  

高 考 三 級 有 機 化 學 聖 經 = 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3-3 (平裝)  

高 考 三 級 物化 分 章聖 經= Phys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4-0 (平裝)  

高考三級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Unit 

operation & transport phenomena/荷澄

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002 .-- 3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5-7 (平

裝)  

高考三級程序工業聖經=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荷 澄 化 學 , 黃 瑞 翔

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

育, 11002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6-4 (平裝)  

高考三級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7-1 (平裝)  

高考財經廉政人員. 2021 年/高凱, 邱

顥丞, 張海平, 路珈, 蔡經緯, 施敏, 薛

進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269-572-

2 (全套:平裝) NT$4300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盧金

德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232-3 (PDF)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廖震編 .-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班 , 

11001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9-043-6 (平裝) NT$460  

記帳士搶分小法典/三民補習班名師

群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002 .-- 5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5-9 (平裝)  

*財產保險業務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

業社, 11001 .-- 9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9-7 ( 平 裝 ) 

NT$299  

*財稅法務搶分小法典 /三民補習班

名師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補習班, 11001 .-- 冊 .-- ISBN 978-986-

529-100-6 ( 上 冊 : 平 裝 ) NT$420 .-- 

ISBN 978-986-529-101-3 (下冊:平裝) 

NT$420  

笑傲文學史. I, 先秦-隋唐詩文/牟方

芝, 許柏真, 劉作英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4 .-- 3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3-9 

(平裝) NT$275  

笑傲文學史. II, 唐及五代詞-臺灣/牟

方芝, 許柏真, 劉作英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4 .-- 3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4-6 

(平裝) NT$275  

素養閱讀 10 分鐘/劉姿吟, 楊棣娟, 

莊媚怡, 張珮娟, 陳卓欣, 林韋婷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88-6 (平裝)  

國 小 必 背 300 英 語 單 字 練 習 簿 = 

English copybook/莊雅芸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1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826-6 

(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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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完全攻略 /王曉瑜 , 陳雲飛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1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4-2 (平裝) NT$480  

國中數學搶分王 Fun 學練功坊. 20, 

相似形/劉建宏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5-681-1 (平裝) 

NT$110  

國中數學搶分王 Fun 學練功坊. 21, 

圓形/劉建宏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682-8 (平裝) NT$80  

國中數學搶分王 Fun 學練功坊. 22, 

幾何與證明/劉建宏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683-5 

(平裝) NT$80  

強化閱讀. 中 1= Happy reading/胡曉

英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0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64-5 (平裝)  

強化閱讀. 中 3= Happy reading/胡曉

英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0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65-2 (平裝)  

強化閱讀. 低 1= Happy reading/胡琇

雅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0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62-1 (平裝)  

強化閱讀. 低 3= Happy reading/胡琇

雅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0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63-8 (平裝)  

強化閱讀. 高 1= Happy reading/翁麗

雅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0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66-9 (平裝)  

強化閱讀. 高 3= Happy reading/翁麗

雅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 

110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29-967-6 (平裝)  

*國民小學客家語課本. 第 4 冊/馮輝

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2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5-447-3 (平裝)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 4 冊/王昭

華, 吳令宜,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2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5-

433-6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D 版).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

玲, 張世玪, 許迺基, 劉誠宗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63-3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紀錄

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許迺基, 劉誠宗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02-2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紀錄

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秀, 李

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44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05-3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習題

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許迺基, 劉誠宗編

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03-9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習題

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秀, 李

美惠, 陳柏亨, 盧佳欣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44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06-0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二

冊, 一年級下學期/朱芳琳, 凌惠玲, 

張世玪, 張迺基, 劉誠宗編撰 .-- 初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201-5 

(平裝)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第四

冊, 二年級下學期/李明芳, 何黛英, 

郭青鵬, 洪啟軒, 林美秀, 李美惠, 陳

柏亨, 盧佳欣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204-6 (平裝)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

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

品傑, 陳敏雀, 陳進金編撰 .-- 初版二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188-9 

(平裝)  

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

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

品傑, 陳敏雀, 王良卿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24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333-191-9 (平裝)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

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陳進金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33-189-6 (平裝)  

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

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王良卿編撰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2 .-- 2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3-3 (平裝)  

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丁珊珊, 方怡文, 江映

瑩, 宋幸蕙, 林靜怡, 張肇祥, 陳品傑, 

陳敏雀, 王良卿編撰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2 .-- 2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2-6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C 版).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

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1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79-4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C 版).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

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2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80-0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二冊, 一年

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

茹琳, 劉清蓮編撰 .-- 初版二刷 .-- 臺

南市 : 翰林, 11002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37-4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練習本. 第四冊, 二年

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月卿, 曾萍萍, 鈕

茹琳, 劉清蓮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38-1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 (含寫作策

略). 第二冊, 一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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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 .-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35-0 (平裝)  

國民中學國文閱讀饗宴 (含寫作策

略). 第四冊, 二年級下學期/宋怡慧, 

呂淑玲, 吳建華, 李榮哲, 張榮焜, 陳

月卿, 曾萍萍, 鈕茹琳, 劉清蓮編撰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2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36-

7 (平裝)  

國民中學新生入學教材/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33-344-9 (平裝)  

國 民 中 學 新 生 入 學 教 材 ( 教 師 用

書 )/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0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43-2 (平裝)  

國民中學數學升國一銜接教材/翰林

國中數學領域編撰團隊作 .-- 初版三

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86-2 

(平裝)  

基本電學 3Point. 110 版/程金, 陳逸

青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2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28-0 (平裝) NT$620  

國民營事業招考: 政府採購法重點整

理/高名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6-1 (平裝) NT$550  

國民營事業招考: 政府採購法歷屆題

庫/高名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7-8 (平裝) NT$450  

國考公文選擇看這本/巫行雲編著 .-- 

二版 .-- 嘉義縣 : 創客魔豆, 11002 .-- 

2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97494-1-1 (平裝) NT$250  

這是一本民法關鍵實務 /荷米斯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003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243-4 (平裝) NT$450  

*理財規劃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

社, 11001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8-0 (平裝) NT$329  

清涼一夏教師手冊 /陳安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4-9 

(平裝)  

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精闢 /朱群蒂 , 

朱英著 .-- 三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003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07-8-8 (平裝) NT$460  

透視學測. 公民與社會/各校名師聯

合解題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4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111-8 (平裝)  

透視學測. 地理/各校名師聯合解題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4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121-

7 (平裝)  

透視學測. 國文/各校名師聯合解題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4 .-- 1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120-

0 (平裝)  

透視學測. 歷史/各校名師聯合解題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004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112-5 (平裝)  

專業技術士檢定: 女子美髮丙級術科

試題解析/鄭玉芬, 鍾晏瑜, 張艾君, 

郭美貝編著 .-- 第一版 .-- 彰化縣 : 陵

曦文化, 11003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431-3-6 ( 精 裝 ) 

NT$480  

捷運招考: 臺中捷運四合一速成功略

/司馬明, 全道豐, 郭靖, 崔容載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003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70-

3 (平裝)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英語/符達言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5-685-9 (平裝) NT$130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國文/賴榮興, 

陳榮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005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686-6 ( 平 裝 ) 

NT$130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數學/向陽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5-687-3 (平裝) NT$130  

麻辣升國中先修教材 5 合 1/沈惠芳, 

溫虹雅, 張昕玟, 廖鴻宇, 張立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35-684-2 (平裝) NT$140  

國語文題庫攻略(教甄)/三民補習班

名師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輔考資訊, 11002 .-- 4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592-16-5 (平裝)  

國際法(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題

庫/顏台大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2 .-- 4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9-6 (平

裝) NT$500  

麻辣英語複習講義. 1-2 冊/詹麗馨, 

朱淑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005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702-3 ( 平 裝 ) 

NT$180  

麻辣國文複習講義. 1-2 冊/沈素妙, 

莊金鳳, 唐台健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1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5-701-6 (平裝) 

NT$180  

麻辣數學複習講義. 1-2 冊/林信宏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005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5-703-0 (平裝) NT$180  

國營化工專業科目 A: 化工熱力學與

化學反應工程/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002 .-- 6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8-8 (平裝)  

國營化工專業科目 B: 單元操作與輸

送現象/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9-5 (平裝)  

國營化學專業科目 B 分析化學與儀

器分析/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4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38-0-2 (平裝)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人資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

年試題)/Jacob Wu, Kaoru, 文翊, 成俊, 

李華, 栗絲, 高士奇, 陳理, 張承, 紫彤, 

楊華, 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88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986-5479-34-3 ( 平 裝 ) 

NT$35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企管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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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周詳, 楊華, 

牧翰, 栗絲, 張元, 張承, 張奇, 張智凱, 

紫彤, 楊莉, 鄭瑋, 成俊,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2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45-

987-3 (平裝) NT$30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法務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

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李華, 沈尚

誼, 栗絲, 紫彤, 筱喻, 鄭瑋, 魏合, 蘇

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13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45-998-9 (平裝) NT$35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財會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栗絲, 張天

啟, 揚智, 陳峰, 張翔, 紫彤, 楊華, 楊

莉, 蔡琳,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9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45-995-8 (平裝) 

NT$35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資訊類)共同+專業. 2021(104-109

年試題)/Jacob Wu, 吳鋼, 李華, 林偉, 

高進, 栗絲, 張逸, 陳峻楓, 程功, 楊華, 

紫彤, 羅文,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9-21-3 (平

裝) NT$35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環工類)共同+專業. 2021(103-109

年試題)/Jacob Wu, 王瀚, 石濤, 何明, 

李華, 栗絲, 紫彤, 楊華, 蘇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003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9-33-6 (平裝) NT$350  

專 題 實 作 理 論 與 呈 現 技 巧 (Office 

2016 版)/楊仁元, 張顯盛, 林家德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2 .-- 2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201-6 (平裝)  

普考人事行政人員. 2021 年/高凱, 邱

顯丞, 路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269-574-6 (全套:平裝) NT$1930  

普考財經廉政人員. 2021 年/蔡經緯, 

施敏, 邱顥丞, 薛進坤, 路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269-575-3 (全套:

平裝) NT$3130  

郵局內勤六合一 40 天速成/三民補

習班名師群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3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20-2 (平

裝)  

週攻略學測復習講義. 公民與社會/

李嘉月, 張哲倫, 紫鈴編著 .-- 臺南

市 : 南一, 11003 .-- 3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9-4 (平裝)  

郵政三法大意+金融科技知識大意: 

二合一速成/嚴錚盛, 柳威廷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5-

722-2 (平裝) NT$600  

郵政內勤人員 2 合 1 速成總整理: 共

同科目: 國文、英文/得勝, 羅然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3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724-6 (平裝) NT$450  

*郵政內勤上榜筆記: 國文、英文、

企管、郵政三法/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金榜筆記企業社, 11001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5-6-

1 (平裝) NT$360  

*郵政外勤上榜筆記: 國文、臺灣自

然與人文地理、郵政法大意及交通

安全常識/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

榜筆記企業社, 11001 .-- 2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5-5-4 (平

裝) NT$360  

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港埠經營管理與

航業經營管理概要/鄭和編 .-- 初版 .-

- 臺北市 : 鼎文, 110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8-67-3 (平

裝)  

普通生物學/沈浩著 .-- 八版 .-- 臺中

市 : 及第, 11003 .-- 7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07-9-5 (下冊:平裝) 

NT$750  

*普通生物學. 2, 遺傳學= Biology/黃

彪著作 .-- 臺南市 : 高元進階智庫, 

11001 .-- 6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66-8-0 (平裝) NT$600  

普通物理與化學概要/吳家銘, 蔚晴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0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21-9 (平裝)  

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制霸. 二

/漢娜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002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84-04-7 (平裝)  

普通型高中數學 A 教學講義/陳彥宏, 

蘇慧珍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004 .-- 2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584-10-8 (第 3 冊:平

裝)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張

正昊, 趙芸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003 .-- 1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84-07-8 (第 3

冊: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李弘文, 簡敦誠, 詹益慈, 王宗興, 謝

義孝, 曹雅萍, 葉則易, 張明娟, 吳德

鵬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107-8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 Ⅳ,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李

弘文, 簡敦誠, 詹益慈, 王宗興, 曹雅

萍, 謝義孝, 葉則易, 張明娟, 吳德鵬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108-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 A+課堂講義. III, 波動、光

及聲音/邱世寬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003 .-- 2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7-2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

高中英文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

自學寶典. 3/黃慧姬, 陳美華, 林麗慧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2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1-2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

高中英文習作. 3/徐瑋婕, 陳薰磬, 盧

冠豪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333-289-3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

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 3= English 

reader/陳純音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12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333-281-7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

高中英文閱讀測驗 All Star. 3/鄭佩綺, 

郭皇汝, 林嶽峙編著 .-- 初版 .--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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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翰林, 11004 .--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90-9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選修數學甲

教學講義/黃森山, 陳清風, 董涵冬, 

方璞政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

文化, 11005 .-- 1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9-1 (上冊:平裝) 

NT$275  

普通型高級中學 SUPER 選修生物教

學講義. IV,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

性/呂智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5 .-- 18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19-117-7 ( 平 裝 ) 

NT$263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1/全

國名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

文化, 11002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05-4 ( 平 裝 ) 

NT$10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2/全

國名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

文化, 1100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00-9 ( 平 裝 ) 

NT$120  

普通型高級中學地理自編講義. 3/詹

麗娟, 范智雅, 陳又旻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2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06-1 

(平裝) NT$150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化學 A+課堂講義. III/許靖松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4-

1 (平裝) NT$250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 V,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傅

祖怡, 蔡志申, 顏宏聿, 楊盛智, 陳忠

城, 羅焜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003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6-5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課本 . V,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劉如熹, 邱智

宏, 周芳妃, 吳明禧, 陳昭錦, 陳偉民

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002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105-7 (平裝)  

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A+課堂講

義. III/鄭楷騰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002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92-85-8 ( 平 裝 ) 

NT$250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IV, 生態、

演化及生物多樣性/丁宗蘇, 蘇夣淮, 

吳雅嵐, 沈家玉, 房樹生, 張淳琤, 劉

玉山, 蔡任圃, 魏宏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5 .--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8-4 

(平裝) NT$325  

暑假數學研習營. 1 升 2/翰林作者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3-3 (平裝)  

暑假數學研習營. 2 升 3/翰林作者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4-0 (平裝)  

暑假數學研習營. 3 升 4/趙千惠, 翰

林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

林, 110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335-7 (平裝)  

暑假數學研習營. 4 升 5/翰林作者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6-4 (平裝)  

暑假數學研習營. 5 升 6/翰林作者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7-1 (平裝)  

暑假數學研習營. 升小 1/翰林作者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2-6 (平裝)  

最新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檢叢書

/[群英出 版有 限公 司 ] 編 輯小組 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群英出版, 

11004 .-- 3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06261-4-8 (平裝)  

最新邏輯推理: 最新重點＋精選考題

/柳威廷, 吳憶如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0-9 (平

裝) NT$450  

智慧型復習講義. 化學/陳彥羽, 黃娟

娟, 何雅修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069-2 (平裝)  

智慧型復習講義. 數學 A/吳泓誼, 吳

泓修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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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108-8 (平裝)  

開箱復習講義. 歷史/念青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2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106-4 

(平裝)  

新大滿貫國文總複習/張英聲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325-

8 (平裝)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 .化學 /陳文博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

327-2 (上冊:平裝)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生物/武林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4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328-

9 (平裝)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地理. 1-3 冊/周莉

螢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311-1 (平裝)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物理/陳世清, 顏

銘裕, 鄭光泓, 陳禹潔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329-6 (上冊:

平裝)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附模擬檢定 4 回

測驗題: 新百寶箱 N3/楊淑真, 徐如

姝, 洪春梅編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005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198-3 (平裝附光碟

片) NT$480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中級閱讀測驗

(試題本)= Access to GEPT: reading 

test(intermediate)/顧叔剛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54-1-7 

(平裝) NT$300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試題包: 中級聽

力&閱讀(初試)/堂奧編輯群編著 .-- 

二版二刷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06192-6-

3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320  

新全民英檢黃金考題試題包: 初級聽

力&閱讀(初試)/堂奧編輯群編著 .-- 

二版二刷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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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 .-- 冊 .-- ISBN 978-986-06192-4-

9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320  

新多益黃金單字= NEW TOEIC/文之

勤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3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9-63-8 (平裝) NT$399  

新全勝生物學測 16 週/昇華, 高登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5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5-3 (平裝) NT$300  

新全勝國文學測 12 週/林淑娟, 楊姍

錚, 劉佳宜, 歐陽美慧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116-0 

(平裝) NT$325  

新制 New TOEIC 聽力閱讀搶分高手: 

模擬試 題 1200 題 (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3 .-- 

5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

993-0 (平裝)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贏家攻略丙級/林

崇漢, 林彙桓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003 .-- 3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275-725-3 (平裝) 

NT$320  

會計學高分題庫/歐欣亞編著 .-- 第

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 

11002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236-1 (平裝)  

會計學概要/邵康總編輯 .-- 十五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2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92-09-7 (平裝)  

新時代丙級工業配線學術科研讀範

本/劉生武, 葉佳興, 王清崧, 楊瑞良, 

顏嘉良編著 .-- 十三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003 .-- 25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523-209-2 (平裝)  

新時代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研

讀範本(含資訊類及技能檢定共同學

科)使用 Windows 10+Ubuntu 18/北科

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 十七版 .-- 新

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2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203-0 

(平裝)  

達陣複習講義數學 A. 1-4 冊(1-2 冊

高一課程)/林志強編 .-- 臺南市 : 漢

華文教, 11003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3-099-7 ( 平 裝 ) 

NT$245  

微處理機奪分寶典 /陳以熙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復興, 11002 .-- 

3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

98773-8-1 (平裝) NT$350  

新無敵常用成語典 /許晉彰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72-

5 (平裝)  

新聞報導與寫作/賴金波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52-0 (PDF)  

經濟部國營事業新進職員(企管)考

前速成綜合題庫(國文、英文、法學

緒論、企業概論、管理學、經濟學). 

110 版/李楓, 顏弘, 顏台大, 王毅, 許

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3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6-5 (平裝) NT$680  

臺中捷運站務員/技術員四合一 15

天速成/陳雲飛, 許文達, 夏進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00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9-6 (平裝)  

銀行/郵政: 經濟學(含概要)/王志成

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5-4 (平裝) NT$500  

*銀行內控人員金融證照過關筆記/ .-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記企業

社, 11001 .-- 1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43-1-1 (平裝) NT$329  

銀行招考: 國文(考前衝刺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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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4-7 (平裝) NT$450  

*銀行招考上榜筆記: 國文、英文、

會計學、貨幣銀行學、票據法、銀

行法/ .-- 第一版 .-- 桃園市 : 金榜筆

記企業社, 11001 .-- 20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06255-3-0 ( 平 裝 ) 

NT$420  

銀行招考搶分小法典/三民補習班名

師群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002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3-4 (平裝)  

綜合法學 (一 )(二)第一試模擬試題

Q&A/保成名師聯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 

11003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7-08-5 (平裝) NT$520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王金柱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3 .-- 

3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

600-3 (平裝)  

語典/王文河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003 .-- 45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19-110-8 (平裝)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教本 : 

109 年啟用試題(適用 Adobe CC)/林

文恭, 葉冠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750-6 (PDF)  

構造工程與施工法/陳兩達, 張簡宏

裕, 陳加宜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002 .-- 2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205-4 (平裝)  

漸進式閱讀滿分訓練/張玲瑜, 詹嘉

芸著作 .-- 二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

文化, 11004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815-6-9 (平裝)  

*監獄行刑法概要/墨羲編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班, 11001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9-

073-3 (平裝) NT$440  

*監獄學概要/喬正一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1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1-

1 (平裝) NT$550  

嘆薇觀止: Dr. Betty 的國考英文隨身

書/林薇(Dr. Betty)編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3 .-- 44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592-17-

2 (平裝)  

輕鬆學數學 C/呂明欣, 王德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信樺文化, 11002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6605-70-3 (第 4 冊:平裝) NT$200  

臺灣飲食文化概論/陳泓旗, 劉正元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3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5-2 (平裝)  

數位科技: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柳威

廷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003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18-5 (平裝) NT$300  

樂易: 小提琴教程/張家禎編著 .-- 臺

北市 : 全音樂譜, 11004 .-- 40 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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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6054-59-4 (第 9

冊:平裝)  

趣味一夏教師手冊 /蕭淑玲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5-6 

(平裝)  

熱鬧一夏教師手冊/TATA 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3-2 

(平裝)  

數學 B 教學講義/陳姿妡, 胡湘蘭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004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84-08-5 (第 3 冊:平裝)  

數學 B 學習講義/林政謙編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 

11004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84-09-2 (第 3 冊:平裝)  

數學反覆計算練習(三年級)/黃瑞芳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29-

976-8 (平裝)  

閱讀高分秘笈. 3= Reading Fun. 3/師

德出版部編著 .-- 初版八刷 .-- 臺北

市 : 師德文教, 11002 .-- 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599-28-7 (平裝) 

NT$249  

閱讀策略有地圖. 九/郭易審訂; 曾復

祺修訂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4-4 (平裝)  

閱讀新試: 文白閱讀 120/易理玉, 盧

姿吟, 朱碧霞, 吳明麟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43-5 (平裝)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3/陳凱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5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06252-0-2 (平裝) NT$285  

翰版良師數學講義. 3(教師用)/陳凱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鼎甲文教, 

11005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52-1-9 (平裝) NT$285  

*餐旅群專業(二)30 天輕鬆破關(餐

旅服務、飲料與調酒)/田俞心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補習班 , 

11002 .-- 4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9-138-9 (平裝) NT$460  

機械原理/李非凡, 劉育德編著 .-- 七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003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92-24-0 (平裝)  

*機械群專業(一)30 天輕鬆破關/陳傑, 

張量, 王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001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2-03-5 (平

裝) NT$560  

機械製圖. 三: 板金科專用/劉鎮榮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002 .-- 

3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64-

308-0 (平裝)  

戰勝國中會考英聽滿分: 20 回實戰

模擬測 驗 (試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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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 11003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7-9 (16K 平裝)  

學測勝利組. 公民與社會/陳信豪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0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0-1 

(平裝)  

學測勝利組. 歷史/楊素娟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004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30-109-5 (平裝)  

學測週計畫.化學/林志鴻, 吳民惠, 彭

愷恩, 林怡慶, 李明勳, 李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308-

1 (平裝)  

學測甄選關鍵計畫/台北儒林學測甄

選輔導顧問中心升學顧問群編著 .-- 

臺北市 : 台北儒林升大學補習班 , 

11002 .-- 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191-0-2 (平裝) NT$500  

點線面全方位復習講義. 數學 A+B/

陳 文 憲 編 著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002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071-5 (平裝)  

簡 誼 英 檢 GEPT( 習 作 本 ). 初 級 = 

ChienYi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GEPT 

test(workbook). elementary level/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85-90-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85-91-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85-

92-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585-93-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585-94-5 (第 5 冊:平裝)  

簡誼英檢 GEPT(學生課本). 初級= 

ChienYi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GEPT 

test(student book). elementary 

level/Kelly Chang 編 .-- 1st ed.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85-85-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85-86-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85-87-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85-88-4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85-

89-1 (第 5 冊:平裝)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投資學歷屆題庫

完全攻略/黃卓盛, 吳曉松, 吳佩樺編

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002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707-9 (平裝) NT$450  

關 務 三 等 有 機 化 學 聖 經 = 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1-6 (平裝)  

關 務 三 等 物化 分 章聖 經 = Phys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2-3 (平裝)  

關務三等程序工業聖經=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荷 澄 化 學 , 黃 瑞 翔

作 .-- 第 1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

育, 11002 .-- 3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3-0 (平裝)  

關務三等儀器分析聖經= Instrumental 

analysis/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4-7 (平裝)  

關務四等分析化學概要= Analytical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3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73-0-5 (平裝)  

關 務 四 等 有 機 化 學 概 要 = Organic 

chemi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1

版  .-- 臺 中 市  :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 

1100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62-0-9 (平裝)  

贏家 1200 單字口袋書/黃芯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6-

9 (平裝)  



103 

 

贏家 1 小時學會 KK 音標/余佩真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69-5 (平裝附光碟片)  

贏家 Grammar Express for Junior: 文

法特快車/柯亞先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49-7 (平裝)  

贏家 Grammar Express for Junior: 文

法特快車(教師用)/柯亞先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48-0 

(平裝)  

贏家日日讀名言佳句/丁群靄, 陳榮

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68-8 (平裝)  

贏家日日讀名言佳句(教師用)/丁群

靄, 陳榮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67-1 (平裝)  

贏家日日讀成語/呂秀珠, 陳榮德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42-8 (平裝)  

贏家日日讀成語(教師用)/呂秀珠, 陳

榮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41-1 (平裝)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郭易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39-8 

(平裝)  

贏家文言文即時通(教師用)/郭易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40-4 (平裝)  

贏家文意大哥大/周香珠, 蔡碧芳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74-9 (平裝)  

贏家文意大哥大(教師用)/周香珠, 蔡

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73-2 (平裝)  

贏家中學生 i 閱讀/王崇憲, 艾月, 吳

美珠, 張儷瀞, 陳冠宏, 陳榮德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8-

9 (平裝)  

贏家中學生常用成語 1200 則/宋裕, 

左秀靈, 林瑞景, 林美宏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7-6 

(平裝)  

贏家中學生常用成語測驗題本/宋裕, 

林瑞景, 林美宏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4-5 (平裝)  

贏 家 克 漏 字 閱 讀 理 解 /Annie Chan, 

June Lee, Joyce Chang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33-245-9 (平裝)  

贏家克漏字閱讀理解(教師用)/Annie 

Chan, June Lee, Joyce Chang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44-

2 (平裝)  

贏家英語文選精讀(教師用)= Enjoy 

reading/柯亞先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2-1 (平裝)  

贏家英語文選精讀= Enjoy reading/柯

亞先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3-8 (平裝)  

贏家英語長文讀解 fun 輕鬆/鍾震亞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47-3 (平裝)  

贏家英語長文讀解 fun 輕鬆(教師

用)/鍾震亞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46-6 (平裝)  

贏家英語情境式閱讀/楊洋, 常心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53-4 (平裝)  

贏家英語情境式閱讀(教師用)/楊洋, 

常心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2-7 (平裝)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生活篇/高

宇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1-0 (平裝)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生活篇(教

師用)/高宇彤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0-3 (平裝)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應用篇/高

宇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9-0 (平裝)  

贏家英語精熟文法句型. 應用篇(教

師用)/高宇彤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8-3 (平裝)  

贏家唐詩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5-

8 (平裝)  

贏家唐詩讀家新賞(教師用)/王英龍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4-1 (平裝)  

贏家悅讀大哥大(教師用). 1/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6-4 (平裝)  

贏家悅讀大哥大(教師用). 2/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5-7 (平裝)  

贏家悅讀大哥大. 1/周香珠, 蔡碧芳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7-1 (平裝)  

贏家悅讀大哥大. 2/周香珠, 蔡碧芳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4-0 (平裝)  

贏家悅讀大哥大 plus/周香珠, 蔡碧芳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1-4 (平裝)  

贏家國文新秀閱讀題組 /陳冠宏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78-7 (平裝)  

贏家國文新秀閱讀題組(教師用)/陳

冠宏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77-0 (平裝)  

贏家國文閱讀題組 300 篇/吳錫鴻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62-6 (平裝)  

贏家國文閱讀題組 300 篇(教師用)/

吳錫鴻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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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61-9 (平裝)  

贏家單字 2000 熟背 A-Z/楊勝雄, 楊

凌竹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5-2 (平裝)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教師用). 文化

鑑賞篇/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09-1 

(平裝)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教師用). 語文

常識篇/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8-8 

(平裝)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 文化鑑賞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10-7 (平裝)  

贏家新國文綜合練習. 語文常識篇/

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199-5 (平裝)  

贏家詩詞曲讀家新賞/王英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76-

3 (平裝)  

贏家詩詞曲讀家新賞(教師用)/王英

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75-6 (平裝)  

贏家語文大哥大/周香珠, 蔡碧芳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08-4 (平裝)  

贏家語文大哥大(教師用)/周香珠, 蔡

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07-7 (平裝)  

贏家論孟讀家新賞 /王英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7-

2 (平裝)  

贏家論孟讀家新賞(教師用)/王英龍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56-5 (平裝)  

贏家閱讀有策略/郭易審訂 .-- 初版 .-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3-7 (平

裝)  

贏 家閱 讀有 策略 (教 師用 )/郭易審

訂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22-0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教師用). Level 1= 

Listening focus/盛玉芬, 鄭雁方, 陳翎

菲, Jenny Li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5-1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教師用). Level 2= 

Listening focus/Findy Sheng, Jenny Li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7-5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教師用). Level 3= 

Listening focus/余佩真, Jenny Lin 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

229-9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教師用). Level 4= 

Listening focus/Jenny Lin 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0-6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 Level 1= Listening 

focus/盛玉芬, 鄭雁方, 陳翎菲, Jenny 

Li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6-8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 Level 2= Listening 

focus/Findy Sheng, Jenny Li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8-

2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 Level 3= Listening 

focus/余佩真, Jenny Lin 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30-5 

(平裝)  

贏家聽力 i 練習. Level 4= Listening 

focus/Jenny Lin 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33-221-3 (平裝)  

鐵路特考、公路特考、升資考. 110

版: 企業管理/公孫策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002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14-734-1 (平

裝) NT$620  

蘿蔔去哪裡教師手冊/南一幼教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034-0 (平裝)  

兒童讀物 

101 種 交 通 工 具 = Things that 

go/Macmillan 作: 吳妮可繪; 劉維人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004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77-1-8 (精裝) NT$320  

101 種恐龍= Dinosaurs/Macmillan 作; 

邱貢繪; 劉維人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果文創, 11004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77-0-1 (精

裝) NT$320  

3 個問號偵探團 5-8 套書: 謎宮逃脫/

晤爾伏.布朗克, 波里斯.菲佛作; 阿力

繪; 姬健梅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4 .-- 冊 .-- ISBN 978-

957-503-965-3 (全套:平裝) NT$1200  

A cool friend/by Chia-Yin Lin, Yun-

Chuan Lu .-- 1st ed. .-- 臺 中 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46 面 ;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4571-6-

3 (平裝附光碟片)  

A lost dragonfly/by Chia-Yin Lin, Yun-

Chuan Lu, Chen-Yu Lee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42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571-1-8 (平裝附光碟片)  

All-star sports game/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Chen-Yu Lee .-- 1st ed. .-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7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571-4-9 (平裝附光碟片)  

Alphabet reader treasure: learn the 

alphabet with 26 artful stories (8 

cards)/written by Wiley Blevins; 

illustrated by Taiwan's top artists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004 .-- 

冊 .-- ISBN 978-986-203-902-1 (全套:

平裝)  

Baby Hands 寶 貝 手 英 語 . Book 

1/[author Purple Cow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紫牛文化, 11002 .-

- 冊 .-- ISBN 978-986-06236-0-4 (全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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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s,the great pollinator/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578-5-9 (平裝附光碟片)  

Brain Top/學齡國際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學齡國際,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790-76-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78-3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790-79-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80-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

81-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790-82-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790-83-7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84-4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85-1 (第 10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790-86-8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87-5 

(第 1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

5790-88-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89-9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90-5 (第 15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790-91-2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77-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

92-9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790-93-6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790-94-3 (全套:平裝)  

E10: basic coordinat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09-5 (平裝)  

E11: geometry/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10-1 (平裝)  

E12: observing and defining/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1-8 

(平裝)  

E13: changes of graphic/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2-5 (平

裝)  

E14: feature of animals/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3-2 (平

裝)  

E15: training of concertation/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4-9 

(平裝)  

E16: concept of quantity/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5-6 (平

裝)  

E17: number and quantity from 1 to 

12/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84-16-3 (平裝)  

E18: number and quantity of lif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7-0 

(平裝)  

E19: counting and addition/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8-7 (平

裝)  

E1: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00-2 

(平裝)  

E20: logical thinking of lif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19-4 (平

裝)  

E21: logical of imag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20-0 (平裝)  

E22: relationship of cause and 

effect/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

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21-7 (平裝)  

E23: logic of languag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22-4 (平

裝)  

E24: letter/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

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23-1 (平裝)  

E25: festival/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24-8 (平裝)  

E26: point, line, surfac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25-5 (平

裝)  

E27: spatial orientation/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26-2 (平

裝)  

E28: space and imag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27-9 (平裝)  

E29: geometry and mirror/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28-6 (平

裝)  

E2: shape and color of basic 

concepts/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

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01-9 (平裝)  

E30: magic mirror/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29-3 (平裝)  

E3: part and whol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02-6 (平裝)  

E4: reasoning of lif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03-3 (平裝)  

E5: classification/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04-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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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logic of lif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05-7 (平裝)  

E7: cognitive thinking of life/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06-4 

(平裝)  

E8: space and direction/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

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4-07-1 (平

裝)  

E9: path and tracking/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社, 11003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4-08-8 (平裝)  

Flooding/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Chia-Chi Hsu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4578-6-6 (平

裝附光碟片)  

FOOD 超人ㄅㄆㄇ錄音魔法有聲書/

風車編輯群作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3 .-- 50 面; 26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622-2 (精裝)  

FOOD 超人我的兒歌歡唱歌謠/風車

編輯群作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 

11003 .-- 48 面; 24X20 公分 .-- ISBN 

978-986-223-623-9 (精裝)  

FOOD 超人歡唱雙鼓麥克風/風車編

輯 群 作  .-- 新 北 市  : 風 車 圖 書 , 

11003 .-- 24 面; 26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624-6 (精裝)  

Grandmama's wisdom/by Chia-Yin Lin, 

Yun-Chuan Lu, Yi-Chieh Yen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571-2-5 (平裝附光碟片)  

Hit-mom-be/by Chia-Yin Lin, Yun-

Chuan Lu, Yi-Chieh Yen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54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571-3-2 (平裝附光碟片)  

Hsia Shi Hou= 小時候/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Yi-Chieh Yen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578-9-7 (平裝)  

I am a rabbit/by Chia-Yin Lin, Yun-

Chuan Lu .-- 1st ed. .-- 臺 中 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50 面 ;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4571-9-

4 (平裝附光碟片)  

I like fruit/by Chia-Yin Lin, Chen-Yu 

Lee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5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94571-7-0 (平裝

附光碟片)  

Lasy & music/五拍團隊主編 .-- 臺中

市 : AM 創意工作室, 11002 .-- 5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85-0-

1 (第 1 冊:平裝)  

Look at me!/written by Tanya, Maggie; 

illustrator Zi-yun Chu .-- 1st ed. .-- 臺北

市 : 希伯崙公司, 11002 .-- 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1-477-2 (平

裝)  

Me/by Chia-Yin Lin, Yi-Chieh Yen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4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4535-1-6 (平裝附光碟片)  

My readers. level 1A/[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09-4 (全套:平裝)  

My readers. level 1B/[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11-7 (全套:平裝)  

My readers. level 2A/[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10-0 (全套:平裝)  

My readers. level 2B/[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12-4 (全套:平裝)  

My readers. level 3A/[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15-5 (全套:平裝)  

My readers. level 3B/[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16-2 (全套:平裝)  

My shoes/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46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94535-0-9 (平裝

附光碟片)  

Pink potato book/executive editor Tsai-

Ming Chang .-- 臺 中 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冊 .-- ISBN 978-

986-94535-5-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94535-6-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4535-7-8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94535-8-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94535-9-2 

(全套:平裝)  

Pink potato starter/executive editor Tsai-

Ming Chang .-- 臺 中 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冊 .-- ISBN 978-

986-94535-2-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94535-3-0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94535-4-7 (全套:平裝)  

Ponpon and Soso,friendship/by Chia-

Yin Lin, Yi-Chieh Yen, Chen-Yu Lee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571-5-6 (平裝附光碟片)  

Reading ready. 1, letters & 

sounds/[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494-05-6 (全套:平裝)  

Reading ready. 2, short vowels ending 

blends consonant digraphs/[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06-3 (全套:平裝)  

Reading ready. 3, initial blends vowel 

digraphs ee & ea long and short oo r-

controlled or & ar/[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07-0 (全套:平裝)  

Reading ready. 4, r-controlled er, ur, ir 

diphthongs oy, oi, ow digraphs au, aw, 

al vowel digraphs ay, ay, ie/[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4-08-7 (全套:平裝)  

Reading ready. 5, special vowel sounds, 

y, ing, silent e/[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494-13-1 (全套:平裝)  

Reading ready. 6, Ed sounds, le sounds, 

soft c, soft g, silent letters, special 



107 

 

combinations/[author Melody Editorial 

Team]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494-14-8 (全套:平裝)  

Show on!: grandpa Tom/author Joshua 

Hsiao .-- 臺中市 : 蓋德文化, 11005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98778-8-6 (平裝)  

Show on!: Pica's gifts/author Joshua 

Hsiao .-- 臺中市 : 蓋德文化, 11005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98778-6-2 (平裝)  

Show on!: the mouse bride/author 

Joshua Hsiao .-- 臺中市 : 蓋德文化, 

11005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778-5-5 (平裝)  

Show on!: what do you see?/author 

Joshua Hsiao .-- 臺中市 : 蓋德文化, 

11005 .-- 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98778-7-9 (平裝)  

Show on!: yes-yes food & no-no 

food/author Joshua Hsiao .-- 臺中市 : 

蓋德文化, 11005 .-- 28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98778-9-3 (平裝)  

STEAM KIDS 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思

考綠/日本 Artec 株式會社及臺灣樂

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30-086-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30-087-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0-088-3 

(教師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30-089-0 (全套:平裝)  

STEAM KIDS 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探

索紅/日本 Artec 株式會社及臺灣樂

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30-094-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30-095-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0-096-8 

(教師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30-097-5 (全套:平裝)  

STEAM KIDS 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推

理橙/日本 Artec 株式會社及臺灣樂

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30-098-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30-099-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0-100-2 

(教師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30-101-9 (全套:平裝)  

STEAM KIDS 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開

發藍/日本 Artec 株式會社及臺灣樂

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30-090-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30-091-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0-092-0 

(教師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30-093-7 (全套:平裝)  

STEAM KIDS 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創

新紫/日本 Artec 株式會社及臺灣樂

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30-082-1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30-083-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0-084-5 

(教師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30-085-2 (全套:平裝)  

STEAM KIDS 史丁奇邏輯編程課: 運

算黃/日本 Artec 株式會社及臺灣樂

益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圖文]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30-078-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30-079-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0-080-7 

(教師手冊:平裝) .-- ISBN 978-986-

530-081-4 (全套:平裝)  

Summer in the country/by Chia-Yin Lin, 

Yi-Chieh Yen, Chen-Yu Lee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4578-8-0 (平裝)  

Super 小學/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

044-9 (平裝)  

Super 好朋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2-5 (平裝)  

The life of little one/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Chen-Yu Lee .-- 1st ed. .-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5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571-0-1 (平裝附光碟片)  

What should I say?/by Chia-Yin Lin, 

Chia-Chi Hsu .-- 1st ed. .-- 臺中市 : 

Blossom Academy, 11003 .-- 34 面 ;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94571-8-

7 (平裝附光碟片)  

Wisdom pig/author Yuan Yuan Editorial 

Group .-- 1st ed. .-- 新北市 : 原圓出版

社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5484-30-9 (全套:平裝)  

X 怪奇偵察隊. 1, 哭泣的樓梯/劉浩

淇 , 鄭立偉故事 ; 慢漫畫工作室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8-07-6 (EPUB3)  

X 尋寶探險隊. 25, 椰林鬼影: 蘭卡威.

亞答屋.飛頭降/李國權著; 太陽兵團

繪; 王淑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角落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10-6 (EPUB)  

X 尋寶探險隊. 27, 四獸島: 孟加拉灣.

部落 .禁地 /李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8-09-0 (EPUB3)  

ㄅㄆㄇ故事王國: 注音學習套裝(進

階)/鄒敦怜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535-688-0 (全套:精裝) NT$1980  

一起瘋臺灣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4-2 (平裝)  

力豆力豆 Little little smart kids/陳月

凰總編輯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458-229-

7 (全套:精裝)  

九歌一 0 九年童話選/黃秋芳主編; 

吳奕璠, 吳嘉鴻, 李月玲, 陳和凱, 蘇

力卡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003 .-- 冊 .-- ISBN 978-986-450-332-

2 (全套:平裝) NT$499  

九歌一 0 九年童話選之平安相守/黃

秋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0-335-3 (EPUB)  

九歌一 0 九年童話選之童話小燈/黃

秋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0-336-0 (EPUB)  

人際互動繪本套書: 太多胡蘿蔔了系

列/凱蒂.哈德森(Katy Hudson)作.繪;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

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57-521-

465-4 (全套:精裝) NT$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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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力科學家. 1, 物理天后: 推翻宇宙

定 律 的 吳 健 雄 / 何 顥 思 (Teresa 

Robertson)文; 黃泯瑄(Rebecca Huang)

圖; 徐仕美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46-2 (EPUB) NT$320  

女力科學家. 2, 祕密通訊女神: 斜槓

發明家海蒂.拉瑪/蘿莉.沃瑪克(Laurie 

Wallmark)文; 吳菁蓁(Katy Wu)圖; 畢

馨云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947-9 (EPUB) NT$320  

女力科學家. 3, 程式語言女王: 揪出

電腦 bug 的葛麗絲.霍普/蘿莉.沃瑪

克(Laurie Wallmark)文; 吳菁蓁(Katy 

Wu)圖; 徐仕美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48-6 (EPUB) 

NT$320  

小 小 Truku 之 勇 敢 狩 獵 = Blbilaq 

Truku mrmun bi tmsamat/胡美智, 陳玉

秀 Pong Loga, 李嘉玲 Ribix Siyu, 林

幸 宜 Yabung Mari, 胡 惠 珍 Yuyuh 

Misi 作; 林辰安繪 .-- 初版 .-- 花蓮縣 : 

慈濟大學, 11001 .-- 32 面; 30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098-4-9 (精裝)  

小小建築師: 動物界的建築大師/莎

蘭.泰勒著;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3-8 (EPUB)  

小小建築師: 動物界的建築大師/莎

蘭.泰勒著;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21-3 (PDF)  

小小建築師: 童話裡的建築大師/傑

瑞.貝利著;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09-1 (EPUB)  

小小建築師: 童話裡的建築大師/傑

瑞.貝利著;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20-6 (PDF)  

小小觀察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102-6 (平裝)  

小手大經典. 日本篇/馮季眉總編輯 .-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001 .-- 

冊 .-- ISBN 978-957-9380-82-9 (全套:

平裝) NT$1300  

小手玩雕塑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2-7 (平裝)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1, 奇怪的小傢

伙/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003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5-5-

8 (平裝) NT$320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2, 火山探測器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 臺北市 : 大

好文化企業, 11003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5-6-5 (平

裝) NT$320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3, 小紅車/管

家琪著; 劉婷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004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5-7-2 (平

裝) NT$320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4, 爸爸為什麼

不回家/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好 文 化 企 業 , 

11004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5-8-9 (平裝) NT$320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5, 新同學/管

家琪著; 劉婷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005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45-9-6 (平

裝) NT$320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 6, 釣貓比散/

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好文化企業, 11005 .-- 24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42-0-

5 (平裝) NT$320  

口水龍和他的小夥伴套書/管家琪著; 

劉婷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

化企業, 11005 .-- 冊 .-- ISBN 978-986-

06242-1-2 (全套:平裝) NT$1800  

下雨也不怕!我有好辦法/徐英著; 林

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328-2 (EPUB)  

下雨也不怕!我有好辦法/徐英著; 林

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329-9 (PDF)  

工具小百貨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74-6 (平裝) NT$180  

小 星 星 =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Iglo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004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96268-6-6 (精

裝) NT$260  

大家來逛動物園/阿部浩志文; 北村

直子圖; 張東君譯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48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5-054-

6 (精裝) NT$360  

土裡的祕密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5-8 (平裝)  

小愛的祕密: 媽媽代替唐氏症的小愛

寫給大家的信/竹山美奈子文; 林劭

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3-09-4 (EPUB)  

小愛的祕密: 媽媽代替唐氏症的小愛

寫給大家的信/竹山美奈子文; 林劭

貞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3-11-7 (PDF)  

王子與毒杯/史普羅著; 賈斯汀.傑拉

德繪; 文可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3-4 (PDF)  

天父/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6-5 (PDF)  

少年愛讀世界史 1-3 套書: 從遠古史

到上古史/管家琪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字畝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05-57-8 ( 全 套 : 平 裝 ) 

NT$1260  

不孝的馬林= Malin Kundang/梁馨月, 

何沛晴圖; 阮慕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明志科大, 11001 .-- 2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873-32-5 (精

裝)  

天空大發現/南一幼教編輯團隊小組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57-9 (平裝)  

牙刷超人幫幫忙!/丁希在著; 林建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306-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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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超人幫幫忙!/丁希在著; 林建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322-0 (PDF)  

水果樂園/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73-

9 (平裝) NT$180  

月 亮 晚 安 / 瑪 格 麗 特 . 懷 茲 . 布 朗

(Margaret Wise Brown)文; 克雷門.赫

德(Clement Hurd)圖; 黃迺毓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1003 .-- 40

面; 20X17 公分 .-- ISBN 978-957-762-

703-2 (精裝) NT$250  

比格熊演故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06-7 (平裝)  

不能靠近的天堂/李如青圖.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08-5708-5 

(精裝) NT$32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交通大解密

/葉欣瑜, 洪雅婷編; 陳聖貽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004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78-

0 (平裝) NT$12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身體真奇妙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004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79-

7 (平裝) NT$12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食物真美味

/葉欣瑜, 洪雅婷編; 陳聖貽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004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80-

3 (平裝) NT$12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恐龍大驚奇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004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81-

0 (平裝) NT$12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動物大發現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004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82-

7 (平裝) NT$120  

心智圖啟蒙遊戲貼紙書: 歡迎來我家

/葉欣瑜, 洪雅婷編; 洪雅婷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004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783-

4 (平裝) NT$120  

牙齒小精靈拾友= 이빨 요정 치요/千

美真著; 彌魯繪; 蔡佳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5 .-- 24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522-555-1 (精

裝) NT$300  

不 簡 單 女 孩 /茱莉亞 .芬 利 .摩斯 卡

(Julia Finley Mosca)等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字畝文化, 11001 .-- 冊 .-- ISBN 

978-986-5505-58-5 ( 全 套 : 精 裝 ) 

NT$1750  

生 日 快 樂 = Happy birthday/Iglo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

活文創, 11004 .-- 10 面; 18X18 公分 .-

- ISBN 978-986-95847-2-2 ( 精 裝 ) 

NT$260  

叭叭小汽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7-2 (平裝)  

幼幼數學圖畫書: 拍花籮/潘人木文; 

曹俊彥圖 .-- 四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 11003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37-7 (精裝) NT$200  

幼幼數學圖畫書: 滅龍行動/王金選

文; 柯廷霖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

誼基金, 11003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38-4 ( 精 裝 ) 

NT$200  

生而自由系列/莎拉.史塔巴克, 金妮.

約翰遜, 路易莎.里曼, 潔西.弗倫斯著; 

高子梅, 吳湘湄, 羅金純譯 .-- 臺中

市 : 晨星, 11003 .-- 冊 .-- ISBN 978-

986-5582-32-6 (全套:平裝) NT$1610  

皮克威克奶奶. 3, 農場好好玩/貝蒂.

麥唐納(Betty MacDonald)作; 劉清彥

譯; 謝一帆, 盧天怡朗讀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002 .-- 約 210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57-8544-63-5 (線上有聲

書(MP3))  

皮克威克奶奶. 4, 驚奇魔法箱/貝蒂.

麥唐納(Betty MacDonald)作; 劉清彥

譯; 謝一帆, 盧天怡朗讀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002 .-- 約 190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57-8544-64-2 (線上有聲

書(MP3))  

幼兒生活互動學習繪本: 我會刷牙,

也 會 幫 獅 子 刷 刷 牙 / 蘇 菲 . 薛 華 德

(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

(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299-5 

(EPUB)  

瓜果家族/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08-

1 (平裝)  

生活小管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75-3 (平裝) NT$180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 動物農

莊/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呂

相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38-389-5 (PDF)  

世界真奇妙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07-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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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羅凡怡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483-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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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484-6 (PDF)  

台語兒童公民繪本與微動畫系列/莊

佳穎文; 薛如芸, 張家嘉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003 .-- 冊 .-- ISBN 

978-957-801-936-2 ( 全 套 : 精 裝 ) 

NT$1800  

充滿祕密的魔石館. 1, 藏在戒指裡的

紅眼惡魔/廣嶋玲子著; 林佩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05-3 

(EPUB)  

充滿祕密的魔石館. 1, 藏在戒指裡的

紅眼惡魔/廣嶋玲子著; 林佩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9-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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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羊說故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05-0 (平裝)  

地底大冒險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50-0 (平裝)  

光明之子/史普羅著; 賈斯汀.傑拉德

繪; 文可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4-1 (PDF)  

如果可以,你最想變成誰?/蘇菲.薛華

德(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

斯(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314-5 

(EPUB)  

如果可以,你最想變成誰?/蘇菲.薛華

德 (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

斯(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25-1 (PDF)  

地底妙世界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6-5 (平裝)  

如果快樂你就拍拍手=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Igloo Books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双 美 生 活 文 創 , 

11004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96268-7-3 (精裝) NT$260  

好玩粉樂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3-4 (平裝)  

安野光雅的數數看 /安野光雅作 .--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36 面; 26X25 公分 .-- ISBN 

978-986-525-073-7 (精裝)  

全國兒童美語: 衣服= Go for English: 

clothes/ 全 國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編

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005 .-- 39

面 ;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

99763-7-4 (平裝附光碟片)  

自然大驚奇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7-3 (平裝)  

冰箱家族!合力搶救冰淇淋/尹貞珠著;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308-4 (EPUB)  

冰箱家族!合力搶救冰淇淋/尹貞珠著;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323-7 (PDF)  

企鵝演奏會/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004 .-- 4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161-636-

0 (精裝) NT$320  

我/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1-0 (PDF)  

找一找數字藏在哪/人類文化編輯部

文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002 .-- 

48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23-78-7 (精裝) NT$280  

貝比兔聽故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

004-3 (平裝)  

找找看!訓練孩子專注力的尋寶書 . 

動物篇/紙上魔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4-6 (PDF)  

妙妙窗/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37-

1 (平裝)  

我的朋友要搬家= Empthjil sapah ka 

lupung mu/胡美智, 陳玉秀 Pong Loga, 

李嘉玲 Ribix Siyu, 林幸宜 Yabung 

Mari, 胡惠珍 Yuyuh Misi 作; 林辰安

繪 .-- 初版 .-- 花蓮縣 : 慈濟大學, 

11001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8098-7-0 (精裝)  

我的麻吉朋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09-8 (平裝)  

我的糖遊記/王毓雯, 王家敏, 李丹妮, 

黎欣儒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

科大文創系, 11003 .-- 2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15-6 (平

裝) NT$150  

我的寶貝立體翻翻書/Yoyo Books 作; 

陳乃鳳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 

11007 .-- 冊 .-- ISBN 978-986-223-629-

1 (全套:精裝)  

我的寶貝立體翻翻書. 1, 可愛動物

/Yoyo Books 作; 陳乃鳳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7 .-- 1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25-3 (精裝)  

我的寶貝立體翻翻書. 2, 有趣農場

/Yoyo Books 作; 陳乃鳳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7 .-- 1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26-0 (精裝)  

我的寶貝立體翻翻書. 3, 美麗海洋

/Yoyo Books 作; 陳乃鳳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7 .-- 1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27-7 (精裝)  

我的寶貝立體翻翻書. 4, 小小花園

/Yoyo Books 作; 陳乃鳳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7 .-- 12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223-628-4 (精裝)  

我是 Superman/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51-7 (平裝)  

我們這一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8-7 (平裝)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成長版)/張恩榕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41-8 (平裝)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快樂版)/張晞晞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42-5 (平裝)  

灶神過新年遊戲書(學習版)/伊丸子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40-1 (平裝)  

我最愛聽的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世一, 11001 .-- 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29-830-3 (平裝)  

我最愛聽的童話故事= Fairy tales/世

一文化編輯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世一, 11001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29-831-0 (平裝)  

我愛臺灣/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55-

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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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18-

0 (平裝)  

狐獴小英雄/陳進隆文; 林郁婷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丰光國際, 11002 .-- 

40 面; 22X29 公分 .-- ISBN 978-986-

97444-4-7 (精裝) NT$280  

玩布小超人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38-8 (平裝)  

玩具同樂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5-6 (平裝) NT$180  

玩具總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0-1 (平裝) NT$180  

青春是一首練習曲/陳素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9-224-4 (PDF)  

兒童閱讀練習本. 3/師德出版部編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 

11001 .-- 5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599-08-9 (平裝) NT$249  

為什麼我不能一直玩手機?/渼釪著;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330-5 (EPUB)  

為什麼我不能一直玩手機?/渼釪著;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333-6 (PDF)  

秋古的夢境= sepi ni tjuku/鍾佳蓁

Qubi Kadrayiyang 文字; 阿笛丹文化

藝術有限公司繪圖 .-- 初版 .-- 臺中

市 : 范特喜微創文化, 11003 .-- 32 面; 

22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23-0-

0 (精裝) NT$2500  

紅色小布包/管家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幼獅,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9-223-7 (PDF)  

*很角色 = Talented/陳盈君作 .-- 初版

3 刷 .-- 臺中市 : 左西心創藝, 11001 .-

- 136 面; 13 公分 .-- ISBN 978-986-

89472-7-6 (平裝) NT$980  

美味粉派對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7-0 (平裝)  

品格主題書: 自信: 烏拉的選美會/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37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333-330-

2 (平裝)  

品格培養繪本/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冊 .-- 

ISBN 978-986-491-591-0 (全套:精裝) 

NT$2800  

品 格 培 養 繪 本 : 友 愛 與 分 享 = 

Friendship and sharing/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

581-1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勇於認錯和承擔責任

= Admit mistakes and take 

responsibilities bravely/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

582-8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勇敢面對困難和挫折

= Fac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bravely/

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83-5 ( 精 裝 )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勇敢與自信= Courage 

and self-confidence/胡媛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84-

2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 尊重和理解他人= 

Respect and understand others/胡媛媛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491-585-9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誠實與守信= Honesty 

and trustworthuness/胡媛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86-

6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 遵守規則和秩序= 

Obey rules and comply with orders/胡

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89-7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 學會表達和溝通= 

Learn to express amd communicate/胡

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87-3 (精裝) NT$280  

品格培養繪本: 學會控制情緒= Learn 

to control temper/胡媛媛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588-

0 (精裝) NT$280  

品 格 培 養 繪 本 : 禮 儀 和 教 養 = 

Manners and breeding/胡媛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91-

590-3 (精裝) NT$280  

胡 桃 鉗 = The 

nutcracker/E.T.A.Hoffmann 著 ; Victor 

Sanderson,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

改編.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東, 

11001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10-99-5 (平裝) .-- ISBN 978-

986-5598-00-6 (精裝) NT$320  

星球大冒險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1-8 (平裝)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6, 科學偵探 vs.

妖魔之村/佐東綠, 木滝理真, 田中智

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3-08-7 (PDF)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6, 科學偵探 vs.

妖魔之村/佐東綠, 木滝理真, 田中智

章著;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93-10-0 (EPUB)  

迷你星空劇場: 童話樂園/莊雅芸總

編輯 .-- 臺南市 : 世一, 11005 .-- 冊 .-- 

ISBN 978-986-429-983-6 (全套:精裝) 

NT$499  

神奇粉魔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6-3 (平裝)  

海洋大鯨奇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53-1 (平裝)  

海洋探險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54-8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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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少年的奇幻踏查/呂尚勳, 胡宇

為, 紀均澔, 劉晏, 鄭淑芬文字; 呂晴, 

洪紹智, 陳祉莘, 莊玲崴, 謝侑芝繪

圖 .-- 澎湖縣 : 澎縣文化局, 11002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27-56-6 (精裝) NT$250  

紙張小高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39-5 (平裝)  

家電總動員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76-0 (平裝) NT$180  

恐龍貝蒂的奇妙歷險: 專注力訓練遊

戲書/找鳥兒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4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0-6 ( 精 裝 ) 

NT$300  

恐龍城鎮大搜索: 思維力培養迷宮書

/朱雯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4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522-481-3 (精裝) NT$300  

恐龍當家/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52-

4 (平裝)  

海龜與海/陳樂文; 兒童島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6 面; 

27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0-107-

1 (平裝) NT$320  

國王的小驢駒/史普羅著; 查克.葛洛

尼繪; 文可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5-8 (PDF)  

麥 老 先 生 有 個 小 農 場 =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Igloo Book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004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96268-8-0 (精裝) NT$260  

彩色豆/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337-2 (PDF)  

動物服裝秀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5-9 (平裝)  

動物高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56-

2 (平裝)  

魚兒嘉年華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9-4 (平裝)  

推拉轉遊戲書/Yoyo Books 作; 呂念

庭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007 .-- 

冊 .-- ISBN 978-986-223-634-5 (全套:

精裝)  

推拉轉遊戲書 . 1, 歡樂農場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007 .-- 1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30-7 (精裝)  

推拉轉遊戲書 . 2, 動物王國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007 .-- 1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31-4 (精裝)  

推拉轉遊戲書 . 3, 海洋動物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007 .-- 1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32-1 (精裝)  

推拉轉遊戲書 . 4, 交通工具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譯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007 .-- 10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223-633-8 (精裝)  

部首的故事課. 2, 山川水戶外行/陳

姞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494-3 (PDF)  

密室脫逃.博物館大冒險: 你能解開

謎 團 順 利 脫 逃 嗎 ?/ 葛 瑞 斯 . 摩 爾

(Gareth Moore) 作 ; 貝 翠 絲 . 卡 斯 楚

(Beatriz Castro)繪; 劉維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 11004 .-- 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187-9-

7 (精裝) NT$420  

陸海空點點名/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9-6 (平裝)  

清涼一夏/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6-

3 (平裝) NT$180  

國語文小講堂/吳艷珍等撰文 .-- 新

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458-228-0 (全套:精裝)  

晨讀 10 分鐘: 酷少年故事集/公共電

視, 零壹媒體創意有限公司, 諶淑婷

文; 顏寧儀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57-8 (EPUB) NT$350  

瓶罐小達人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0-4 (平裝)  

換牙的祕密= 歯のはえかわりのな

ぞ/北川チハル著; ながおかえつこ

繪;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04 .-- 32 面; 24X22 公分 .-- 

ISBN 978-986-522-479-0 ( 精 裝 ) 

NT$300  

陽光菜園/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77-

7 (平裝) NT$180  

植物小玩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9-7 (平裝)  

植物好幫手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0-3 (平裝)  

童玩百寶箱 /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3-5 (平裝)  

*最美的環境教育小百科: 守護地球

繪本.最佳科學素養&美感教育獲獎

童 書 / 愛 曼 汀 . 湯 瑪 士 (Amandine 

Thomas)著; 李旻諭, 許雅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57-0487-45-9 (全套:

精裝)  

最美的環境教育小百科: 守護地球繪

本.最佳科學素養&美感教育獲獎童

書/愛曼汀.湯瑪士(Amandine Thomas)

著; 李旻諭, 許雅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0487-47-3 (EPUB)  

最美的環境教育小百科: 守護地球繪

本.最佳科學素養&美感教育獲獎童

書/愛曼汀.湯瑪士(Amandine Thomas)

著; 李旻諭, 許雅雯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0487-49-7 (PDF)  

就是愛拼貼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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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59-3 (平裝)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成長版)/陳

晶晶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8-8 (平裝)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快樂版)/盧

小比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39-5 (平裝)  

最棒的生日禮物遊戲書(學習版)/田

泱泱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0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333-317-3 (平裝)  

無敵姊弟科學大冒險 /金恩愛等作; 

葉雨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 11005 .-- 冊 .-- ISBN 978-986-

99770-8-1 (全套:精裝)  

愛/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2-7 (PDF)  

葉子王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11-

1 (平裝)  

跟世界說嗨!改變世界的 19 位科學

家 /角川平方編輯部作 ; 黃福基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8-08-3 (EPUB3)  

感謝/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29-7 (PDF)  

遊戲小子/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33-

3 (平裝)  

種子奇兵/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12-

8 (平裝)  

瘋狂的計量單位/洋洋兔編繪 .-- 新

北市 : 螢火蟲, 11002 .-- 冊 .-- ISBN 

978-986-452-342-9 ( 全 套 : 精 裝 ) 

NT$1800  

瘋狂樹屋. 第一輯: 13、26、39 層,全

世界小孩都愛的夢想樹屋/安迪.格里

菲斯 (Andy Griffiths)著 ; 泰瑞 .丹頓

(Terry Denton)繪; 鄭安淳, 韓書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003 .-- 

冊 .-- ISBN 978-957-8544-52-9 (全套:

平裝) NT$930  

說話/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28-0 (PDF)  

嘟嘟小火車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8-9 (平裝)  

與諾貝爾獎得主一起穿越時空的十

二堂科學課: 橫跨物理、化學、生物，

啟動自主學習,掌握科學閱讀素養力/

巴里.馬歇爾(Barry Marshall), 洛娜.亨

德利(Lorna Hendry)著; 竹蜻蜓譯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44-54-3 

(EPUB)  

認識我們的世界/艾蜜莉.伯恩(Emily 

Bone) 文 ; 瑪 莉 安 娜 . 歐 里 耶 克

(Marianna Oklejak)圖; 謝維玲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004 .-- 

2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03-

901-4 (精裝)  

臺灣小玩家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16-6 (平裝)  

蔗一站: 探索蔗糖的情緒 收集糖的

秘密/王毓雯, 王家敏, 李丹妮, 黎欣

儒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大

文創系, 11003 .-- 28 面; 21X21 公分 .-

- ISBN 978-957-9499-14-9 ( 平 裝 ) 

NT$150  

嘴 巴 裡 的 戰 爭 / 目 川 編 輯 小 組 作 ; 

Schemme 插畫 .-- 初版 .-- 桃園市 : 目

川文化, 11003 .-- 3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6102-2-2 ( 精 裝 ) 

NT$320  

趣味一夏/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8-

7 (平裝) NT$180  

彈跳奇兵/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31-

9 (平裝)  

熱鬧一夏/南一幼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117-

0 (平裝) NT$180  

獨角獸回來了/艾倫.布雷比著; 謝靜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29-1 (EPUB)  

獨角獸回來了/艾倫.布雷比著; 謝靜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32-1 (PDF)  

*學習認知 X 美感培養: 寶寶最美的

啟蒙繪本套書/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永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5566-21-0 (全套:精裝) NT$700  

激發數學腦/高濱正伸著; 張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22-473-8 (全套:平裝) 

NT$680  

織 布 機 上 的 眼 睛 = Dowriq babaw 

ubung/温若梅 Mimiq Buxu 作; 林辰安

繪 .-- 初版 .-- 花蓮縣 : 慈濟大學, 

11001 .-- 32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098-5-6 (精裝)  

顏色萬花筒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68-5 (平裝) NT$180  

翻滾寶貝/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30-

2 (平裝)  

禱告/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330-3 (PDF)  

寶貝愛大海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58-6 (平裝)  

寶貝愛大樹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4-1 (平裝)  

寶貝愛地球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21-0 (平裝)  

繽紛花園/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072-

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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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夏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冊 .-- ISBN 978-986-491-580-4 (全套:

精裝) NT$35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小狐狸/夏

蕾著; 趙楠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002 .-- 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4-4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小時候的事

/夏蕾著; 繆瀅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2-9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小蝸牛的煩

惱/張曉玲著; 鍾彧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2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91-578-1 (精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水去哪裡啦

/徐斐著; 陳璐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3-6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卡卡有個大

嘴巴/張月著; 王祖民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0-5 (精

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我們去看花

/顧淵著; 陳旻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9-9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你媽媽想你

啦/龔慧瑛著; 黃纓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91-579-8 (精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和爸爸一起

去海邊/陳曉婷著; 黃纓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7-5 

(精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洗澡/陳曉

婷著; 王超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5-0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家/龔慧瑛

著; 陳菊香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1-2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借尾巴/林

頌英著; 張樂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6-8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起床啦/董

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491-565-1 (精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黑黑的,有

一個洞/夏蕾著; 鍾彧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6-7 (精

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誰吃了我的

栗子/夏蕾著; 王超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491-577-4 (精裝)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還好帶了一

把傘/王笑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68-2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繪本: 蹦蹦蹦/王

玲著; 黃纓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002 .-- 3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91-574-3 ( 精 裝 ) 

NT$220  

寶寶的第一套英文啟蒙繪本/智慧軒

文化編繪 .-- 臺北市 : 拇指王文教科

技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06187-4-7 (全套:平裝) NT$3000  

魔法橋/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0-103-

3 (平裝)  

魔法樹(1-4)/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

著;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樹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46-6 (EPUB)  

魔法樹(1-4)/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

著; 聞翊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樹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51-0 (PDF)  

歡喜去拜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32-6 (平裝)  

歡喜過新年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104-0 (平裝)  

歡喜慶團圓 /南一幼教編輯小組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003 .-- 

3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

530-043-2 (平裝)  

漫畫書 

 15 歲/麻木龍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3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04-742-9 (第 3

冊:平裝)  

 4 月的東京.../ハル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73-9 ( 上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6674-6 

(下冊:平裝) NT$140  

ACCA13 區監察課/小野夏芽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743-9 (第 4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

6744-6 (第 5 冊 :平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6745-3 (第 6 冊:平裝) 

NT$140  

Another(0)/清原紘漫畫; 綾辻行人原

作; 魚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77-7 (EPUB)  

Avalon: bitter: 渴望著幸福的百合畫

漫畫精選集/切符, tonito, おしおしお, 

彩社長, いとう, 消火器, 須藤佑実, 

滝島朝香, 猫村, 日吉ハナ, みかん氏, 

ヨドカ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

文化設計, 11003 .-- 2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9446-6-3 (平裝)  

Avalon: 編織著幸福的百合漫畫精選

集/切符, tonito, 文尾文, あさみ, くも

すずめ, 玄鉄絢, 桜庭友紀, 須藤佑実, 

鳩春, ヨドカワ, ヨルモ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1003 .--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5-

6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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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T OF BLOOD 血獸/星名あんじ

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00-5 (平裝) NT$150  

CIGAR HOLIC 重度成癮: 情不自禁

對人型雪茄狂吸猛抱/慶優作; 御門

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687-2 (平裝)  

DINER 殺手餐廳/河合孝典作; 譚志

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1-7 (第 4 冊:平裝)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真

島浩原作 ; 上田敦夫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581-7 

(第 8 冊:平裝) NT$100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特異點. II, 傳承地底世界雅戈泰 

雅戈泰之女/TYPE-MOON 原作; 武中

英雄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9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24-303-6 (第 2 冊:平

裝)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 

SE.RA.PH. 2/TYPE-MOON 原作; 西

出ケンゴロー漫畫; 九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31-9 

(EPUB)  

Fate/Grand Order: 真 實 之 旅 /TYPE-

MOON 原作;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742-2 (第 6 冊:平裝) NT$100  

Girls be…/玉越博幸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55-1 (PDF)  

Jealousy(首刷限定版). 4/スカーレッ

ト.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45-9 ( 平 裝 ) 

NT$180  

LIMBO: 見 習 房 東 與 非 人 房 客

/QUESTION MARK 神貓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狐耳, 11002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8630-7 (第 2

冊:平裝) NT$250  

*MC 学園(第七節課)/水龍敬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3-03-6 (平裝) 

NT$230  

*MC 學園(第六節課)/水龍敬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4-95-4 (平裝) 

NT$230  

ONE PIECE PARTY 航海王派對/尾

田栄一郎原作 ; 安藤英作; 許任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576-3 

(第 7 冊:平裝) NT$100  

ONE PIECE 航海王特刊/尾田栄一郎

原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6579-4 (第 11 冊 :平裝 ) 

NT$300  

PARTY PLAY/naop 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004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19-7 ( 平 裝 ) 

NT$230  

SHY 英雄鎮魂曲/実樹ぶをみ作; 沈

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2-4 (第 1 冊:平裝)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首刷限定

版). 6/遠藤達哉作; 陳姿君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585-5 ( 平 裝 ) 

NT$120  

STAYGOLD/秀良子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689-0 (第 6

冊:平裝) NT$140  

*TS 朗君的性生活. 2/konomi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4-98-5 (平裝) 

NT$210  

TV 動畫『鬼滅之刃』:公式角色書/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

26-6714-9 ( 卷 1: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715-6 (卷 2: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716-3 

(卷 3:平裝) NT$130  

XXX 的關係 /中路有紀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65-8 (第 1 冊:平裝)  

Ω 的床笫謊言 /千束るち作; 帽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350-0 (第 1 冊:平裝)  

【直條式漫畫】GIRLS BE…/玉越博

幸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2-2 (EPUB)  

【直條式漫畫】漫畫家與大流氓/コ

ダ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3-9 (EPUB)  

 【直條式漫畫】轉生成色情騙子的

邪神大人 【ゆうゆーver.】/ゆうゆ

ー|楢山幕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8-168-4 

(EPUB)  

 「當我的女人吧」夜獸黑峰與溺愛

小白兔/みくらや杏樹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57-8 (EPUB)  

「當我的女人吧」夜獸黑峰與溺愛

小白兔/みくらや杏樹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47-6 (PDF)  

一直做、一直做...完全停不下來?這

個男人是猛獸/こしあん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1-655-2 (EPUB)  

了凡四訓(彩色漫畫)/林鉅晴繪 .-- 新

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10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6-3-

9 (平裝)  

七大罪外傳集: 罪實/鈴木央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734-

7 (平裝) NT$110  

入社後發現除了我以外全部人都在

玩色情角色扮演/sage.ジョー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3-14-2 (平裝) 

NT$210  

十善業道經(彩色漫畫)/林鉅晴繪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1003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7-9-

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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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龍珠 SD/鳥山明原作.監修; オオイ

シナ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74-9 (第 7 冊:平裝) 

NT$180  

小木乃伊到我家/空木翔作; comico, 

洪宗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6-2 (第 11 冊:平裝)  

上司的那裡是 XL 號!?: 巨根...進入

中...!/可児いとう作; 林沛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4-8 

(第 2 冊:平裝)  

工作細胞/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4 .-- 21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582-4 (第 6

冊:平裝) NT$140  

工作細胞 BABY/福田泰宏漫畫; 清

水茜監修;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85-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工作細胞 BLACK/原田重光原作; 初

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4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83-8 (第 8 冊:平裝) 

NT$130  

工作過失的情色指導/長与エリ子作; 

馮玉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46-3 (平裝) NT$140  

小 兒 子 . 1: 阿 甯 咕 大 戰 想 像 蟲

/LONLON, 漢寶包, 夢田文創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109-5-6 

(EPUB)  

小欣的三好日記/滿觀法師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003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57-

579-4 (第 6 冊:平裝) NT$160  

大野狼同學想把我吃乾抹淨/美和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5-3 (EPUB)  

大野狼同學想把我吃乾抹淨 /美和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4-5 (PDF)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漫畫版)/林

鉅晴繪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1003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256-6-0 (平裝)  

女僕小姐的貪吃日常/前屋進作; 御

門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592-9 (第 1 冊:平裝)  

凡爾賽玫瑰(完全版)/池田理代子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49-4 (第 1

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957-26-

6650-0 (第 2 冊 :平裝 ) NT$340 .-- 

ISBN 978-957-26-6651-7 (第 3 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957-26-6652-4 

(第 4 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

957-26-6653-1 ( 第 5 冊 : 平 裝 ) 

NT$340 .-- ISBN 978-957-26-6654-8 

(第 6 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

957-26-6655-5 ( 第 7 冊 : 平 裝 ) 

NT$340 .-- ISBN 978-957-26-6656-2 

(第 8 冊:平裝) NT$340 .-- ISBN 978-

957-26-6657-9 (第 9 冊:平裝) NT$340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矢口高雄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29-6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

6630-2 (第 2 冊 :平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31-9 (第 3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6632-6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26-6633-3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34-0 

(第 6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26-6635-7 ( 第 7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36-4 

(第 8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26-6637-1 ( 第 9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38-8 

(第 10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26-6639-5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40-1 

(第 1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26-6641-8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42-5 

(第 1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

957-26-6643-2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57-26-6644-9 

(第 16 冊:平裝) NT$260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 黃士則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739-2 

(第 20 冊:平裝) NT$105  

太上感應篇(彩色漫畫)/林鉅晴繪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6-4-

6 (平裝)  

不中用的前輩。/工藤マコト作; 游

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26-6568-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6569-5 (第 2 冊:平裝) NT$130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暁雪原作; 

へんりいだ漫畫; 陳瑞璟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33-0 (第 3 冊:平裝) 

NT$130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春原

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畫; 江

采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731-2 (第 3 冊:平裝)  

公 主 騎 士 是 我 的 同 班 同 學 !THE 

COMIC/EKZ 原作; NO.ブメス漫畫;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7-9 (第 1 冊:平裝)  

王者天下/原泰久作; 茹茂華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04-768-9 

(第 55 冊:平裝)  

天空色檸檬和迷路的貓/里中実華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4-756-

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

757-3 (第 3 冊:平裝)  

文昌帝君陰騭文(彩色漫畫)/林鉅晴

繪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 

11003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6-2-2 (平裝)  

化物語/西尾維新原作; 大暮維人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82-1 (第 12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

6728-6 (第 1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 . 

3/のり伍郎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94-99-2 (平裝) 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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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島的刺殺方法/藤原飛呂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62-7 (第 1 冊:平裝)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春場蔥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81-4 (第 11 冊:平裝) NT$190  

太陽與月之鋼/松浦だるま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13-5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614-2 

(第 2 冊:平裝) NT$130  

心愛的你在公寓裡哭泣/大竹とも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72-1 (EPUB)  

心愛的你在公寓裡哭泣 /大竹とも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54-4 (PDF)  

不道德公會 /河添太一作 ; 梁勝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92-0 (第 6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957-26-6693-7 

(第 7 冊:平裝) NT$150  

天獄/うたたねひろゆき著; 洪子喬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2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448-9 (第 9 冊:平裝)  

文豪 Stray Dogs 官方同人創作集. 3, 

凜= 文豪ストレイドッグス公式ア

ンソロジー: 凜/朝霧カフカ原作; 何

宗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季國際, 

11003 .--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8661-39-4 (平裝) NT$130  

令人融化的綻放. 續/しゅがーぺろ

ぺろ作; 貝貝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685-8 (平裝)  

半小時漫畫宋詞/陳磊.半小時漫畫團

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15-52-2 (EPUB)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86-524-299-2 (第 18 冊:

平裝)  

去不了學校的我們: 成蛹後的覺醒/

惠蘋果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0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759-7 (平裝)  

白玉陵武簡/黃亞[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91-6 (第 2 冊:平裝)  

用我的手指蹂躪妳!: 打烊後的沙龍、

被壞心眼欺負/neco 作; 林沛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91-

5 (第 2 冊:平裝)  

加奈子的幸福殺手生活/若林稔弥作; 

倪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83-0 (第 1 冊:平裝)  

他和她的選擇/緒原博綺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35-4 

(第 1 冊:平裝) NT$140  

白金終局/大場鶇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575-6 (第 14 冊:平裝) NT$100  

世界末日與柴犬同行 . 1/石原雄作;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15-9 (EPUB)  

出租女友/宮島礼吏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584-8 (第 19

冊:平裝) NT$100  

去唱卡拉 OK 吧!/和山やま作;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08-

1 (平裝) NT$140  

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はっせ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18-0 (平

裝) NT$210  

他還不認識甜蜜的毒藥/ここのつヒ

ロ作; 黃依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40-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死亡筆記本(愛藏版)(1-7)/大場鶇原

作; 小畑健漫畫; 柯明鈺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

957-26-6564-0 (全套:平裝) NT$2160  

好兄弟變成我的女人!?/淀川ゆお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74-5 (EPUB)  

好 兄 弟變 成 我的 女人 !?/淀川 ゆ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5-2 (PDF)  

成年的美味交易/重花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73-8 (EPUB)  

成年的美味交易/重花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53-7 (PDF)  

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 /下條水月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37-768-

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37-

769-4 (第 2 冊:平裝)  

宅男打籃球/洪元建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003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09-3-2 (第

17 冊:平裝) NT$180  

宇宙兄弟/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5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734-3 

(第 32 冊:平裝)  

印刷百面相!/染谷みのる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700-2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701-9 

(第 2 冊:平裝) NT$130  

回到起點 /いちかわ壱作 ;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59-3 

(平裝) NT$140  

米奇與達利. 4, 惡童物語/佐野菜見

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12-8 (EPUB)  

 老師 ,這樣不行啦!/嘉島ちあき作 ;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26-6565-7 (全套:

平裝) NT$370  

老師不是便器/ホン.トク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4-89-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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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生/中村明日美子作; 藤崎スグ

ル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735-0 (平裝)  

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 /八田鮎子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4-754-

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

755-9 (第 3 冊:平裝)  

在迷宮生活的原勇者 THE COMIC/

峰崎龍之介原作; しかげなぎ漫畫; 

梁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82-3 (第 1 冊:平裝)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5/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23-4 

(EPUB)  

妄想老師/春輝作; 捲毛太郎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94-6 

(第 12 冊:平裝)  

妄想過剩少年. 2.5/ぴい作; 陳靖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65-4 

(平裝) NT$140  

老實人與渣男/あずみつな作;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97-8 

(平裝) NT$130  

地獄遊行. 1/布克著 .-- 臺北市 : 原動

力,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109-4-9 (EPUB)  

有貓的日常/ふじひと作; Shion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435-

9 (平裝)  

在熾熱體溫中迷失的大人/赤星ジェ

イク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004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684-1 (平裝)  

地藏菩薩本願經(彩色漫畫)/林鉅晴

繪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 

11003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6-1-5 (平裝)  

伊藤潤二的貓日記/伊藤潤二作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0-9455-7 

(平裝)  

我中了頭獎 7 億圓的 3 天/常倉三矢

作 ;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06-7 (平裝) NT$140  

我的日本夢= Mon premier rêve en 

japonais/卡蜜兒 .華耶(Camille Royer)

作;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003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96-4-4 (平裝) NT$500  

你的反差把我耍得團團轉/原明日美|

佐倉伊織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8-175-2 (EPUB)  

你的反差把我耍得團團轉/原明日美, 

佐倉伊織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6-9 (PDF)  

我的內褲變成人質了 愛我不要威

脅我/春田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6-826-5 (EPUB)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6.5(番外篇)/水

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

09-8 (平裝) NT$250  

*快來吧!水龍敬樂園. the 5th Day/水

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

01-2 (平裝) NT$250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

胃. 5/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漫畫; 蔡

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17-3 (EPUB)  

妖怪旅館營業中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

胃. 6/友麻碧原作; 衣丘わこ漫畫; 蔡

孟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19-7 (EPUB)  

我的媽媽是公主/並庭マチコ作; 徐

欣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353-1 (第 2 冊:平裝)  

我的模特兒/風緒作; 徐柔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28-9 ( 平 裝 ) 

NT$130  

我的驍勇威震天地: 亞歷克希斯帝國

昌隆記/あわむら赤光原作; 佐藤勇

漫畫;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64-9 (第 1 冊:平裝)  

完美社長對我緊追不捨/渦井作; 林

玟伶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599-2 (平裝) NT$140  

我是微笑,34 歲,留職停薪中/おおが 

きなこ著;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45-9 (PDF)  

我是微笑,34 歲,留職停薪中/おおが 

きなこ作;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004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6-046-6 (平裝)  

你是醫生/丼丸作; 魏嫚秀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70-2 

(平裝)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原作; 板

垣ハコ漫畫; 陳瑞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41-5 (第 4 冊:平裝) 

NT$130  

我們成了真人 CP?/腰オラつばめ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26-6566-4 (全套:

平裝) NT$380  

我推的孩子/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メ

ンゴ漫畫; 林香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004 .-- 2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0-0 (第 1 冊:平裝)  

我都知道。/ジョゼ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563-3 (平裝) 

NT$130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3/逢沢大介原作; 

坂野杏梨漫畫;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14-2 (EPUB)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ちふゆ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26-6567-1 (全套:

平裝) NT$370  

佛 說阿 彌陀 經 ( 彩色 漫畫 )/林鉅晴

繪  .-- 新 北 市  : 玄 奘 印 刷 文 化 , 

110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6-0-8 (平裝)  

我與機器子 /宮崎周平作 ; 游非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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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26-6588-6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589-3 

(第 2 冊:平裝) NT$100  

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注視著我上

臂的二頭肌吧?/高山こば作; 林沛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

797-7 (第 2 冊:平裝)  

金 田 一 少 年 之 事 件 簿 ( 復 刻 愛 藏

版)(首刷附錄版)/天樹征丸, 金成陽

三郎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東立編輯

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26-6570-1 (第 26 冊:平

裝) NT$210 .-- ISBN 978-957-26-6571-

8 (第 27 冊:平裝) NT$210 .-- ISBN 

978-957-26-6572-5 (第 28 冊 :平裝 ) 

NT$210  

放羊的孩子與哈姆/一十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78-52-0 (PDF)  

夜巡貓/深谷薰著; 丁世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4 .-- 

1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49-64-0 (第 6 冊:平裝) NT$260  

東京喰種/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冊 .-- 

ISBN 978-957-10-9456-4 (第 4 冊:平

裝) .-- ISBN 978-957-10-9457-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10-9458-8 

(第 7 冊:平裝)  

東京喰種:re/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

譯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22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436-6 (第 1 冊:平裝)  

臥底少年~潛入搜查的陷阱~/ふじい

葛西; uroco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0-06-2 

(EPUB)  

制服至上. 3,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542-9 (EPUB)  

怪怪守護神全彩漫畫 怪怪守護神 蜜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62-6 ( 平 裝 ) 

NT$190  

怪物事變/藍本松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37-802-8 

(第 11 冊:平裝)  

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

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83-17-3 (平裝) NT$48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680-7 

(第 27 冊: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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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63-

4 (第 5 冊:平裝)  

雨柳堂夢語 /波津彬子作 ;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99-9 

(第 18 冊:平裝) NT$150  

青春播放不間斷 /水瀨藍作 ; 蘇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4-760-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761-0 

(第 2 冊:平裝)  

咒術迴戰(首刷限定版). 14/芥見下々

作 ;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621-0 (平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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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686-9 (第 3

冊:平裝) NT$140  

命運戀人/KAZUTAKA 原作; 智弘櫂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23-

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

957-26-6624-1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625-8 

(第 3 冊:平裝) NT$130  

非槍人生 /カラスマタスク作 ; 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

803-5 (第 7 冊:平裝)  

花燭之白 /高山しのぶ作 ; 陳瑞璟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70-8 

(第 1 冊:平裝) NT$130  

初戀 x 再一次/華谷艷作; 魏嫚秀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4-752-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753-5 

(第 3 冊:平裝)  

初戀、傾訴。/鳩川ぬこ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05-0 

(平裝) NT$140  

狩 SOUL. Vol.2/蚩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19-538-2 (EPUB)  

美女後宮乳日子/一夢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3-56-9 (EPUB)  

美女後宮乳日子/一夢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3-65-1 (PDF)  

巷子裡的野貓/鳥葉ゆうじ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27-2 

(平裝) NT$130  

昨日的美食/吉永史作; 王詩怡譯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736-

7 (第 2 冊:平裝)  

勇者(略)/BIGUN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92-3 (第 11 冊 :平裝 ) 

NT$130  

勇者系列. II, 屠龍勇者與龍族/黃色

書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31-4 (EPUB)  

勇者系列. II, 屠龍勇者與龍族/黃色

書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36-9 (PDF)  

勇者系列. II: 屠龍勇者與龍族/黃色

書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6-0 (平裝) NT$300  

美乳狂歡祭/一夢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3-58-3 (EPUB)  

美乳狂歡祭/一夢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3-61-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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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的道別/緒花作; 李其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4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660-9 (平裝) 

NT$140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天野どん作 .-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4-97-8 (平

裝) NT$260  

流浪神差/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6583-1 (第 23

冊:平裝) NT$100  

拜託請穿上,鷹峰同學/柊裕一作; 冰

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22-

4 (第 3 冊:平裝) NT$140  

流 浪 貓 與 大 野 狼 / ミ ユ キ 蜜 蜂 作 ;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595-4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6596-1 (第 2 冊:平裝) NT$100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彩色漫畫)/林鉅

晴繪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 

110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6-5-3 (平裝)  

突然變成寄宿後宮!?: 聽說樹君,最近

開始和女生同居/有馬紘一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4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83-10-4 (平裝) 

NT$260  

是愛?不是愛?/しっけ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672-2 (平裝) 

NT$140  

春與綠/深海紺作; Cat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4-347-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4-348-7 (第 2

冊:平裝)  

前輩有夠煩/しろまんた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726-2 (第 4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6727-9 

(第 5 冊:平裝) NT$200  

毒藥伯爵(愛藏版)(首刷附錄版)/由貴

香纖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26-

6556-5 (第 1 冊 :平裝 ) NT$290 .-- 

ISBN 978-957-26-6557-2 (第 2 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57-26-6558-9 

(第 3 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

957-26-6559-6 ( 第 4 冊 :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957-26-6560-2 

(第 5 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

957-26-6561-9 (第 6 冊:平裝) NT$290  

浪人劍客/井上雄彥作 .-- 3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3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0-9453-3 (第 19

冊:平裝)  

倆口子/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338-9 (PDF)  

哥布林帝國的反擊 /オンディ原作; 

檜山大輔漫畫; 蔡曉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37-804-2 (平裝)  

哥布林殺手外傳. 二: 鍔鳴的太刀/蝸

牛くも原作; 青木翔吾作畫;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004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438-0 (第 2 冊:平裝)  

哥布林殺手外傳: 第一年/蝸牛くも

原作; 榮田健人作畫;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2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9437-

3 (第 6 冊:平裝)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かろちー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08-1 (平

裝) NT$260  

書店業務島梟/古川ふみ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58-6 

(平裝) NT$140  

恐怖寵物店. 漂泊方舟篇(首刷附錄

版)/秋乃茉莉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冊 .-- ISBN 978-957-

26-6553-4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6554-1 (第 2 冊:平裝) 

NT$130  

*迷途之家的大姊姊. 3/神毛物由宇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00-5 

(平裝) NT$210  

秘密治療師 /世尾せりな作 ;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18-0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619-7 

(第 2 冊:平裝) NT$140  

純淨端正的美好世界/山本アタル作;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594-7 (平裝) NT$130  

純情羅曼史/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351-7 (第 24 冊:平裝)  

烘焙王: 超現實/入江謙三原作; 橋口

たかし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88-3 (第 3 冊:平裝) 

NT$130  

鬼滅之刃(首刷限定版). 23/吾峠呼世

晴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3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620-3 (平裝) NT$450  

高潮童年玩伴的獨占方法/いけがみ

小 5 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17-0 (平裝) NT$140  

海龍改改: 消失的猿田彥之眼/張國

立原作; 韓采君, 趙大威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 11003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097-1-4 (平裝) NT$360  

書蟲公主/由唯原作; 喜久田ゆい漫

畫 ;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24-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拳願阿修羅/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砂輪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3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485-33-7 (第 21

冊:平裝)  

破壞神瑪谷/上木敬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586-2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587-9 

(第 2 冊:平裝) NT$100  

脫不下來的聖劍妹妹/熊ノ球作; 何

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37-5 (第 2 冊:平裝)  

異世界泡泡澡堂輝夜 /猪熊しのぶ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

5485-36-8 (第 2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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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世界悠閒農家. 6/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06-7 (EPUB)  

殺死你的旅程 /淺井西作 ; 陳律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

5485-35-1 (平裝)  

*娼年貞德/池咲ミサ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4-90-9 ( 平 裝 ) 

NT$350  

毬谷同學與死神先生/佐野由岐彦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1-5 (EPUB)  

毬谷同學與死神先生 /佐野由岐彦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50-6 (PDF)  

*船長成為了你的妻子!/水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4-93-0 (平

裝) NT$230  

清純女友,墮落。. II/ぐれーともす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11-1 

(平裝) NT$380  

終將成為妳畫集: Astrolabe/仲谷鳰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29-6 (EPUB)  

異愛的盡頭是你和我/三ツ矢凡人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4-6 (EPUB)  

異愛的盡頭是你和我 /三ツ矢凡人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39-1 (PDF)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

的本子/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83-15-9 (第 4 冊:平裝) NT$210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

本子/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2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83-16-6 (平裝) NT$250  

偶 像 大 師 百 萬 人 演 唱 會 !Road to 

stage/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原作; mizuki 漫畫; 蘇奕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5-34-

4 (平裝)  

堀與宮村(特別版)/HERO 原作; 荻原

ダイスケ漫畫; 呂郁青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85-51-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52-8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85-53-5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54-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

55-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85-56-6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85-57-3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58-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59-7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85-60-3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61-0 

(第 1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

5485-62-7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63-4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85-64-1 (第 14 冊:平

裝)  

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藤沢亨

作 ;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4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580-0 (第 15 冊 :平裝 ) 

NT$100  

深潭迴廊/永井三郎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63-0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6664-7 

(第 2 冊:平裝) NT$140  

超七龍珠英雄 宇宙時空任務!(附錄

版). 2/永山由貴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610-4 ( 平 裝 ) 

NT$105  

給不良少年的甜美獎賞/宮沢ゆら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47-0 (平裝) NT$140  

童年玩伴的高潮調教: 喜歡你才抱你

/いけがみ小 5 作; 張芳馨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12-8 ( 平 裝 ) 

NT$130  

給我全部的你 /黒井モリー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71-5 

(平裝) NT$140  

給我作弊之力: 拿到爛作弊技能的召

喚勇者只想在異世界悠閒過活/温泉

卵原作; 山田モジ美漫畫 ; 蔡曉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

5485-40-5 (第 1 冊:平裝)  

街角的魔族女孩/伊藤いづも作; 賴

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1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95-1 (第 6 冊:平裝) NT$130  

森林王者 MORIKING/長谷川智広作; 

游非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15-9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6616-6 (第 2 冊 :平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617-3 (第 3 冊:平裝) 

NT$100  

黑或白/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352-4 (第 5 冊:平裝)  

博兒的東瀛紀行. 5/佐々大河著; 劉

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79-1 (EPUB)  

博兒的東瀛紀行. 6/佐々大河著; 劉

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80-7 (EPUB)  

博兒的東瀛紀行. 7/佐々大河著; 劉

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81-4 (EPUB)  

絕命制裁 X. 21/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

學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25-8 (EPUB)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 賴思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20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591-2 (第 20 冊:平裝)  

喪屍.逃命.性愛/淀川ゆお作; 布丁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94-4 

(第 3 冊:平裝) NT$140  

童貞黑道的外送情人/藤峰式作; 王

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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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61-6 (平裝) NT$140  

無能力者娜娜 /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32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305-0 (第 6

冊:平裝)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

5485-39-9 (第 19 冊:平裝)  

渴望被淫亂填滿的他陷入了戀情/一

等米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71-4 (EPUB)  

渴望被淫亂填滿的他陷入了戀情/一

等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78-51-3 (PDF)  

猴硐戰士/楊心怡著作 .-- 新北市 : 凌

群漫畫, 11002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179-0-0 ( 平 裝 ) 

NT$300  

替換人生/オオイシヒロト作; 小天

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38-2 (第 4 冊:平裝)  

掌握幸福的第二人生. 2/メイジ漫畫; 

ショーン原作; YUI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82-1 (EPUB)  

嵐電和嵯峨/會川風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71-

9 (平裝)  

黑暗宴會: 英國.占卜術.幻獸/李國權

作;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03-8 (EPUB3)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1-

2 (第 1 冊:平裝)  

惠與亞實/S 井ミツル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90-6 (第 3

冊:平裝) NT$140  

朝劇!(首刷附錄版). 3/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09-8 (平裝) NT$160  

最親密的男性友人/紺色ルナ作; H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10-

9683-4 (平裝)  

*惡魔的他/naop 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00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4-96-1 (平裝) NT$230  

黑鐵魔法師/迷井豆腐原作;もくふう

漫畫;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349-4 (第 1 冊:平裝)  

掰彎直男警官任務是讓前列腺高潮/

サジタ Rio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8-176-9 

(EPUB)  

掰彎直男警官任務是讓前列腺高潮/

サジタ Rio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3-8 (PDF)  

善變的獵豹 /ウノハナ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96-8 

(第 4 冊:平裝) NT$140  

遊☆戲☆王(愛藏版)(1-11)/高橋和希

作 ;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62-

3 (全套:平裝) NT$2690  

*過了 7 天後/たかみや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02-9 ( 平 裝 ) 

NT$350  

落入我的手心裡/世作; 風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7-4 

(平裝)  

新白袍之戀: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

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04-766-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767-2 (第 7 冊:平裝)  

源君物語/稻葉みのり作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454-0 (第 5

冊:平裝)  

愛的性感秀 Love Sex Show/雨宮かよ

う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98-5 (平裝) NT$130  

愛的洩漏 /鹿乃しうこ作 ; 流川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3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649-1 (平裝)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1/一智

和智著;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86-9 (EPUB)  

萬事屋齋藤先生轉生異世界. 2/一智

和智著著;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90-6 (EPUB)  

會長島耕作/弘兼憲史作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2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434-2 (第 3

冊:平裝)  

葬送的芙莉蓮/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

26-6602-9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603-6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604-3 

(第 3 冊:平裝) NT$100  

新婚生活行不行/水瀨マユ作; 陳秀

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004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3-6 (第 3 冊:平裝)  

傾國的裁縫師蘿絲.柏汀/磯見仁月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2-9 (第 1 冊:平裝)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上野原案; 博士

漫畫; 劉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24-294-7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295-4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296-1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4-297-8 (第 9

冊:平裝)  

罪惡與快感 /染谷ユウ作 ; 陳秀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

5485-45-0 (第 3 冊:平裝)  

零落/淺野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3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1-

647-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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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與阿菊貓/湊文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4-354-8 

(平裝)  

詩歌川百景 /吉田秋生作 ;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45-6 

(第 1 冊:平裝) NT$130  

新網球王子/許斐剛作; 依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4-3 

(第 27 冊:平裝)  

煙與蜜/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

304-3 (第 1 冊:平裝)  

愛調教成性俘虜 /もんでんあきこ

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57-6 (EPUB)  

愛調教成性俘虜 /もんでんあきこ

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59-0 (EPUB)  

愛調教成性俘虜 /もんでんあきこ

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60-6 (EPUB)  

愛調教成性俘虜. 1/もんでんあきこ

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63-7 (PDF)  

愛調教成性俘虜. 2/もんでんあきこ

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64-4 (PDF)  

愛調教成性俘虜. 3/もんでんあきこ

著 .-- 臺北市 : 紳士,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3-62-0 (PDF)  

落頭風= The wind fox/AKRU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AKRU, 11003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0-9 

(平裝)  

當貓咪遇上貓咪 /藤峰式作 ;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52-7 

(平裝) NT$140  

跟蹤狂與輕浮男 /琢磨作 ;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22-7 

(平裝) NT$130  

瘋人院之旅: 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精神

病院= A trip to asylum/PAM PAM LIU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0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573-7-6 (平裝)  

夢之雫、黃金鳥籠/篠原千絵作; 翁

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87-6 (第 15 冊:平裝) NT$100  

與你共築幸福的餐桌/筋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79-0 (EPUB)  

與你共築幸福的餐桌/筋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78-57-5 (PDF)  

滬尾畫帖 : 淡水古蹟擬人誌 /蚩尤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543-6 (EPUB)  

境界之輪迴/高橋留美子作 .-- 3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3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10-9451-9 (第 10

冊:平裝)  

說故事遊戲/曾耀慶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19-544-3 (EPUB)  

幕後搭檔!(首刷限定版)/波真田かも

め作; 黃依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44-2 (平裝) NT$200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573-2 

(第 23 冊:平裝) NT$100  

與鬼怪共度的日常 /灼作 ; 林玟伶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68-5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6669-2 

(下冊:平裝) NT$140  

漫畫家與大流氓/コダ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59-9 (PDF)  

*瑪琳船長想要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

侵犯/水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94-92-3 (平裝) NT$230  

漫話中國史. 2, 大亂鬥之秦漢魏晉南

北朝/王禾瑪編劇; 三日旦漫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0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10-5 (平裝) NT$280  

夢裡可以作到哪一步?/百瀬あん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26-5 (平裝) NT$130  

熊熊勇闖異世界. 13/くまなの作; 王

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67-8 (EPUB3)  

鳴鳳莊的性奴隸 Diva/イトハナ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4 .-- 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3-13-5 (平

裝) NT$210  

 

監獄漫畫家/謬齡大叔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90-9 (第 1 冊:平裝) 

NT$130  

監獄漫畫家(首刷附錄版). 1/謬齡大

叔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93-

0 (精裝) NT$130  

夢夢戰隊= Dream fight/漫漫喬作 .-- 

初版 .-- 臺南市 : 熊哥漫漫喬工作室, 

11005 .-- 冊 .-- ISBN 978-986-06235-0-

5 (第 1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

986-06235-1-2 (第 2 冊:平裝) NT$150  

慵懶的戀愛了/星森雪最作;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4-750-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751-1 

(第 3 冊:平裝)  

臺灣名人傳記漫畫: 湯德章(臺文版)/

蠢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30-7 (EPUB)  

臺灣名人傳記漫畫: 湯德章(臺文版)/

蠢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33-8 (PDF)  

廢天使加百列. 9/うかみ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08-1 

(EPUB)  

輝夜姬想讓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

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77-0 (第 21 冊:平

裝) NT$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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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夜姬讓人想八卦 /赤坂アカ原作; 

G3 井田漫畫;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78-7 (第 4 冊:平裝) 

NT$130  

輝夜傳/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747-4 

(第 4 冊:平裝)  

熟悉的兩人: 因為不起眼的初戀女友

喜歡 H 而在旅館瘋狂做愛做的事/ビ

フィダ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004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83-12-8 (平裝) NT$250  

慾望除靈: 我的男友(私下副業)是驅

魔師!/竜乃みこと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56-8 (PDF)  

慾望除靈～我的男友（私下副業）

是驅魔師！/竜乃みこと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77-6 (EPUB)  

魅惑的重磅拳擊手= Glamour hard 

puncher/矢上真野作; 夜原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3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746-7 

(平裝)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白石由希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4-748-

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4-

749-8 (第 2 冊:平裝)  

蔚藍色粉筆/高昌ゆり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66-0 (EPUB)  

蔚藍色粉筆/高昌ゆり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40-7 (PDF)  

*魅魔同居生活. 總集篇. II/笹森トモ

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2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94-94-7 (平裝) NT$580  

請讓我撒嬌,仙狐大人!. 7/リムコロ

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33-3 (EPUB)  

貓田、來我這裡/赤佐たな作; 揪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69-6 (平裝)  

憲法: 全彩心智圖表 4.0/王為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003 .-- 10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597-03-0 ( 平 裝 ) 

NT$460  

學長、養我吧!/原田唯衣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04-

758-0 (平裝)  

學姐對我做的事 /笹森トモ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003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4-91-6 (平

裝) NT$260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DUST/矢立肇, 富

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

端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4-301-

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4-

302-9 (第 8 冊:平裝)  

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矢立

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6684-5 (第 17 冊:平裝) NT$150  

凝視的眼眸/日野ガラス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48-7 

(平裝) NT$140  

噩夢少年= Waker/銀甫[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18-7 (第 6 冊:平裝)  

貓劍客. 江戶篇, 十二命花魁/葉羽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690-4 (EPUB)  

貓劍客. 江戶篇, 十二命花魁/葉羽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693-5 (PDF)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 6/jin 作;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20-3 (EPUB)  

貓貓蟲咖波/亞拉作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82-29-

6 (全套:平裝) NT$860  

雖然讓你看到內褲但我氣數已盡!?/

本田あき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3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650-7 (平

裝)  

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日ノ原巡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720-0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

6721-7 (第 2 冊:平裝) NT$140  

隸屬愛與性感部門: 就活女子的內定

工作竟然是擔任情色內衣專屬模特

兒/南タツイチ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1-4 

(PDF)  

隸屬愛與性感部門～就活女子的內

定工作竟然是擔任情色內衣專屬模

特兒 ～/南タツイチ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78-3 (EPUB)  

轉生成色情騙子的邪神大人/ゆうゆ

ー; 楢山幕府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2-1 

(PDF)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馬場翁原作; か

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300-5 

(第 9 冊:平裝)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97-5 (第 15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698-

2 (第 16 冊:平裝) NT$100  

鬆開綁住你的繩索 retie/緋汰しっぷ

作 ; 吳美嬅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601-2 (平裝) NT$140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 李嘉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691-3 

(第 35 冊:平裝) NT$100  

壞人大小姐放逐之後!教會餐飲改革

的悠閒修女生活 /柚原テイル原作; 

吉村旋漫畫;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004 .-- 19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485-46-7 (第 2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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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人編輯和女騎士漫畫家/インド僧

作; 佐藤貴文漫畫; 蘇聖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8-1 

(第 1 冊:平裝)  

蟻之帝國(首刷附錄版). 1/文善やよ

ひ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546-6 (平裝) NT$150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愛七ひ

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漫畫 ; 王志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24-298-5 (第 10 冊:平裝)  

藥師少女的獨語/日向夏原作; ねこ

クラゲ漫畫;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

6737-8 (第 6 冊 :平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6738-5 (第 7 冊:平裝) 

NT$130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漫畫

版)/林鉅晴繪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

文化, 110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537-8-8 (平裝)  

羅賽塔: 時光的宣敘調/Eli L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546-7 

(EPUB)  

繼父奪走我的第一次/天満春華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0-8 (EPUB)  

繼父奪走我的第一次/天満春華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60-5 (PDF)  

警官碰上牛郎天雷地火溺愛無限/一

城れもん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38-159-2 (EPUB)  

警官碰上牛郎天雷地火溺愛無限/一

城れも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58-2 (PDF)  

魔女之旅/白石定規原作; 七緒一綺

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37-766-3 (第 1 冊:平裝)  

魔女的怪畫集/晴智作;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0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485-49-

8 (第 8 冊:平裝)  

魔法使的印刷廠.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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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73-9 (EPUB)  

魔物們不會自己打掃 /高野裕也作;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2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85-50-4 (第 4 冊:平裝)  

魔法龍術士: 子龍物語/石動鮎魔作; 

橘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4 .-- 17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04-764-1 (第 11 冊:平裝)  

魔界的王子抽插不要停: 魅惑人心的

甜蜜惡魔/柚木ゆー作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78-49-0 (PDF)  

魔界的王子抽插不要停～魅惑人心

的甜蜜惡魔～/柚木ゆー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8-158-5 (EPUB)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序章/川口士

原作; kakao 漫畫; 方郁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19-4 ( 平 裝 ) 

NT$130  

戀上換裝娃娃/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6736-1 

(第 6 冊:平裝) NT$140  

戀情古典傑作/オオヒラヨウ作; 黃

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003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11-651-4 (平裝)  

戀情就從蜜月後再開始/宮島もか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8-169-1 (EPUB)  

戀情就從蜜月後再開始 /宮島もか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8-48-3 (PDF)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円城寺真

紀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6725-5 ( 第 5 冊 : 平 裝 ) 

NT$100  

戀獄都市/俵京平作; 風間鈴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4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6723-1 (第 3

冊:平裝) NT$130  

讓我討厭你/ひじき作; 徐柔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

957-26-6666-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6667-8 

(第 2 冊:平裝) NT$140  

靈魂侵蝕. Vol.2= Sanctify. Vol.2/生鐵

落漫畫; Fox 編劇 .-- 二版 .-- 臺南市 : 

楓林館工作室, 110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31-3-1 (平

裝)  

鑽石王牌 act2/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676-0 (第 22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677-

7 (第 2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6678-4 (第 24 冊 :平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6679-1 

(第 25 冊:平裝) NT$100  

Bunny bunny bang!/蚩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539-9 (EPUB)  

制服至上. 2,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541-2 (EPUB)  

制服至上: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蚩

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540-5 (EPUB)  

小說及雜文 

Fate: strange Fake. 6/成田良悟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78-4 (EPUB)  

PAINT: 面 試 完 美 父 母 / 李 喜 榮

(이희영)著;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13-8645-4 (PDF) 

NT$390  

PAINT: 面 試 完 美 父 母 / 李 喜 榮

(이희영)著;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13-8646-1 (EPUB)  



126 

 

Ring of the Day: HBO Asia 影集<<戒

指流浪記>>原作/賴以威作; 蘇郁翔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303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19-4 (線上有聲書(MP3))  

THE KING OF FANTASY 八神庵的

異世界無雙 看到月亮就給我想起來!. 

1/天河信彥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10-4 (EPUB)  

一不小心就和魔法師契約結婚了/三

萩千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684-6 (PDF)  

乃木坂明日夏的祕密. 3/五十嵐雄策

作; 蘇聖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16-6 (EPUB)  

丁香鱼和橄榄树/控而已作 .-- 苗栗

縣 : 凌雲工作室, 11003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74-4-3 (平

裝) NT$380  

十信風暴: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

王駿作; 裴偉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

學, 11001 .-- 約 84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8-5 (線上有聲書

(MP3))  

九陽武神/我吃麵包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06-4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07-1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08-8 ( 第 9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09-5 

(第 10 冊:平裝) NT$180  

人間紀錄: 超殘虐愛神. 1/林明亞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0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545-0 

(EPUB)  

人間椅子(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江

戶川亂步作; 王華懋譯; 陳余寬, 郭雅

瑂 朗 讀  .-- 臺 北 市  : 獨 步 文 化 , 

11001 .-- 約 46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0-09-4 (線上有聲書(MP3))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3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8-080-2 

(第 36 冊:平裝)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忘語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13-7 (第 3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14-4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15-1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116-8 (第 40 冊: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3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28-074-1 (第 57 冊:

平裝)  

三寸人間/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28-130-4 (第 58 冊:

平裝)  

丈夫的骨頭 /矢樹純著作 ; 王華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12-4 (EPUB)  

大地之子. 下/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4-916-4 (PDF)  

大地之子. 上/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4-918-8 (PDF)  

大地之子. 中/山崎豐子著; 章蓓蕾, 

王華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4-917-1 (PDF)  

大周仙吏/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10-1 (第 1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11-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12-5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13-2 

(第 14 冊:平裝) NT$180  

大奉打更人/賣報小郎君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8-153-3 

(第 22 冊:平裝)  

小狐狸們開飯囉!稻荷神吃飽飽/松幸

果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685-3 (PDF)  

上流兒童/吳曉樂作; 黃湘婷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472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7-8 

(線上有聲書(MP3))  

大俠等一等/神邦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15-770-8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71-5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772-2 (第 9 冊:平裝) NT$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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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77-8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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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78-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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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79-2 

(PDF)  

太乙/霧外江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15-833-0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34-7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35-4 (第 6 冊:平裝) NT$180  

月光島之失而復得/藍揚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712-5 (第 1 冊:平裝)  

少年陰陽師/結城光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86-0 (PDF)  

少年藥帝/蕭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28-129-8 (第 79 冊: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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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11-7 (EPUB)  

六朝清羽記 1/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9-8 (EPUB)  

六朝清羽記 10/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98-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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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清羽記 11/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79-9 (EPUB)  

六朝清羽記 12/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07-9 (EPUB)  

六朝清羽記 13/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91-1 (EPUB)  

六朝清羽記 14/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2-9 (EPUB)  

六朝清羽記 15/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62-1 (EPUB)  

六朝清羽記 16/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1-2 (EPUB)  

六朝清羽記 17/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63-8 (EPUB)  

六朝清羽記 18/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6-7 (EPUB)  

六朝清羽記 19/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77-5 (EPUB)  

六朝清羽記 2/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74-4 (EPUB)  

六朝清羽記 20/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94-2 (EPUB)  

六朝清羽記 21/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58-4 (EPUB)  

六朝清羽記 22/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67-6 (EPUB)  

六朝清羽記 23/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65-2 (EPUB)  

六朝清羽記 24/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73-7 (EPUB)  

六朝清羽記 25/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59-1 (EPUB)  

六朝清羽記 26/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08-6 (EPUB)  

六朝清羽記 27/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66-9 (EPUB)  

六朝清羽記 28/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19-2 (EPUB)  

六朝清羽記 29/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75-1 (EPUB)  

六朝清羽記 3/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01-7 (EPUB)  

六朝清羽記 30/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60-7 (EPUB)  

六朝清羽記 31/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11-6 (EPUB)  

六朝清羽記 4/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5-0 (EPUB)  

六朝清羽記 5/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17-8 (EPUB)  

六朝清羽記 6/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7-4 (EPUB)  

六朝清羽記 7/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92-8 (EPUB)  

六朝清羽記 8/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4-3 (EPUB)  

六朝清羽記 9/紫狂、弄玉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14-7 (EPUB)  

六朝雲龍吟. 1/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1-5 (EPUB)  

六朝雲龍吟. 10/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4-6 (EPUB)  

六朝雲龍吟. 11/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2-0 (EPUB)  

六朝雲龍吟. 12/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8-4 (EPUB)  

六朝雲龍吟. 13/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6-7 (EPUB)  

六朝雲龍吟. 14/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0-6 (EPUB)  

六朝雲龍吟. 15/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3-7 (EPUB)  

六朝雲龍吟. 16/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6-8 (EPUB)  

六朝雲龍吟. 17/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7-5 (EPUB)  

六朝雲龍吟. 18/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9-0 (EPUB)  

六朝雲龍吟. 19/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1-4 (EPUB)  

六朝雲龍吟. 2/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0-8 (EPUB)  

六朝雲龍吟. 20/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2-2 (EPUB)  

六朝雲龍吟. 21/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5-1 (EPUB)  

六朝雲龍吟. 22/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4-4 (EPUB)  

六朝雲龍吟. 23/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2-1 (EPUB)  

六朝雲龍吟. 24/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5-0 (EPUB)  

六朝雲龍吟. 25/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8-1 (EPUB)  

六朝雲龍吟. 26/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5-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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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雲龍吟. 27/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4-5 (EPUB)  

六朝雲龍吟. 28/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6-9 (EPUB)  

六朝雲龍吟. 29/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7-6 (EPUB)  

六朝雲龍吟. 3/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8-3 (EPUB)  

六朝雲龍吟. 30/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1-3 (EPUB)  

六朝雲龍吟. 31/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5-2 (EPUB)  

六朝雲龍吟. 32/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7-7 (EPUB)  

六朝雲龍吟. 33/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0-7 (EPUB)  

六朝雲龍吟. 34/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9-9 (EPUB)  

六朝雲龍吟. 35/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2-9 (EPUB)  

六朝雲龍吟. 36/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3-6 (EPUB)  

六朝雲龍吟. 37/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4-3 (EPUB)  

六朝雲龍吟. 38/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9-1 (EPUB)  

六朝雲龍吟. 39/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7-4 (EPUB)  

六朝雲龍吟. 4/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6-0 (EPUB)  

六朝雲龍吟. 5/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48-2 (EPUB)  

六朝雲龍吟. 6/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23-9 (EPUB)  

六朝雲龍吟. 7/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1-2 (EPUB)  

六朝雲龍吟. 8/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0-5 (EPUB)  

六朝雲龍吟. 9/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33-8 (EPUB)  

台北故事/台北人作; 黃俊傑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525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43-9 

(線上有聲書(MP3))  

半仙闖江湖/客居仙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8-103-8 

(第 105 冊:平裝)  

加油!Flora 小姐/倪采青作; 楊日瀚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767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39-2 (線上有聲書(MP3))  

未來媽媽 原創小說/劉中薇原創故

事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75-3 (EPUB)  

玄門醫聖/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15-791-3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92-0 

(第 4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793-7 ( 第 48 冊 : 平 裝 ) 

NT$190  

司諾曼短篇小說集 : LV37/司諾曼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林國雄 , 

11003 .-- 35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40-6 (平裝) NT$370  

冰川老師想交個宅宅男友 第二堂課/

篠宮作; 西沢 5 ミリ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09-8 (EPUB)  

死亡藍調 /勞倫斯 .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劉麗真譯; 冬陽朗讀 .-- 臺

北市 : 臉譜, 11002 .-- 約 353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35-910-5 (線上

有聲書(MP3))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28-104-5 (第 114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28-149-6 (第 115 冊:平

裝)  

死生/童庭貓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1005 .-- 冊 .-- ISBN 

978-986-99231-5-6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99231-6-3 ( 中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99231-7-0 (下冊:

平裝) .-- ISBN 978-986-99231-8-7 (全

套:平裝)  

乩身：活人牢[简体版]/星子 .-- 臺北

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95-8-1 

(EPUB)  

冰凍地球二部曲: 太陽戰爭/傑瑞.李

鐸(A. G. Riddle)著; 陳岳辰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766-5-7 (PDF)  

冰凍地球二部曲: 太陽戰爭/傑瑞.李

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766-6-4 (EPUB)  

艾梅洛閣下. II, 世事件簿. 8/三田誠

原作; K.K.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32-6 (EPUB)  

回答我吧！關於學長的 100 個問題 

2/兎谷あおい作; 馮鈺婷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21-0 (EPUB)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

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 7/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18-0 (EPUB)  

乩童警探: 偏心的死刑犯/張國立作; 

徐壽柏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001 .-- 約 53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5-4 (線上有聲書(MP3))  

百萬倍攻速/碎月流江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15-773-9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74-

6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75-3 (第 18 冊 :平裝 ) 

NT$180  

有爾足矣. 上卷/斐然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淬書客工作室,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91-1 (EPUB3) 

NT$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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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爾足矣. 下卷/斐然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淬書客工作室,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617-8 (EPUB)  

朱顏血‧紅棉/RKING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57-7 (EPUB)  

那一天,我遇見可以實現願望的神明

大人/沖田円著; 涂紋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76-1 (PDF)  

牡丹/陳乃雄作; 何維安朗讀 .-- 臺北

市 : 鏡文學, 11004 .-- 約 30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7-50-7 (線上

有聲書(MP3))  

妙手俠醫/真熊初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28-076-5 (第 5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077-2 (第 5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078-9 (第 5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079-6 

(第 55 冊:平裝)  

听你说爱我/笭菁, Sophia, 尾巴, 晨羽

著  .-- 臺 北 市  : 嗨 森 數 位 文 創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8605-48-0 (EPUB)  

告別你的全世界/伊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75-4 (PDF)  

我的女友是老師(首刷限定版). 5/鏡

遊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548-0 (平裝)  

我的幸福婚約. 1/顎木あくみ作; 許

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11-1 (EPUB)  

妖怪紀元/平凡心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15-781-4 (第 10 冊 :平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82-1 

(第 11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783-8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90  

我的家教男友/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645-5 (EPUB) 

NT$176  

我的家教男友/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648-6 (PDF)  

我的鄰居有陰陽眼. 2, 農曆七月的那

些小事/季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陌上商行, 11002 .-- 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07-0-2 ( 平 裝 ) 

NT$180  

里亞德錄大地 . 3/Ceez 著 ; 林于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89-0 (EPUB)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三嶋与夢

作; 偽善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 冊 .-- ISBN 978-957-26-6707-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731-6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邪染蒼天/忌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15-797-5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798-2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799-9 (第 6 冊:平裝) NT$180  

我們不能是朋友/阿亞梅作; 何維安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368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40-8 (線上有聲書(MP3))  

我們沒有秘密/吳曉樂作; 吳奕倫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4 .-- 約

750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53-8 (線上有聲書(MP3))  

我們的幸福時光/孔枝泳著; 邱敏瑤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4-919-5 

(PDF)  

沈船/Lrya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

儒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06027-4-6 ( 上 冊 : 平 裝 ) NT$480 .-- 

ISBN 978-986-06027-5-3 (下冊:平裝) 

NT$480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28-121-2 ( 第 26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28-122-9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23-6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24-3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125-0 (第 30 冊:平裝)  

你喜歡被可愛女生攻陷嗎?/天乃聖

樹作; 黃雅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702-6 (第 3 冊:平裝)  

作詩百法/劉鐵冷編纂 .-- 三版 .-- 新

北市 : 廣文, 11002 .-- 2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33-84-7 (平裝) 

NT$350  

初三的六一兒童節. 番外集(首刷附

錄版). 上/蛇蠍點點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611-1 (平裝)  

姐夫的榮耀 13【封面下載版】 /小

手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97-3 

(EPUB)  

姐夫的榮耀 14【封面下載版】 /小

手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96-6 

(EPUB)  

姐夫的榮耀 15【封面下載版】 /小

手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16-1 

(EPUB)  

姐夫的榮耀 16【封面下載版】 /小

手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03-1 

(EPUB)  

姐夫的榮耀 17【封面下載版】 /小

手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88-1 

(EPUB)  

姐夫的榮耀 18【封面下載版】 /小

手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99-7 

(EPUB)  

狐仙谷（上）/百衲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34-693-6 (EPUB3)  

阿里布達年代記. 21/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749-5 (EPUB) 

NT$259  

阿里布達年代記 20/弄玉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76-8 (EPUB)  

店長,來一份戀愛!/語末妍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0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4-743-6 

(平裝) NT$230  

孤島之鬼(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江

戶川亂步作 ; 王華懋譯; 陳余寬朗

讀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1 .--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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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10-0 (線上有聲書(MP3))  

咒術迴戰: 破曉前的荊棘之路/芥見

下々原作; 北國ばらっど作; 曾柏穎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551-0 

(平裝)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4, 公主

啊,在假迷宮中凋落吧/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6709-5 (平裝) .-- ISBN 978-957-26-

6730-9 (平裝首刷限定版)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8/夕

蜜柑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35-7 (EPUB)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9/夕

蜜柑作; 吳松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13-5 (EPUB)  

奇夢商店街. 參, 期間限定/闇夜星河

著 .-- 臺北市 : 向上,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7360-92-2 (EPUB)  

奇夢商店街. 肆, 聯合出擊/闇夜星河

著 .-- 臺北市 : 向上,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7360-91-5 (EPUB)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

頻文化,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8-132-8 (第 26 冊:平

裝)  

姑獲鳥之夏 /京極夏彥著 ; 林哲逸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0-02-5 (EPUB) NT$499  

重生之快意人生 /柳岸花又明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26-7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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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15-784-5 (第 3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85-

2 (第 3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86-9 (第 35 冊 :平裝 ) 

NT$180  

陌生的房客/麗莎.傑威爾(Lisa Jewel)

著; 吳宜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國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37-4 (EPUB)  

約定的夢幻島: 充滿回憶的照片/白

井カイウ原作; 七緒作; 林憲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6713-2 (平裝)  

洪流= Flood current/娜可露露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墨扉, 11003 .-- 3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53-5-2 

(平裝) NT$350  

英雄王,為了窮盡武道而轉生: 而後

成為世界最強見習騎士♀/ハヤケン

作 ; 吳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549-7 (第 1 冊:平裝)  

師大公園地下社會/林峰毅作; 張心

哲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63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45-3 (線上有聲書(MP3))  

海上明月光/于德湖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市油騎兵鐵馬社, 11002 .-

- 1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06180-0-6 (平裝) NT$450  

消失的字母 J/霍華.傑可布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4-910-2 (EPUB)  

鬼地方/陳思宏作; 蔡柏璋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75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44-6 (線

上有聲書(MP3))  

家有郡主福滿滿/丹螢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45-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46-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47-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148-9 (第 4 冊:平裝)  

財迷小農女/萌甜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28-096-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097-0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098-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099-4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100-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101-4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8-102-1 (第 7 冊:平裝)  

神級偶像系統/天琴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003 .-- 38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744-3 (平裝) 

NT$250  

神國之上/見異思劍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36-1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37-8 

(第 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38-5 (第 9 冊:平裝) NT$180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3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528-081-9 (第 31 冊:

平裝)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28-117-5 ( 第 32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28-118-2 (第 3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19-9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20-5 

(第 35 冊:平裝)  

神魔書/血紅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15-828-6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829-3 

(第 8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830-9 (第 9 冊:平裝) NT$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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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22-0 (EPUB)  

唯一的玫瑰 /妙莉葉 .芭貝里 (Muriel 

Barbery); 周桂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24-4 (PDF)  

第一師兄/言歸正傳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08-3 (第 4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09-0 (第 4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10-6 (第 4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11-3 

(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112-0 (第 45 冊:平裝)  

庶女攻略. 第二部/吱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57-787-318-7 (全套:平裝) 

NT$2400  

雪中悍刀行. 第二部. 下/烽火戲諸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06-026-

8 (全套: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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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15-794-4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795-1 

(第 20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796-8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90  

國中理化課. 3/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750-1 (EPUB)  

國中理化課 2/小平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93-905-5 (EPUB)  

國民老公帶回家/葉非夜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15-776-0 (第 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86-515-777-7 

(第 4 冊:平裝) NT$250  

麥卡的難題/安.泰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寶瓶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06-226-3 (PDF)  

異世界悠閒農家. 6/內藤騎之介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07-4 (EPUB)  

都市偷香賊. 11/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747-1 (EPUB) NT$120  

都市偷香賊. 12/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748-8 (EPUB) NT$125  

被虐的諾艾兒 Movement. 3, Family of 

''VERDE''/カナヲ原作; 諸口正巳作;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26-5 (EPUB)  

排球少年!!小說版!!. XIII, 採訪妖怪

世代!/古舘春一原作; 星希代子作 ;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6550-3 (平裝)  

終將成為妳: 關於佐伯沙彌香. 3/入

間人間作; 何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27-2 (EPUB)  

陰陽師套書. 1-18/夢枕獏著; 茂呂美

耶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59-881-

7 (全套:平裝) NT$6050  

逍遙小散仙 17/迷男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880-5 (EPUB)  

逍遙小散仙 18/迷男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293-752-5 (EPUB)  

陰獸(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江戶川

亂步作; 林哲逸譯; 高銘孝朗讀 .-- 臺

北市 : 獨步文化, 11001 .-- 約 54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0-08-7 

(線上有聲書(MP3))  

連續按下一億年按鈕的我,回神時已

變成最強: 落第劍士的學院無雙/月

島秀一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708-8 (第 2 冊:平裝)  

集兇之宅/龍雲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

股份有限公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95-9-8 (EPUB)  

開局成了二世祖 /小明太難了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15-778-4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

515-779-1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780-7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散花天女. 1/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59-8 (EPUB)  

散花天女. 10/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0-4 (EPUB)  

散花天女. 11/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1-1 (EPUB)  

散花天女. 2/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2-8 (EPUB)  

散花天女. 3/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3-5 (EPUB)  

散花天女. 4/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4-2 (EPUB)  

散花天女. 5/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5-9 (EPUB)  

散花天女. 6/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6-6 (EPUB)  

散花天女. 7/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7-3 (EPUB)  

散花天女. 8/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8-0 (EPUB)  

散花天女. 9/紫屋魔戀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93-969-7 (EPUB)  

無星之海 /艾琳 .莫根斯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687-7 (PDF)  

畫鳥的人/莉迪亞.豪爾赫(Lídia Jorge)

著; 顏湘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9-66-8 (EPUB)  

開掛詩仙蘿莉與我的轉生修羅場/逸

清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711-

8 (第 3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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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タンバ著; 鄭人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83-8 

(EPUB)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00-2 (第 38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801-

9 (第 3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15-802-6 (第 40 冊 :平裝 ) 

NT$180  

斑駁的青春/能雪悅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003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4-745-0 (平裝) 

NT$240  

硯墨冰魂/公孫一堂作 .-- 臺北市 : 致

出版,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73-07-2 (EPUB) NT$230  

無影者/張維中作; 曾紫庭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46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6-1 (線

上有聲書(MP3))  

間諜教室. 1, 「花園」百合/竹町作;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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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28-9 (EPUB)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10/駱

駝作;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88-3 (EPUB)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9/駱

駝作; 邱鍾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87-6 (EPUB)  

聖 女 魔 力 無 所 不 能 . 5/ 橘由 華 著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85-2 (EPUB)  

落日/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74-7 (PDF)  

督主夫人嫁到/桃月十九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39-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40-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41-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142-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143-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28-144-1 (第 6 冊:平裝)  

道君/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28-105-2 ( 第 58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28-106-9 (第 59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07-6 (第 60

冊:平裝)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31-1 (第 4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51-9 (第 42

冊:平裝)  

想甜你/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46-2 (EPUB)  

想甜你/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647-9 (PDF)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03-3 (第 13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804-0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805-7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80  

毀滅魔導王與魔像蠻妃. 2/北下路来

名著;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84-5 (EPUB)  

試圖跟她解釋什麼是花旦的我陷入

世界級難題/D51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675-3 (第 3 冊:平裝)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作; 何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706-4 

(第 4 冊:平裝)  

解謎才不像漫畫那麼簡單/藤崎都著; 

黃薇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6-022-0 (EPUB)  

蒼青之劍/幽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3 .-- 冊 .-- ISBN 978-

986-515-787-6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515-788-3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515-789-0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80  

豪門祭品新娘/喬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35-649-3 (EPUB)  

豪門祭品新娘/喬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35-650-9 (PDF)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廖瞇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455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1-6 

(線上有聲書(MP3))  

綺羅花嫁/白蘇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28-135-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36-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37-3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38-0 (第 4

冊:平裝)  

精靈幻想記. 18, 大地的猛獸(首刷限

定版)/北山結莉作; 蕪村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003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555-8 (平裝)  

廢土走私商/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27-4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34-2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155-7 (第 13

冊:平裝)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28-150-2 

(第 35 冊:平裝)  

賢者之孫. 11, 一騎當千的新英雄/吉

岡剛作;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24-1 (EPUB)  

黎明之劍/遠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

986-515-831-6 ( 第 5 冊 : 平 裝 ) 

NT$240 .-- ISBN 978-986-515-832-3 

(第 6 冊:平裝) NT$240  

賢勇者艾達飛基.齊萊夫的啟博教覽. 

1: 愛徒沙優娜的心癢癢冒險樂園/有

象利路作;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34-0 (EPUB)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裕夢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957-26-6705-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732-3 

(第 3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廚病激發 BOY. 1/藤並みなと著; 江

宓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6-029-9 (EPUB)  

劍道除魔/參拾伍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28-1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56-4 (第 10 冊:平

裝)  

貓小說集: 日本文豪筆下的浮世貓態

/內田百閒, 夏目漱石, 谷崎潤一郎, 

宮澤賢治, 梶井基次郎, 萩原朔太郎, 

太宰治, 小泉八雲, 芥川龍之介等著; 

王華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73-2 (EPUB)  

貓小說集: 日本文豪筆下的浮世貓態

/內田百閒, 夏目漱石, 谷崎潤一郎, 

宮澤賢治, 梶井基次郎, 萩原朔太郎, 

太宰治, 小泉八雲, 芥川龍之介等著; 

王華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74-9 (PDF)  

辦公室瘋雲: 電商驚爆公關危機/天

地無限作; 郭時棣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836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97-33-0 (線上有聲

書(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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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狂潮/半步滄桑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28-133-5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154-0 (第 16 冊:平

裝)  

貓戰士暢銷紀念版: 二部曲套書/艾

琳 .杭特(Erin Hunter)著 ; 迪特 .霍爾

(Dieter Hörl), 約 翰 . 韋 伯 (Johannes 

Wiebel)繪; 高子梅, 謝雅文, 韓宜辰

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5 .-- 

冊 .-- ISBN 978-986-5582-33-3 (全套:

平裝) NT$1500  

嶺東科技大學文藝創作得獎作品集. 

2020/吳宇娟主編 .-- 臺中市 : 嶺東科

大通識教育中心, 11002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81-56-6 (平

裝)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7/岬著; 簡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91-4 

(PDF)  

邀請妳參加我的每一場葬禮/穹魚作; 

吳奕倫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001 .-- 約 95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42-2 (線上有聲書(MP3))  

騎出伊斯漫人生/于德湖著 .-- 初版 .-

- 高雄市  : 高雄市油騎兵鐵馬社 , 

11002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80-1-3 (平裝) NT$450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3/松浦原作; keepout 插畫;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4-372-2 (EPUB)  

轉生貴族的異世界冒險錄: 不知自重

的眾神使徒/夜州作; 林意凱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004 .-- 冊 .-- ISBN 978-

957-26-6710-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6729-3 (第 1 冊:平裝首刷

限定版)  

轉生賢者的異世界生活: 取得第二職

業,成為世界最強/進行諸島作; 曾柏

穎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6703-

3 (第 2 冊:平裝)  

繡娘馴夫有道/蘇眉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28-091-8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28-092-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093-2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28-

094-9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28-095-6 (第 5 冊:平裝)  

魔刀麗影 10【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18-5 (EPUB)  

魔刀麗影 11【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71-3 (EPUB)  

魔刀麗影 12【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68-3 (EPUB)  

魔刀麗影 13【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12-3 (EPUB)  

魔刀麗影 14【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02-4 (EPUB)  

魔刀麗影 15【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13-0 (EPUB)  

魔刀麗影 16【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95-9 (EPUB)  

魔刀麗影 17【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64-5 (EPUB)  

魔刀麗影 18【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06-2 (EPUB)  

魔刀麗影 19【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10-9 (EPUB)  

魔刀麗影 1【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78-2 (EPUB)  

魔刀麗影 20【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72-0 (EPUB)  

魔刀麗影 21【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04-8 (EPUB)  

魔刀麗影 22【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00-0 (EPUB)  

魔刀麗影 23【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15-4 (EPUB)  

魔刀麗影 2【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90-4 (EPUB)  

魔刀麗影 3【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909-3 (EPUB)  

魔刀麗影 4【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61-4 (EPUB)  

魔刀麗影 5【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70-6 (EPUB)  

魔刀麗影 6【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83-6 (EPUB)  

魔刀麗影 7【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93-5 (EPUB)  

魔刀麗影 8【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69-0 (EPUB)  

魔刀麗影 9【封面下載版】/獵槍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93-856-0 (EPUB)  

爛柯棋緣/真費事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004 .-- 冊 .-- ISBN 

978-986-515-839-2 (第 13 冊 :平裝 ) 

NT$190 .-- ISBN 978-986-515-840-8 

(第 1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986-515-841-5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90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0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6704-0 (第 5 冊:平裝)  

聽你說愛我/笭菁, Sophia, 尾巴, 晨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8605-47-3 (EPUB)  

歡迎光臨分手事務所/四絃作; 鄭佳

如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69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0-0 (線上有聲書(MP3))  

聽雪譜/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93-744-0 (EPUB) NT$125  

聽雪譜. 2/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93-751-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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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入膏肓 /斜線堂有紀作 ; 邱憶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4-374-6 (EPUB)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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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57-5 (EPUB) 

NT$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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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58-2 (PDF) 

NT$340  

1 分鐘物理 套書/中國科學院物理研

究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15-51-

5 (全套:平裝) NT$600  

1 分鐘物理. 1: 往颱風眼裡扔一顆原

子彈會怎樣?/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

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15-53-9 (EPUB)  

1 分鐘物理. 2: 皮卡丘發的是直流電

還是交流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

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15-54-6 (EPUB)  

2021 國際大數據與 ERP 學術及實務

研討會、2021 E 化系統創意應用競

賽論文光碟=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2021/中華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等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

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100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7621-9-9 (光碟

片)  

24 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約翰.

霍根(JOHN D. HOGAN)著; 林金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433-8 (EPUB)  

29 張當票. 4: 千金不換的人生現場/

秦嗣林作者.朗讀 .-- 臺北市 : 麥田, 

11001 .-- 約 37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4-921-8 (線上有聲書(MP3))  

50 組在家徒手健身腹腿臀計畫/卡特

琳娜.布林克曼(Katharina Brinkmann)

著; 曾致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2-16-9 (EPUB)  

50 組在家徒手健身腹腿臀計畫/卡特

琳娜.布林克曼(Katharina Brinkmann)

著; 曾致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2-19-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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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米傳媒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43-14-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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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米傳媒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43-15-0 (EPUB)  

<<前進美國大學>>常春藤名校教師

給高中生的 16 個入學申請建議/許

雅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950-9 (EPUB) NT$250  

禅的妙谛/白云老禅师着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079-8-9 (PDF) 

NT$110  

a firetime story/包惠玲, 白宇心, 石倉

敏明, 林怡華, 吳思嶔, 高國曦, 高蘇

貞瑋, 陳豪毅, 港千尋, 黃博志, 楊天

帥, 楊雨樵, 劉還月, 龔卓軍作 .-- 臺

北市 : 我親, 11003 .-- 384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98-0-5 (平裝) 

NT$950  

ABC 懶人瘦身蔬果汁: 只要三種食

材,一天一杯快速瘦肚、喝出紅潤好

氣色!/柳炳旭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304-6 (EPUB)  

ABC 懶人瘦身蔬果汁: 只要三種食

材,一天一杯快速瘦肚、喝出紅潤好

氣色!/柳炳旭著; 林芳如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318-3 (PDF)  

After all: Huang Jun Tuan/黃俊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月球, 11003 .-- 1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217-0-

9 (精裝)  

AIOT 與 OpenCV 實戰應用: Python、

樹莓派、物聯網與機器視覺/朱克剛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762-9 (PDF)  

Artists in Taiwan: 臺灣插畫.漫畫家藝

術精選/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003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9-537-5 (平裝) NT$600  

Autodesk Revit 2020 建築設計入門與

案例實作/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751-3 (PDF)  

bestie 閨蜜: 孟潔 x 菲菲寫真書/孟潔, 

菲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005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0-9593-6 (平裝)  

Better reader: phonics & reading/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60-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61-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62-8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63-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64-2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68-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65-9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66-6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67-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69-7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70-3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71-0 (第 12 冊:平裝)  

Booster(activity book)/ .-- 1st ed.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36-9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37-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38-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39-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40-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41-3 (第 6 冊:平裝)  

Booster(student book)/ .-- 1st ed.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30-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31-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32-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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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34-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35-2 (第 6 冊:平裝)  

Booster: STEM & CLIL/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24-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25-3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26-0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27-7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28-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29-1 (第 6 冊:平裝)  

CAID 學術專刊: 2018-2019 室在幸福

全齡無礙 2020-2021 智能空間全齡

關懷/王美方, 江哲銘, 吳學明, 李孟

杰, 林葳, 林子鏗, 林嘉慧, 林憲德, 邵

宜翔, 張宏彰, 張芳民, 陳上元, 陳政

雄, 陳柏宗, 曾俊愷, 曾思瑜, 黃耀榮, 

潘振宇, 蔡錦墩, 謝坤學, 聶志高, 羅

時麒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室內裝

修專技學會, 11005 .-- 13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0524-6-8 (平裝) 

NT$420  

Costco 便當好食提案/卡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4-46-2 (PDF)  

EL SECRETO PARA CURAR EL 

CANCER/autor Tien-Sheng Hsu; 

traductor Pedro Marino .-- 1st ed. .-- 新

北市 : 賽斯文化, 11003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64-0-8 (平

裝)  

ERP 開發勝經: 企業資訊系統開發指

南/陳威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

威均,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8624-6 (EPUB)  

ERP 開發勝經: 企業資訊系統開發指

南/陳威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陳

威均,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8625-3 (PDF)  

Everyday office English/author Michelle 

Witte .--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3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5-5 (平裝)  

Excel Power Pivot: 免 VBA,也能讓

Excel 自動統計、分析資料/鷹尾祥

著;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763-6 (PDF)  

FIRE.致富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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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3-0 

(EPUB)  

FIRE.致富實踐/克利斯.瑪慕拉, 布萊

德.巴瑞, 喬納森.曼德沙著; 李靜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4-7 

(PDF)  

Fun with abc/author TANG-AO 

BOOK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3 .-

- 冊 .-- ISBN 978-986-99487-8-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99487-9-1 

(第 2 冊:平裝)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 red/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4-

17-9 (平裝)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blue/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21-6 (平裝)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green/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20-9 (平裝)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orange/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18-6 (平裝)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purple/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22-3 (平裝)  

Happy time(children's book). yellow/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4-19-3 (平裝)  

Hi wonders advanced children's English/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杜 威 海 外 教 育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79-16-

6 (第 1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579-17-3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5579-18-0 

(第 3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579-19-7 (第 4 冊:平裝) NT$320  

Hi wonders elementary children's 

English/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79-08-

1 (第 1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579-09-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5579-10-4 

(第 3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579-11-1 (第 4 冊:平裝) NT$320  

Hi wonders intermediate children's 

English/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杜威海外教育,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79-12-

8 (第 1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579-13-5 ( 第 2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986-5579-14-2 

(第 3 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

986-5579-15-9 (第 4 冊:平裝) NT$320  

LINE 官方帳號 2.0: 邁向百萬星級店

家(威力加強版)/劉滄碩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765-0 (PDF)  

Little kids letters: have a nice day!(a-

z)/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19X1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23-9 (平裝)  

Little kids letters: Hello!(A-Z)/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22-2 (平裝)  

Little kids: have a nice day(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002 .-- 35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5491-21-5 (平裝)  

Little kids: hello!(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5 面; 21X24 公分 .-- ISBN 

978-986-5491-20-8 (平裝)  

MICE English: meetings,incentive 

travel,conventions,and 

Exhibitions/author Fang,Po-Ting Grace, 

Fu,I-Lin, Tien,Ching-Yi, Yang,Yu-

Miao .-- 2nd ed.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003 .-- 1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18-983-1 (平裝)  

Middle flavour ： create fine dining 

curisine in your own kitchen/by Arlene 

Hsu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003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5559-87-8 (精裝) NT$350  

My words(blue)/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4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03-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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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ords(green)/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4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86-5494-02-5 (平裝)  

My words(orange)/ .-- 1st ed.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94-00-1 (平

裝)  

My words(purple)/ .-- 1st ed.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94-04-9 (平

裝)  

My words(red)/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4 面; 10X15

公分 .-- ISBN 978-986-5491-99-4 (平

裝)  

My words(yellow)/ .-- 1st ed. .-- 高雄

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5494-01-8 (平

裝)  

NAKED TRAINER ： 人 態 好 NICE 

PEOPLE PHOTOGRAPHY 男子寫真/

人 態 好 NICE PEOPLE 

PHOTOGRAPHY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4-368-5 (EPUB)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1A/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93-2 (平裝)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1B/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94-9 (平裝)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2A/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95-6 (平裝)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2B/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97-0 (平裝)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3A/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96-3 (平裝)  

New fingerprints(activity book). 3B/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98-7 (平裝)  

New iFUN activity book/author TANG-

AO BOOK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2 .-- 冊 .-- ISBN 978-986-99487-6-

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

99487-7-7 (第 2 冊:平裝)  

New iFUN activity book/author TANG-

AO BOOK .-- 臺中市 : 堂奧圖書, 

11003 .-- 冊 .-- ISBN 978-986-06192-0-

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06192-1-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06192-2-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06192-3-2 (第 6 冊:平裝)  

P91: 我們的保護者/張蓬潔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339-6 (PDF)  

Picture dictionary: for children/author 

Archie Yang, Ian Yang; illustrator 

Yanqing Li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3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99-09-6 (平裝)  

Picture readers: for children/author 

Archie Yang, Ian Yang; illustrator 

Yanqing Li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003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599-10-2 (平裝)  

Power BI 金融大數據分析應用: 貼近

產業實務,掌握決策效率/謝邦昌, 蘇

志雄, 蕭育仁, 宋龍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764-3 (PDF)  

Proceedings of the SLTw webinar on 

applied research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0/Priyantha, Chia-Lin 

Chang, Hsiharng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2 .-- 7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03-578-5 (平裝)  

Python 3.9 技術手冊/林信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749-0 (PDF)  

Python 機器學習超進化: AI 影像辨

識跨界應用實戰/鄧文淵總監製; 文

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748-3 (PDF)  

Ready,go!(student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1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85-83-9 

(平裝)  

Ready,go!: letters/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2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585-84-6 (平裝)  

Ruby 寵物店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

/孫至輝, 王怡涵, 胡聿庭, 古晏柔, 蕭

幸容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

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3-1 (PDF)  

Soliloque: blueprint for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author James C. 

Lin .-- 臺中市 : 林家瑋,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8623-9 

(EPUB)  

Super fun my words: Andy/ .-- 1st ed. .-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11-

6 (平裝)  

Super fun my words: Benny/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12-3 (平裝)  

Super fun my words: Lala/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09-3 

(平裝)  

Super fun my words: Molly/ .-- 1st ed. .-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91-13-

0 (平裝)  

Super fun my words: Nina/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10-9 

(平裝)  

Super fun my words: Tickle/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08-6 (平裝)  

Super fun: Andy(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05-5 (平裝)  

Super fun: Benny(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06-2 (平裝)  

Super fun: Lala(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02-4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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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fun: Molly(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07-9 (平裝)  

Super fun: Nina(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03-1 (平裝)  

Super fun: Tickle(children's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 

11002 .-- 71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5491-04-8 (平裝)  

Super phonics/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14-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15-4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16-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17-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18-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19-2 (第 6 冊:平裝)  

TEAMMS starter(student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90-1 (平裝)  

TEAMMS starter(work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91-8 (平裝)  

TEAMMS starter: ABC & 123s/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1-

92-5 (平裝)  

TEAMMS(STEM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42-0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43-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44-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45-1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46-8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47-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48-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49-9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50-5 (第 9

冊:平裝)  

TEAMMS(student book)/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51-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52-9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53-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54-3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55-0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56-7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57-4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58-1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59-8 (第 9

冊:平裝)  

TEAMMS(workbook)/ .-- 1st ed.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72-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73-4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74-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75-8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76-5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77-2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78-9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79-6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80-2 (第 9

冊:平裝)  

TEAMMS: phonics & reading/ .-- 1st 

ed.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491-81-9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82-6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

83-3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

5491-84-0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

986-5491-85-7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86-4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87-1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491-88-8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986-5491-89-5 

(第 9 冊:平裝)  

Temas de gramática española para 

sinohablantes. 2= 西班牙文語法精選. 

2/José Miguel Blanco Pena( 白 士

清)[作]; 李靜枝[中文翻譯] .-- [初

版] .-- 臺中市 : 佳臺書店, 110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7805-6-8 (平裝)  

Tense and aspec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earners of 

Czech/by Mclissa Shih-hui Lin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002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930-8 

(平裝) NT$200  

The Grimoire of Usami 秘封俱樂部異

界攝影記錄/ZUN 作;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0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7-773-1 

(平裝)  

TN 工作所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

曾鈺婷, 李瑋瑄, 陶芷筠, 林靖裕, 陳

裕堂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

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4-8 (PDF)  

Trace of the oil,journey of the industries 

guide book/author Chang Yu-Lin, 

Huang Lan-Siang, Chen Jie, Wu Jui-

Chen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局, 

11002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72-7 (平裝) NT$200  

「資訊圖解」1 小時看懂氣候變遷/

戴維.內勒斯(David Nelles), 克里斯堤

安.塞爾勒(Christian Serrer)著; 黃慧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20-6 

(EPUB)  

「資訊圖解」1 小時看懂氣候變遷/

戴維.內勒斯(David Nelles), 克里斯堤

安.塞爾勒(Christian Serrer)著; 黃慧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21-3 

(PDF)  

「獺祭」的挑戰: 從深山揚名世界的

日本酒傳奇 /弘兼憲史著 ; 黃詩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761-6 

(EPUB)  

一起吃飯吧!/朱全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98-659-1 (PDF)  

一 貫道 疑問 解答 (古 本 )/南屏道 濟

作  .-- 新北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945-6-9 (PDF)  

一點就通的服裝版型筆記 /夏士敏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546-9 (PDF)  

人生的風情畫: 春日和風旅途中/翁

資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661-0 (PDF)  

人生操作手冊/Faline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光行文化,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41-0-6 (EPUB3)  

*九宮格日語學習法: 零散的日文單

字,立刻變身有系統的視覺圖像記憶/

吳乃慧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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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2-17-3 (EPUB)  

了義大手印願文釋.最勝成就言教/第

三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朗仲多造頌; 第

八世大司徒丹貝寧傑造譯; 丹增卓津

漢譯 .-- 臺北市 : 盤逸, 11003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098-7-

9 (平裝) NT$540  

九歌一 0 九年小說選/張亦絢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338-4 

(EPUB)  

九歌一 0 九年散文選/黃麗群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337-7 

(EPUB)  

二維設計/鐵鐘, 沈潔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94-7 

(EPUB)  

人類時代: 我們所塑造的世界(全新

修訂校對暢銷新版 ,吳明益推薦導

讀)/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作; 

莊安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58-4 (PDF) NT$480  

人類時代: 我們所塑造的世界(全新

修訂校對暢銷新版 ,吳明益推薦導

讀)/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作; 

莊安琪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59-1 (EPUB) NT$480  

人類群星閃耀時: 14 個容易被人忽

略卻又意義深遠的「星光時刻」/史

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著; 姜乙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668-8-7 (EPUB)  

人類群星閃耀時: 14 個容易被人忽

略卻又意義深遠的「星光時刻」/史

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著; 姜乙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63-0-8 (PDF)  

人類圖,愛、關係與性: 穿揭開戀人

相互吸引的祕密,找到對的相處模式,

從此不再為愛窒息/安德莉亞.萊克-

沃夫(Andrea Reikl-Wolf), 蘇嘉.G.舒拉

莫(Shurga G. Schrammel)著; 趙崇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282-7 (PDF) NT$450  

人類圖,愛、關係與性: 揭開戀人相

互吸引的祕密,找到對的相處模式,從

此不再為愛窒息/安德莉亞.萊克-沃

夫(Andrea Reikl-Wolf), 蘇嘉.G.舒拉莫

(Shurga G. Schrammel)著; 趙崇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285-8 

(EPUB) NT$450  

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從生活

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

的工作及遊戲/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 王審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4-915-7 (EPUB)  

人體百科套書/史蒂夫.帕克, 瑞塔.卡

特作; 郭品纖, 黃馨弘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77-666-6 (全套:平裝) 

NT$1800  

人體百科學習套書/史蒂夫.帕克, 英

國 DK 出版社作; 郭品纖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2 .-- 冊 .-

- ISBN 978-986-377-664-2 (全套:平裝) 

NT$1550  

大人的詩塾/趙啟麟著; Nic 徐世賢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啟動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3-128-6 (EPUB)  

小小孩愛自然輕旅行/陳雅萍文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56-1 (EPUB) 

NT$450  

上不了的諾亞方舟/騷夏作; 賀武瓊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1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672-0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20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一/白雲老禪

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4-7 (PDF)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二/白雲老禪

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2-3 (PDF)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三/白雲老禪

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8-5 (PDF)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五/白雲老禪

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5-4 (PDF)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四/白雲老禪

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7-8 (PDF)  

*大里高中 601 夢想花園. 上, 學期執

行成果報告/大里高中輔導室與 601

夢想花園全體師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園, 11002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28-0-

6 (平裝) NT$500  

工作記事/陳昌遠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3 .-- 約 9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49-1 (線上有聲書

(MP3))  

凡事徹底: 鍵山秀三郎八十自述/鍵

山秀三郎著; 陳曉麗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正好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042-1-4 (EPUB)  

小故事中的簡單道理 /蕭衛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75-5-9 

(PDF)  

大般若經要解. 上/白雲老禪師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千 佛 山 白 雲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3-0 (PDF)  

大般若經要解. 下/白雲老禪師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千 佛 山 白 雲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6-1 (PDF)  

大般若經要解. 中/白雲老禪師著 .-- 

初 版  .-- 高 雄 市  : 千 佛 山 白 雲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1-1-6 (PDF)  

三無時代的企業管理與人才培育: 無

移動、無需求、無雇用的趨勢下市

場反而獨占市場的企業的關鍵策略/

遠藤功著;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98-656-0 (PDF)  

大 悲 普 現 : 館 藏 觀 音 造 像 特 展 = 

Manifesting great compassion for every 

need: Guanyin Bodhisattva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中台世界博物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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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 初版 .-- 南投縣 : 中台世界博物

館, 11005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78-1-8 (平裝) NT$180  

大腦解鎖: 史丹佛頂尖學者裘.波勒

以最新腦科學推動學習革命/裘.波勒

(Jo Boaler)著; 廖月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61-4 (EPUB)  

大腦解鎖: 史丹佛頂尖學者裘.波勒

以最新腦科學推動學習革命/裘.波勒

(Jo Boaler)著; 廖月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62-1 (PDF)  

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 哈佛醫生兼劍

橋廚師,教你靠飲食對抗抑鬱.焦慮.

強迫症和失眠等心理困擾/烏瑪.納多

(Uma Naidoo)著;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8-77-3 (EPUB)  

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 哈佛醫生兼劍

橋廚師,教你靠飲食對抗抑鬱.焦慮.

強迫症和失眠等心理困擾/烏瑪.納多

(Uma Naidoo)著;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8-78-0 (PDF)  

日日抗癌常備便當 /濟陽高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5724-5 

(EPUB)  

巴比倫賺錢術: 世界最古老的財富創

造法/喬治.克拉森(George Clason)原

著; 蕭祥劍編譯 .-- 臺北市 : 華志文

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646-9-2 (PDF) NT$280  

王文華的教養妙錦囊: 21 道教養練

習題,親子互動更緊密/王文華著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54-7 (EPUB) 

NT$250  

王文華的學習妙錦囊: 把學校變好玩

的 21 堂心靈課/王文華著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55-4 (EPUB) NT$250  

文化傳承與創新/曹莉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52-96-1 

(EPUB)  

日本文化圖鑑套書/STUDIO WORK, 

平凡社作; 陳怡君, 胡毓華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77-663-5 (全套:

平裝) NT$730  

中世紀的身體: 從黑暗時代人類對身

體的認識,解讀千年文明大歷史/杰克.

哈特涅(Jack Hartnell)著; 徐仕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44-7 

(EPUB) NT$650  

中央政府非營業循環基金設立目的、

功能及簡併之研究/韋端, 楊德川, 黃

永傳, 吳文德, 張育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黃永傳(臺北市),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599-7 

(PDF)  

日本設計大師道/SendPoints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5233-4-9 (EPUB)  

內本鹿越嶺古道/上河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9-8 (單張半開) NT$380  

比句點更悲傷/大師兄作; 黃俊傑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4 .-- 約

290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51-4 (線上有聲書(MP3))  

少年小樹之歌(經典新譯版)/佛瑞斯

特.卡特(Forrest Carter)著; 蕭季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36-7 

(EPUB)  

少年犯罪: 理論與實務/蔡德輝, 楊士

隆著  .-- 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489-9 (PDF)  

內在進化: 你要悄悄拔尖然後驚豔所

有人/魏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

寶國際,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40-4 (EPUB)  

五合經手抄本(套書): 普門品、彌陀

經、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 / .-- 

臺中市 : 瑞成, 11002 .-- 冊 .-- ISBN 

978-957-785-904-4 ( 全 套 : 平 裝 ) 

NT$250  

日光綿羊/蔡翔任作; 蔡翔任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5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0-9 (線

上有聲書(MP3))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經典悲戀小說,

狂飆時代最惹淚的青春歎息(德文直

譯.唯美精裝版)/歌德著; 管中琪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486-0 

(PDF)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經典悲戀小說,

狂飆時代最惹淚的青春歎息(德文直

譯.唯美精裝版)/歌德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84-487-7 (EPUB)  

王秀雄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HSIU-HSIUNG WANG/ 王 秀 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 

11003 .-- 冊 .-- ISBN 978-986-282-271-

5 (全套:平裝) NT$1800  

文 明 的 躍 昇 / 布 羅 諾 斯 基 (Jacob 

Bronowski)著; 漢寶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990-5-5 (EPUB)  

比亞毫.南澳山區/上河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3-6 (單張半開) NT$380  

反貞女大學/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5-4 

(EPUB)  

反貞女大學/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6-1 

(PDF)  

中級山地形圖 (1:25,0000)/上河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

文化, 11004 .-- 冊 .-- ISBN 978-986-

7342-93-5 (全套:單張半開) NT$456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古筠比丘德異

撰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化, 

11002 .-- 324 面; 10 公分 .-- ISBN 

978-957-794-206-7 (經摺裝)  

文案的基本修煉/東東槍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755-0 (EPUB)  

文案的基本修煉/東東槍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759-8 (PDF)  

中國古今鑑別人才的 12 大相人術/

墨子非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175-1-1 (PDF) NT$320  

五部羊皮卷: 世界最偉大的財富書/

奧格‧曼迪諾(Auger Mandeno)原著; 

陳書凱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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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175-4-2 (PDF)  

日常老和尚新世紀的生命觀/日常老

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

稱光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48-8-1 (EPUB)  

日常老和尚新世紀的生命觀/日常老

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

稱光明寺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圓音有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48-9-8 (PDF)  

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 /吳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9-3261-3 

(EPUB)  

*不動產法律實務: 2021 新北市勞工

大學不動產法律實務班 /林志銘編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天使之聲數位

文創, 11003 .-- 3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892-3-0 ( 平 裝 ) 

NT$1500  

中國數谷/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35-2 (PDF)  

中國數谷/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58-1 (EPUB)  

天然香氛 60 款: 4 大香氣基調 X37

款身體保養香氛 X25 種空間擴香配

方,設計獨一無二的私屬香氛/弗瑞.

葛林(Fern Green)著; 黃明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298-8 

(EPUB)  

天然香氛 60 款: 4 大香氣基調 X37

款身體保養香氛 X25 種空間擴香配

方,設計獨一無二的私屬香氛/弗瑞.

葛林(Fern Green)著; 黃明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00-8 (PDF)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21

第十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

著 .-- 臺北市 :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

會, 11002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83-0-2 (平裝) NT$150  

心智圖串聯單字記憶法/蘇秦, 羅曉

翠, 晉安佑著 .-- 修訂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2-36-4 (EPUB)  

不當決策!: 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

開人性偏誤 /奧利維 .席波尼(Olivier 

Sibony)著; 周宜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66-9 (EPUB)  

不當決策!: 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

開人性偏誤 /奧利維 .席波尼(Olivier 

Sibony)著; 周宜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67-6 (PDF)  

心裏的夢田/三毛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83-9 (PDF)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碎唸: 原

來,英國跟你想的不一樣!/比爾.布萊

森著; 李奧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37-6 (EPUB)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碎唸: 原

來,英國跟你想的不一樣!/比爾.布萊

森著; 李奧森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38-3 (PDF)  

太魯閣七雄/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 53X77 公分  .-- ISBN 978-986-

7342-86-7 (單張半開) NT$380  

天橋上的魔術師 影集創作全紀錄/公

共電視, 原子映象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9-877-0 (EPUB)  

天橋上的魔術師 影集創作全紀錄/公

共電視, 原子映象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9-879-4 (PDF)  

方糖兒 子婷數位寫真 PDF/子婷;戴  

文學的形式與歷史/小森陽一著; 郭

勇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7-5 (EPUB)  

中醫精神健康講堂/李辛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01-58-0 (EPUB)  

手繪中外建築簡史套書/張克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3 .-- 冊 .-- 

ISBN 978-957-9072-98-4 (全套:平裝) 

NT$919  

手繪中國建築漫遊史 /張克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4055-7-7 

(EPUB)  

手繪世界建築漫遊史 /張克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4908-6-3 

(EPUB)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上/池边金

勝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63-8 (EPUB) NT$450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下/池边金

勝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64-5 (EPUB) NT$450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下/池边金

勝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65-2 (PDF) NT$450  

水獺與朋友們記得的事. 上/池边金

勝著.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734-5 (PDF)  

民灋/李洙德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

市 : 百利, 11002 .-- 7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6975-7-6 ( 平 裝 ) 

NT$900  

古人教你混職場/楊自強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4-911-9 (EPUB)  

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會美展. 第 36

屆/陳縈禎總編輯 .-- 臺中市 : 台中市

大台中美術協會 , 11002 .-- 94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84-0-

2 (精裝)  

用心智圖學越南語/阮怡緁, 阮氏碧

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2-28-9 (EPUB)  

用心溝通/聖嚴法師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鼓山基金會, 11002 .-- 9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8261-4-3 

(平裝)  

*世代.火車社: 臺大火車社 30 周年

紀念專刊/王彥翔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鐵道暨火車研習社 , 

11002 .-- 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6209-0-0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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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立的錯誤: 科學殿堂的花和草/盧

昌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6-06-8 (EPUB)  

市民畫廊: 風雲在棋: 林悅棋再生創

作= Gallery of Citizens: Super Heroes: 

Recycled Material Art Creation of Lin 

Yueh Chyi/張艾茹執行編輯 .-- 第一

版 .-- 高雄市 : 高市美術館, 1100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

21-6 (平裝) NT$350  

正向教養習作簿: 10 種衝突情境 X3

階段溝通演練/邱鏛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43-1 (EPUB) 

NT$250  

民法/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 24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2-527-8 (PDF)  

石油が生んだ苗栗の産業： 出磺坑

油井関連の産業文化資源の調査/張

俁霖, 黃蘭翔, 陳潔, 吳瑞真取材執

筆 .-- 初版 .-- 苗栗市 : 苗縣文化觀光

局, 11002 .-- 1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20-73-4 (平裝) NT$200  

外拍人氣女孩數位寫真 PDF/G.C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0-9673-5 (PDF)  

外拍人氣女孩數位寫真 epub/G.C .-- 

臺北市 : 尖端,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0-9590-5 (EPUB)  

生命本來如此: <<法華經.方便品>>

與人生/釋悟因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香光莊嚴雜誌社,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267-0-4 (PDF)  

幼兒生活互動學習繪本: 我會刷牙,

也 會 幫 獅 子 刷 刷 牙 / 蘇 菲 . 薛 華 德

(Sophie Schoenwald), 鈞特.亞可伯斯

(Günther Jakobs)著; 林硯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5-2 (PDF)  

未來事件交易所= Trading Futures/鄭

美雅, 姚嘉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 , 11002 .-- 

1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

86603-6-6 (平裝)  

生命的勇者 Apurva 拾遺/Apurva 黃

振輝創作  .-- 高雄市  : 道上的人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4181-9-5 (PDF)  

巨乳研究室: 從春宮畫到 AV 產業如

何創造大胸部神話,及日本情色文化

的發展/安田理央作; 哲彥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548-1 (EPUB)  

*生來張狂: 科比.布萊恩傳/羅倫.拉

森比(Roland Lazenby)著; 李祖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22-1-0 

(EPUB)  

生來張狂: 科比.布萊恩傳/羅倫.拉森

比(Roland Lazenby)著; 李祖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22-2-7 

(PDF)  

民事訴訟法/林家祺; 劉俊麟著 .-- 11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17-1 (PDF)  

幼兒閱讀怎麼開始/親子天下編輯部

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32-5 

(EPUB) NT$165  

未來簡史超圖解: 從智人到 AI,明日

的世界會是怎樣?/王宇琨 , 董志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121-85-9 

(EPUB)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Vol.3/亞歷克

西斯.鮑茲曼主編; 蘿拉.瑪格麗特製

圖著; 嚴慧瑩, 陳郁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482-2 (EPUB)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Vol.3/亞歷克

西斯.鮑茲曼主編; 蘿拉.瑪格麗特製

圖著; 嚴慧瑩, 陳郁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485-3 (PDF)  

生活有點難,你笑得有點甜/周檀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0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668-9-4 

(EPUB)  

生活有點難,你笑得有點甜/周檀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0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63-1-5 

(PDF)  

世界珍稀古地圖中的臺灣: 從古羅馬

到日本帝國,跨越 2000 年,從 84 幅精

緻稀有古地圖發現臺灣/王存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460-9 (PDF)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時尚設計系畢業

專刊 . 第十屆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Graduation Exhibition. the 

10th/ .-- 臺南市 :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

系, 11003 .-- 2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615-55-0 (平裝)  

申冤者: 證據不會說話,你得推理。

鑑識專家謝松善的犯罪現場實錄/謝

松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469-8-8 (PDF) NT$360  

申冤者: 證據不會說話,你得推理。

鑑識專家謝松善的犯罪現場實錄/謝

松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469-9-5 (EPUB) NT$360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入門/王

東昇總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95-4 (EPUB)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基礎/王

東昇總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97-8 (EPUB)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提高/王

東昇總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98-5 (EPUB)  

出國留學英語閱讀強化教程.精通/王

東昇總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52-99-2 (EPUB)  

打造創業型政府/瑪里亞娜.馬祖卡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00-0 (PDF)  

古華(京夫子)文集. 卷五, 古都春潮/

古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5719-1 (EPUB)  

市場調查報告: 中國大陸跨國企業

IPO 採購策略調查/台灣貿易中心北

京、上海、廣州代表處, 香港台北貿

易中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貿協

會,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95-431-5 (PDF)  

四種愛: 親愛.友愛.情愛.大愛/C. S. 

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作; 楊日

瀚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142 

 

約 29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9-3 (線上有聲書(MP3))  

北歐神話: 神族、巨人、符文與世界

之樹的冰火起源/何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32-1 (EPUB)  

母親牌便當/林育靖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340-7 (PDF)  

北戴河/魯伯濤作; 李松根, 趙亞生

譯 .-- 臺北市 : 巴爾幹洋行, 11003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0412-4-9 (平裝)  

永續時尚,穿出你的風格與價值!/莎

拉.克麗基(Sarah Klymkiw)著; 金.漢金

森(Kim Hankinson)繪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429-1 (EPUB)  

永續農業. 第四十一期: 臺灣永續農

業發展與耕作策略調適=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楊上禾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11002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315-4-2 

(平裝)  

失戀傳奇 /羅浥薇薇作 ; 賀武瓊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1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8716-1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280 .-- ISBN 978-957-13-8717-8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台灣人權教育二十年/但昭偉, 李立

旻, 林沛君, 林佳範, 施逸翔, 湯梅英, 

黃慈忻, 雷敦龢, 劉麗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8-2 (PDF)  

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陳陸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7-5 (PDF)  

台灣空靈鼓樂譜: 30 分鐘學會空靈

鼓/丁盈文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棋朋樂器行, 11002 .-- 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270-0-8 (平裝) 

NT$250  

台灣野鳥圖鑑/廖本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82-34-0 ( 全 套 : 平 裝 ) 

NT$1340  

台 灣 藝 術 學 會 會 員 聯 展 . 2021= 

Taiwan Art Society 2021 joint member 

exhibition/吳真才總編輯 .-- 臺北市 : 

台灣藝術學會, 11002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188-0-8 (平裝) 

NT$800  

光.設計: 光和色彩的視覺藝術設計

應用全書/理查.亞特(Ricard Yot)著; 

李弘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9-272-2 (EPUB)  

好 young!滿福寶: 帶給您八重祝福的

寶貝/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

藝術傳播協會, 11002 .-- 24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986-06298-2-8 (平

裝) NT$15  

有一天,禪/楊惠南作; 鄭佳如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3 .-- 約 245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47-7 

(線上有聲書(MP3))  

老人防跌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編著  .-- 臺北市  : 健康署 , 

1100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69-11-5 (平裝) NT$50  

肌力訓練套書/馬克.銳普托, 安東尼.

特納, 保羅.康福特作; 何宜勳等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書 坊 文 化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377-665-

9 (全套:平裝) NT$1960  

光之犬/松家仁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80-5 (EPUB)  

光之犬/松家仁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83-6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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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48-950-5 (EPUB)  

自由心證法制新趨勢 /林賢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3-6 (PDF)  

全民英檢 1200 初級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4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

829-7 (平裝) NT$90  

吃出健康瘦: 30 萬粉絲追隨見證、

開課秒殺 ,韓國最強減重女王瘦身

22kg 不復胖食譜大公開!101 道高蛋

白低碳水,3 天速瘦,簡單易做,好吃才

會成功的減重料理/朴祉禹(dd.min)著; 

高毓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264-0-5 (PDF)  

吃出健康瘦: 30 萬粉絲追隨見證、

開課秒殺 ,韓國最強減重女王瘦身

22kg 不復胖食譜大公開!101 道高蛋

白低碳水,3 天速瘦，簡單易做,好吃

才會成功的減重料理/朴祉禹(dd.mini)

著; 高毓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

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264-0-7 (PDF)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關

鍵時刻,56 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打

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中

嶋郁雄著; 黃筱涵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03-9 (EPUB)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關

鍵時刻,56 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打

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中

嶋郁雄著; 黃筱涵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6-9 (PDF)  

舌尖上的教育: 跟孩子說理的藝術/

胡江波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6-00-6 (EPUB)  

如佛一樣生活: 道元法師與曹洞禪風

/吳繼文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

好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42-0-7 (EPUB)  

如何避免氣候災難: 結合科技與商業

的奇蹟,全面啟動零碳新經濟/比爾.

蓋茲(Bill Gates)著; 張靖之, 林步昇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655-3 (PDF)  

自卑情結: 被冷落與溺愛的扭曲心靈,

讓阿德勒來拯救/劉燁, 謝蘭舟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603-8 (EPUB)  

刑事訴訟法/蘇銘翔; 李美寬著 .-- 6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18-8 (PDF)  

多重人格交響曲: 發現與理解複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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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121-83-5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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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屋脊.鹿場雪見/上河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4-3 (單張半開) NT$380  

好 音 樂 的 科 學 / 約 翰 . 包 威 爾 (John 

Powell)著; 柴婉玲, 全通翻譯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寫, 11003 .-- 冊 .-- 

ISBN 978-957-9689-58-8 (全套:平裝) 

NT$730  

在家/何亭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87-4 (EPUB)  

在家/何亭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97-3 (PDF)  

竹桃宜屋脊.太平山/上河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2-9 (單張半開) NT$380  

向時尚品牌學風格行銷: 風格決定你

是誰: 不出賣靈魂的 27 堂品牌行銷/

吳世家著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9-270-8 (EPUB) NT$380  

有梗/黃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66-7 (PDF)  

有梗: 超過 55 個對話梗,只要照套運

用,電梯簡報、打動異性、求職面談、

社交應酬,讓「說的好」改變你一生/

黃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8-68-1 (EPUB)  

地理的復仇: 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

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

球 布 局 終 極 關 鍵 =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林添貴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5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4-912-6 (平裝) NT$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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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71-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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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9-872-5 (PDF)  

全球頂尖法庭心理學家的投契溝通

術/愛蜜莉.艾利森(Emily Alison), 勞

倫斯.艾利森(Laurence Alison)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20-1 (EPUB)  

地 球 編 年 史 指 南 / 撒 迦 利 亞 . 西 琴

(Zecharia Sitchin)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新星球,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02-0-7 (EPUB)  

字彙 Levels 3&4 高效合一 (108 課綱

適 用 )= Vocabulary levels 3&4 

combined version/王祈堯總編輯 .-- 臺

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003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09-

8 (平裝) NT$440  

好感度男子穿搭 9 成人都說喜歡的

型男時尚/Genji 作; 胡君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22-7 

(EPUB)  

先獨立 ,後愛人 /戴登雲著 ; 楊雅筑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042-8 (EPUB)  

老闆必備的紙上律師: 給創業者的

20 堂法律實戰課程/周念暉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3-9 (PDF)  

老雜時代: 看見台灣老雜貨店的人情、

風土與物產 /林欣誼作 ; 蘇郁翔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4 .-- 約

476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52-1 (線上有聲書(MP3))  

男人囧事: 這事,那事,都是我朋友的

事兒/王蓉, 王偉忠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13-8745-1 (PDF)  

我三餐都吃,還是瘦了 40 公斤: Lami

的很會瘦減重食譜/李姝婀著; 林育

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5730-6 (EPUB)  

我三餐都吃,還是瘦了 40 公斤: Lami

的很會瘦減重食譜/李姝婀著; 林育

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5736-8 (PDF)  

每天吸點貓德勒: 獻給為人際關係苦

惱的你,最強最萌的心靈養護術/宿南

章著;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19-2 (EPUB)  

每天吸點貓德勒: 獻給為人際關係苦

惱的你,最強最萌的心靈養護術/宿南

章著; 蕭辰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1-5 (PDF)  

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機/劉涵

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15-2-5 (PDF)  

 

宋代讀書人與他們的鬼/蔡宗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86-7 

(EPUB)  

宋代讀書人與他們的鬼/蔡宗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94-2 

(PDF)  

你好,我是接體員/大師兄作; 黃俊傑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408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5-5 (線上有聲書(MP3))  

扭曲的正義: 崩解的台灣司法,潰敗

的警察體系,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

吳忻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5728-3 (EPUB)  

扭曲的正義: 崩解的台灣司法,潰敗

的警察體系,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

吳忻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5733-7 (PDF)  

找死的兔子 : 再見兔兔 /安迪 .萊利

(Andy Rile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9-630-7 (EPUB)  

我有脊柱侧弯﹕一本给患者、家长

与治疗师的指南/汉斯.鲁道夫.韦斯

(Hans-Rudolf Weiss)着; 汪作良译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博 倫 思 國 際 ,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585-1-6 (PDF)  

完全認識華德福教育/親子天下編輯

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34-9 

(EPUB) NT$165  

即見如來: 章成老師文章精選/章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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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ISBN 978-986-5482-34-3 ( 全

套:EPUB) NT$1800  

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王天寛作; 李

英立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002 .-- 約 2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12-3 (線上有聲書(MP3)) 

NT$330  

把快樂當傳染病/三毛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81-5 (PDF)  

刪到只剩二十字: 用一個強而有力的

訊息打動對方,寫文案和說話都用得

到的高概念溝通術/利普舒茲信元夏

代(Natsuyo Nobumoto Lipschutz)著; 許

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

社,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116-3-2 (EPUB)  

你的自信,一定會讓你更加幸運/江映

雪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65-1 (平裝) NT$380  

那些垃圾教我的事: 55 篇你丟我撿

的人生風景 /瀧澤秀一作 ; 李喬智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506-7 

(EPUB)  

我的性格,我決定: 更有自信、更高

EQ、打造理想人生的性格養成計畫/

班傑明.哈迪(Benjamin Hardy)著; 林

俊宏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057-7 (PDF)  

我的性格,我決定: 更有自信、更高

EQ、打造理想人生的性格養成計畫/

班傑明.哈迪(Benjamin Hardy)著; 林

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063-8 (EPUB)  

那些飛過、看過、愛過,與被愛教我

的事: 最美空姐的不糾結視角,寫出

最真實的自己,活出最簡單的快樂/林

佩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642-3 (PDF)  

那些飛過、看過、愛過，與被愛教

我的事: 最美空姐的不糾結視角,寫

出最真實的自己,活出最簡單的快樂/

林佩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43-0 (EPUB)  

那些殺不死我的 ,都將使我更堅強 : 

絕美癲狂的世紀獨白,歷久彌新的尼

采哲學/劉燁, 郭仁航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605-2 (EPUB)  

*否定疑問文形式「～のではないか」

の研究/張雅智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002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26-0-8 ( 平 裝 ) 

NT$300  

你怎麼看待老年 ,它就怎麼回應你 : 

預防失智 ,快樂的老後實踐 /劉秀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221-8 (EPUB) NT$330  

你怎麼看待老年 ,它就怎麼回應你 : 

預防失智 ,快樂的老後實踐 /劉秀枝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222-5 (PDF) NT$330  

每個人的日常營養保健 /柯友輝編

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75-2-8 (PDF) 

NT$26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

編輯部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福音書房, 11003 .-- 冊 .-- ISBN 978-

986-166-573-3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574-0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575-7 (第 3 冊:精

裝) .-- ISBN 978-986-166-576-4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577-1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

578-8 (全套:精裝)  

沙鹿南勢、埔子、鹿港寮廟宇護照: 

永天宮/弘光科技大學師生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鴻林圖書, 11001 .-- 

36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2062-8-0 (平裝)  

足智多謀的狐狸智慧 /孫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75-6-6 

(PDF)  

你說的不應該,是我用盡全力的想望/

達達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85-0 (EPUB)  

你說的不應該,是我用盡全力的想望/

達達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96-6 (PDF)  

我與貍奴不出門/黃麗群作; 孫德萍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1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13-0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320  

我適合當人嗎?/黑澤泉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4-906-5 (EPUB)  

快樂鬧學去/三毛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82-2 (PDF)  

私閱讀/蘇偉貞作 .-- 臺北市 : 三民,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4-7156-3 (EPUB)  

赤壁之戰/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005-6 (EPUB)  

攻薪計: 不想傻傻領低薪，就必須有

點小心機/楊仕昇, 柳術軍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16-604-5 

(EPUB)  

抗癌真相: 代謝療法如何推翻醫學上

最根深蒂固的範式,形塑癌症治療的

未來 /崔維斯 .克里斯托弗森 (Travis 

Christofferson)著; 潘昱均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奇光,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6308-9-4 (EPUB)  

抗癌真相: 代謝療法如何推翻醫學上

最根深蒂固的範式,形塑癌症治療的

未來 /崔維斯 .克里斯托弗森 (Travis 

Christofferson)著; 潘昱均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奇光,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64-1-4 (PDF)  

谷關七雄.守城關刀山/上河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5-0 (單張半開) NT$380  

折疊者思維: 做個好軍師,將領導者

天馬行空的發想落實,成為不可或缺

的得力助手/設楽悠介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688-1 (EPUB)  

折疊者思維: 做個好軍師,將領導者

天馬行空的發想落實,成為不可或缺

的得力助手/設楽悠介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699-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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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自己並不難!告別懶散找回積極

自我/渡部椪著;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76-0 (EPUB)  

抽 .色 .象: 黃志超個展 . 2021= Solo 

Exhibition of Dennis Hwang 2021/廖倩

慧總編輯 .-- 臺北市 : 帝門藝術事業

有限公司, 11003 .-- 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72-2-0 ( 平 裝 ) 

NT$350  

性、謊言、吹哨者 /茱蒂 .坎特(Jodi 

Kantor), 梅 根 . 圖 伊 (Megan Twohey)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44-908-9 

(EPUB)  

芥川龍之介研究: 台湾から世界へ/

彭春陽, 仁平道明編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 11003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50-438-2 (精裝) 

NT$850  

彼 方 / 視 逝 : 蕭 美 玲 個 展 作 品 集 = 

Souvenirs revenants: Mei-Ling Hsiao 

solo exhibition/蕭美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蕭美玲, 11003 .-- 32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1-

6 (平裝) NT$500  

金手指養生館 SAP ERP 導入結案報

告/陳軒㛢, 薛孟宸, 陳耀宗, 吳懿婷, 

陳于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

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186-6-2 (PDF) 玩出

大能力/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41-7 (EPUB) 

NT$165  

夜行大腦: 從失眠、夢遊到睡眠中躁

動、暴食、性交 ......,神經科醫生與

睡眠障礙的決鬥傳奇,揭開你不知道

的 睡 眠 祕 密 / 蓋 伊 . 萊 施 茨 納 (Guy 

Leschziner)著;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35-909-9 (EPUB)  

阿里山山脈/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 53X77 公分  .-- ISBN 978-986-

7342-87-4 (單張半開) NT$380  

奈良手記/奈良美智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一起來,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30-3-1 (EPUB)  

奈良手記/奈良美智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一起來,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30-5-5 (PDF)  

奈良美智 48 女孩/奈良美智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30-4-8 

(EPUB)  

奈良美智 48 女孩/奈良美智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30-6-2 (PDF)  

矽谷簡報女王: 用數據說出好故事/

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作; 顧淑

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19-33-9 (EPUB) NT$400  

矽谷簡報女王: 用數據說出好故事/

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作; 顧淑

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19-36-0 (PDF)  

長者防跌妙招手冊/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健

康署, 11002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9-12-2 (平裝) NT$50  

河東河西歷遊記: 大溪探索之旅/張

金章作 .-- 桃園市 : 張金章, 11002 .--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8616-1 (平裝)  

和服性感姿勢 BOOK/萩原和幸作.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1004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8-7 (平裝) NT$600  

青春不是突然就叛逆: 校園心理師第

一手觀察,看懂青少年憂鬱、難相處、

無法溝通背後的求救訊號 /陳雪如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964-6 (EPUB)  

阿 美 族 語 言 的 語 音 與 意 涵 之 美 = 

CIKEMODAY HACA KO SOWAL NO 

PANGCAH/AMIS= The power of 

malleability in Amis language/黃東秋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大新, 

11003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21-197-6 (平裝) NT$280  

長思短想: 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

會 ,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

來?/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

著; 孔令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2-27-5 (EPUB)  

長思短想: 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

會 ,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

來?/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

著; 孔令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2-29-9 (PDF)  

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蔣志

純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490-5 (PDF)  

兩個女人一起住: 非關愛情的同居時

代/金荷娜(김하나), 黃善宇(황선우)

著;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0-8 (EPUB)  

兩個女人一起住: 非關愛情的同居時

代/金荷娜(김하나), 黃善宇(황선우)

著;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2-2 (PDF)  

奉納百景: 奇招百出 向神祈願/小嶋

獨觀(Kojima Dokkan)著; 蔡易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70-4-2 

(EPUB) NT$315  

侍酒師的餐酒搭配練習課/法比佐.普

瑟拉(Fabrizio Bucella)作; 社團法人台

灣侍酒師協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275-3 (PDF)  

法院組織法 : 建構與實證 /史慶璞

著 .-- 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9-1 

(PDF)  

奇異的星星/愛瑪.卡蘿(Emma Carroll)

著; 林亭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麥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8544-53-6 (EPUB) NT$320  

兒童青少年口腔保健防齲及飲食指

導/王俊勝總編輯 .-- 臺北市 : 牙醫師

全聯會, 11003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547-3-3 (平裝)  

金牌業務的 90％成交術: 從百萬到

百億的銷售絕學/聶繼承著 .-- 臺北

市 : 商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07-7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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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業務的 90％成交術: 從百萬到

百億的銷售絕學/聶繼承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商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17-6 (EPUB)  

兒童滿福寶/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11001 .-- 8

面 ; 14X14 公分  .-- ISBN 978-986-

06298-1-1 (平裝) NT$15  

初階樂理: 樂理初學教程/邱垂堂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式樣智權開

發, 11002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16-0-0 (平裝) NT$120  

芳雄鮮饌: 港點大師 SAP ERP 導入

結案報告/陳彥瑋, 陳逸祐, 曾子歡, 

林瑞楓, 劉宥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5-5 (PDF)  

服飾中華/黃能福, 陳娟娟, 黃鋼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72-23-5 (全套:

平裝) NT$1500  

服裝設計思維訓練 /于國瑞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1-3 (EPUB)  

社群網站資料探勘: 看數字說故事、

不用拔草也能測風向/Lam Thuy V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761-2 (PDF)  

東漢瓦解/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8999-9 (EPUB)  

金閣寺/三島由紀夫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84-488-4 (EPUB)  

金閣寺/三島由紀夫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84-490-7 (PDF)  

金閣寺/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1-70-8 (PDF)  

爭端解決新趨勢/協合國際法律事務

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497-4 (PDF)  

物種源始/達爾文著; 苗德歲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62-461-6 

(EPUB)  

兒歌學英語,玩出語感大能力/吳敏蘭

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51-6 

(EPUB) NT$250  

典範與激勵: 趙守博八十感恩親師尊

長錄/趙守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61-4 (EPUB)  

典範與激勵: 趙守博八十感恩親師尊

長錄/趙守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62-1 (PDF)  

孤獨課/亞然作; 李英立朗讀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1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14-7 (線

上有聲書 (WAV)) NT$320 .-- ISBN 

978-957-13-8715-4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盲點: 哈佛、華頓商學院必讀經典,

為什麼傳統決策會失敗,而我們可以

怎 麼 做 ?/ 麥 斯 . 貝 澤 曼 (Max H. 

Bazerman), 安 .E. 坦 柏 倫 塞 (Ann E. 

Tenbrunsel)作; 葉妍伶譯 .-- 臺北市 : 

先覺,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34-375-4 (EPUB)  

玩轉 SQL/陳威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陳威均,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3-1 (EPUB) 

NT$199  

玩轉 SQL/陳威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陳威均,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626-0 (PDF)  

刺繡初心者也 OK 的!Lunéville 法式

鉤針刺繡鉤針應用基礎練習帖/黃丹

怡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通用

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110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80-3-3 

(平裝) NT$480  

依戀理論三部曲. 3, 失落: 哀傷失落

心理學經典,成人&兒童喪親與哀傷

治 療 關 鍵 研 究 / 約 翰 . 鮑 比 (John 

Bowlby)著; 白建磊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0487-48-0 (EPUB)  

依戀理論三部曲. 3, 失落: 哀傷失落

心理學經典,成人&兒童喪親與哀傷

治 療 關 鍵 研 究 / 約 翰 . 鮑 比 (John 

Bowlby)著; 白建磊等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樹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0487-50-3 (PDF)  

孩子長大了,我們該怎麼辦: 給父母

的分離焦慮指引,用聆聽與信任,陪伴

青少年探索戀愛、升學、人際關係

與獨立的成長課題/麗莎.霍夫曼(Lisa 

Heffernan), 瑪莉 .戴爾 .哈靈頓 (Mary 

Dell Harrington)著; 何佳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031-2 

(EPUB)  

為小情人做早餐 . 上部 /焦桐作 .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450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8-6 (線上有聲書(MP3))  

為小情人做早餐 . 下部 /焦桐作 .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3 .-- 約

490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48-4 (線上有聲書(MP3))  

面子領導學 /胡孟君(Maya Hu-Cha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8-64-3 (EPUB)  

面子領導學 /胡孟君(Maya Hu-Cha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8-65-0 (PDF)  

風土餐桌小旅行: 12 個小地方的飲

食人類學筆記/洪震宇作; 曾紫庭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3 .-- 約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46-0 

(線上有聲書(MP3))  

室內色彩搭配寶典/唯美映像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52-93-0 (EPUB)  

英文同義字圖鑑/清水建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6-01-9 

(EPUB)  

昨日的天空: 從南北月交點洞悉前世,

指引今生方向/Steven Forrest 著; 韓沁

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2-32-9 (PDF)  

風之帝國: 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海

洋 亞 洲 的 盛 世 繁 華 / 菲 利 浦 . 鮑 靈

(Philip Bowring)著; 馮奕達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5715-3 (EPUB)  

英文單字 3 色記憶法: 拆解英文字首、

字根、字尾,沒學過的字也能立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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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曾利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2-16-6 (EPUB)  

後巴菲特時代科技股女股神: 凱薩琳.

伍德的「破壞性創新」投資致富策

略/陳偉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84-3 (EPUB)  

後巴菲特時代科技股女股神: 凱薩琳.

伍德的「破壞性創新」投資致富策

略/陳偉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95-9 (PDF)  

為什麼他老是聽不懂?為什麼她總是

在生氣?/内藤誼人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293-3 (PDF)  

為什麼他老是聽不懂?為什麼她總是

在生氣?: 能聊也能撩,讓你主導關係

的男女心理學/内藤誼人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302-2 (EPUB)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知不覺這麼想: 任

何人都會掉入的 101 個思考陷阱/李

南錫, 李正模著; 高毓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121-86-6 (EPUB)  

為什麼越重要的事越不想做?: 51 種

克服拖延與分心,打造超級自控力的

訓練計畫/舒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70-6 (PDF)  

為什麼越重要的事越不想做?: 51 種

克服拖延與分心,打造超級自控力的

訓練計畫/舒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71-3 (EPUB)  

室內觀賞植物圖鑑/章錦瑜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82-37-1 (全套:平裝)  

活用韓文慣用語/韓國語教育研究所

著; 龔苡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48-954-3 (PDF)  

胡同·印象: 典藏版/賈一凡, 武金生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2-0 (EPUB)  

為自己而戰: 預防牙科醫糾,你應該

做對的三件事/鄧政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2-31-2 (PDF)  

思考的框架 /夏恩 .派瑞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658-4 (PDF)  

後仰就會瘦: 10 秒就能消小腹,適合

所有人的革命性拉伸瘦體操/中村尚

人著; 高秋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21-3 (PDF)  

韋伯法政思想的評析 /洪鎌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6-8 (PDF)  

胡克敏.敦煌/胡克敏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長歌藝術傳播, 11003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9298-3-7 

(平裝) NT$200  

看見搗蛋行為背後的原因/親子天下

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925-7 (EPUB) NT$165  

看板建築/萩野正和監修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5-55-3 (EPUB)  

春的意念之美: 紀向創作個展/紀向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

藝廊, 11003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04-5-4 (平裝)  

故事裡的心理學/鐘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72-25-9 ( 全 套 : 平 裝 ) 

NT$640  

政府跨部會自殺防治手冊/李明濱主

編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殺防

治 學 會 暨 全 國 自 殺 防 治 中 心 , 

1100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7195-35-7 (平裝)  

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新世代

傳播: 軍事新聞與傳播科技之結合與

應用. 第 14 屆/劉榮樺, 張詠淳, 鄭宇

雅, 陳彥銘, 李思壯, 黃彥男, 鄭又禎, 

王聖輝, 謝奇任, 王嫚謙, 方鵬程, 陳

竹梅, 資瑋琦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46-73-4 

(PDF)  

流浪的土地公: 北投保德宮的神明地

誌學/徐文瑞, 梁廷毓, 曾韻潔, 劉姍

姍, Elloitt Cheung, 張依諾撰文 .-- 初

版 .-- 台北市 : 鳳甲美術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69-0-2 

(PDF)  

流浪的島= The wandering islands/如

遇文; Yun Chuan, 施暖暖, 林廉恩, 

Cinyee Chiu, Jocelyn Kao 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Dreamkeepr, 11003 .-- 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219-0-7 

(精裝) NT$450  

流浪的終站/三毛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90-7 (PDF)  

品格教育/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503-933-2 (EPUB) 

NT$165  

看笑話學客家話/莊萬貴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莊萬貴, 11003 .-- 2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8642-

0 (平裝) NT$250  

流彩廍司藝. 2020: 與自然對話/原甫

(劉興治), 雲龍(陳素雲), 曹美英, 張

月嬌, 張玉安, 張惠美, 張圳斌, 陳秀

峯, 黃靜玲, 李阿賞作; 陳素雲總編

輯 .-- 一版 .-- 彰化縣 : 彰縣廍子社區

發展協會, 11004 .-- 65 面; 21X29 公

分 .-- ISBN 978-986-92731-3-8 (平裝) 

NT$250  

保釣風雲半世紀: 保釣運動人士的轉

折人生與歷史展望/李雅明, 謝小芩, 

李雅雯, 清華大學圖書館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40-6 

(EPUB)  

保釣風雲半世紀: 保釣運動人士的轉

折人生與歷史展望/李雅明, 謝小芩, 

李雅雯, 清華大學圖書館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47-5 (PDF)  

恍惚書/鄧小樺作; 賀武瓊朗讀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約 228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7-7 

(線上有聲書(WAV)) NT$320 .-- ISBN 

978-957-13-8728-4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美國第一健身強人科學化鍛鍊全書/

麥克.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290-2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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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健身強人科學化鍛鍊全書/

麥克.馬修斯(Michael Matthews)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291-9 

(PDF)  

香港百年: 在人情味消失之前/雪姬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4-48-6 (PDF)  

既然哭也改變不了任何事,不如就更

堅強的活著: 10 道憂鬱傷痕,陪你一

起放下痛苦,救回自己/劉力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39-0 

(EPUB)  

既然哭也改變不了任何事,不如就更

堅強的活著: 10 道憂鬱傷痕,陪你一

起放下痛苦,救回自己/劉力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46-8 

(PDF)  

*秋葉落下之前/詹慶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68-6-3 (PDF) 

NT$380  

重新愛上你: 我們這一代的幸福與焦

慮/蘭萱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2 .-- 約 23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18-7 (線上有聲書(MP3))  

是媽媽教我成為美食家/佐藤敦子著; 

葉韋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263-2-2 (EPUB)  

是媽媽教我成為美食家/佐藤敦子著; 

葉韋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263-3-9 (PDF)  

科學大師們的失誤/楊建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741-3 

(EPUB)  

科學大師們的失誤/楊建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50-5 (PDF)  

活學活用人性厚黑學. 人際應用篇/

公孫先生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

天出版, 110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766-8 ( 平 裝 ) 

NT$380  

草本一族手搖飲料店 SAP ERP 導入

結案報告/許世琦, 呂佳穎, 陳奕蓁, 

謝秉宏, 王登捷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7-9 (PDF)  

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也算是懶!: 跟著

蘇格拉底尋找自己的專屬幸福/劉燁, 

王郁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16-606-9 (EPUB)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劉依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5-0 (PDF)  

桃北宜天際線/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編 繪  .-- 新 北 市  : 上 河 文 化 ,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1-2 (單張半開) NT$380  

真正無懼的身心防彈術: 美國特勤局

專家帶你提升心理素質,面對各種挑

戰 /伊芙 .波普拉斯(Evy Poumpouras)

作; 甘鎮隴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5-591-5 (PDF)  

家有學前兒: 小心!生活裡的安全地

雷/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38-7 (EPUB) NT$165  

家有學前兒: 友善醫療孩⼦不怕看醫

⽣. 下/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30-1 (EPUB) NT$165  

家有學前兒: 常見小兒病氣居家照護

法. 下/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27-1 (EPUB) NT$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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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054-83-6 (PDF)  

祕法卡巴拉/荻恩.佛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572-19-8 (EPUB)  

祕法卡巴拉/荻恩.佛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572-21-1 (PDF)  

原來我不是沒自信,只是太容易被踐

踏!/潮凪洋介著; 陳嫻若譯 .-- 二版 .-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567-92-4 (EPUB)  

狼性法則: 現代人的成功大法/羅宇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175-7-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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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4-12-2 (EPUB)  

家居儲藏與收納 /美好家園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607-6 (EPUB)  

真相的商人: 網路崛起、資訊爆炸、

獲利崩跌 ,新聞媒體產業將何去何

從?/吉兒.阿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

著;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5727-6 (PDF)  

真相的商人: 網路崛起、資訊爆炸、

獲利崩跌 ,新聞媒體產業將何去何

從?/吉兒.阿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

著;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08-5731-3 (EPUB)  

純素時代來臨!國際蔬食營養權威,教

你成為自己的營養師,打造天然自癒

力/布蘭達.戴維斯(Brenda Davis), 薇

珊托.梅麗娜(Vesanto Melina)著; 謝宜

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431-4 (EPUB)  

鬼套籠/吳學寶編著 .-- 初版 .-- 花蓮

縣 : 吳學寶, 11003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8582-9 (平裝

附光碟片) NT$360  

*財務自由入門套書/天野敦之, 孫悟

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003 .-- 冊 .-- ISBN 978-986-5536-43-

5 (全套:平裝) NT$730  

起造國家: 史明文物館 台日雙館紀

念專刊/史明教育基金會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前衛, 11002 .-- 4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01-937-9 (平裝) 

NT$200  

浮游/蔣雅文攝影 .-- 初版 .-- 花蓮縣 : 

蔣雅文, 11003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8612-3 ( 精 裝 ) 

NT$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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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援之死/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004-9 (EPUB)  

能量淨化全書: 迅速啟動個人與居家

的氣場結界/德拉賈.彌卡哈里(Draja 

Mickaharic)著; 繆靜芬譯 .-- 1 .-- 臺北

市 : 橡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01-56-6 (EPUB)  

修補生命裂痕: 一位醫師的現場故事,

從生命無常的破碎與修補中,找到跨

越傷痛的力量 /喬安娜 .坎儂(Joanna 

Cannon); 林宜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35-0 (EPUB)  

破解埃及文/希拉蕊.威爾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2-18-1 

(EPUB)  

破解埃及文/希拉蕊.威爾森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2-20-4 (PDF)  

倒數六十天職場生存日記: 四十五歲

的我在工作低谷 ,尋找人生選擇權

/Vito(蔣宗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26-8 (EPUB)  

倒數六十天職場生存日記: 四十五歲

的我在工作低谷 ,尋找人生選擇權

/Vito(蔣宗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27-5 (PDF)  

書劍萬里緣: 吳文津雷頌平合傳/王

婉迪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5716-0 (EPUB)  

高牆之內: 近距離看刑與罰/陳國華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3-7 (EPUB)  

格繡工藝簡史與服飾工藝典藏實踐/

黃丹怡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

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11003 .-- 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780-2-

6 (精裝) NT$980  

恐懼與自由/齊斯.洛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9-69-9 

(EPUB)  

逆襲的詞人/白白老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6-02-6 (PDF)  

做工的人/林立青作; 徐壽柏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296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24-8 

(線上有聲書(MP3))  

眾水之聲 . 4= The voice of rushing 

waters. IV/王光智詞.曲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637-98-9 (全套:

平裝)  

國中必背 1200 英語單字練習簿= 

English copybook/世一文化編輯群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002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29-

828-0 (平裝) NT$90  

現代心靈/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 

張鳳, 楊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商業周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9-34-6 (PDF)  

現代心靈/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 

張鳳, 楊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商業周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9-35-3 (EPUB)  

麥卡的難題/安.泰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寶瓶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06-225-6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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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櫳震作 .-- 

二版 .-- 新竹縣 : 曾櫳震, 11004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8590-4 (平裝) NT$30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年報. 109 年/王

蕓瑛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科工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61-74-4 (PDF) NT$10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進

藥師學習暨訓練計畫 /黃品慈編輯; 

臺大醫院藥師著 .-- 第十三版 .-- 臺

北市 : 臺大醫院藥劑部,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52-46-9 (PDF)  

國立臺灣博物館系統簡介/黃星達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32-307-3 (PDF)  

強制執行法 /蘇盈貴著 ; 蘇銘翔校

訂 .-- 5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16-4 

(PDF)  

這些話,就是言語勒索: 10 歲起就該

懂!29 個場景帶你識破&了解反擊的

智慧/森山至貴著;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6-576-3 (EPUB)  

動物腥球圖鑑/小高潮色計事務所作.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9-61-9 (EPUB)  

教孩子和時間做朋友 /唐豔豔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11-2 (EPUB)  

設計你的小習慣/BJ.福格(BJ Fogg)著; 

劉復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

誌,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98-661-4 (PDF)  

這個句子拯救我 給青少年的強心金

句/定政敬子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70-270-2 (EPUB) 

NT$320  

這個句子拯救我: 給青少年的強心金

句/定政敬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271-9 (PDF)  

*教師教學實務升等代表著作: 「休

閒與遊憩」管理之課程發展與教學

實踐: 從「體驗」出發,用「熱情」

實踐/賴廷彰作 .-- 初版 .-- 新竹市 : 

竹宇印刷, 11002 .-- 24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97286-6-9 ( 平 裝 ) 

NT$300  

細軟/馬翊航作; 李英立朗讀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4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76-8 (線

上有聲書(MP3)) NT$280  

教授升等著作/曾清枝主編 .-- 初版 .-

- 彰化縣 : 大葉大學企管系, 11002 .-- 

8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5507-9-6 (平裝) NT$300  

章魚法官來說法: 法律原來可以這麼

容易懂!法官媽媽+律師爸爸給孩子

的 33 堂生活實用法學課/張瑜鳯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4-914-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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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遠距工作,設計你的理想生活/佐

依(Zoe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6-577-0 (EPUB)  

連棋五福臨門弈法/蔡肇祺著 .-- 臺

北市 : 光華雜誌社, 11005 .-- 3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59-1-4 

(精裝) NT$700  

動畫用語事典/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動

畫協會人才育成委員會著; 孫家隆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35-908-2 

(PDF)  

終結回家功課戰爭/親子天下編輯部

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35-6 

(EPUB) NT$165  

莊黃京華女士紀念集/莊健隆, 張臨

蘇, 莊思沛, 莊思敏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莊健隆, 11002 .-- 3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8478-5 (平

裝)  

麻煩主管,請不要再找我碴!: 說服、

超前、力推、換位、跳脫 ,用五招

「出色溝通」管理你的頂頭上司/莊

舒涵（卡姊）著 .-- 一版一刷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13-8692-8 (EPUB)  

麻煩主管,請不要再找我碴!: 說服、

超前、力推、換位、跳脫 ,用五招

「出色溝通」管理你的頂頭上司/莊

舒涵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01-7 (PDF)  

專業音響工程技術現場電聲建立指

南: 現場混音/吳榮宗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音匠企業, 11002 .-- 22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931-2-8 (平

裝) NT$1000  

理想情緒: 用草藥、精油、適應原找

到內在平衡的情緒排毒計畫/莎拉.查

納.希爾佛斯坦著; 傅雅楨, 何佳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039-8 (EPUB)  

情感智商的 EQ 心理學/克里.摩斯

(Kelly Morth)原著; 陳書凱編譯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1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99646-8-5 (PDF) 

NT$280  

區塊鏈: 下一波全球投資錢潮/約翰.

哈格雷夫爵士(Sir John Hargrave)著; 

張家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310-7 (EPUB)  

區塊鏈: 下一波全球投資錢潮/約翰.

哈格雷夫爵士(Sir John Hargrave)著; 

張家綺譯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7-6 (PDF)  

國際政治理論與全球實踐/蔡東杰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48-3 

(PDF)  

情緒勒索: 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

間,最讓人窒息的相處/周慕姿作; 曾

婷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26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3-1 (線上有聲書(MP3))  

*國語語法: 中國話的文法 /趙元任

著 .-- 三版 .-- 高雄市 : 學海, 11003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14-

353-3 (平裝) NT$500  

甜蜜編年/王俊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42-0 (EPUB)  

甜蜜編年/王俊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49-9 (PDF)  

陳墨: 人物金庸. 下冊/陳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0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2-

973-6 (平裝) NT$320  

這樣也很好!大齡女子獨立宣言丟掉

束縛、笑中泛淚!66 篇熟女養成記,

帶你揮別中年恐慌/珍妮.蘇著; 莊雅

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48-951-2 (EPUB)  

晚熟世代: 王浩威醫師的家庭門診/

王浩威作; 盧侑典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443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97-32-3 (線上有聲

書(MP3))  

雪潤群芳 : 周雪雯傳藝錄 /周雪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691-1 (EPUB)  

雪潤群芳 : 周雪雯傳藝錄 /周雪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25-3 (PDF)  

麻薯舊社= Pazeh の Mashu Jiushe 

story/陳平兒, 張慶宗撰文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麻糬社志願服務關

懷協會, 1100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218-0-8 (平裝)  

被隱藏的眾神: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

智 慧 的 旅 程 / 傑 拉 德 . 羅 素 (Gerard 

Russell)著; 葉品岑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4-48-7 (PDF)  

被隱藏的眾神: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

智慧的旅程/傑拉德.羅素著; 葉品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24-52-4 (PDF)  

唯識法相學. 上/白雲老禪師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079-9-6 

(PDF)  

唯識法相學. 下/白雲老禪師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31-0-9 

(PDF)  

*超!簡易日本語と文化/陳欣惠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0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126-1-

5 (平裝)  

給力: 情感凝聚×親師溝通×創意備課,

林晉如的創意班級經營術 /林晉如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720-7 

(EPUB)  

超人氣 FB+IG+LINE 社群經營與行

銷力: 用 225 招快速聚粉,飆升流量

變業績!/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

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747-6 (PDF)  

換了語言,就換了腦袋/蓋伊.多徹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459-3 

(EPUB)  

黃巾民變/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001-8 (EPUB)  

猶太人的經商賺錢術/陳書凱編著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1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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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06175-0-4 (PDF) 

NT$350  

猶太心機: 鍛鍊精準投資眼力,成為

商場大戰最終贏家/溫亞凡, 才華著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16-602-1 (EPUB)  

媒介與抵抗: 北美台灣之音傳播行動: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 Media 

and Resistance: the "Voice of Taiwan" 

and Its Spread Among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 Special 

Exhibition Series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th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財團法人二

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台灣敘事力協

會作  .-- 臺北市  : 二二八基金會 , 

11003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8633-5-3 (平裝)  

提升臨床護理實務能力: 運用多元情

境教學策略融入「內外科護理學及

實驗」課程之教學實踐 /温孟娟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1002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076-9-9 (平裝) NT$250  

*痛史/(清)吳沃堯撰 .-- 五版 .-- 臺北

市 : 世界, 6910 .-- 2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06-0597-6 (平裝)  

*創世思想曲: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 

Creation thoughts: Genesis chapters 1-

11/蔡文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基

督福音證主, 11002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745-32-5 (平裝) 

NT$200  

創世貓遊戲國. B, 玩麥塊學程式: 使

用微軟 MakeCode 程式/鍾政信作 .-- 

一版 .-- 桃園市 : 龍行文教, 11003 .-- 

68 面 ; 29 公分  .-- ISBN 978-986-

06200-0-9 (平裝)  

超自然神秘動物圖鑑套書/讓.巴普蒂

斯特.德.帕納菲厄作; 樊豔梅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72-24-2 (全套:平裝) 

NT$960  

散步. vol.83. 2057 年 9 月號/陳保霖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陳保霖 , 

11003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8622-2 (平裝) NT$350  

黃金稜.淡蘭古道中路/上河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92-8 (單張半開) NT$380  

復活小百科/瞿海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示,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86-6-3 (EPUB)  

復活小百科/瞿海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示,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86-7-0 (PDF)  

最後的贏家/黃正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1004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501-85-3 (PDF)  

著迷,甘願賭上所有: 光靠恆毅太苦

情,貝佐斯、馬斯克告訴你,這是最開

心 的 工 作 動機 。 /羅勃 .布 魯斯 .蕭

(Robert Bruce Shaw)著; 吳宜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59-9 

(PDF)  

著迷,甘願賭上所有: 光靠恆毅太苦

情,貝佐斯、馬斯克告訴你,這是最開

心 的 工 作 動機 。 /羅勃 .布 魯斯 .蕭

(Robert Bruce Shaw)著; 吳宜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61-2 

(EPUB)  

超 級 思 維 / 布 瑞 . 溫 伯 格 (Gabriel 

Weinberg), 蘿倫.麥肯(Lauren McCann)

著;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01-5 (PDF)  

超 級 思 維 / 布 瑞 . 溫 伯 格 (Gabriel 

Weinberg), 蘿倫.麥肯(Lauren McCann)

著;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07-7 (EPUB)  

傍晚五點十五分/夏夏作; 孫德萍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2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8677-5 (線上有聲書(MP3)) NT$330  

最強主管都會用「假設」: 做專案、

管下屬、開會......課題解決顧問教你

利用假設,解決工作大小事。/阿比留

真二著; 高珮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70-4 (EPUB)  

最強主管都會用「假設」: 做專案、

管下屬、開會......課題解決顧問教你

利用假設,解決工作大小事。/阿比留

真二著; 高珮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71-1 (PDF)  

跋扈將軍/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002-5 (EPUB)  

勞動基準法/陳旻沂著 .-- 9 版 .-- 臺

北市 : 書泉,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19-5 (PDF)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太上三教聖人

正心開化真經禮請全卷/楊蓮福總編

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100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7127-97-6 (平裝) NT$500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王母無極妙道

三皇救世皇經/楊蓮福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600-12-9 (卷上: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5600-

13-6 (卷中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5600-14-3 ( 卷 下 : 平 裝 ) 

NT$500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文昌孝經/楊蓮

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 11002 .-- 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0-15-0 (平裝) NT$500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先天無極三清

滅罪消愆延生錫福超冥度陽寶懺/楊

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

文化, 11002 .-- 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27-99-0 ( 平 裝 ) 

NT$500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度緣仙經/楊蓮

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

化 , 11002 .-- 冊  .-- ISBN 978-986-

5600-09-9 ( 上 卷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986-5600-10-5 (下卷:平裝) 

NT$500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無上三清心印

度盡靈根拔生救死談演真經(卷上)/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文化, 11002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27-98-3 ( 平 裝 ) 

NT$500  

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無上三教秘語

度盡靈根拔生救死談演真經(卷中)/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文化, 1100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0-01-3 ( 平 裝 ) 

N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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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揚古籍選. 宗教篇: 無上三曹密訣

度盡靈根拔生救死談演真經(卷下)/

楊蓮福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揚文化, 1100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0-02-0 ( 平 裝 ) 

NT$500  

報菜名/賴韋伃總編輯 .-- 臺北市 : 蔘

利商號, 11004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06173-0-6 (精裝)  

超越直覺: 別讓常識壞了事!解決大

問 題 的 10 堂 思 考 課 / 鄧 肯 . 華 茲

(Duncan J. Watts)著; 郭曉燕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115-9-7 

(EPUB)  

超越直覺: 別讓常識壞了事!解決大

問題的 10 堂思考課/鄧肯.華茲著; 郭

曉燕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30-0-0 (PDF)  

診間裡的女人 /林靜儀作 ; 曾婷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575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41-5 (線上有聲書(MP3))  

黃渤說話的藝術/劉瑞江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8-62-9 (PDF)  

黃渤說話的藝術/劉瑞江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8-63-6 (EPUB)  

給新手主管的教科書/篠原信著; 李

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2-23-7 (EPUB)  

給新手主管的教科書/篠原信著; 李

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2-25-1 (PDF)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 2021/2021 創

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003 .-- 

8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03-

577-8 (平裝)  

寓意與奇幻的遊戲: 季娜.魯賓娜<<

科爾多瓦的白鴿>>小說中的色彩(俄

羅斯文版)/王怡君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003 .-- 5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60-3-

2 (平裝)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

著 .-- 54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85-1 

(PDF)  

越境装置としての AKB48(電子書籍

版)/南雄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

良,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99526-7-5 (PDF)  

就算忙盲茫 我決定給自己一點時間/

鴨子小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631-4 (EPUB)  

就算從未忘記: 但你永遠也不會知道

/Middle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

出版國際,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328-4 (EPUB)  

華爾街孤狼巴魯克: 我如何在大空頭

市 場中戰 勝人 性 ?/伯納德 .巴魯克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1-69-2 

(PDF)  

華語寫作一學就上手. 基礎級/陳嘉

凌, 李菊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2-554-4 (PDF)  

虛實整合與互動科技應用開發/莊昌

霖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莊昌霖, 

11002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604-8 (平裝) NT$800  

短篇小說寫作指南/<<作家文摘>>雜

誌(Writers Digest)編著; 謝楚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4-907-2 

(EPUB)  

黃瑽寧醫師健康小講堂: 孩子的身體

說明書/黃瑽寧著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953-0 (EPUB) NT$250  

黃瑽寧醫師教養小講堂: 爸媽不怕,

與孩子一起長大/黃瑽寧著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03-942-4 (EPUB) 

NT$250  

創藝西岐: 藺草編織的第一本手邊書

/吳憲昌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西

岐國小, 11002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8-65-2 (平裝)  

給覺得丟臉而討厭自己的你/斯提凡.

倪德威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89-8 (EPUB)  

給覺得丟臉而討厭自己的你/斯提凡.

倪德威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3-8698-0 (PDF)  

視覺藝術論壇. 第十五期/視覺藝術

論壇編輯委員會編輯 .-- 嘉義縣 : 嘉

大視覺藝術系所, 11001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650-5-7 (平

裝) NT$360  

想太多是會爆炸的: 臨床心理師帶你

打破過度思考和焦慮的循環/關朵琳.

史密斯(Gwendoline Smith)著; 黃意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開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734-2-7 (EPUB)  

圓之書/曼努埃爾.利馬(Manuel Lima)

著; 林潔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9-62-6 (EPUB)  

慈心應作經/漢譯南傳大藏經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龍 岡 數 位 文 化 , 

11002 .-- 32 面; 10 公分 .-- ISBN 978-

957-794-207-4 (經摺裝)  

新世代的網路治理/財團法人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47-0-0 (EPUB)  

當代財經大師的選股邏輯課: 5 招頂

尖投資機構不外傳的關鍵選股技術/

約書亞.培爾(Joshua Pearl), 約書亞.羅

森巴姆(Joshua Rosenbaum)著; 劉弈吟

譯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03-2-0 (PDF)  

極地探險家的美好生活祕密/厄凌.卡

格(Erling Kagge)著; 謝佩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9-63-3 

(EPUB)  

路米斯繪畫學習經典套書/安德魯.路

米斯著; 吳郁芸, 林奕伶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5 .-- 冊 .-- ISBN 

978-986-5511-73-9 ( 全 套 : 平 裝 ) 

NT$1648  

溥言雜憶(中英雙語版)/裴溥言著; 鄭

文君(Alice W. Cheang)譯 .-- 臺北市 : 

三民,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14-7157-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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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與實務應用 /姚念周著 .-- 

第一版 .-- 新竹市 : 樞紐科技顧問, 

11003 .-- 23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30031-4-4 (平裝) NT$350  

新武呂溪.卑南東稜/上河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88-1 (單張半開) NT$380  

微易經: 從可能性到實現性的過程/

吳進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2-33-6 (PDF)  

新金融怪傑: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鑰

(30 周年紀念版 ). 上 /傑克 .史瓦格

(Jack D. Schwager)著; 羅耀宗, 俞濟群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寰宇,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30-8-7 

(PDF)  

新金融怪傑: 頂尖操盤手的致勝之鑰

(30 周年紀念版 ). 下 /傑克 .史瓦格

(Jack D. Schwager)著; 羅耀宗, 俞濟群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寰宇,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30-9-4 

(PDF)  

會計.財務判解評析. 營利事業篇. 二/

桂祥晟, 吳俊志, 桂祥豪, 封昌宏, 柯

格鐘, 林上軒, 林陣蒼, 王明勝, 黃郁

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 

11002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492-3 (平裝) NT$250  

新南向系列市調報告: 菲律賓零售市

場調查 兼論 Covid-19 肺炎疫情之衝

擊/李欣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外

貿協會,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5-432-2 (PDF)  

過度努力: 每個「過度」,都是傷的

證明/周慕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23-2 (PDF)  

過度努力: 每個「過度」,都是傷的

證明/周慕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24-9 (EPUB)  

裡面的裡面 /朱嘉漢作 ; 鄭師誠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約

2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

8765-9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50 .-- ISBN 978-957-13-8766-6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腦科學事件簿: 第一部/亞蘇作; 鄭歆

慈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77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1-7 (線上有聲書(MP3))  

當神成為機械人: 希臘神話如何透過

科幻想像,探問人類生命的本質/雅筑

安.梅爾著; 愷易緯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4-54-8 (PDF)  

微笑憂鬱: 社群時代,日益加劇的慢

性心理中毒 /洪培芸作 ; 黃湘婷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001 .-- 約

310 分面 ; 公分  .-- ISBN 978-986-

5497-26-2 (線上有聲書(MP3))  

跟著實務學習 ASP.NET MVC 5.x: 打

下前進 ASP.NET Core 的基礎(使用

C#2019)/蔡文龍, 蔡捷雲, 歐志信, 曾

芷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2-746-9 (PDF)  

媽媽日記/林廉恩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光點, 11004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17-67-0 (精裝)  

媽媽日記/林廉恩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005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10-9682-7 (精裝)  

意義地圖: 信念的構築/喬登.彼得森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0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05-2 

(EPUB)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 

11003 .-- 1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008-9-8 (精裝彩色仿皮燙

白清新雛菊)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 

11003 .-- 1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76-0-3 (精裝彩色仿皮燙

金熱情薔薇)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 

11003 .-- 1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76-1-0 (精裝彩色仿皮燙

金黑金棕櫚)  

話說環球水泥: 一甲子企業為你說故

事/環球企劃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11004 .-- 19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98756-7-7 (平裝)  

雷龍之力: 不丹鬼才藝術家金寶.旺

楚克海外首展= Power of himalaya: 

Gyempo Wangchuk Solo Exhibition/金

寶.旺楚克(Gyempo Wangchuk)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丹之寶, 11002 .-- 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181-0-

5 (平裝) NT$1200  

經濟殺手的告白/約翰.柏金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56-7 

(EPUB)  

經濟殺手的告白/約翰.柏金斯著; 黃

亦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13-8761-1 (PDF)  

慈濟產科學/黃思誠總編輯 .-- 花蓮

縣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11002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206-6-0 

(PDF)  

新趨勢網路概論/陳惠貞作 .-- 五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2-752-0 (PDF)  

經濟學原理 . 上 /阿弗瑞德 .馬夏爾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1-2 

(PDF)  

經濟學原理 . 下 /阿弗瑞德 .馬夏爾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9-8 

(PDF)  

解題背後的心理學: 行不通就換方法,

建構有效的數學思維/艾佛瑞德 S.波

薩曼提爾, 蓋瑞.柯斯, 丹妮耶爾.索羅.

維葛達默, 凱瑟琳.基芙-柯柏曼著; 謝

雯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24-49-4 (EPUB)  

解題背後的心理學: 行不通就換方法,

建構有效的數學思維/艾佛瑞德 S.波

薩曼提爾, 蓋瑞.柯斯, 丹妮耶爾.索羅.

維葛達默, 凱瑟琳.基芙-柯柏曼著; 謝

雯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24-51-7 (PDF)  

園藝心療: 在現代世界尋覓自然/蘇.

史都華-史密斯(Sue Stuart-Smith)著; 

朱崇旻譯 .-- 臺北市 : 究竟,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17-1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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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朝 中 畫 會 創 作 聯 展 專 輯 . 

2021= Choo-Chung Art Association 

members' joint exhibition/林慧珍, 塗文

忠, 蘇智偉, 楊春旅執行編輯 .-- 臺中

市 : 臺中市朝中畫會, 11003 .-- 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11-0-

5 (平裝)  

夢中的橄欖樹/三毛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689-1 (PDF)  

實用乾燥技術/呂維明, 朱曉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01-8 (PDF)  

漁的大歷史: 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文

明?/布萊恩.費根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4-50-0 (EPUB)  

漁的大歷史: 大海如何滋養人類的文

明?/布萊恩.費根著; 黃楷君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4-53-1 (PDF)  

滿庭芳床業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

結案報告/曾仕丞, 林怡均, 莊詔甯, 

張紜慈, 林語涵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1-7 (PDF)  

臺院訓錄(庚子). 卷三十二/至聖先天

老祖, 蓮臺聖, 孚聖, 濟佛, 尚真人等

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天救教道

院臺灣總主院, 11003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43-3-6 (平

裝)  

圖書館特藏聖經展專輯彙編 . 2019

年/李光臨編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48-081-3 (PDF)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ICMBI2021)/中國科技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國科大企管系, 11005 .-- 5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26-46-

5 (平裝)  

管理會計新興議題/王怡心著 .-- 臺

北 市  : 怡 星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275-0-3 (PDF) NT$60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P ERP 導

入結案報告/田詩瑜, 施力齊, 廖子萱, 

丁加全, 蔡旻騏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2-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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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35-901-3 

(EPUB) NT$300  

精進書寫能力. 1: 遣詞用句掌握文氣

篇/李智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2-553-7 (PDF)  

圖解內經/李家雄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03-2 (PDF)  

網路行銷之短期致勝方略 /黎雨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4-4 (EPUB)  

圖解男性心理學/齊藤勇監修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430-7 

(EPUB)  

圖解政治學/王保鍵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6-7 (PDF)  

圖解食品工廠管理與實務 /張哲朗 , 

李明清, 黃種華, 鄭建益, 徐能振, 顏

文俊, 林聰明, 徐維敦, 施柱甫, 施泰

嶽, 張仕貴, 吳伯穗, 陳忠義, 蔡育仁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02-5 

(PDF)  

槓鈴處方/強納森.蘇利文, 安迪.貝克

作; 王啟安, 何宜勳, 吳峰旗, 吳肇基, 

林靖倫, 陳柏瑋, 楊斯涵譯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377-662-8 (EPUB)  

圖解設計故事學/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作; 劉佳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7-999-4 (EPUB) NT$480  

圖解設計故事學/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2-08-4 (PDF)  

圖解賽局高手的常勝の腦: 賽局理論

實戰套書(漫畫賽局理論+漫畫新世

紀孫子兵法)/川西諭, 長尾一洋著; 

蔡昭儀, 謝承翰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003 .-- 冊 .-- ISBN 978-986-

5511-71-5 (全套:平裝) NT$670  

圖像思考的練習: 我這樣獲利 10 億、

調解糾紛、做出成果 /平井孝志著; 

李璦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378-5 (EPUB)  

滿福寶/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

播協會, 11001 .-- 24 面; 14X14 公分 .-

- ISBN 978-986-06298-5-9 (平裝)  

滿福寶: 带给您七重祝福的宝贝/ .-- 

初版 .-- 臺北市 :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

協會, 11002 .-- 24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986-06298-0-4 (平裝) NT$15  

輕鬆玩 Google 漫步在雲端!一定要

會的 200+招實用密技/黃建庭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760-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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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9-875-6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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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9-878-7 (PDF)  

實驗教育選校指南: 中、南、東部/

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03-944-8 (EPUB) NT$199  

*臺灣(Formosa)自治政府(PAJF)參議

院成立大會議程: 米西太日帝臺島參

院二期/曾勁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曾勁元, 1100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89-8 (精裝)  

臺灣佛光人間佛教出版與傳播硏究/

陳建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11-203-3 (EPUB) NT$450  

臺灣蝴蝶圖鑑/徐堉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冊 .-- ISBN 

978-986-5582-35-7 ( 全 套 : 平 裝 ) 

NT$1970  

寫 小 說 就 這 樣 / 卡 倫 姆 . 麥 (Colum 

McCann)著; 葉佳怡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732-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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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小 說 就 這 樣 / 卡 倫 姆 . 麥 (Colum 

McCann)著; 葉佳怡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737-5 (PDF)  

養心: <<養氣>>進階版.提升能量的

修心三法/高堯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智,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589-2 (EPUB)  

影片融入課程之教學成效探討:以婦

女 健 康 課 程 為 例 = The study on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programs 

through video integration-taking female 

health course as examples/江曉菁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永大, 11002 .-- 

4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9076-8-2 (平裝) NT$150  

練好深度學習的基本功: 用 Python

進行基礎數學理論的實作/立石賢吾

作; 衛宮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2-766-7 (PDF)  

廣 告 人 的 行 銷 法 則 / 崔 西 . 阿 靈 頓

(Tracy Arrington)作; 江元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4942-6-7 (EPUB)  

蔣廷黻: 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

戰的外交官/江勇振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717-7 (EPUB)  

暫定佛規(崇華堂本)/張天然作 .-- 新

北市 : 至善文化電子書,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945-7-6 (PDF)  

誰是受害者?: 犯案者是病人還是犯

人?是謀殺或社會所逼?司法精神醫

學權威的 10 堂課/何美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513-5 

(EPUB)  

歐洲區域秩序: 舊問題與新實驗/王

群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2-547-6 (PDF)  

廚病激發 BOY. 2/藤並みなと著; 江

宓蓁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6-030-5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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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48-948-2 (PDF) 

NT$380  

影視藝術概論/詹慶生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6-05-1 (EPUB)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曼羅迪諾

(Leonard Mlodinow)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065-2 

(EPUB)  

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曼羅迪諾

(Leonard Mlodinow)著; 鄭方逸譯 .-- 

第三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069-0 (PDF)  

樓鳳性產業大調查/張榮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9-6-4 (PDF) 

NT$340  

樓鳳性產業大調查/張榮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469-7-1 (EPUB) 

NT$340  

誰說輪胎不能是方形?/愛德華.狄波

諾(Edward de Bono)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13-8679-9 (EPUB)  

誰說輪胎不能是方形?/愛德華.狄波

諾(Edward de Bono)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 ISBN 978-957-13-8682-9 (PDF)  

膝關節修復全書/羅伯特.F.拉普雷德

(Robert F. LaPrade), 盧克.歐布萊恩

(Luke O'Brien), 豪 爾 赫 . 查 拉 (Jorge 

Chahla), 尼古拉斯.I.肯尼迪(Nicholas I. 

Kenned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

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294-0 (PDF)  

膝關節修復全書/羅伯特.F.拉普雷德

(Robert F. LaPrade), 盧克.歐布萊恩

(Luke O'Brien), 豪 爾 赫 . 查 拉 (Jorge 

Chahla), 尼古拉斯.I.肯尼迪(Nicholas I. 

Kenned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

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7-295-7 (EPUB)  

樂齡打工趣: 讓生活 New 一下/謝冠

賢, 李淑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2-531-5 (PDF)  

樂讀: 古典音樂漫遊指南/解磊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9-9 (EPUB)  

親⼦玩中學.52 個週休提案: 東/親子

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929-5 (EPUB) NT$165  

親子玩中學.52 個週休提案: 南/親子

天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928-8 (EPUB) NT$165  

貓在之地/崔舜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28-7 (EPUB)  

貓在之地/崔舜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29-4 (PDF)  

整合地理資訊技術之物聯網系統開

發. 基礎入門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

英德作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074-0-6 (PDF)  

整合地理資訊技術之物聯網系統開

發. 基礎入門篇(簡體中文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作 .-- 初版 .-- 彰化縣 : 

渥瑪數位,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74-1-3 (PDF)  

學佛入門 MP3 有聲書/聖嚴法師導

讀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004 .-- 約 253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598-909-5 ( 有 聲 書 記 憶 卡 ) 

NT$790  

操弄第一印象的說話引導術/岸正龍

著; 金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

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203-0-6 (EPUB) NT$340  

擁抱雪花數獨/尤怪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尤怪工作室,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74-0-4 (PDF) 

NT$100  

擁抱焦慮,親愛的你會好好的: 運用

心理療法撫平焦慮、改變想法,開始

真正接納自己的療癒自助手冊 /吉

兒 .P.韋伯(Jill P. Weber)著; 李函容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038-1 (EPUB)  

學前兒童數學能力測驗 /林月仙編

製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1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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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 ISBN 978-986-191-967-6 (全套:

平裝) NT$5500  

親師溝通 完全指南/親子天下編輯部

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03-949-3 

(EPUB) NT$165  

燕然勒石/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003-2 (EPUB)  

親愛的,你不孤單/詹姆斯.維特(James 

Withey), 奧莉薇亞.薩根(Olivia Sagan)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101-1-6 (PDF)  

龍夢柔寫真集 1st Photo Book『夢』/

龍夢柔著; 小暮和音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10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446-7-

0 (平裝) NT$600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

一一一年/廖冠凱編著 .-- 新北市 : 廖

冠凱, 11004 .-- 115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84-3 ( 線 裝 ) 

NT$500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全本). 民國

一一一年/廖冠凱編著 .-- 新北市 : 廖

冠凱, 11004 .-- 18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8583-6 ( 線 裝 ) 

NT$600  

醍醐集/吳福助選輯; 謝鶯興編輯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080-6 (PDF)  

選舉預測方法比較: 社群大數據與民

意調查實證研究/羅莉婷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08-8 (EPUB)  

瓢蟲/伊坂幸太郎作 .-- 二版 .-- 臺北

市 : 獨步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0-07-0 (EPUB)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電子書/蕭

繼宗著; 王建生選輯 .-- 臺中市 : 東

海圖書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82-0 (PDF)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 .電子書 . 

上冊/蕭繼宗作; 王建生選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83-7 

(PDF)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 .電子書 . 

下冊/蕭繼宗作; 王建生選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85-1 

(PDF)  

蕭繼宗教授手抄作品選輯 .電子書 . 

中冊/蕭繼宗作; 王建生選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48-084-4 

(PDF)  

諾 蘭 變 奏 曲 : 當 代 國 際 名 導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全書/湯姆.邵

恩著; 黃政淵, 但唐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489-1 (EPUB)  

諾 蘭 變 奏 曲 : 當 代 國 際 名 導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全書/湯姆.邵

恩著; 黃政淵, 但唐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491-4 (PDF)  

懂用人,當主管心不累: 人資長教你

帶出好員工的 40 個實戰 QA/林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34-43-1 (EPUB)  

應用內部稽核職能強化動支經費合

規性機制之研究: 以科技部補助學研

機構研究計畫為例/黃永傳, 廖家卉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黃永傳(臺

北市),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43-8576-8 (PDF)  

應用財務規劃模式協助審查公營事

業 預 算 之 可 行 性 研 究 : 以 Monte 

Carlo 模擬審查中央印製廠預算為例

/黃永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黃

永傳(臺北市),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585-0 (PDF)  

應用電腦協助審編國營事業預算之

研究: 以中國鋼鐵公司為例/黃永傳, 

華碧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黃永傳

(臺北市),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8598-0 (PDF)  

聰明教養 9 種氣質小孩. 下/親子天

下編輯部作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03-939-4 (EPUB) NT$165  

營建法規/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 

19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0-8 (PDF)  

韓國人不想讓你知道的事 /吳昌益

(오창익)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09-68-2 (EPUB)  

韓語 40 音完全自學手冊/郭修蓉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2-31-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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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44-905-8 (EPUB) NT$294  

禮物/朱嘉漢作; 李英立朗讀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約 26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73-7 (線

上有聲書(MP3)) NT$360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士師記/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1003 .-- 

冊 .-- ISBN 978-957-475-150-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51-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52-5 (第 3 冊: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約書亞記/黃六

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1003 .-- 

冊 .-- ISBN 978-957-475-147-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48-8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

149-5 (第 3 冊:平裝)  

舊約聖經講章寶庫: 路得記/黃六點, 

李元樞收集; 大光出版部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光傳播, 11003 .-- 

冊 .-- ISBN 978-957-475-153-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75-154-9 

(第 2 冊:平裝)  

雙鬼湖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

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986-7342-90-

4 (單張半開) NT$380  

簡短卻強大的 3 分鐘簡報/布蘭特.平

維迪克著; 易敬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2-1 (EPUB)  

簡短卻強大的 3 分鐘簡報/布蘭特.平

維迪克著; 易敬能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24-4 (PDF)  

薩提爾的守護之心/李崇建, 甘耀明

作; 張心哲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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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 約 46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27-9 (線上有聲書(MP3))  

簡養 ,女人都能學會的凍齡易瘦法 : 

女人的病,99%都是「氣」造成的。

那些困妳一生的氣血問題,25 年臨床

中醫教妳這樣調。/李軍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73-5 (PDF)  

簡養 ,女人都能學會的凍齡易瘦法 : 

女人的病，99%都是「氣」造成的。

那些困妳一生的氣血問題,25 年臨床

中醫教妳這樣調。/李軍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8-72-8 

(EPUB)  

翻譯學導論/張政, 王贇主編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86-10-5 

(EPUB)  

蹲在馬桶上炒股,月薪多出五十萬/林

僚著; 鄭舜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74-2 (PDF)  

蹲在馬桶上炒股,月薪多出五十萬/林

僚著; 鄭舜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0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8-75-9 (EPUB)  

關門東段.海岸山脈/上河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編繪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004 .--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

986-7342-91-1 (單張半開) NT$380  

關於前途,我真的知道/陳瑰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064-5 (EPUB)  

關於前途,我真的知道/陳瑰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068-3 (PDF)  

關係免疫力/梅樂妮.喬伊著 .-- 初版

一刷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78-2 

(EPUB)  

關係免疫力 /梅樂妮 .喬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81-2 (PDF)  

關係練習題: 從我們最喜愛的事物開

始回答/艾莉西亞.姆諾茲著; 陳錦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632-1 

(EPUB)  

繪師必備!日本女子國.高中生制服圖

鑑/Kumanoi 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4-330-2 (EPUB)  

藝術設計概論/尚爭妍, 王珊編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清 文 華 泉 ,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6-08-2 (EPUB)  

關節放鬆,全身零痠痛/原秀文著; 羅

淑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0-02-8 (PDF)  

顛覆你的歷史觀: 連歷史老師也不知

道的史實/謝宏仁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532-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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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250-8-2 (EPUB)  

繼承: 案例式/郭欽銘著 .-- 十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2-498-1 (PDF)  

寶棠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案報

告/徐偉倫, 周佳儒, 徐倉弘, 張宇翔, 

陳彥瑋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

業資源規劃學會,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06186-0-0 (PDF)  

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崑崙作; 

盧侑典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 

11001 .-- 約 48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7-34-7 (線上有聲書(MP3))  

觸碰美洲豹: 直面危機,化恐懼為積

極行動的動力/約翰.柏金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757-4 

(EPUB)  

觸碰美洲豹: 直面危機,化恐懼為積

極 行 動 的 動 力 / 約 翰 . 柏 金 斯 (John 

Perkins)著; 黃中憲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60-4 (PDF)  

警察情境實務執法案例硏析/許福生, 

蔡庭榕, 劉嘉發, 鄭善印, 許義寶, 張

維容, 傅美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2-500-1 (PDF)  

魔法蠟燭寶典: 金錢、愛情、療癒,

實現 28 種人生願望/雷蒙德.巴克蘭

(Raymond Buckland)著; Sad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01-57-3 

(EPUB)  

魔法顯化/麥特.奧林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樹林,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2-22-8 (PDF)  

魔法顯化: 93 則成為巫師的自學指

南/麥特.奧林作; 祝家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572-17-4 (EPUB) 

NT$420  

護膚問莫嫡/莫嫡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清文華泉, 110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5486-12-9 (EPUB)  

歡喜/曾逢景攝影.撰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省書屋, 11003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010-5-6 (平

裝)  

戀人絮語 02.21/梁慕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729-0 (EPUB)  

戀人絮語 02.21/梁慕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5735-1 (PDF)  

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27 歲財務

自由的理 財 7 步 驟 /瑞秋 .李察斯

(Rachel Richards)作; 戴至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3-8666-9 

(EPUB)  

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27 歲財務

自由的理 財 7 步 驟 /瑞秋 .李察斯

(Rachel Richards)作; 戴至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667-6 (PDF)  

癲 狂 世 界 = Verrückte Welt/ 阿 塔 克

(Atak)著.繪; 力耘繪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004 .-- 32 面; 32 公

分 .-- ISBN 978-986-5549-50-3 (精裝) 

NT$360  

讓那個討厭的自己消失吧: 如何運用

自我催眠改變自己 /梅爾文 .包沃斯

(Melvin Powers)作; 倪振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776-3-0 (EPUB)  

讓你說話更有趣的 40 個技巧/櫻井

弘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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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292-6 (PDF)  

讓你說話更有趣的 40 個技巧/櫻井

弘著; 趙君苹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311-4 (EPUB)  

鷹是怎樣煉成霸主的 /孫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75-3-5 

(PDF)  

讓愛飛翔/趙欣妍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3-8724-6 (PDF)  

靈魂的領地/楊佳嫻, 凌性傑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44-909-6 (EPUB)  

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成中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162-4 

(EPUB)  

韓非,快逃!/李賢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160-0 (EPUB)  

心智圖高分讀書法: 從國小到國考,

一生受用無窮的驚人讀書技/胡雅茹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2-30-2 

(EPUB)  

真人實證!我靠吸引力法則賺到三千

萬/E.K.尚多(E. K. Santo)著 ; 孟紀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590-8 

(EPUB)  

所有經歷,都是為了成就更好的你/何

權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041-1 (EPUB)  

信不信由你: 從哲學看宗教/游淙祺

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153-2 (EPUB)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 藥草喻 

化城喻 衣珠喻/釋證嚴講述 .-- 初

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0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04-9-6 

(EPUB)  

佛藏經講義. 第十輯/平實導師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558-4-3 (PDF)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

罪論、救恩論/李麗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0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780-4 (EPUB)  

神學的發生: 方法論、神論、人論/

李麗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 110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98-781-1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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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際,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044-2 

(EPUB)  

讓孩子盡情失敗吧!: 懂得放手,才能

讓孩子獨立又堅強/水野達朗著; 黃

薇嬪, 鍾雅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001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043-5 (EPUB)  

威士忌品鑑指南: Whisky 入門必懂!

你不該錯過的 101 經典酒款/陳馨儀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82-22-7 (EPUB)  

史記的人物世界/林聰舜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161-7 (EPUB)  

全國混戰/司馬光原著; 柏楊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000-1 (EPUB)  

英國史綱/許介鱗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10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159-4 (EPUB)  

韓國人每天掛在嘴邊的生活慣用語: 

最接地氣的 500 句日常對話,瞬間拉

近你與韓國之間的距離/郭修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2-15-9 

(EPUB)  

*英、日語同步 Anki 自學法: 我是靠

此神器,最短時間通過日檢 N1、多

益 975 分/簡群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582-18-0 (EPUB)  

英文一字多義速查字典: 完整收錄

7000 英單必學多義字/黃百隆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82-14-2 

(EPUB)  

一張圖看懂英文文法: 以圖像、表格

解析文法架構,理解更輕鬆!/王永華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2-20-3 

(EPUB)  

窗外有棵相思/逯耀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大,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9-3262-0 (EPUB)  

少年達力的思想探險 /鄭光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0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158-7 

(EPUB)  

描紅: 臺灣張派作家世代論/蘇偉貞

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0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155-6 (EPUB)  

佐賀的超級阿嬤/島田洋七著; 陳寶

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 , 

110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4-379-2 (EPUB)  

世界名畫鑑賞入門: 品味 101 幅西洋

藝術經典之美/陳韾儀編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晨星,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2-21-0 (EPUB)  

15 分鐘水彩畫: 最高效率水彩技法!

只要 15 分鐘,就能創作出一幅幅水

彩 傑 作 / 安 娜 . 柯 里 亞 迪 奇 (Anna 

Koliadych)著; 李亞男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 110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2-19-7 (EPUB)  


